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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2021 年 12 月 29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下达 2021 年第三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

的通知（中城轨〔2022〕 2 号），《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运行安全监测系统 第 1部分：

车载弓网监测系统》标准正式立项，计划编号为：2021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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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

车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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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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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诺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弓网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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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牵头单位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在车载弓网监测系统应用方面具有丰富的研究

基础，与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进行了深入合作，具有

很好的工程应用经验。标准编制单位覆盖了地铁建设运营单位、车辆生产制造单位、系统

生产制造单位、计量检测单位等，参编单位组成合理，技术优势明显，具有丰富的产品研

究、测试和应用经验，能够从车载弓网监测系统的工作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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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本文的技术能力。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分工

1 吕远斌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牵头组织编制

2 周利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负责组织编制

3 廖乡萍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标准化

4 王丹梅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工程师 负责组织编制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职称 分工

5 吴桂林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编制

6 彭有根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7 周光海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8 程斌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9 李恩龙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编审

10 孙艺洋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11 崔玉龙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12 丁贺敏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13 王海芳 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14 王国庆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15 王俊平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技术经理 编制

16 李文宝 成都唐源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研发经理 编制

17 范忠林 东莞诺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车载产品总监 编制

18 黄健煜 成都弓网科技责任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制

19 吴超云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副所长/高级工程师 编制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起草阶段

2021 年 4 月，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向 SC13 秘书处提交了《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

运行安全监测系统 第 1部分：车载弓网监测系统》的工作组讨论稿及编制说明。

2022 年 5 月 10 日，《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运行安全监测系统 第 1 部分：车载弓网监

测系统》启动会和第一次工作组会议以网络会议形式召开，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

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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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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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唐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市诺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弓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广电计量检测股份有限公司等 13 个单位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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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相关意见，会议要求主起草单位组织相关起草专家对

接触线硬点监测试验和定位功能试验方法进行讨论，形成方案，并同时完善工作组讨论稿



和编制说明，反馈至 SC13 秘书处，由 SC13 秘书处发送至工作组进行函审。

工作组会议后，主起草单位组织相关单位对接触线硬点监测试验和定位功能试验方法

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论证，提出了新的方案，2022 年 5 月 26 日，SC13 秘书处以函审形式

（邮件）在工作组范围内进行了审查，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 日。

截止 2022 年 6 月 1 日，共收到 1家单位反馈意见 3条，主起草单位进行了沟通协调，

与反馈意见单位取得一致意见，同时并未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

3.2 征求意见阶段

2022 年 6 月 7 日，形成本文件的征求意见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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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中大检测（湖南）股份有

限公司、SC13 委员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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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实施后可用于指导城市轨道交通弓网监测系统产品研发、制造，避免重复

工作和浪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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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GB/T 20908-2007《城市轨道交通接触网检测车通用技术条》件，该标准对接触网检

测装置配置和系统架构做了简单要求，对系统参数无明确描述内容；EN 50317-2012《铁

路应用集电系统-受电弓和接触网的动力交互作用的测量要求及确认方法》，该标准与地

铁系统中刚性接触网的需求有明显差异，不适用城市轨道交通行业；TB/T 3271-2011《轨

道交通受流系统受电弓与接触网相互作用准则》，该标准基于机车车辆大铁路系统的弓网

关系要求，不适用与城市轨道交通。

目前，没有针对于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车载弓网监测系统的相关国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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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网监测系统标准的空白，实现弓网监测系

统在城市轨道交通的规范化设计应用。

本标准与标准编制和实施过程涉不及到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主要技术内容的依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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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环境条件

依据 GB/T 25119—2021 规定的环境要求，确定车载弓网监测

系统的环境条件包括海拔、环境温度（T3 等级）、存放温度

等；依据 GB/T 7928—2003 及其正在修订中的标准草稿版相关



内容要求，确定环境条件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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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供电要求

依据 GB/T 25119—2021 规定的电子设备供电范围要求，结合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蓄电池供电制式情况（除有轨电车外，均采

用 DC 110V 供电），提出供电电压宜为 DC 110 V 及相应供电

范围的要求。

5 系统构成
依据现有车载弓网监测产品系统构成情况，确定车载弓网监测

系统主要包括车外监测单元和车内处理单元等部件组成。

6.1 一般要求

电源波动、电源中断等电压条件下正常工作依据 GB/T

25119—2021 规定；非金属材料的防火性能依据 EN

45545-2:2020 规定；其余一般要求依据现有车载弓网监测产

品基础情况确定。

6.2.1 弓网状态监视

参考《车载接触网运行状态检测装置（3C）》（TJ/GD005-2014），

结合现有车载弓网监测产品基本参数，依据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用户对系统的要求，对数据采集帧率、视频及图片像素等技术

参数提出具体要求。

6.2.2 受电弓形态监测

参考《车载接触网运行状态检测装置（3C）》（TJ/GD005-2014），

结合现有车载弓网监测产品基本参数，依据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用户对系统的要求，对数据采集帧率、视频及图片像素等技术

参数提出具体要求。

6.2.3 弓网燃弧监测

依据《EN 50317-2002-铁路应用集电系统-受电弓和接触网的

动力交互》第 3.14章节要求燃弧率计算监测超过 1ms的拉弧

时间的需求设定燃弧采样周期；依据《城市轨道交通初期运营

前安全评估技术规范》第八十一条，要求对燃弧应小于 1 次

/160m，增加燃弧次数监测。

6.2.4 弓网温度监测

依据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印发《车载接触网运行状态检测装置

（3C）暂行技术条件》表 1，确定温度采集模块测量范围：0～

200℃。

6.2.5 接触网几何参数

依据《GB/T 20908-2007 城市轨道交通接触网检测车通用技

术条件》表 1, 结合弓网匹配的动态关系，本标准定义了动态

拉出值并给出了监测范围及偏差要求。

6.2.6 接触力监测
依据《GB/T 20908-2007 城市轨道交通接触网检测车通用技

术条件》表 1,确定接触力监测范围：0～200N。

6.2.7 接触网磨耗
依据《TB/T 2809-2017 电气化铁路用铜及铜合金接触线》6.1

章节接触网尺寸, 确定接触网磨耗测量范围：0～14.4mm。

6.2.8 硬点监测

依据《GB/T 20908-2007 城市轨道交通接触网检测车通用技

术条件》表 1,确定监测范围：0～100g，偏差不大于±1g；结

合目前业内检测计量能力，在试验时，施加 2g、5g和 10g 垂

向激励对系统硬点监测能力进行验证。



6.2.9 定位功能
依据现有车载弓网监测系统定位校准方式，结合现有接触网设

计及维护需求确定。

6.3 自检功能
结合现有车载弓网监测系统产品基本功能，并依据城市轨道交

通车辆对电子设备自诊断功能实际需求确定。

6.4 通信功能

结合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现有列车网络接口需求，并依据 GB/T

28029.4和 GB/T 28029.9规定对 MVB总线接口要求，依据GB/T

28029.12 规定对以太网总线接口要求。

6.5 接口要求
依据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对车载弓网监测系统设备接口需求确

定。

6.6 电磁兼容要求 电磁兼容要求依据 GB/T 24338.4 规定。

6.7 冲击与振动要求
冲击与振动要求依据 GB/T 21563—2018、结合车载弓网监测

系统设备在车上安装位置（车内）规定。

7 检验方法

冲击和振动试验检验方法依据 GB/T 21563—2018 规定；系统

功能试验根据车载弓网监测系统既有装车项目正线测试和制

造商实验室试验经验规定；通信试验检验方法依据城市轨道交

通列车控制与管理系统和子系统的接口通信测试方法规定；

MVB 一致性试验检验方法依据 GB/T 28029.10 规定；以太网一

致性试验检验方法依据 IEC 61375-2-8 规定；其余试验检验方

法依据 GB/T 25119—2021 的相关规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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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结合既有批量载客运用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载弓网监测系统（如：上海地铁 18

号线、南宁地铁 5号线等）的指标要求及实际运用结果作为依据，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载弓

网监测系统的使用条件、系统构成、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等做响应规范，有助

于指导车载弓网监测系统的技术设计、生产制造、试验验证及安全运用。为了验证城市轨

道交通车载弓网监测系统的实际效果以及本标准的适用性，针对以下项点开展城市轨道交

通车载弓网监测系统的试验验证。

电磁兼容应符合 GB/T 24338.4 或等同欧盟标准 EN 50121-3-2 的规定，并按 GB/T 25119

中的规定进行包括浪涌、静电放电和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射频试验等；电气性

能、绝缘耐压、高低温、低温存放、交变湿热、振动冲击、防护等级等应符合 GB/T 25119

（或等同欧盟标准 EN 50155）、GB/T 21563（或等同国际标准 IEC 61373）及 GB/T 4208

的规定，并按 GB/T 25119 中的规定进行包括性能试验、绝缘耐压试验、高低温试验、交

变湿热试验、冲击振动试验。



图 1 车载弓网监测系统试验报告

试验结果显示，相关指标均满足相关要求，达到了对车载弓网监测系统技术要求、试

验检验等做响应规范。

6.2 综述报告

弓网系统是城市轨道交通牵引供电系统最重要的关键环节之一，接触网是与车辆正常

受流直接相关的架空设备，其工作环境恶劣,铁路沿线环境十分复杂，沿线架设且无备用，

是整个牵引供电系统最为薄弱的环节。弓网关系导致的运营故障居高不下，且故障影响大

范围广，严重影响到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城市轨道交通车辆配备弓网监测设备的需求日

趋旺盛，部分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已经安装了车载弓网监测系统，包括上海 1号线增

购、上海 18 号线、深圳 16 号线、宁波 5号线、长沙 3号线、南宁 5号线等。

目前暂无城市轨道交通弓网监测系统的产品标准，弓网监测系统应用在城市轨道交通

的时间较短，但发展迅猛，行业产品均参考大铁《1C~6C 暂时技术条件》，大铁的技术条

件未完全涵盖城市轨道交通行业接触网与受电弓关系监测要求，规定的燃弧指标需求也是

基于柔性接触网设置，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场景需求存在明显差异。各设备商的产品和监测

技术参差不齐，参数定义五花八门，产品未能完全基于用户需求进行有效监测，不能解决

实际问题。本标准遵循安全适用、指标合理、经济适用的原则，综合考虑实际需求指标及

行业技术水平，对城市轨道交通用车载弓网监测系统使用环境条件、系统构成、技术要求、

试验检验方法、标志、运输和存储进行了统一规范。对推进城市轨道交通车载弓网监测技

术和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3 技术经济论证

车载式弓网监测系统能在线监测列车受电弓与接触网的跟随状态、受电弓与接触网的

燃弧状态、接触网参数、接触网是否存在异物和受电弓状态等主要运行状态安全性能的特

征信息，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处理，为设备检修、维护故障识别及处理提供支持。车

辆设置车载弓网监测系统，工程投资中虽然相对增加了费用，但可提升线路运营效率，为



列车安全运营提供保障，社会效益显著。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车载弓网监测系统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新型设备，已成为列车在线运行时弓

网关系监视的关键系统。在弓网监测技术在城市轨道交通应用进入发展快通道阶段，

及时制定城市轨道交通车载弓网监测系统的相应标准，有利弓网监测产品技术路线、技

术指标的统一，促进弓网监测系统的质量、可靠性、技术向标准化、规范化和模块化方向

深入发展，形成规模化优势降低生产成本、加快技术研发速度。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没有相应的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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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由主起草单位和标准提出单位组织标准培训与宣贯，由业主单位在技术合同中引

用本标准作为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载弓网监测系统的通用技术要求，由产品设计制造单位严

格遵循本标准进行设计与检验，标准归口单位最终对标准贯彻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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