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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詞彙表載有對本招股章程內使用有關本公司及其業務的若干技術詞彙的
解釋。該等詞彙及其涵義可能與行業標準涵義或用法不一致。

「BOT」 指 Build – Operation – Transfer，即建設－營運－移交，
政府或地方機關以特惠協議形式向企業授出權利
以承接建設項目的融資、設計、建築、營運及維
護工程的業務模式。該企業有責任為該項目籌措
資金，並有權於特許經營期內向使用者收費從而
彌補其成本以及收取合理的投資回報。於特許經
營期屆滿後，項目擁有權將轉讓予公共行政機構

「BT」 指 Build – Transfer，即建設－移交，為項目融資建設
模式承辦商承擔建設開支的融資，並於竣工時將
項目轉回擁有人作驗收。擁有人將根據協議向承
辦商分期補償有關建設開支及融資成本

「快速公交系統」 指 由大容量及高性能公車運作以公車為基礎的大眾
交通系統，沿專用車道運行

「無冷卻塔冷水式通風
空調集成系統」

指 一種供地鐵使用的節能通風空調系統，當中並不
採用冷卻塔

「車輛段上蓋綜合開發」 指 通過物業開發與軌道交通的一體化設計，將工業
建築與商業開發、市政設施結合，成為一個具有
多種功能的綜合體

「施工圖設計」 指 初步設計後的設計階段，在這階段主要通過圖紙，
把設計者的意圖和全部設計結果表達出來，作為
施工的依據

「施工圖審查」 指 施工圖審查機構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對施工圖
涉及公共利益、公眾安全和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
的內容進行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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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 指 運用多學科知識和經驗、現代科學技術和管理辦
法，遵循獨立、科學、公正的原則，為政府部門和
投資者對項目的投資決策與實施提供諮詢服務的
過程

「設計監理」 指 依據法律、行政法規及有關的技術標準，受項目
擁有人委託對工程項目設計工作進度、質量等實
施監督管理

「直接蒸發式通風
空調系統」

指 一種供地鐵使用的節能通風空調系統，將製冷劑
輸送到空調系統終端機對空氣降溫除濕，免去空
調冷凍水循環系統

「工程設計」 指 根據項目要求，涉及對建設工程所需的技術、經
濟、資源、環境等條件進行綜合分析及編製建設
工程設計文件的活動

「工程監理」 指 依據法律、行政法規及有關的技術標準，對承包
商在施工質量、建設工期和建設資金等方面，代
表項目擁有人實施監督

「工程勘察」 指 根據項目要求，查明、分析、評價建設場地的地
質地理環境特徵和岩土工程條件，編製勘察文件
的活動

「工程總承包」 指 由項目擁有人委託的設計採購施工總承包，即工
程總承包企業按照合同約定，承擔工程項目的設
計、採購、施工、試運行服務等工作，並對承包工
程的質量、安全、工期、造價全面負責。項目擁有
人負責項目融資。與施工總承包比較下，工程總
承包需要承辦商具備更全面的工程實力及管理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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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站運輸系統」 指 一條軌道交通線路中的部分車輛不再經停每個車
站，而只經停該線路的主要車站，從而提高運行
效率的一種運行方式

「可行性研究」 指 在投資項目擬建之前，通過對與項目有關的市場、
資源、工程技術、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問題進行
全面分析，從而確定項目是否可行或選擇最佳實
施方案的工作

「設計總包服務」 指 一種設計業務模式，項目擁有人將按此模式委託
項目的總體設計管理工作予設計總包公司，而該
公司負責以總體管理人或總承包商的身份協調、
管理、設計及監察項目。設計總包服務包括以下
兩種不同模式：(1)總體設計管理，設計總包公司
據此擔當總體管理人的角色，而項目擁有人可將
若干設計工作分包予其他公司；及(2)設計總承包，
設計總包公司據此擔當總承包商的角色，並全面
負責整體設計工作，包括按需要將若干工作分包
予其他公司

「建築面積」 指 建築面積

「嵌地式接觸軌供電系統」 指 一種城市軌道交通供電系統，不僅適用於封閉式
和非封閉式的線路，而且還適用於非封閉式且對
景觀要求比較嚴格的城市軌道交通線路

「綜合管廊」 指 實施統一規劃、設計、施工和維護，多種市政公
用管線敷設於同一組結構內，建於城市地下的市
政公用設施，又稱共同溝

「綜合運輸樞杻」 指 供多種交通工具或交通工具線路模式眾集的綜合
樞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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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公交樞杻」 指 採用先進的電腦機網絡、數據庫、車輛自動識別
系統、通信、數字圖像監控等技術，中央派遣及
統一指揮公車的城市公共交通樞杻

「輕軌」 指 採用鋼輪鋼軌體系，標準軌距為1,435毫米，繁忙
時間單向運輸能力在 10,000至30,000人左右，可採
用地下、地面或高架線路不同方式的中運量軌道
交通系統

「磁懸浮列車」 指 在常溫條件下，利用電導磁力懸浮技術使列車上
浮，採用直線電機驅動列車行駛的城市客運系統

「零距離下穿既有地鐵
結構控制變形方法」

指 對暗挖隧道下穿既有地鐵施工，所引起影響其結
構及運營安全的既有地鐵結構附加變形和差異沉
降，進行必要變形和內力分析，以便採取必要保
護措施

「地鐵車輛段開發」 指 地鐵車輛基地周邊優質土地的高強度高密度的複
合型利用

「地鐵通風空調多功能
設備集成系統」

指 一種現代地鐵系統的通風空調系統，具有新穎、
設備集成、簡化設備和控制系統，縮短車站建築
長度，降低造價，提供節能運行的措施，其創新
設備具有模塊化、節能自控程度較高的特點

「市政工程」 指 城市生活配套的各種公共基礎設施工程的統稱，
如常見的城市道路、橋樑、城市公共交通、城市
雨水排水管、污水排水管等

「明挖法」 指 由地面挖開的基坑中修築隧道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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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設計」 指 在可行性研究報告基礎上，對城市軌道交通項目
全線控制性方案和主要技術標準進行全面研究設
計，其具體目標是落實外部條件、穩定線路站位；
明確功能要求，確定運營規模；使系統合理化，
釐清接口；統一技術標準，分割工程單元；籌劃
合理工期，控制投資總額，並最終形成總體設計
文件，作為指導軌道交通項目各體系的初步設計
的依據

「施工總承包」 指 Procurement – Construction，即採購、施工總承包，
由擁有人負責設計管理，承包商按照合同約定負
責項目的設備選型、採購和施工，並對承包工程
的質量、安全、工期、造價全面負責

「PPP」 指 Public – Private – Partnership，即政府與私人組織之
間，為了合作建設城市基礎設施項目，或是為了
提供某種公共物品和服務，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
彼此之間形成一種夥伴式的合作關係，並通過簽
署合同來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以確保合作順
利完成，使合作各方共同達到較單獨行動更為有
利的結果

「預製裝配式地鐵車站」 指 採用工廠預製的混凝土構件及採用一定的技術在
施工現場拼裝成型的地鐵車站，代替傳統的現澆
混凝土結構的地鐵車站

「預可行性研究」 指 在投資機會研究基礎上，對項目方案進行的進一
步技術經濟評定，對項目是否可行進行初步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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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設計」 指 在可行性研究和總體設計階段之後的一個設計階
段，其主要目的是結合各項特定研究（評估）報告
的意見，對工程進行具體設計，確定各項工程的
設計原則、通過必選確定主要工程方案、解決工
程技術問題；提出工程量清單、主要設備數量、
主要材料數量、用地及拆遷數量、施工組織設計
及總概算；確定環境保護和水土保持措施。初步
設計文件經審查、修改、批准後，作為控制建設
規模和總概算的依據，應滿足工程招標承包、收
購土地、建築物拆遷、進行施工準備及主要設備
採購的需要

「軌道減振器」 指 一種用於地鐵和輕軌交通的軌道減振器

「標段」 指 在設計或施工招標階段將項目或工程分解為不同
的工程單位，每一個單位進行獨立招標的工程段
的總稱。每一個標段只能由中標的一間公司或一
個財團實施

「盾構機」 指 盾構隧道掘進機（或TBM），是一種用於隧道掘進
的專用工程機械，施工時在鋼殼體的保護下完成
隧道開挖、推進、襯砌拼裝和注漿作業，形成隧
道結構

「智慧城市」 指 把新一代信息技術（例如互聯網及雲計算）應用在
大都市環境中日常生活層面的城市規劃概念

「鋼彈簧浮置板減振道床」 指 在地鐵設計中，達到減震降噪效果的一種施工工
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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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挖建造」 指 一種隧道的建造方法，在隧道施工時不挖開地面，
採用在土體內部挖掘地層和形成支護結構的方式
完成隧道施工

「地鐵」 指 採用鋼輪鋼軌體系，標準軌距為1,435毫米，繁忙
時間單向運輸能力在 30,000至60,000人左右，可採
用地下、地面或高架地鐵等不同方式的大運量軌
道交通系統

「測繪」 指 透過計算機技術、光電技術、網絡通訊技術、空
間科學、信息科學、全球定位系統 (GPS)、遙感、
地理信息系統，將地面已有的特徵點和界線通過
測量手段確定反映地面現狀的圖形和位置信息，
供工程建設項目的規劃、設計和管理之用的工作
流程

「城市軌道交通三維
輔助設計系統」

指 應用於軌道交通行業計算機三維設計技術，能減
少線路設計衝突的發生，提高整體設計質量和效
率

「一次扣拱暗挖逆作
施工方法」

指 一種軟土地層隧道施工方法，用於在暗挖導洞內
形成由頂拱、邊樁、中柱和基礎底板組成的完整、
穩定的承力結構體系

「有軌電車」 指 採用鋼輪鋼軌體系，標準軌距為1,435毫米，繁忙
時間單向運輸能力在 5,000至10,000人左右的低運
量城市軌道運輸系統

「U型樑」 指 一種橫斷面形狀類似於「U」字母的高架橋樑結構，
屬於下承式橋樑結構。「U」型樑具有結構高度低、
斷面空間利用率高、降低操作噪聲等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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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軌道交通」 指 採用專用軌道導向運行的城市公共客運交通系
統，包括地鐵、輕軌、單軌、有軌電車、磁浮、自
動導向軌道、市域快速軌道交通

「高架線」 指 鋪設在金屬或鋼筋混凝土高架橋上的軌道交通線
路

「減振扣件」 指 一種軌道結構減振降噪措施，用於減少振動及噪
音對周圍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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