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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工程建设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济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申通轨道交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河北远东通信系统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

司、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科智能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气自动化设计研究所有限公司、上海期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

司、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上海上实龙创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睿中实业股份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刘加华、王大庆、张立东、蔡佳妮、姜臻祺、邓冉然、张菁博、赵刚、刘琦、张瑞、张洪庆、钟允、

沈洋、曹薇、郭媛、展宗思、许超、李潇潇、张瑾、黄志刚、何晶、曾歆、刘志钢、梁锴、贾志华、郑

华荣、陈国芳、胡彦、蒋雨捷、陈光耀、韩玉雄、康雪婷、丁晓炯、孙旦阳、王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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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智慧车站  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站的一般规定、功能、运行与管理系统、配套专业系统、系统功

能和性能验收等。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车站的建设和运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6635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监测 基本要求与实施指南 

GB/T 37934  信息安全技术  工业控制网络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GB/T 50636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T/CAMET 11001（所有部分） 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信息技术架构及网络安全规范 

 

3  缩略语、术语和定义 

下列缩略语、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术语和定义 

3.1.1   

智慧车站 Smart Station 

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基于车站构建的具备智慧管控、智慧服务、智慧运维等功

能，实现状态感知、数据管控、自动诊断、业务闭环和持续进化五个基本特征的管理系统。 

3.1.2   

智慧服务 Smart Service 

以乘客服务为中心，面向乘客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动态信息、自主引导、智能票务等场景化服务，

与周边商业、公共服务设施信息联动，为乘客提供智慧出行体验。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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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运维 Smart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以设施设备为中心，实现状态在线监测、健康度集中管理、主动维保业务触发、智能辅助作业等功

能，构建安全、高效、可靠的全生命周期设施设备运维模式。 

3.1.4   

智慧管控 Smart Management and Control 

以车站管理为中心，基于设备全息感知、系统集成联控、业务场景联动、终端精准点控、高度自运

转、线网应急协调联动六大方面构建全时全景的车站智慧管理模式。 

3.1.5   

状态感知 State Awareness 

运用数据采集与图像识别等综合感知技术，对车站相关设施设备、环境、客流、人员等对象或群体，

实现状态和信息的感知与采集。 

3.1.6   

数据管理 Data Management and Control 

抽取、转换、加载、汇聚各个专业的设备状态以及运营维护、公共服务、系统安全等各类数据，采

用多源异构数据融合等方法，实现对数据的收集、存储、处理、应用等过程。   

3.1.7   

自动诊断 Automatic Diagnosis 

应用大数据分析与智能决策技术，实现对系统状态、客流趋势、安全风险及管理绩效等的分析、评

估、判断和预测。 

3.1.8   

业务闭环 Business Closed Loop 

利用自动诊断结果，实现行车组织、客运服务、设备管理及人员管控等业务的全流程自动化、可视

化和规范化，使智慧车站涉及业务有始有终，形成闭环。 

3.1.9   

持续进化 Continuous Evolution 

通过数据和样本等的积累，基于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技术实现自主学习、自动进化，持续提高车站行

车组织、客运服务、设备管理及人员管控等业务的智慧化水平。 

3.1.10   

边缘网关 Edge Gateway 

用于连接车站机电设备和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实现网络联接、协议转换等功能的软硬件一体

化设备。 

3.1.11   

单兵系统 Soldier System 

利用蓝牙、WIFI 等无线技术实现具备无线音视频图像传输、室内定位等功能的移动式终端监控系

统。 

  缩略语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7%A0%E7%BA%BF%E5%9B%BE%E5%83%8F%E4%BC%A0%E8%BE%93/2195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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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ACS  门禁系统（Access Control System） 

AFC  自动售检票系统（Auto Fare Collection） 

AI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S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Building Automatic System） 

CCTV  闭路电视系统（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 

COD  化学需氧量（Chemical Oxygen Demand） 

FAS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Fire Alarm System） 

PA  广播系统（Public Address） 

PH  氢离子浓度指数（Hydrogen Ion Concentration） 

PIS  乘客信息系统（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 

PSCADA  电力监控系统（Power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PSD  站台门系统（Platform Screen Doors） 

RIO  远程输入输出（Remote Inpute and Output） 

4  总体要求 

4.1  智慧车站应由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和配套专业系统共同组合实现。 

4.2  智慧车站宜基于云平台或独立系统构建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当采用独立系统架构时，宜结

合综合监控系统实现。   

4.3  智慧车站应符合状态感知、数据管控、自动诊断、业务闭环和持续进化五个基本特征要求。 

4.4  智慧车站应促进车站整体运营安全、服务水平、管理效率和综合效益的提升。 

4.5  智慧车站应具备智慧服务、智慧运维和智慧管控功能。 

4.6  智慧车站应符合 GB/T 37934 及 GB/T 22239 的安全要求。 

4.7  智慧车站应实现无线网络覆盖，宜支持人员定位、热力采集、人员轨迹采集功能，宜为单兵系统、

移动客服设备等提供无线传输通道；应实现车站有线网络、无线网络的统一管理。  

4.8  智慧车站宜利用线网级大数据平台能力；宜以大数据平台作为跨域数据交换和共享主通道，并在

共享数据的基础上提供大数据分析功能。 

4.9  智慧车站宜利用线网级人工智能平台能力；宜对各个算法模型进行隔离，保障算法模型服务的安

全性要求。 

5  智慧车站功能 

5.1  智慧服务 

5.1.1  智慧服务包括线上线下一体化、动态信息、智能票务、自主引导等。 

5.1.2  线上线下一体化应提供线上的实名注册、票务处理、在线智能客服、咨询推送、信息查询、导

航定位等服务，以及线下的一体化智能客服中心、自助信息查询、自助票务处理、乘车引导等服务。 

5.1.3  动态信息应在站台、出入口、换乘通道、车厢等位置的乘客信息显示屏显示，宜在移动端显示；



T/CAMET XXXXX—XXXX 

4 

动态信息内容应分为常规信息、故障信息和应急信息；宜实现场景化乘客信息服务，根据乘客信息显示

屏的位置和场景需求，能够个性化播放相关区域内容。常规显示内容包括： 

a)  站台的乘客信息显示屏常规信息，应包括列车到站信息、车厢满载率等，宜包括车站拥挤度

信息。  

b)  车站出入口的乘客信息显示屏常规信息应包括车站运营服务信息、周边商业信息和地面交通信

息。 

c)  换乘通道等位置的乘客信息显示屏常规信息，应包括车站、换乘等信息，宜包括车站拥挤度信

息。 

d)  移动端显示宜包括列车到站信息、车厢满载率、车站拥挤度信息、车站运营服务信息、周边商

业信息和地面交通信息。  

5.1.4  智能票务应包括票卡自助处理、票务信息自助查询、智能购票等，具体功能包括： 

a)  票卡自动处理终端应具备票卡信息的查询与分析，以及异常票卡的自助处理功能，并提供友

好的操作引导信息。 

b)  自助查询终端应实现对车站运营信息的自助查询和智能语音问询服务。 

c)  自动售票机宜具备语音识别技术能力，对于交通枢纽车站，宜提供语音购票及自助服务能力。 

5.1.5  自主引导应在车站为乘客提供便捷的乘车指引，应包括快速绿色通道、智能引导设备、智慧安

检、智能厕所等，具体内容包括： 

a)  宜建立快速绿色通道，实现特殊乘客/认证乘客快速进出站。 

b)  宜在换乘通道安装智能引导设备，引导乘客快速换乘。 

c)  宜采用新型安检技术实现智慧安检。 

d)  宜在枢纽站等重要窗口型车站实现智能厕所功能。 

5.1.6  宜利用线网级远程坐席客服功能，实现线上线下客服、机器人客服功能，支持知识库管理、音

视频推送。 

5.1.7  宜利用线网级乘客交互能力，实现路线规划和导航功能，实现自助查询车站/车厢拥挤度、列车

信息、票务信息、地铁周边地理信息等交互功能；宜实现线上线下数据协同；宜支持广告播放、机器人

客服功能。  

5.1.8  面向乘客交互功能宜按屏幕大小和便捷程度进行设计，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客服，小屏移动应

用服务，车站内中大型屏幕的综合交互服务。 

5.2  智慧运维 

5.2.1  智慧运维包括状态在线监测、健康度集中管理、主动维保业务触发、智能辅助作业等功能。 

5.2.2  应实现车站基础数据在线监测，完成健康度集中管理；车站基础数据应包括车站范围内的通信、

供电、信号、车站机电设备及即将进入或离开车站范围的车辆信息。 

5.2.3  宜为车站级跨专业系统提供智能诊断与维护支持功能。  

5.2.4  应为线路级/网络级系统提供基础的设备维护数据，配合实现智能诊断算法模型优化。 

5.2.5  应实现快速便捷的故障上报功能，与故障报修平台对接。 

5.2.6  应基于故障信息数据，实现故障推送维修人员，根据故障的灾害级别启动对应处置预案。 

5.2.7  宜实现智能巡检、预警预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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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智慧管控 

5.3.1  智慧管控包括车站运行模式控制、环境及能耗监测、客流监测预警、人员定位管理等功能，宜

具备施工管控、城市运行联动功能。 

5.3.2  应实现正常模式下的设备自检、自动开关站、客流监测预警、异常行为报警；故障模式下的智

能识别和自动预案触发；灾害模式下的及时响应、车站运行暂停、车站疏散、车站运行重启。 

5.3.3  应实现车站客流、环境、能耗、场景等管控功能，宜具备三维可视化展示功能。 

5.3.4  应对客流密度设置分级报警，并根据时间段、密度阈值设置报警模式。 

5.3.5  应实现车站预案结构化配置，及触发条件配置、报警功能，实现各种预案模式下设备、系统、

人员的联动功能，联动车站设备应包括通风空调、照明、垂直电梯、自动扶梯、管理卷帘门、视频监控、

广播、乘客信息及自动售检票等；联动车站人员应包括人员到岗就位、设施部署到位等。 

5.3.6  应实现车站人员精确管理，具备任务管理、预案管理、巡检管理、车站人员岗位和定位管理等

功能。 

5.3.7  应实现对委外人员的注册、现场认证与登记、现场工单备案与管理、白名单识别和管理等功能。 

5.3.8  宜实现车站施工智能管控功能。 

5.3.9  宜具备施工期间的人员定位、列车定位功能，监控人车、车车安全防护距离，当防护距离小于

规定安全防护距离时产生相关报警，报警信息接入线网调度中心和车站。 

5.3.10  宜具备在车站突发应急状况下与城市运行管理职能部门的联动功能。 

6  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 

6.1  系统构成 

6.1.1  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由系统集成平台、应用软件、数据库以及部署在车站的边缘网关、服

务器、操作终端和网络交换机等设备构成，关键设备应按照热备冗余方式配置。 

6.1.2  系统集成平台应基于硬件和软件资源的服务，提供安全、稳定的软件部署环境，具备与轨道交

通线网级系统、智慧城市系统及其它系统等的接口。 

6.1.3  系统应采用当前成熟的技术和体系架构，保证技术先进性和系统稳定性。 

6.1.4  系统应具有扩展性、开放性和自主可控性。 

6.1.5  系统应通过边缘网关实现与车站机电设备的接口通信和数据交互，且应采用双通道连接和冗余

切换。 

6.1.6  系统宜根据运营安全性需要设置后备或灾备系统，应满足故障或灾害不扩散、不传播的要求。 

6.1.7  系统宜构建资源池，支持计算虚拟化（含容器）、存储虚拟化，同时兼顾裸金属部署方式。 

6.2  系统软件 

6.2.1  系统软件符合以下通用要求： 

a)  应采用成熟稳定的产品，提供方便的监视、管理和维护工具。 

b)  应实现故障诊断维护功能，应包括故障诊断、故障隔离、远程维护功能。 

c)  应全面支持系统功能的实现和扩展。 

d)  应具备对各类操作记录、事件、报警、日志、历史数据和文件进行记录、保存、归档、统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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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功能。 

6.2.2  支撑软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云平台架构下的支撑软件，应确保与云平台内软件相兼容，应提供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

的管理工具，应实现在线版本更新。 

b)  综合监控系统架构下的支撑软件，应确保与综合监控系统提供的软件相兼容，应在不影响运营

安全的条件下，实现对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的更新和管理。 

c)  应与线网级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平台能力相兼容。 

6.2.3  应用软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应确保与所选架构提供的相应软件相兼容。 

b)  应采用模块化设计，方便未来系统的扩展。 

c)  与其它系统接口时，应采用相应措施过滤/路由数据和防止非法访问。 

d)  应具备高可靠性，单个模块的故障不应引起数据的丢失和系统的瘫痪。 

e)  应提供整体一致并唯一有效的权限控制与管理，系统所有用户信息应存储在服务器中，便于系

统统一维护。 

f)  应提供方便的监视、管理和维护工具，应支持远程部署和管理，支持在线更新。 

g)  应提供相关使用手册和帮助信息，应根据系统当前的工作状况提供上下文帮助，并应引导用户

快速检索各类有用信息。 

h)  应操作简便，人机界面应友好，具备三维可视化界面，符合运营操作习惯，且具有防误操作措

施。 

i)  应实现故障诊断维护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故障诊断、故障隔离、远程维护等功能。 

6.2.4  数据库软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宜采用分布式面向对象的实时数据库。 

b)  采用云平台架构时，应由平台统一提供可靠数据库服务；采用传统独立系统架构时，应独立部

署可靠的数据库服务器。 

c)  应提供标准数据接口。 

d)  应具备数据备份、灾难恢复、系统错误恢复、人为操作错误恢复等功能。 

6.3  系统性能 

6.3.1  系统实时性、响应性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控制命令传送时间应不大于 1s。 

b)  操作终端二维人机界面实时信息状态变化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2s，操作终端三维人机界面实时

信息状态变化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3s，实时信息应包括设备信息、环境异常信息等。 

c)  单站实时数据画面在操作员终端屏幕上三维界面、地图信息的首次整幅调出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5s，后续整幅调出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3s；其他界面整幅调出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1s。 

d)  重要数据变化刷新时间应不大于 1s。 

e)  操作终端监控画面刷新时间应不大于 1s。 

f)  冗余服务器切换时间应不大于 2s。 

g)  网络切换时间应不大于 0.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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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边缘网关切换时间应不大于 1s。 

6.3.2  系统可靠性、可用性、可维护性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系统平均无故障时间应不小于 8000h。 

b)  系统可用性指标应不小于 99.98%。 

6.3.3  设备负载要求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服务器中央处理器平均负载应不大于 30%。 

b)  操作终端中央处理器平均负荷率应不大于 30%。 

c)  边缘网关中央处理器平均负荷率应不大于 20%。 

d)  局域网的平均负荷率应不大于 20%。 

e)  系统平均动态内存占用率应不大于 30%。 

6.3.4  智慧应用性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线上线下的自助信息查询、乘车引导信息查询响应时间不应大于 5 秒；线上自助票务处理流程

相应时间不应大于 5 秒。 

b)  乘客信息显示的动态信息更新时间不应大于 1 分钟。 

c)  语音识别响应不应大于 3 秒。 

d)  车站设施设备状态在线监测数据更新周期不应大于 3 秒。 

e)  正常模式下，自动开关站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客流监测预警相应时间不应大于 3 秒；乘客异

常行为从发生到触发报警的时间不应大于 3 秒。 

f)  故障模式下，智能识别故障发生并进行故障信息上报的时间不应大于 2 秒，自动预案触发下达

至维修人员时间不应大于 3 秒。 

g)  灾害模式下，灾害模式响应到触发紧急预案时间不应大于 2 秒，联动车站设备进入车站运行暂

停状态的时间不应大于 2 秒。 

h)  人员定位位置信息刷新频率不应大于 1 秒。 

i)  系统按照日、月、年对设备故障次数、设备故障时间、设备运行次数、设备累计运行时间进行

统计的响应时间应小于 2s。 

7  配套专业系统 

7.1  一般要求 

7.1.1  配套专业系统应预留与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的接口，实现感知数据上传、联动控制等功能。 

7.1.2  配套专业系统宜支持智慧运维功能，包括状态自检、使用频率分析和设备健康管理等功能，实

现基于实时数据的集中在线状态监控，基于历史数据进行的故障趋势预测及报表，基于算法模型的健康

管理及质量评价。 

7.2  综合监控系统 

7.2.1  系统分为中心级和车站级两级架构，中心级宜支持向线网综合监控演变。 

7.2.2  车站级应具备车站多专业系统集成联控能力，应能够预设和自由设置的场景联动指令，包括但

不限于开关站场景联动、大客流场景联动、行车故障场景联动、火灾应急场景联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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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中心级综合监控系统宜在多线路数据集中线网数据中心的基础上，实施多线路设备监视、数据

展示，指令提示等功能。 

7.2.4  宜支持区域中心站点集中值守和远郊车站无人值守的管理模式，车站级综合监控系统可被中心

值守车站远程接管。 

7.2.5  应实现系统自检、能耗管理、设备健康管理等功能，宜实现设备履历管理功能，并提供相应接

口。 

7.2.6  宜设置施工智能管控子系统，具备以下功能： 

a)  应在车站管控区间增设远程控制的指示设备，实现对施工作业区域划分和区域内接触网带电情

况的指示。 

b)  应具备根据施工作业请销点审批结果自动控制指示设备的功能。 

c)  设备应具备自检及测试功能，故障信息接入线网调度中心和车站。 

d)  宜智能识别并监视进入轨行区通道处的施工人员资质和安全防护用品穿戴情况。 

e)  宜智能识别并监视车站管控区间边界处的施工人员越界、安全防护用品穿戴等情况。 

f)  施工智能管控后台应具备计划间冲突检测、人员与计划匹配检测、作业与接触网带电情况冲突

检测、安全防护距离检测等安全检测功能。 

7.3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 

7.3.1  应在车站公共区、管理用房、设备用房、轨行区、车站卫生间、集中空调冷却水池、污水泵房、

新风井、排风井、冷却水塔等处，设置环境参数监测设备并预留相关接口，实现对车站环境状态的全息

感知。 

7.3.2  应具备对公共区风管末端风量、水泵运行状态、车站防排烟能力的监测功能。 

7.3.3  应与动力照明电能计量表计进行接口通信，采集用电设备的能耗数据。 

7.3.4  应与远传式水表进行接口通信，实现对生活用水量、生产用水量、冷却水补水量、消防用水量、

喷淋用水量的全息感知以及用水综合数据分析。 

7.3.5  应与远传式压力表进行接口通信，实现对水系统管网压力的全息感知。 

7.3.6  应与给水与排水的信号蝶阀、信号闸阀进行硬线接口通信，实现阀门的远程控制和状态监视。 

7.3.7  应与给水与排水消防管道上的温度传感器设备进行接口通信，实现对管道内水温数据的采集、

监视和报警。 

7.3.8  应与多联机空调集中控制器进行接口通信，实现对设备管理用房多联机空调设备的单独控制。 

7.3.9  应与管理卷帘门进行硬线接口通信，实现对管理卷帘门的状态监视和远程控制。 

7.3.10 应设置 RIO 模块，满足各类传感器和硬线信号接入的要求；应提供通信接口，满足通信接口设

备的接入要求。 

7.3.11 宜与垂直电梯进行硬线接口通信，实现对垂直电梯的远程控制。 

7.3.12 宜与自动扶梯进行硬线接口通信，实现对自动扶梯的远程控制。 

7.3.13 宜与站台门进行硬线接口通信，实现对站台门的远程控制。 

7.4  通风空调系统 

7.4.1  应提供多联空调系统的通信接口，实现智慧车站对室外机、室内机和新风处理机组的状态监视

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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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应在车站公共区的送风管、回/排风管、排烟风管的末端风管上设置风速传感器，实现对公共区

风管末端风量的检测和实时报警。 

7.4.3  应在组合空调箱静电除尘装置前后设置滤网差压传感器，实现对车站防排烟能力的全息感知。 

7.4.4  应在空调水系统设备机房设置冷冻水、冷却水进出水温度传感器、流量传感器和压差传感器，

通过传感器实现对水泵运行状态的监测。 

7.4.5  应在空调水系统设备机房设置大系统回排风机变频控制设备、大系统组合式空调变频控制设备、

冷冻水泵变频控制设备和冷却水泵变频控制设备。 

7.5  门禁系统 

7.5.1  应设置智能专用通道，用于特殊人群的自助进出站管理。 

7.5.2  宜在车站员工通道处设置生物识别技术的门禁设备，用于车站工作人员进出设备区域的管理。 

7.5.3  宜具备生物库、人员信息库，实现比对信息显示，支持历史识别时间记录查询。 

7.5.4  宜在进入轨行区通道处设置具备智能分析的门禁设备。 

7.6  自动售检票系统 

7.6.1  应支持免费、优惠、付费等乘客的无感支付过闸。 

7.6.2  闸机宜融合票检、安检一体化功能，支持与周边交通枢纽信息互认。 

7.6.3  应具备误识、拒识等异常处理功能。 

7.6.4  应支持乘客生物信息注册、更新、注销、查询及过闸业务。 

7.6.5  乘客生物信息的采集、传输、存储、展示等环节应做加密及脱敏处理，乘客生物信息和乘客其

他身份信息分别存储、数据关联。 

7.6.6  智慧车站客服终端设备应支持远程集成联控，包括开关站、客流疏散等场景的闸机控制、屏幕

显示。 

7.6.7  宜支持乘车二维码、生物识别、数字货币等多种购票方式，支持多种实名制电子车票混用情形

下的交易匹配、业务处理等功能。 

7.6.8  生物识别业务系统宜基于线网 AI 能力构建，终端设备宜采用边缘推理方式。  

7.6.9  智慧车站宜设置一体化智能客服中心，支持乘客自主服务功能，实现无人值守客服中心，支持

一键呼叫线上坐席客服协助和最近客服人工协助。 

7.6.10  智慧车站自动售检票宜增加智能问询终端与票卡自助处理终端，宜支持语音购票功能。 

7.6.11  智慧车站宜增加移动式客服终端、客服机器人等，移动式客服终端可集成至车站客服人员单兵

系统，支持乘客事务处理、设备操控、单据打印及知识库查询。 

7.7  视频监控系统 

7.7.1  应优先在中心提供视频及视频智能分析结果调用服务，车站级宜保留系统接口，支持车站级的

视频监控功能实现。 

7.7.2  应建立先进、开放的算法仓库，实现资源统一调度，算法仓库可兼容多家算法，支持各厂家对

接。 

7.7.3  应支持视频设备自检功能，支持存储录像的完整性检测、录像质量、保存时长检测和丢失报警

功能，支持视频质量诊断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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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4  视频智能分析宜基于线网统一建设的人工智能平台，采用集中分析原则，实现算法、算力中心

调度功能，安全性、实时性高的视频智能分析功能宜采用边缘分析。 

7.7.5  宜在进入轨行区通道、车站管控区间边界处设置视频智能分析监控设备。 

7.7.6  宜支持人脸识别和目标轨迹分析功能。 

7.8  乘客信息系统 

7.8.1  乘客信息系统包括车站级和中心级系统。 

7.8.2  中心级宜支持对任意屏幕内容进行可视化编辑，应支持按场景预设内容自动批量切换。 

7.8.3  中心级宜支持对任意屏幕开、关、待机进行远程控制，应支持按场景进行联控。 

7.8.4  应支持多场景模式不同的预设信息播报，如大客流管控、应急疏散等。 

7.8.5  中心级宜实现多媒体信息集中管控，包括接入地铁新闻、宣传视频、公益视频、广告等。 

7.8.6  宜在车站出入口、站厅费区入口、换乘通道等区域增加乘客信息显示屏或交互竖屏，实时显示

车站综合信息。 

7.8.7  宜结合站台门设置显示屏幕，显示下一班车信息、车厢拥挤度、导向信息、广告等。 

7.9  广播系统  

7.9.1  应支持广播设备状态感知，包括正常、异常状态，故障和离线状态等。 

7.9.2  应支持实现广播分区编组功能，增强系统联动功能及数据信息处理能力，实现全线路宣传、指

引一体化广播发布等。 

7.9.3  广播分区宜细化，包括各出入口及通道、各安检门上方、各售票区、各电扶梯、上下行站台，

以满足与智慧车站平台联动精准下发广播的需求。 

7.9.4  广播系统文本转语音功能应支持智慧车站数字化平台调用，支持场景化推送广播功能实现。 

7.9.5  宜增加文本转语音功能以及建立标准语言库。 

7.10  站内客运设备 

7.10.1  电扶梯宜采集对驱动、减速器、梯级链张紧轮、扶手带等关键元器件的振动、温度。 

7.10.2  电扶梯/垂直电梯宜开放远程控制接口，可实现联动控制功能。 

7.11  站台门系统  

7.11.1  应具备障碍物监测及防夹功能，报警信号接入综合监控系统。 

7.11.2  宜具备绝缘监测功能。 

7.11.3  宜开放远程控制接口，实现智慧车站其它应用联动控制功能。 

7.12  管理卷帘门 

7.12.1  车站出入口和换乘通道的管理卷帘门应开放远程监控接口，实现远程监视与控制。 

7.12.2  应具备自动播报设备（如声光报警器、广播等），在收到远程控制指令后能自动播放安全提示

信息。 

7.12.3  应设置安全防护措施，确保卷帘门动作时安全可靠。 

7.12.4  应实现与视频监控系统的联动功能。 

7.13  给排水及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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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1  应在车站消防水引入总管、消防水泵吸水总管、消火栓泵出水管、喷淋泵出水管、消火栓及自

喷系统管网最不利点、车站消火栓系统连接区间消火栓给水立管最低点处安装远传式压力表，实时监测

消防水系统管网压力。 

7.13.2  应在车站排水泵出水管、车站冷却水泵进及出水管处安装远传式压力表。 

7.13.3  应在车站露天处、风井内敷设的消防管道上安装温度传感器设备，实现对管道内水温数据的采

集、监视和报警。 

7.13.4  车站消火栓管道上的检修蝶阀应设置为信号蝶阀，上传阀门的启闭状态信号。 

7.13.5  车站连接区间消火栓的消防立管上应为手电两用信号蝶阀，实现阀门的远程启闭控制和阀门状

态信号显示。 

7.13.6  应在车站生活生产给水总管、消防给水总管上安装手电两用信号闸阀，实现阀门的远程启闭控

制和阀门状态信号显示。 

7.13.7  应在车站生产生活给水总管、冷却塔补水管、卫生间给水总管、消防给水引入管上安装远传式

水表，实时车站用水量数据采集。 

7.13.8  宜在冷却塔集水盘内安装集成化水质监测设备，实现对冷却水浊度、水温、PH 值等指标的监

测。 

7.13.9  宜在污水泵房纳管排放前的监测点安装集成化的水质监测设备，实现对纳管排放水质 PH 值、

溶解氧、氨氮、COD 等指标的监测。 

7.14  照明系统 

7.14.1  应实现不少于 4 个控制场景：全亮模式、高峰模式、低峰模式和停运模式，支持集成指令控制。 

7.14.2  宜通过区域人流数据和时间表控制，实现出入口、站厅层、站台层照明亮度自动调节，提升乘

客体验。 

7.15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7.15.1  应采集并上传烟感、温感、监视模块、控制模块状态数据。 

7.15.2  应统计烟感、温感报警数据，并区分故障报警、灾害报警、检修报警。 

7.15.3  应实现故障报警并联动维修业务。 

7.15.4  应实现灾害报警并联动灾害应急处理业务。 

7.16  供电系统 

7.16.1  系统应开放通信接口，为智慧车站系统提供包括但不限于电能质量、设备运行能耗、开关状态、

故障等信息。 

7.16.2  宜通过检测装置对电能质量（谐波监测分析及治理）、断路器机械性能、绝缘性能、触点的磨

损率等多个方面对进、出线断路器的老化程度及电能质量进行评判。 

7.16.3  0.4KV 低压开关柜宜采集进线开关、三级负荷开关、母联、馈线开关、站台门电源、扶梯、送

风井排水泵、射流风机、停车线废水泵、推力风机、弱电综合电源室、车站废水泵、设备区污水泵、环

控三级负荷、广告照明等运行功率、电量、电流数据。 

7.16.4  低压配电、通风空调集中配电和通风空调集中配电宜采集环控进线、母联、各馈线（大系统新

风机、小系统风机、隧道风机、回风机、排烟风机、新风机、排风机、冷水机组、冷却水泵、冷冻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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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线、各馈线运行功率、电量、电流数据；风机的马达保护器、变频器工作状态；进线开关、母联开

关状态（分、合闸、故障）；设备运行时间、故障信息。 

7.17  车辆系统 

7.17.1  应开放通信接口，为智慧车站系统提供包括但不限于车辆、车载视频监控、车载乘客信息系统

设备状态及车厢称重等信息。 

7.17.2  车辆运行数据宜通过车地传输网络落地。 

7.17.3  宜提供车辆故障信息、晚点影响评估及分级处置指引。 

7.18  信号系统 

7.18.1  系统应开放通信接口，为智慧车站系统提供包括但不限于信号设备状态、到站时刻表、车辆位

置等信息。 

8  系统功能验收和性能验收 

8.1  一般规定 

8.1.1  智慧车站功能和性能的验收以评审和合同为基础，需覆盖工程合同和正式设计文件的主要功能

范围。 

8.1.2  智慧车站的功能和性能验收，按本规范和现行国家标准规定以及工程合同和正式设计文件内容

和要求进行；若其它现行的工程建设标准及有关技术标准、规范的规定与本规范有冲突的，以更高级别

的规范为准。 

8.1.3  智慧车站功能和性能验收应由业主单位牵头组织，设计院、监理单位、系统集成商、施工单位

等参与，测试验收前应按照设计文件功能要求编制验收大纲，验收过程记录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B 的表

B.1 的规定。 

8.1.4  智慧车站功能和性能验收应在完成各配套专业系统功能调试测试、性能测试通过的基础上进行。 

8.1.5  智慧车站的功能和性能验收宜逐站进行，可抽测进行。抽测的车站数不应少于车站总数的 10%

且不应少于 2 个车站，各项功能所涉及的设备可以按类型抽测，每个车站所涉及设备的抽测数不应少于

本车站该类设备总数的 5%，且不应少于 2 台设备。 

8.1.6  配套专业新增功能测试应纳入各专业系统调试测试中进行。 

8.1.7  智慧车站验收结论与整改的要求： 

a)  验收通过：根据验收判据所列内容与要求，各项验收结果全部通过，判定为验收通过。 

b)  验收基本通过：根据验收判据所列内容与要求，验收项目数小于 10项，且存在不超过 1项达

不到设计要求；或验收项目数大于 10项，且存在不超过 10%达不到设计要求。不影响使用并

可以后续升级完善的，也可判为基本通过。 

c)  验收不通过：存在重大缺陷、质量明显达不到设计任务书或工程合同要求，包括重要功能指

标、性能指标不合格；或按验收判据所列的内容与要求，验收项目数小于 10项，且存在超过

1项达不到设计要求；或验收项目数大于 10项的，且存在超过 10%达不到设计要求。均判为

验收不通过。 

d)  根据验收结论应分别采取下列整改措施：验收不通过的不得正式交付使用，设计、施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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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根据验收结论进行整改后方可再提交验收；验收通过或基本通过的工程，设计、施工单

位应根据验收结论提出书面整改措施，并应经建设单位认可签署意见，设计、施工单位必须

根据验收结论进行整改，经建设单位认可后方可进行工程移交；整改过程应符合相应的建设

管理程序和相关规定。 

8.2  系统功能验收 

8.2.1  智慧车站的功能验收应从智慧服务、智慧运维和智慧管控三个方面进行。 

8.2.2  智慧车站的功能验收应符合第 5 章的相关规定。 

8.2.3  智慧车站的功能验收过程记录可参考本规范附录 B 的表 B.2 至 B.9 的样例。 

8.3  系统性能验收 

8.3.1  智慧车站性能验收应对系统的响应性、系统设备、负荷率、系统容量、智慧应用性能进行验收。 

8.3.2  智慧车站性能验收应符合 6.3 中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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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架构图 

A.1  功能架构图 

下面给出了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的功能架构，系统集成平台可以基于云平台或独立系统构

建。 

 

 

 

图 A.1  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功能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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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网络结构图 

A.2.1  基于云平台的网络结构 

下面给出了基于云平台的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网络结构。 

 

骨干通信网络

…… 

中心节点

调度员工作站 打印机

边缘网关

云平台

值班员工作站打印机

车站节点
边缘服务器

边缘网关

PSCAAD/BAS/ACS/FAS/AFC/PA/PIS/CCTV等系统或设备

值班员工作站打印机

车站节点
边缘服务器

边缘网关

PSCAAD/BAS/ACS/FAS/AFC/PA/PIS/CCTV等系统或设备

…… 

…… 

 

 

图 A.2  基于云平台的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网络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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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基于独立系统的网络结构 

下面给出了基于独立系统的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网络结构。 

 

BAS ACS

车站数据服务器 值班员工作站 打印机

前端处理器

车站级系统

PSCADA

骨干通信网络

BAS ACS

车站数据服务器 值班员工作站 打印机

前端处理器

车站级系统

PSCADA

实时数据库

服务器

历史数据库

服务器
调度员工作站 打印机网管工作站 门禁工作站

中心级系统

FAS/AFC/PA/PIS/CCTV等系统或设备 FAS/AFC/PA/PIS/CCTV等系统或设备

前端处理器
…… 

 

 

图 A.3  基于独立系统的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网络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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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智慧车站系统功能验收和性能验收示例表 

B.1  系统功能/性能验收记录示例表 

下面给出了智慧车站系统功能验收/性能验收示例表。 

表 B.1  系统功能/性能验收记录示例 

 

验收项目  

验收时间  验收地点   

验收记录： 

 

验收结果：通过[    ]       基本通过[    ]       不通过[    ] 

备注： 

验
收
单
位 

设计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系统集成商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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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系统功能验收记录示例表（以系统主界面为例） 

下面以系统主界面为例给出了智慧车站系统功能验收示例表。 

表 B.2  系统功能验收示例（以系统主界面为例） 

 

验收项目 系统主界面功能检验 

验收时间  验收地点   

验收记录： 

序号 项目 标准 检验方法 判   定 

1 系统菜单功能 

1. 系统菜单包含但不限于“5 智慧车站功能”中智

能运维、智慧管控各项功能子菜单； 

2. 点击选择各子菜单按钮，画面调用切换操作正常，

界面内容显示正确； 

现场操作及

查看 

 

□通过 

□不通过 

2 
系统主界面三维

显示功能 

1. 三维显示功能应能显示本站各类信息的车站三维

图形，包括车站结构三维图、关键设备信息、人员

定位等； 

2. 三维模型显示正确，设备信息、人员定位等正确，

并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操作及

查看 

 

□通过 

不通过 

3 
系统主界面功能

模块显示 

1. 设备主页应显示时间、环境监测、服务设备、能

耗分析、车站人员管理、分区域的客流监测情况、

客流趋势预测、列车拥挤情况等； 

2.各功能模块显示正常，数据正确，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操作及

查看 

 

□通过 

不通过 

4 通用功能 

1. 在点击操作时画面调用切换正常，界面内容显示

正确，响应时延低于 2s； 

2. 各项操作功能正常，指令下发时间在 2s 以内，历

史记录正常。 

现场操作及

查看 

 

□通过 

□不通过 

验收结果：通过[    ]       基本通过[    ]       不通过[    ] 

备注： 

验
收
单
位 

设计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系统集成商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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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B.3  系统功能验收记录示例表（以运管场景联动功能为例） 

下面以运管场景联动功能为例给出了智慧车站系统功能验收示例表。 

表 B.3  系统功能验收记录示例（以运管场景联动功能为例） 

 

验收项目 运管场景联动功能检验 

验收时间  验收地点   

验收记录： 

序号 项目 标准 检验方法 判   定 

1 开站前检查功能 

1. 包括操作权限、照明开启、站台门测试、视

频巡检等； 

2. 对话框正确展现联动执行状态，三维模型上

对应重点设备摄像头能正确实时视频，历史记

录、执行结果正常，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操作及查

看 

 

□通过 

□不通过 

2 早间启运功能 

1. 包括操作权限、开启显示屏、广播、相应模

式、电扶梯、卷帘门等，对影响安全的设备（电

扶梯、卷帘门）的开启要根据调用视频进行二

次确认； 

2. 对话框正确展现联动执行状态，三维模型上

对应重点设备摄像头能正确实时视频，历史记

录、执行结果正常，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操作及查

看 

 

□通过 

不通过 

3 晚间停运联动 

1. 包括操作权限、关闭显示屏、广播、相应模

式、电扶梯、卷帘门、照明等，对影响安全的

设备（电扶梯、卷帘门）的关闭要要根据调用

视频进行二次确认； 

2. 对话框正确展现联动执行状态，三维模型上

对应重点设备摄像头能正确实时视频，历史记

录、执行结果正常，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操作及查

看 

 

□通过 

□不通过 

4 客流高峰联动 

1. 根据预测客流高峰，启动大客流预案，联动响应

的PA、PIS、调取重点区域视频画面等。 

2. 对话框正确展现联动执行状态，三维模型上

对应重点设备摄像头能正确实时视频，历史记

录、执行结果正常，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操作及查

看 

 

□通过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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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突发大客流联动 

1. 模拟突发大客流，根据客流视频分析情况，触发

突发大客流预案，联动响应的PA、PIS、调取重点区

域视频画面等。 

2. 系统应及时进行声音提示，对话框正确展现联

动执行状态，三维模型上对应重点设备摄像头

能正确实时视频，历史记录、执行结果正常，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操作及查

看 

 

□通过 

□不通过 

6 灾害情况联动 

1. 模拟灾害情况，根据相应的火灾、水灾等报警或

手动触发火灾、水灾、恐怖事件、治安事件等灾害

情况预案，联动响应的PA、PIS、调取重点区域视频

画面等。 

2. 系统应及时进行声音报警，对话框正确展现联动

执行状态，三维模型上对应重点设备摄像头能正确

实时视频，历史记录、执行结果正常，符合设计要

求。 

现场操作及查

看 

□通过 

□不通过 

7 
设备故障情况联

动 

1. 模拟设备故障，根据相应的设备故障报警或手动

触发PSD故障、扶梯故障、车站照明故障、AFC系统

故障、越站、阻塞等故障情况预案，联动响应的PA、

PIS、调取重点区域视频画面等。 

2. 系统应及时进行声音提示，对话框正确展现联动

执行状态，三维模型上对应重点设备摄像头能正确

实时视频，历史记录、执行结果正常，符合设计要

求。 

现场操作及查

看 

□通过 

□不通过 

验收结果：通过[    ]       基本通过[    ]       不通过[    ] 

备注： 

 

验
收
单
位 

设计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系统集成商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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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单位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B.4  系统功能验收记录示例表（以智能运维为例） 

下面以智能运维为例给出了智慧车站系统功能验收示例表。 

表 B.4  系统性能验收记录示例（以智能运维为例） 

 

验收项目 智能运维功能检验 

验收时间  验收地点   

验收记录： 

序号 项目 标准 检验方法 判   定 

1 
设备状态信

息 

所有专业分类分项的设备数量统计、故障数统计、

故障率统计，故障详情显示等。可筛选不同专业进

行显示，设备信息的显示和统计准确，与现场实际

数据一致。 

现场操作及查

看 

□通过 

□不通过 

2 
设备运行情

况 

分类分项显示所有设备运行状态、设备运行历史事

件，统计设备开启次数、设备累计运行时间、设备

累计故障次数等信息。可筛选不同专业进行显示，

设备信息的显示和统计准确，与现场实际数据一

致。 

现场操作及查

看 

□通过 

□不通过 

3 设备健康度 

在线监测各专业设备相关参数信息，得出设备整体

健康状况评价，并可对设备进行智能诊断和预警预

测。健康状况评价准确，维护支持功能符合现场实

际和设计要求。 

现场操作及查

看 

□通过 

□不通过 

验收结果：通过[    ]       基本通过[    ]       不通过[    ] 

备注： 

验
收

单
位 

设计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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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系统集成商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B.5  系统功能验收记录示例表（以自动售票机功能为例） 

下面以自动售票机功能为例给出了智慧车站系统功能验收例表。 

表 B.5  系统功能验收记录示例（以自动售票机功能为例） 

 

验收项目 自动售票机功能检验 

验收时间  验收地点   

验收记录： 

序号 项目 标准 检验方法 判   定 

1 
互联网支付

购票 

按流程操作，操作顺畅、无明显卡顿，出票成功，互联

网支付成功。 

现场操作及查

看 

 

□通过 

□不通过 

2 语音购票 

说出购票语音指令，识别顺畅、无明显卡顿，内容提示

正确并自动跳转到购票界面，能跳转到支付界面，支付

成功后出票。 

现场操作及查

看 

 

□通过 

□不通过 

3 语音充值 
说出语音充值指令，识别顺畅、无明显卡顿，操作提示

正确，并自动跳转到充值界面，能成功支付并充值。 

现场操作及查

看 

 

□通过 

□不通过 

4 
操作有效性

检查 

1.通过自助终端或客服中心，自助查询查验车票信息、

充值记录，与测试情况相同。 

2.持TVM购买的单程票或充值的储值票进出站，单程票、

储值票可正常进出站。 

现场操作及查

看 

□通过 

□不通过 

验收结果：通过[    ]       基本通过[    ]       不通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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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验
收
单
位 

设计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系统集成商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B.6  系统功能验收记录示例表（以客服中心票务处理部分功能为例） 

下面以客服中心票务处理部分功能为例给出了智慧车站系统功能验收示例表。 

表 B.6  系统功能验收记录示例（以客服中心票务处理部分功能为例） 

 

验收项目 客服中心票务处理功能检验 

验收时间  验收地点   

验收记录： 

序号 项目 标准 检验方法 判   定 

1 
无法出站—

无入站更新 

1. 界面选择“无法出站”，操作响应正常，显示车票

信息及分析结果邓内容正确、合理； 

2.将票卡放置读写区，正确显示无法处站的原因及补

票金额正确； 

3.在分析结果界面，点击“补票”，语音、文字提示

正确。  

现场操作及查看 

 

□通过 

□不通过 

2 充值 

1. 界面选择票务处理“充值”，将票卡放置读写区，

操作响应正常，显示内容正确，可选择充值金额，并

能提示扫码支付； 

2.支付后正确显示支付结果和语音提示。 

现场操作及查看 
□通过 

□不通过 

3 信息咨询 

能够通过语音或触摸屏幕的方式自助进入站内导航、

综合运营信息、周边信息、票务服务信息等界面查询

到正确的信息服务 

现场操作及查看 

 

□通过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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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工服务 

能够语音或触摸屏幕的方式自助进入人工服务界面，

视频通话成功连接，双方语音对话流畅、视频无卡顿，

点击挂断按钮后回到服务界面 

现场操作及查看 
□通过 

□不通过 

验收结果：通过[    ]       基本通过[    ]       不通过[    ] 

备注： 

验
收
单
位 

设计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系统集成商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B.7  系统功能验收记录示例表（以视频分析功能为例） 

下面以视频分析功能为例给出了智慧车站系统功能验收示例表。 

表 B.7  系统功能验收记录示例（以视频分析功能为例） 

 

验收项目 视频分析功能检验 

验收时间  验收地点   

验收记录： 

序号 项目 标准 检验方法 判   定 

1 电子围栏 

1.车站管控区域（卷帘门、轨行区入口处等）

有人非法越界后，系统自动报警； 

2.重复测试 10 次，准确率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操作及查看  
□通过 

□不通过 

2 
异常行为分

析 

1.在指定区域摄像头拍摄范围，模拟乘客摔倒、

隔栏递物、扶梯逆行、遗留物品等异常行为，

系统自动报警； 

2.重复测试 10 次，报警响应、准确率、误报率

符合设计要求 

现场操作及查看 

 

□通过 

□不通过 



T/CAMET XXXXX—XXXX 

25 

 

验收结果：通过[    ]       基本通过[    ]       不通过[    ] 

备注： 

 

验
收
单
位 

设计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系统集成商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B.8  系统功能验收记录示例表（以单兵系统功能为例） 

下面以单兵系统功能为例给出了智慧车站系统功能验收示例表。 

表 B.8  系统功能验收记录示例（以单兵系统功能为例） 

 

验收项目 单兵系统功能检验 

验收时间  验收地点   

验收记录： 

序号 项目 标准 检验方法 判   定 

1 设备列表 
单兵系统设备列表显示内容完整、正确，可更

改设备名 
现场操作及查看 

□通过 

□不通过 

2 
语音视频对

讲 

1.界面操作正常，语音和视频对讲清晰、流畅，

录像和拍照回传功能正确； 

2.能对全部和部分在线单兵设备进行广播对

讲； 

3.所存储录像、图片可以正确检索并查看。 

现场操作及查看 
□通过 

□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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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单功能 

1.能正确接受到所下发的任务工单； 

2.能提供操作界面提交任务工单，操作流畅，

结果正确。 

现场操作及查看 
□通过 

□不通过 

4 报警推送 
智慧车站系统的报警能够及时、正确地推送至

单兵设备，时延不超过 2s。 
现场操作及查看 

□通过 

□不通过 

验收结果：通过[    ]       基本通过[    ]       不通过[    ] 

备注： 

验
收
单
位 

设计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系统集成商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B.9  系统功能验收记录示例表（以乘客信息系统功能为例） 

下面以乘客信息系统功能为例给出了智慧车站系统功能验收例表。 

表 B.9  系统功能验收记录示例（以乘客信息系统功能为例） 

 

验收项目 乘客信息系统功能检验 

验收时间  验收地点   

验收记录： 

序号 项目 标准 检验方法 判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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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站台 PIS 屏 

1.显示屏安装位置符合设计要求，能正确显示车

厢满载率、列车到站等信息 

2.配合场景联动正确显示大客流管控、应急疏散

等运营信息 

现场查看 
□通过 

□不通过 

2 出入口 PIS 屏 

1.显示屏安装位置符合设计要求，能正确显示车

站运营服务、周边商业和地面交通等信息 

2.配合场景联动正确显示大客流管控、应急疏散

等运营信息 

现场查看 
□通过 

□不通过 

3 换乘通道 PIS 屏 

1.显示屏安装位置符合设计要求，能正确显示车

站、换乘、车站拥挤度等信息 

2.配合场景联动正确显示大客流管控、应急疏散

等运营信息 

现场查看 
□通过 

□不通过 

4 站厅 PIS 屏 

1.显示屏安装位置符合设计要求，能正确显示车

站运营服务、周边商业和宣传广告等信息 

2.配合场景联动正确显示大客流管控、应急疏散

等运营信息 

现场查看 
□通过 

□不通过 

验收结果：通过[    ]       基本通过[    ]       不通过[    ] 

备注： 

验
收
单
位 

设计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系统集成商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B.10  系统性能验收记录示例表（以三维人机界面显示性能检验为例） 

下面以三维人机界面显示性能检验为例给出了智慧车站系统性能验收示例表。 

表 B.10  系统性能验收记录示例（以三维人机界面显示性能检验为例） 

 

验收项目 三维人机界面显示性能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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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时间  验收地点   

验收记录： 

序号 项目 标准 检验方法 判   定 

1 登录系统 进入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首页 
现场操作及

查看 

□通过 

□不通过 

2 

查看典型车站三

维界面整幅调出

响应时间 

智慧车站运行与管理系统界面切换至对应功能界

面，单站实时数据画面在操作员终端屏幕上三维界

面首次整幅调出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5s，后续整幅

调出响应时间应不大于 3s，三维模型加载完成，

并与典型车站建筑、设备布局一致。 

现场操作及

查看 

□通过 

不通过 

3 

查看当前重要设

备信息状态响应

时间 

设备状态数据与综合监控数据一致，响应时间不大

于 3s。 

现场操作及

查看 

□通过 

不通过 

4 
查看设备报警信

息响应时间 

在需验证目标设备上，模拟任一报警（可以利用车

站现有的报警，或者模拟 CCTV 设备故障），对应

设备三维模型红色闪烁，并做语音提示，响应时间

不大于 3s。 

现场操作及

查看 

□通过 

□不通过 

5 

设备报警时设备

信息弹框相关响

应时间 

单击三维设备模型图标，弹出设备信息弹框，报警

信息与实际设备状态一致，响应时间不大于 3s；

单击信息窗关闭按钮，弹框关闭，三维模型停止闪

烁，仍为红色，响应时间不大于 3s。 

现场操作及

查看 

□通过 

□不通过 

6 

CCTV 视频分析

异常行为报警与

报警确认响应时

间 

模拟 CCTV 视频分析异常行为报警，报警摄像机

红色闪烁，并弹出报警视频框，播放报警区视频，

响应时间不大于 3s；单击报警视频框的确认按钮，

该摄像机报警弹框关闭，响应时间不大于 3s。 

现场操作及

查看 

□通过 

□不通过 

验收结果：通过[    ]       基本通过[    ]       不通过[    ] 

备注： 

验
收
单
位 

设计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系统集成商 
专业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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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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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GB/T 9386  计算机软件测试文档编制规范 

[12]  GB/T 15532  计算机软件测试规范 

[13]  GB/T 15969（所有部分）  可编程序控制器 

[14]  GB/T 20272  信息安全技术  操作系统安全技术要求 

[15]  GB/T 2507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安全设计技术要求 

[16]  GB/T 28181  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联网系统 信息传输、交换、控制技术要求 

[17]  GB/T 28448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测评要求 

[18]  T/CAMET 11002  城市轨道交通云平台构建技术规范 

[19]  T/CAMET 11003  城市轨道交通大数据平台技术规范 

[20]  T/CAMET 11004  城市轨道交通云平台网络架构技术规范 

[21]  T/CAMET 11005  城市轨道交通云平台网络安全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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