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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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 T/CAMET XXXXX《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运行安全监测系统》的第 4 部分。T/CAMET XXXXX

已经发布以下部分： 

—— 第 1部分：车载弓网监测系统； 

—— 第 2部分：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 

—— 第 3部分：障碍物监测系统； 

—— 第 4部分：安全事件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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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引电气设备与系统分技术委员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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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集团

有限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

司、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中车株洲

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大连电力牵引研发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交通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彬、张文忠、关春晖、刘金柱、李晓明、梁锦发、周巧莲、王宗明、李熙、

车聪聪、郑殿科、李如石、肖曦、王嵩淞、吴文慧、莫云、王曙、于人生、刁利军、王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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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运行安全监测系统                       

第 4 部分：安全事件记录仪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安全事件记录仪的使用条件、系统构成、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安全事件记录仪（以下简称“记录仪”）的设计、制造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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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3384  机电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21563—2018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 

GB/T 24338.4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3-2部分：机车车辆 设备 

GB/T 25119—2021  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电子装置 

GB/T 28029.4  轨道交通电子设备  列车通信网络（TCN）  第2-3部分：TCN 通信规约 

GB/T 28029.9  轨道交通电子设备  列车通信网络（TCN）  第3-1部分：多功能车辆总线（MVB） 

GB/T 28029.10  轨道交通电子设备  列车通信网络（TCN）  第3-2部分：多功能车辆总线（MVB）  

一致性测试 

GB/T 28029.12  轨道交通电子设备  列车通信网络（TCN）  第3-4部分：以太网编组网（ECN） 

IEC 61375-2-8  轨道交通电子设备  列车通信网络（TCN）  第2-8部分：TCN 一致性测试

（Electronic railway equipment —Train communication network (TCN)—Part 2-8: TCN conformance 

test） 

EN 45545-2:2020 铁路应用  铁路车辆的防火保护  第2部分：材料和元件的防火要求（Railway 

applications—Fire protection on railway vehicles—Part 2: Requirements for fire behavior of 

materials and component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安全事件记录仪  safety event recorder 

安装在列车上，记录与行车安全相关的列车运行信息且具有高抗损毁性能的设备。 

注： 俗称黑匣子，调查及分析事故原因和事故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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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条件 

环境条件 4.1 

在以下环境下应能正常工作： 

a) 海拔不超过 1400 m； 

b) 环境温度为-25 ℃～+45 ℃。直接临近电子元件的空气温度可能在-25 ℃～+70 ℃之间变化，

短时（10 min）可达 85 ℃； 

c) 允许在-40 ℃～+70 ℃的环境温度下存放； 

d) 最湿月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 90%(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为 25 ℃)； 

e) 安装在能防止风、沙、雨、雪直接侵袭的车体内。 

供电要求 4.2 

供电电压宜为DC 110  V，允许电压范围为DC 77  V～DC 137.5  V。 

其他要求 4.3 

当使用条件超出上述要求时，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5 系统构成 

记录仪主要包括中央处理器和数据存储器等部件，结构示意见图1。 

 

中央处理器 数据存储器

列车网络

供电电源
列车导线、
传感器等

便携式
测试单元

通信接口模块

维
护
接
口
模
块

电源接口模块
数字量/模拟量/频率

/PWM输入接口模块

记录仪

 
说明： 

：记录仪组成部件； 

：记录仪关联设备/系统； 

：信号采集线； 

：电源接线； 

：MVB总线； 

：以太网总线； 

：内部总线。 

图1 记录仪系统构成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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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要求 

一般要求 6.1 

6.1.1 外观、外形尺寸和重量应满足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的图纸要求。 

6.1.2 紧固件应具有防松标记。 

6.1.3 非金属材料应采用无卤、低烟、低毒、阻燃、可回收利用的材料，防火性能应符合 EN 45545-2:2020

中 HL3的规定。 

6.1.4 电子元器件宜采用环保器件，其装配宜采用无铅焊接工艺。 

6.1.5 记录仪的电气连接不应影响被监视电路的功能及操作。记录仪组件的故障不应影响车辆系统或

设备的正常运行。 

6.1.6 安全措施应符合 GB/T 25119—2021中第 10章关于安全要求的规定。 

6.1.7 在 GB/T 25119—2021 中 5.1.1、5.1.2和 5.2 规定的电源波动、GB/T 25119—2021中 5.1.1.3

规定的 S2级电源中断等电压条件下，设备应能正常工作。 

6.1.8 设备的绝缘电阻不应小于 20 MΩ，在耐压试验过程中应无击穿或闪络等破坏性放电现象。 

6.1.9 中央处理器不应低于 32位，主频不应低于 160 MHz，内存不应低于 64 MB。 

6.1.10 数据存储器应耐碰撞、可拆卸，容量不应低于 1 GB，功率不应超过 50 W。 

数据记录 6.2 

6.2.1 数据记录程序应独立于其他程序进行。 

6.2.2 数据记录应采用先入先出（FIFO）方式。 

6.2.3 记录仪能连续存储不少于 8个日历天的数据。 

6.2.4 数据采样频率不应低于 1 次/20 ms。当记录仪采样的网络数据传输周期大于 20 ms，可采用不

大于网络数据传输周期的间隔采集。 

6.2.5 数据记录频率不应低于 1次/100 ms。 

6.2.6 记录仪应至少监视并记录以下数据： 

a) 日期与时间； 

b) 列车速度； 

c) 列车位置； 

d) 与安全相关的司机操作指令，如紧急制动按钮、旁路开关等； 

e) 与列车运行相关的安全功能动作，如紧急制动施加、门关好等； 

f) 客室乘客进行的相关列车操作，如乘客紧急呼叫、车门紧急解锁等。 

6.2.7 记录的信号来源优先使用顺序如下： 

a) 直接从源设备采集，如传感器、列车导线等； 

b) 子系统监测的源信号，如牵引控制单元监测的单个速度传感器速度； 

c) 子系统，如单个牵引控制单元计算的本车或本转向架速度； 

d) 列车控制与管理系统，如列车控制与管理系统计算的列车参考速度。 

6.2.8 当记录的信号是通过网络传输时，应能监测传输网络的状态及传输网络故障时间。 

6.2.9 数据应具有时间戳标记，且系统时钟应通过网络进行时钟同步。 

数据提取 6.3 

应允许提取记录仪记录的数据，并能通过便携式测试单元软件进行解析，数据提取可采用以下两种

方式： 

a) 通过维护接口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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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拆卸数据存储器，由地面工作站进行。 

注： 便携式测试单元可为装载有车载微机控制单元维护软件的笔记本电脑。 

数据保护 6.4 

6.4.1 记录仪正常运行时，数据不应丢失或损坏。 

6.4.2 记录仪应使用相应的维护软件，通过密码校验或有使用许可才能进行访问（浏览或下载）数据，

不能人为写入、修改或删除数据。 

6.4.3 数据存储器可不需外部供电，且应在断电后至少一年内数据完整且可提取。 

6.4.4 在以下情况下，应能保持数据的完整性且可提取： 

a) 冲击：峰值加速度为 55 g，脉冲宽度为 100 ms，半正弦冲击脉冲，不小于 28 m/s 的综合速

度（半正弦曲线下的区域），3个坐标轴方向分别冲击； 

b) 穿透：从 1.5 m高处自由下落一个前端带有直径 6.4 mm的钢针、重量为 23 kg 的物体； 

c) 静态挤压：110 kN作用 5min； 

d) 防火：750 ℃加热 60 min，然后 260 ℃加热 10 h； 

e) 流体浸入：分别在润滑油、1 级柴油、2级柴油、常规水、盐水浸泡 48 h，然后在灭火剂中浸

泡 10min，最后在干燥环境中放置 48 h； 

f) 液体静压：在 15 m深的盐水中浸泡 48 h。 

自检功能 6.5 

6.5.1 应具有自检功能，自检内容应至少包括： 

a) 程序存储器； 

b) 耐碰撞的数据存储器； 

c) 其他存储器； 

d) 系统时钟； 

e) 处理器； 

f) 看门狗定时器； 

g) 受控的停机保护。 

6.5.2 记录仪应进行通电自检和定期自检，并将自检结果实时报告列车控制与管理系统。 

通信要求 6.6 

应支持多功能车辆总线（MVB）通信或/和以太网通信。MVB通信应符合GB/T 28029.4和GB/T 28029.9

的规定，以太网通信应符合GB/T 28029.12的规定。 

接口要求 6.7 

应具有以下接口： 

a) MVB通信接口：MVB 接口应采用 9针 Sub-D方式，设备侧一个为针式连接器，另一个为孔式连

接器； 

b) 以太网通信接口：以太网接口应采用 M12 D-Code方式，设备侧为孔式连接器； 

c) 维护接口：采用以太网接口，M12 D-Code方式，设备侧为孔式连接器； 

d) 数字量输入/模拟量输入/频率输入/脉冲宽度调制（PWM）输入接口。 

电磁兼容 6.8 

应符合GB/T 24338.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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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和振动 6.9 

应符合GB/T 21563—2018中1类B级的规定。 

7 检验方法 

外观检查 7.1 

目视检查产品的外观、紧固件、接线端子、连接器的标识和线束线号和装配质量是否符合要求。 

用量具测量产品外形与安装尺寸等，检查是否满足6.1.1的要求。 

性能试验 7.2 

按GB/T 25119—2021中12.2.3的规定进行。 

低温试验 7.3 

按GB/T 25119—2021中12.2.4的规定进行。 

高温试验 7.4 

按GB/T 25119—2021中12.2.5的规定进行。 

交变湿热试验 7.5 

按GB/T 25119—2021中12.2.6的规定进行。 

电源过电压 7.6 

按GB/T 25119—2021中12.2.7的规定进行。 

电磁兼容试验 7.7 

7.7.1 浪涌、静电放电和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按GB/T 25119—2021中12.2.8的规定进行。 

7.7.2 射频试验 

按GB/T 25119—2021中12.2.9的规定进行。 

绝缘试验 7.8 

按GB/T 25119—2021中12.2.10的规定进行。 

冲击和振动试验 7.9 

按GB/T 21563—2018的规定进行。 

低温存放试验 7.10 

按GB/T 25119—2021中12.2.15的规定进行。 

数据保护试验 7.11 

7.11.1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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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6.4.4规定测试工况，在单台设备上进行测试，测试顺序为：冲击、穿透、静态挤压、防火、

流体侵入和液体静压。试验前记录存储在记录仪内数据文件的初始状态。试验完成后将存储在记录仪内

的数据文件与初始状态进行比较，检查数据是否可读且完整。 

7.11.2 冲击试验 

记录仪在不通电的状态下，分别沿垂向、横向、纵向各施加一次持续时间为5 min、脉冲宽度为100ms、

峰值为55 g的半正弦冲击脉冲。 

7.11.3 穿透试验 

准备一个重量为23 kg的重物，前端带有直径6.4 mm的钢针，将重物的钢针朝下，从1.5 m高处分别

自由下落到记录仪的每个表面。 

7.11.4 静态挤压试验 

分别在记录仪每个相对表面的中心、至少一对相对边缘的中点，各施加一次持续时间5min、110 kN

的力。 

7.11.5 防火试验 

将记录仪依次放置于750 ℃的温度箱保持60min、260 ℃的温度箱保持10 h。 

7.11.6 液体浸入试验 

将记录仪按顺序分别放置于装有润滑油、1级柴油、2级柴油、盐水（浓度不小于3.5%）、自来水的

容器中浸泡，液体完全覆盖记录仪，各保持48 h。然后放置于装有灭火剂的容器中浸泡10 min，液体完

全覆盖记录仪。最后将记录仪在干燥环境中放置48 h。 

7.11.7 液体静压试验 

将记录仪放置于装有盐水（浓度不小于3.5%）的压力容器（气压不小于0.15 MPa）中浸泡，液体完

全覆盖记录仪，保持48 h。 

通信试验 7.12 

包括基本通信测试和传输数据测试两部分： 

a)  基本通信测试：测试被测设备的通信参数（包括通信协议、通信周期、通信端口等）； 

b)  传输数据测试：在基本通信测试的基础上，测试被测系统设备之间交互的信号，主要包括信号

含义、信号类型、信号量纲和信号点位等。 

一致性试验 7.13 

7.13.1 MVB一致性试验按GB/T 28029.10的规定进行。 

7.13.2 以太网一致性试验按IEC 61375-2-8的规定进行。 

8 检验规则 

检验分类 8.1 

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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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检验 8.2 

8.2.1 对每套出厂的产品，应逐件进行出厂检验。 

8.2.2 在出厂检验过程中，若任意一项不合格，均判该产品不合格。 

8.2.3 检验合格后出具检验合格证，内容至少包括： 

a) 制造单位名称或商标； 

b) 出厂年月； 

c) 检验人员姓名或代号； 

d) 合格印章。 

型式检验 8.3 

8.3.1 检验样品在出厂检验的合格品中抽取，数量为 1套。 

8.3.2 应在具有检验资质的机构进行检验。 

8.3.3 型式检验全部项目应在同一次抽样的样品上进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时，该产品合格；若任意

一项不合格，则该产品不合格。 

8.3.4 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定型时； 

b) 产品结构、材料、生产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其性能时； 

c) 停产 2年及以上再生产时； 

d) 已定型产品转场生产时； 

e) 连续生产 5年时。 

检验项目 8.4 

检验项目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 

检验 

出厂 

检验 

技术要求 

对应条款 

检验方法 

对应条款 

1 外观检查 √ √ 6.1.1、6.1.2、9.1 7.1 

2 性能试验 √ √ 6.1.7 7.2 

3 低温试验 √ - 4.1b) 7.3 

4 高温试验 √ - 4.1b) 7.4 

5 交变湿热试验 √ - 4.1b)、4.1d) 7.5 

6 电源过电压 √ - 6.1.7 7.6 

7 电磁兼 

容试验 

浪涌、静电放电和电快速瞬变

脉冲群抗扰度试验 
√ - 6.8 7.7.1 

8 射频试验 √ - 6.8 7.7.2 

9 绝缘试验 √ √ 6.1.8 7.8 

10 冲击和振动试验 √ - 6.9 7.9 

11 低温存放试验 √ - 4.1c)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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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序号 检验项目 
型式 

检验 

出厂 

检验 

技术要求 

对应条款 

检验方法 

对应条款 

12 

数据保护 

试验 

冲击试验 √ - 6.4.4 7.11.1～7.11.2 

13 穿透试验 √ - 6.4.4 7.11.1、7.11.3 

14 静态挤压试验 √ - 6.4.4 7.11.1、7.11.4 

15 防火试验 √ - 6.4.4 7.11.1、7.11.5 

16 液体侵入试验 √ - 6.4.4 7.11.1、7.11.6 

17 液体静压试验 √ - 6.4.4 7.11.1、7.11.7 

18 通信试验 √ - 6.6 7.12 

19 
一致性试验 

MVB一致性试验 √ - 6.6 7.13.1 

20 以太网一致性试验 √ - 6.6 7.13.2 

注： “√”为应做的项目；“-”为不需要做的项目。 

9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9.1 

应设置铭牌，铭牌应安装牢固。铭牌上应至少标明下列内容： 

a) 制造单位名称或标识； 

b) 产品型号和名称； 

c) 主要技术参数； 

d) 出厂编号； 

e) 出厂日期。 

包装 9.2 

9.2.1 包装前应对记录仪进行清洁，保持干燥。 

9.2.2 包装应有防水、防潮、防尘、防震措施，包装箱的设计、制造应符合 GB/T 13384的规定。 

9.2.3 包装箱应清晰地标出产品型号及名称、重量、外形尺寸、制造单位名称等信息，有关标志应符

合 GB/T 191的规定。 

9.2.4 随箱文件包括使用说明书、合格证明书和装箱清单，应防潮密封，并放在箱内明显位置。 

运输和贮存 9.3 

9.3.1 运输和贮存过程中，不应剧烈振动，冲击或挤压，防止日晒雨淋。 

9.3.2 产品应贮存在通风良好、防潮、防腐、防尘、干燥的室内环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