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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运行安全监测系统 第 2部分: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迅速发展，列车智能监测及智能运维的需求越来越高，车载走行

部故障诊断系统能够为列车走行部关键部件提供全方位的安全监测、状态评估、故障预警

等服务，根据部件损伤程度，实现分级报警。通过地面软件对数据的详细分析，可诊断钢

轨波磨状态，实现对故障状态及危害程度的准确评估及状态预测。但由于缺乏专门的车载

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标准支撑，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的设计、制造、试验及检修维护

存在整体要求不规范、执行准则不统一的问题。 

为了解决车载故障诊断系统的设计、制造和检验标准要求不统一的问题，在轨道交通

行业内建立良好的产品标准化工作秩序，推动车载故障诊断系统的科学应用和进一步发展，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结合产品应用，向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提交了《城

市轨道交通 车辆运行安全监测系统 第 2部分：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团体标准提案。 

2022 年 1 月 7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下达了 2021 年第三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

通知（中城轨〔2022〕2 号）。《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运行安全监测系统 第 2 部分：车载

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标准正式立项，计划编号为：2021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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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 

1.2  协作单位 

牵头单位：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协作单位：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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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

大学、北京唐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常州路航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广电计量检测

股份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牵头单位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已在 1000 多列动车组安装使用车载走

行部故障诊断系统，在 30 多个项目 240 余列城轨列车安装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具

有大量成熟的应用经验；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为业主单位，

能够充分提供车辆业主对于走行部故障诊断技术的需求，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样本和丰富现

场资源，掌握车辆走行部在运营时的各种故障类型及高频故障，能够准确识别出车载走行

部故障诊断系统的关键参数和重点需求。北京唐智、常州路航是行业内主要设计单位，具



备各自技术特点和技术优势，具有丰富的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设计经验；中车株洲电

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具有丰富的资源支持，具备模拟走行部全部故障工

况的能力，能够更好的验证新兴故障诊断技术的应用情况，优化产品设计，使制定的标准

更具前瞻性，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为计量监测机构，具备行业权威机构的认可

资质，有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型式试验经验，可通过产品型式试验把控产品的质量。 

标准编制单位涵盖系统生产制造单位、车辆生产制造单位，车辆用户，计量检测单位，

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参编单位的组成合理且全面，能够从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的工作

原理、生产设计、检验验证、运营服务、售后维修多个角度统筹考虑，保证制定标准的合

理性、科学性和通用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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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工作内容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称 主要工作内容 

1 车聪聪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牵头组织编制、编

审、组织协调 

2 闫磊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牵头组织编制、编审 

3 陈源林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负责组织编制、编审 

4 吴梦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负责组织编审、组织

协调 

5 鉴纪凯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制、编审 

6 李威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7 邓军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8 杨翎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制 

9 翟国锐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编审 

10 周鹤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制 

11 时瑞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制 

12 杨一步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制 

13 叶伦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师 编制 

14 郭建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制 

15 李鹏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制 

16 林建辉 西南交通大学 教授 编制 

17 易彩 西南交通大学 助理研究员 编制 



18 黄贵发 北京唐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编制 

19 姚琪 常州路航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制 

20 明志茂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草案稿阶段 

标准编制工作组收集相关技术资料，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进行了

标准和技术的相关研究，确定了本标准共由 9个章节组成，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2022

年 3月 1日，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向 SC13秘书处提交了《城市轨道交通 车

辆运行安全监测系统  第 2部分：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工作组讨论稿及编制说明。 

2022年 4月 11日，召开了《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运行安全监测系统 第 2部分：车载走行部故障诊

断系统》第一次工作视频会议，编制工作组对文本内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和修改，并达成了一致意

见。 

3.2 征求意见阶段 

2022年 5月，形成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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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华东交通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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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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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同时符合 GB/T 21563—2018《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GB/T 25119—2021《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电子装置》，

IEC 61375-2-8《 铁路电子设备 列车通信网络（TCN）第 2-8 部分：TCN 一致性试验》，

GB/T 24338.4《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 3-2部分：机车车辆 设备》等标准要求。 

4.3 本标准与上位标准或其他相关标准相比较，主要技术指标的不同点 

目前，没有针对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的相关国际、国家、行

业标准，本标准的制定可以填补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标准的空白。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要求包括城轨车辆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

系统构成、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内容，主要技术内

容依据如表 2所示。 



表 2 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1 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车载

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的设计、制造和检验。 

由于缺乏专门的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标

准支撑，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的设计、制造、

试验及检修维护存在整体要求不规范、执行准则不

统一的问题，本标准的制定能够为城市轨道交通车

辆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的设计、制造和检验提

供统一的标准要求。 

编制组按照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的实际

情况，参考机车车辆电子装置相关标准要求，结合

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的设计、生产、运用经验，

确定了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具体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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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使用条件 

a) 环境温度为－25 ℃～＋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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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文按照 GB/T 25119—2021标准，规定了城

轨车辆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正常工作时车外

环境温度为－25 ℃～＋45 ℃。根据系统各部件的实

际安装位置，系统设计时还应考虑柜体内的温升，

满足 GB/T 25119—2021中高温试验、低温试验、

低温存放试验的温度要求。 

参考GB/T7928的要求，将系统工作湿度要求定

义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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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兼顾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用户可根

据需求与制造商另外规定使用环境条件。 

5.系统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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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大量的系统应用经验和调研，目前城轨车

辆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应由车载主机、车载从

机、前置处理器、复合传感器等组成。 

在系统框图中未保留“脱轨报警输出”功能，

原因如下： 

1.脱轨报警为本系统的附加选配功能，不是主要功

能； 

2.团体标准第3部分《障碍物监测系统》中主要功

能已包括脱轨监测功能。 

6.1.6 

系统漏报率不应高于0.1%，报警准确率不应低于

98%。 

由于本系统用于车辆安全监测，其报警准确性

和漏报率会影响车辆安全运营，结合大量项目经验

及试验测试，目前已安装应用的车载走行部故障诊

断系统均能够达到漏报率不高于0.1%，报警准确率

不低于98%的要求。 



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6.1.10 

车载主机和车载从机防护等级应符合GB/T 4208—

2017中IP20的规定，车外安装设备经配套连接器连

接后整体防护等级应符合GB/T 4208—2017中IP67

的规定。 

根据根据大量的系统应用经验和调研，车载主

机一般安装在车厢内的电气柜里，并且有通风散热

的要求，因此外壳防护等级定为IP20； 

前置处理器、复合传感器及配套连接器一般安

装在容易受到风、沙、雨、雪等影响的车外，且复

合传感器为敏感部件，需要满足尘密和短时间浸水

不影响正常工作的要求，因此外壳防护等级定为

IP67。 

6.1.11 车载主机和车载从机的功率不应超过50 W，

其处理器不宜低于32位，主频不宜低于400 MHz。 

 

为满足整车多通道采集数据的处理要求，保证

系统的工作性能，建议车载主机、车载从机处理器

不宜低于32位，主频不宜低于400 MHz，根据系统的

供电需求,车载主机和车载从机的功率不应超过50 

W。 

6.1.12 前置处理器支持传感器通道数量不应低于

4个。 

 

前置处理器用于所辖测点的传感器网络管理，

每个转向架至少会在每个轴箱安装传感器测点，复

合传感器最少安装数量为4个，为了便于走线布线

及传感器管理，要求每个前置处理器至少能够满足

最低支持4个传感器通道的要求。 

6.2.2.1 温度数据采样周期不应大于10 s。温度监

测范围应覆盖－55 ℃～125 ℃。在－15 ℃～105 ℃

范围内，测量误差不大于±2 ℃；在低于－15 ℃或

高于105 ℃时，测量误差不大于±4 ℃。 

根据测点的轴箱轴承、齿轮箱轴承、电机轴承

等旋转部件的工作环境以及旋转部件的发热情况，

要求复合传感的温度测量范围应覆盖－55 ℃～

125 ℃，为了保证数据采集的实时和性准确性，要

求系统温度数据采样周期不大于10S，测量误差应

该满足在－15 ℃～105 ℃范围内，测量误差不大于

±2 ℃，在低于－15 ℃或高于105 ℃时，测量误差不

大于±4 ℃。 

6.2.2.2 振动监测频率范围为10 Hz～1 kHz。振动冲

击数据宜采用转速跟踪采样，车轮转动一周应采集

至少400个采样点。振动监测值范围应覆盖±100 g。

在4 g～100 g范围内测量误差不应大于5 %，0 g～4 g

范围内测量误差不应大于0.2 g。 

 

振动信号是系统进行故障诊断最重要的参数，

通过判断测点的异常振动情况，结合测点实时温度

进行故障识别和报警，根据车辆运行时走行部的振

动情况，要求系统振动监测频率范围为10 Hz～1 

kHz，振动监测值范围应覆盖±100 g。测量误差应

该满足在4 g～100 g范围内测量误差不应大于5 %，0 

g～4 g范围内测量误差不应大于0.2 g。为了保证振

动数据样本量满足故障诊断的需求，要求车轮转动

一周应采集至少400个采样点。 



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6.3.1 故障类型识别要求 

应至少能诊断出以下故障类型： 

a)保持架对外环故障； 

b)保持架对内环故障； 

c)外环内滚道故障； 

d)内环外滚道故障； 

e)滚单故障； 

f)滚双故障； 

g)本轴齿轮故障； 

h)邻轴齿轮故障； 

i)车轮踏面故障； 

j)钢轨波磨。 

根据大量的车辆跟踪运用调研和售后数据反

馈，轴箱、齿轮箱、牵引电机里的旋转部件容易产

生6.3.1中列出的故障，通过大量模拟试验，目前

成熟的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均可以识别出上

述故障，并通过对离线数据的分析，可以识别出钢

轨波磨，指导运用维修。 

6.6 接口要求 

系统应具有以下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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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可通过该接口进行参数配

置、软件升级、数据下载等工作。 

目前城轨车辆网络系统的通信类型，控制网主

要可分为以太网通信和MVB通信，维护网为以太网

通信。主机需要具备和车辆网络通信以及维护功

能，因此需要车载主机预留MVB（一个为针式连接

器，一个为孔式连接器）和M12 D-Code以太网接口。 

车载从机不和TCMS通信，只需预留M12 D-Code

维护口即可。 

7.9 盐雾试验  

按GB/T 25119—2021中12.2.11规定的 ST4级进行。 

经过大量调研以及与会专家充分讨论，车载主

机、车载从机虽然安装在电气柜内，目前城轨列的

密封性不足以完全避免车载主机、车载从机受到盐

雾环境的影响，因此，需系统所有部件均按照GB/T 

25119-2021进行盐雾试验。 

8.1 检验分为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见表

2。 

 

对于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的检验分为型

式检验和出厂检验，本标准只对系统提出需进行的

试验要求，具体试方法按照GB/T 21563—2018、GB/T 

25119-2021、GB/T 4208—2017相关章节要求进行。 

可靠性指标要求 

不建议增加可靠性指标要求。一是：目前不同

城铁项目，整车可靠性指标差异较大，正向设计应

该由整车到系统再到设备逐层向下分解，然后根据

可靠性指标及其他技术要求，进行子系统设计和部

件选型。二是：咨询了轨道行业标准化专家意见，

标准化专家目前普遍认为，可靠性指标缺少验证方

法，对于不能验证的指标不应体现在产品标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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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已成为城轨车辆标配的安全监测系统，目前已有多个厂

家完成了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的功能试验验证、性能试验验证、环境试验验证、电磁



兼容试验等验证内容，符合 GB/T 21563《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设备 冲击和振动试验》、GB/T 

25119《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电子装置》、GB/T 24338.4《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 第 3-2部分：

机车车辆 设备》等标准的要求。具体测试内容包括外观、外形尺寸和重量检查 、性能试

验、低温试验、高温试验、交变湿热试验、电源过电压试验、电磁兼容试验、绝缘试验、

盐雾试验、冲击和振动试验、防护等级试验、低温存放试验、数据采集试验、通信测试等

试验。已完成的试验报告封面及试验项目见图 1。 

 

 
 

图1 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试验报告及试验项点示例 



通过对已装车产品（如广州地铁 7号线西延项目、北京地铁 3号线项目、北京新机场

线项目等）的实际应用、对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现车进行了数据采集、存储、下载试

验，故障报警模拟试验，验证了与 TCMS 的数据通信功能和系统的维护功能，各项试验结

果均达到预期要求。并结合相关标准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确保本标准内容科学、可实施、

经济适用、成熟稳定，符合目前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试验验证的实

际情况。 

6.2  综述报告 

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是通过安装在转向架轴箱、齿轮箱、电机等测点位置的复合

传感器，感知被监测部件的冲击、振动、温度等物理量，并通过网络化传输和数据挖掘等

技术，对列车走行部关键部件（轴向轴承、电机轴承、抱轴承、齿轮箱轴承、齿轮传动系

统、轮对）提供全方位的安全监测、状态评估、故障预警、维修指导、健康管理服务，可

实现走行部关键部件故障的早期预警和准确识别，根据故障损伤程度实现车载在线实时分

级诊断报警。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世界各国相继开展了车轮踏面擦伤、剥离等故障自动监测工作

的研究。其中，开发利用较早的国家有德国、瑞典、美国、日本、俄罗斯等。美国主要采

用高速摄像扫描法进行测量，德国等欧洲主要国家采用车轮瞬间腾空法和轨道变形截取法，

而日本、俄罗斯主要采用踏面擦伤对轨道冲击力产生振动的方法。 

我国对于列车走行部系统的动态监测，最早开始于对运行中列车的红外线轴温监测。

1958 年，首先由上海铁路局和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试用硫化铅为红外元件进行了研究工作。

90年代以来，随着大铁路上 6A系统的推广，走行监测系统在机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1 世纪 10 年代以来，国内开始出现了多家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企业，并且陆续在北

上广深等城市进行试装。 

但是现阶段主要是使用车辆相关标准和机车标准对城轨车辆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

统进行生产、制造、试验的执行依据，并没有针对城轨车辆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专门

的、系统的标准，缺少对装置具体设计参数的规定，缺少对系统部件的具体规定，没有形

成体系性的标准，因此亟须制订一套适用于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的行业标准。 

6.3  技术经济论证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荐，交通运输行业也呈高速发展的态

势，城市轨道交通因其便捷和快速的特点得到广泛的应用，由于运量大，运营时间长高，

城轨列车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营状态，走行部系统作为城轨列车最关键部件之一，其健康状

态直接影响列车的运行安全，目前城轨列车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的设计和应用主要以

车辆相关标准和机车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进技术条件为主，没有针对城轨车辆车载走

行部故障诊断系统专门的、系统的标准。本标准按照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的原则进行编制，

结合工程实践情况，综合考虑不同生产单位的技术特点和用户单位的使用需求。本标准的

编制填补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标准的空白，为完善我国城市轨道交



通车辆运行安全监测标准体系打下坚实基础，为城轨列车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的生产、

制造、试验提供依据和保障。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的制定可以填补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标准的空白，能够

提升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的技术水平，规范标准化设计要求，降低生产制造成本，提

高车载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的通用性，降低采购成本，减少业主单位备品备件的储备，提

高车辆运行安全性，能够产生较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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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为新制定,为进一步推进标准的执行及宣贯,主要采取如下措施： 

1）标准发布后,积极开展标准宣贯工作; 

2）编制组联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向相关方进行技术方案宣讲,深入阐述方案的优

越性和合理性,积极推动在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走行部故障诊断系统的设计、制造和检验中

引用该标准 

3）通过标准的实施、监督、评价和改进活动,使标准得到有效运用和不断完善,按照

协会团体标准管理规定适时对标准进行复审和修订。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