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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智能信息以太网技术要求》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随着运营里程增多，各个地铁公司配属列车增多，列车运营和维保工作量日益增大，

围绕车辆进行智能运维研究，支撑列车由计划修到状态修的转变是未来检修模式的发展趋

势。而深度实现车辆智能运维难以避免各个核心车辆控制设备（牵引、网络、制动、空调、

车门、走行部、弓网）需要在车载端进行大量的原始传感器数据的采集与传输，MVB 数据

传输通道受限于带宽影响以及其核心控制属性，不足以支撑大量原始传感器数据传输需

求。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传统车载维护网络可为提供各个核心子系统提供高速原始传感器数

据采集、传输车载网络通道。当前国内外尚未有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传统车载维护网络的技

术标准。编制城市轨道交通车载智能信息以太网技术要求有助于明确并规范车辆车载智能

信息以太网的技术要求、功能需求以及各组成单元的技术要求，使车载智能信息以太网在

规划、设计、建设、验收、维护等不同阶段均有规范性指导文件。 

2021年 3月 25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下达 2021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

通知（中城轨〔2021〕23号），《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车载智能信息以太网技术要求》正

式立项，计划编号为：2021025-T-13，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引电

气设备与系统分技术委员会（SC13）管理，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2年 8月。 

1.2  协作单位 

本标准在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牵引电气设备与系统分技术委员会组织下由上海申

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

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鸣啸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编。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和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为本标准主要编写

单位。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创新形成“突出安全、全面覆盖、科学合理”具有企业

特色的服务标准体系、标准化组织体系、标准实施体系，发布实施企业标准 7000 余项，

建立集团、直属单位两级标准化组织，组建标委会、标委分会 16 个，标准化室、标准化

分室 16个，配备标准化工作专兼职人员 1800余人，是行业第一家国家级标准化试点企业、

成立上海市首个轨道交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编制发布行业协会第一个团体标准体系。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研制的基于 MVB/WTB和基于以太网 ETB/ECN的分布

式列车电子控制系统 DTECS是国内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并投入产业化应用的列车网络控

制系统，已大批量应用于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动力集中动车组，和谐号 HXD1C、HXD3C

电力机车、各城市城轨列车、CRH6城际动车组等轨道交通列车，整体技术和质量达到了国



际先进水平。公司参加了 IEC/TC9/WG43（列车通信网络）和 IEC/TC9/WG46（车载多媒体），

全程参与车载网络系统标准的起草，主起草了 IEC/TR 61375-2-7、IEC 62580-2(车载多媒

体 第 2 部分：车载视频监控系统)，参与起草了 IEC61375-2-8 以太网一致性测试标准部

分章节，牵头完成了 IEC 61375标准转国家标准 GB/T 28029的工作。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

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鸣啸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也是在

智能以太网方面具有较好的技术基础和应用经验。 

总体而言，本标准的编制单位参编人员覆盖了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单位、设计单位、设

备供应厂家等，组成合理，具备编制本文件的技术能力。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分工 

序号 姓名 单位 主要工作 

1 王宗明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编制组组长 

2 王明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标准总体把关 

3 周巧莲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审稿 

4 邓奇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 

5 陈嘉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起草 

6 周炯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审稿 

7 李思源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8 刘文超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9 彭俊玮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10 许尚农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审稿 

11 肖利君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审稿 

12 龚震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13 张清奇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14 陈美霞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15 夏益韬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16 陈银华 上海鸣啸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相关章节起草 

17 刘样平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车辆 审稿 

18 肖滋洪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车辆 编制单位指导 

19 徐燕芬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指导 



序号 姓名 单位 主要工作 

20 徐东超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指导 

21 王俊彦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指导 

22 刘明坤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指导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起草阶段 

2021 年 10 月，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和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向

SC13秘书处提交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车载智能信息以太网技术要求》的工作组讨论稿

及编制说明。 

2021 年 11 月 19 日，《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车载智能信息以太网技术要求》启动会和

第一次工作组会议以腾讯视频形式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车

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8 家单位的 22 位专家参加会议。经过认真细致的讨论，

与会专家对标准文本内容均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修改标准名称为《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智

能信息以太网技术要求》。 

3.2 征求意见阶段 

2021年 12月 14日，形成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CAMET/SC13〔2021〕31 号），中国城

市轨道交通协会在官网公开征求意见，SC13秘书处将征求意见稿发往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中铁二院工程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西门子交通设备（中国）有限公司、日立（中国）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

进行意见征集。 

4  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4.1 编制原则 

1) 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 1.1—2020要求。 

2) 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要求。 

3) 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成熟稳定、经济适用、科学先进、节能环保。 

4) 标准实施后有利于提高城市轨道交通产品质量、保障运输安全，符合行业发展需

求。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与城市轨道交通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中没有涉及本标准提出的内容，本

标准也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内容或与强制性标准不符的内容。 

4.3 与上位标准或其他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中相关技术标准与 GB/T 28029相关内容有较大关联，但 GB/T 28029 相关内容

相对更宽泛，本标准基于城轨列车应用经验等对该标准相关内容进行补充、细化，相关技

术给出了推荐配置；此外，GB/T 28029 较少对千兆以太网口等内容进行约束，本标准基于



应用需求及实际经验增加对千兆口的相关要求，此外本标准增加对车地无线传输、信息安

全等方面的要求。另外，本标准对车载乘客信息网络融合和智能化维护等应用需求提出相

关技术要求，本部分内容在 GB/T 28029中未体现。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见表 2。 

表 2  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5.海拔不超过 2500米 

目前高海拔城市也陆续在建设或已开通城轨线路，如

昆明、兰州、西宁等城市，将海拔提升至 2500米可以

满足国内绝大多数城市的海拔要求。 

6.1.1应构建环网或线性网，保障车载网络通讯

的可靠性 

线形、环形拓扑是 GB/T28029.1 中述及的典型拓扑，

本标准基于可靠性考虑及节约线缆及端口等应用经

验，推荐应构建环网或线性网络。 

6.1.2宜构建千兆编组网高速数据传输通道。 

GB/T 28029.12—2020仅描述可使用 1000BASE或更高

速率接口以支持更高带宽。而在多网融合等应用需求

下，采用千兆以太网是一大趋势，且很多项目已使用，

故本标准推荐采用千兆编组网传输数据。 

6.1.4车载交换机和标准终端的以太网网口 MAC

地址应唯一且合法，设备 MAC 地址不应为

00:00:00:00:00:00 、 组 播 MAC 地 址 或

FF:FF:FF:FF:FF:FF。 

根据以太网通信基本要求及应用经验，本标准专门指

出不合法 MAC 地址不应使用，以避免造成网络故障等

问题。 

6.1.7 以太网接入设备 IP 地址宜按 GB/T 

28029.12—2020的规定采用 IPv4 A类私用地址 

每一个支持 IP 通信并连接到以太网的通信设备应具

有一个或多个 IP 地址作为编组网地址，编组网 IP 地

址应在编组网内唯一。尽管当前城轨以太网络暂未采

用动态重联等应用方式，但考虑到后期互联互通等可

能性及应用趋势，编组网地址应参考 GB/T 28029.12

—2020 的规定采用 IPv4 A类私用地址。 

6.2 多业务融合功能 

目前车内控制网、维护网、乘客信息网等是分开的，

不仅增加了车辆布线的复杂度、设备成本，也使得信

息无法汇聚融合，实现集中存储、处理、分析等智能

化应用，通过将车辆各以太网网络的融合有利于更有

利于数据的管理与应用。另一方面，为避免融合后原

PIS 网络与车载智能信息以太网间相互影响可能导致

的后果，推荐采用划分 VLAN方式进行逻辑隔离。 

6.3 网络管理功能 
基于智能运维需求及应用经验，本标准提出网络管理

功能要求 

表 3、表 4 物理层：1000BASE－T（千兆以太网） 

随着传感器的发展，可以采集到的数据越来越多，再

加上智能化等应用，对数据的需求也越加旺盛，尤其

是多媒体数据的传输，使得百兆网络带宽无法满足需

求，本标准推荐采用千兆以太网网络。 



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7.2 以太网线缆 

百兆以太网电缆应采用符合 ISO/IEC 

11801-1:2017的超5类屏蔽双绞线。千兆以太网

电缆应采用符合ISO/IEC 11801-1:2017的6类及

以上的屏蔽双绞线。 

本标准在目前应用广泛的车载以太网对百兆以太网线

缆要求的基础上，补充了千兆以太网线缆要求。 

7.2 以太网线缆 

车辆内部连接以太网电缆和跨车辆（永久车钩

或半自动车钩）连接以太网电缆的线径应不小

于 23 AWG。 

基于现有城轨维护网络应用经验，既有 M12 连接器适

用于 23AWG 的，为避免线缆压痕并利于制作建议线缆

线径应不小于 23AWG。 

7.2 以太网线缆 

终端设备与车载交换机设备、车载交换机与车

载交换机之间以太网线缆宜采用交叉线。 

 

基于统一线缆管理以及交换机与终端网口模式统一配

置的角度，本标准建议统一线缆为交叉线。 

7.3 以太网连接器 

本标准提出的百兆以太网连接器采用已广泛应用的车

载以太网络对百兆以太网连接器的要求，并补充对千

兆以太网连接器的要求。并指出不应出现短接问题从

而导致网络异常。 

7.4 车载交换机应为管理型交换机 

 

基于智能信息以太网功能需要，本标准建议应采用管

理型交换机。 

7.6.1可实现无线通信功能，为车载设备发送数

据提供无线通道 

国内诸多城市地铁提出了智能运维要求，无线通信功

能是智能运维车辆网络中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之一。 

7.6.5可扩展支持至少 1 TB容量数据存储 

上海 13、天津 4、标准化地铁等，均提出了大容量存

储功能，对 TCMS数据、各个子系统文件进行集中存储、

传输与管理。 

7.6.5车地无线传输宜配置防火墙板卡 

以太网的使用，随之带来的是网络安全的风险，一方

面是来自接入无线的车外风险，一方面是来自接入终

端的车内风险，目前上海 13、天津 4，标准化地铁等

均提出了防火墙的要求。 

8.2.4 临时终端维护模式下宜进行许可认证、

维护权限确认，全程记录维护行为。 

基于信息安全考虑及规范管理要求，本标准推荐对临

时终端维护模式下的接入许可、权限及行为等进行确

认与记录。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本标准内容基于上海地铁技术中心《列车智能检测及运维支持系统》项目进行功能验

证，构建列车级车载数据中心与列车信息服务网，形成覆盖牵引、辅逆系统空调系统、PIS

系统等车载关键子系的整车统一数据链路，实现大容量指令及数据的实时传输、存储与处

理，研制列车网络安全防护装置保证列车网络信息的安全性。满足： 

1) 以太网接入技术指标：每列车可接入至少 200路具有以太网接口的设备； 



2) 智能化技术指标：分配网络地址准确率 100%； 

3) 扩展性技术指标：提供至少 10路接入接口，可接入 PIS、受电弓检测、走行部检

测、轴温检测等设备； 

4) 数据存储性能指标：每列车提供至少 1TByte 的存储空间； 

5) 稳定性技术指标：车载以太网的 MTBF至少达到 3500h。 

 

 

图 1  科研项目验收书 

 

6.2  综述报告 

随着运营里程增多，各个地铁公司配属列车增多，列车运营和维保工作量日益增大，

围绕车辆进行智能运维研究，支撑列车由计划修到状态修的转变是未来检修模式的发展趋

势。而深度实现车辆智能运维难以避免各个核心车辆控制设备（牵引、网络、制动、空调、

车门、走行部、弓网）需要在车辆进行大量的原始传感器数据的采集与传输，MVB数据传

输通道受限于带宽影响以及其核心控制属性，不足以支撑大量原始传感器数据传输需求，



构建车载智能信息以太网，为各个核心子系统提供高速原始传感器数据采集、传输、存储

及开展车载级故障诊断及预警极为重要。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传统车载维护网络仅仅将车载控制设备通过几个交换机直接连接

起来，存在接口安全问题。 

同时，传统维护以太网仅仅作为车载控制设备日志文件下载以及控制软件升级的传

输，不具备对接入核心子系统的故障诊断和预警数据落地，且无法通过便利的方式将车辆

的实时健康状况及时告知检修人员，指导其车辆的检修维护。 

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地铁车辆车载智能信息以太网，构建车载高速数据传输通道，实时

对车载控制设备进行故障诊断、预警分析，并将结果下发至地面智能运维中心，指导车辆

的运营、检修，提升车辆信息化和智能化。 

在车辆车载智能信息以太网研究方面，上海地铁以及长沙地铁前期已经做了较多的研

究，在多条线路以及构建了千兆智能信息以太网，用于进行各个核心子系统维护数据、状

态数据、诊断数据、预警数据的传输、处理，推进列车检修模式的转变，同时基于车载智

能维护网，实时感知车辆应急故障，指导 OCC 进行应急事件处置，缩短应急事件处置事件，

避免列车清客、晚点事件的发生。同时，上海、长沙地铁在科研列车上进行了信息以太网

和 PIS融合试点应用，并已在天津 4号线进行批量应用，已取得了较好的示范效果。 

6.3  技术经济论证 

从系统技术路线来看，本标准的编制有利于明确维护以太网、以太网设备规格要求、

以太网功能要求以及网络实验要求，本标准的编制有利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载智能信息网络

电气接口、功能要求的统一。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从经济价值来看，本标准的编制有利于统一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运车载新以太网技术要

求，满足既有车辆智能运维数据采集传输需求，并对既有 PIS车载以太网络进行融合，可

以有效地减少新线建设设备采购成本，提升车辆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车载智能信息以太网相关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技

术要求、接口要求、试验等内容。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车载智能信息以太网，可作为

新车购置、既有车改造、验收的指导性文件。 

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系统供应商、评估机构等标准使用方，可以通过制定相应要求、

设计并证明采用特定技术方案、实施定性和定量评估等方式，采纳并声明符合本标准。城

市轨道交通车辆车载智能信息以太网技术要求应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以实现本标准中

所规定的各项内容和要求： 



1) 标准发布后，将在中国城市交通协会的牵头下，在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内的业主单

位、设计单位、系统供应商范围内组织技术标准的宣贯工作，全面系统的介绍标

准的编制情况和技术要求，帮助行业内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技术

标准的有关内容。 

2) 在工程项目的用户需求、设计联络、工程验收等阶段，均可按本标准所规定的总

体要求、技术要求、接口要求、试验等要求执行。编制组并将以信函方式解读各

单位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疑问。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经工作组会议讨论确定，将标准名称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车载智能信息以太网技

术要求》修改为《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智能信息以太网技术要求》，主要理由如下： 

1) 按照 GB/T 1.1—2020 的规定，标准名称的引导元素应表示文件的所属领域，按照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的规定，引导元素应使用“城市轨道交通”； 

2) 原标准中“车载”两字，主要体现智能信息以太网的安装位置，更改为“车辆”，

主要表明智能信息以太网的服务对象，描述更加的准确，也符合编制标准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