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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市域快轨车辆牵引电传动系统  第 2部分：变流器》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市域快轨交通是作为中心城市/区对外辐射、组团城市间互通交流的旅客短途通勤、

快速乘运的新型交通方式。市域快轨车辆速度等级为 120km/h～200km/h，是介于地铁

和城际高速铁路之间的新型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具有大运量、快起快停的“公交化”

运行特点和高速运行的能力，可满足与其他轨道交通制式互联互通的需求。 

为了规范市域快轨车辆牵引及辅助系统用变流器，提高质量水平、保障运输安全，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团体标准提案《城市轨道交通 市域快轨车辆牵

引电传动系统》系列标准，符合行业发展和标准需求。 

2022 年 2 月 8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下达 2022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

划的通知（中城轨〔2022〕15 号），《城市轨道交通 市域快轨车辆牵引电传动系统 第 

2 部分：牵引变流器》正式立项，计划编号为：20220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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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 

1.2  协作单位 

牵头单位：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温州市铁路与轨道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北京纵

横机电科技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

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中铁检验认证株洲牵引电气设备检验站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牵头单位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在市域快轨车辆牵引电传动系统及部件

开发和运用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已完成了温州 S1 线、成灌线、北京机场线、广州

18 号线等市域快轨项目的开发和应用，并取得良好效果。参编单位参编人员覆盖了市

域快轨车辆建设运营单位、检验检测单位、车辆供应商、设备供应厂家等，均具有丰

富的市域快轨车辆用变流器的设计、生产和应用经验，组成合理，技术优势明显，为

本文件的编写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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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工作 

序号 姓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分工 

1 林珍君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牵头组织编制、编审 

2 刘大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主起草、编审 

3 张小勇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辅变部分编制、编审 

4 邱蔡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制、编审 

5 周帅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辅变部分编制、编审 

6 齐万明 温州铁路与轨道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编审 

7 倪庆博 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8 孙宁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编审 

9 曹江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10 范丽冰 中车株洲电力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11 唐  蕾 北京纵横机电技术开发公司 副研究员 编审 

12 陶元之 北京纵横机电技术开发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13 黄  勇 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14 司军民 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15 姜新生 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16 林显琦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17 周永刚 
中铁检验认证株洲牵引电气设备检验站

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18 王鹏 
中铁检验认证株洲牵引电气设备检验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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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阶段 

2022 年 5 月，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向 SC13 秘书处提交了《城市轨道交通  

市域快轨车辆牵引电传动系统  第 2部分：牵引变流器》的工作组讨论稿及编制说明。 

2022年 6月 27日，《城市轨道交通  市域快轨车辆牵引电传动系统  第 2部分：牵引

变流器》启动会和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在通过视频会议召开，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温州市铁路与轨道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天津轨道交通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中

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北京纵横机电科技

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机有限公司、中车永济电机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

所有限公司、中铁检验认证株洲牵引电气设备检验站有限公司等 10 个单位的 19 位专



家参加会议。编制工作组对文本内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和修改，对标准文本内容均达

成了一致意见。并建议修改标准为《城市轨道交通  市域快轨车辆牵引电传动系统  第 2

部分：变流器》，以满足当前技术发展需求。 

3.2 征求意见阶段 

2022 年 7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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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交通设备（中国）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江

苏经纬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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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未采用强制性标准。 

T/CAMET 01001—2019《市域快轨交通技术规范》规定了市域快轨交通系统在规划、

设计、建设及运营各阶段的基本要求，适用于最高运行速度在 100km/h～160km/h 范围内

的多种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制式的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及运营维护技术工作，本标准规定

的市域快轨车辆用变流器与之相匹配。 

本标准在不违反 GB/T 25122.4—2018《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用电力变流器 第 4 部分：

电动车组牵引变流器》的前提下，结合 T/CAMET 04002.2—2018《城市轨道交通电动客车

牵引系统 第 2部分：辅助变流器技术规范》，针对市域快轨车辆变流器的特征，细化了变

流器系统组成，提出了交流、直流、双流制供电变流器分类，对牵引变流器和辅助变流器

进行了统一规范和要求。 

本标准的内容符合 GB/T 37532—2019《城市轨道交通市域快线 120km/h～160km/h 车

辆通用技术条件》的规定，对牵引系统及辅助系统用变流器进行了统一规范和要求，并重

点完善细化了市域快轨车辆用变流器的使用条件、系统组成、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要求。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城市轨道交通 市域快轨车辆牵引电传动系统 第 2 部分：变流器》主要内容共

分为 9 章：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系统组成、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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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条件 

1）一方面，通过收集线路运行时，动车组振动量数据，获得了动车组实际运行时

的振动特点；另一方面，结合现有项目，如温州 S1市域动车组的试验验证，综合

对市域动车组变流器的振动量级作出规定； 

2）电气条件的规定，则是经过多型产品应用验证而获得的结论。 

5系统组成 

1）基于互联互通和线路可能的实际需求，国内存在城市内既有直流供电线路与市

郊新建、既有的交流供电线路联通运用，市域车牵引系统除了能够适应交流或直

流供电以外，还需要适应双流制、双源制供电。其中 5.2～5.4 明确给出了不同供

电制式的系统拓扑. 

2）基于市域动车组高效率，节能的要求，对整车重量控制较为严格，因此需要考

虑变流器集成辅助变流器及冷却系统，从而有利于整车减重。 

3）当牵引系统采用永磁同步电机时，考虑永磁电机反电动势通过不控整流，倒灌

入变流器中间回路的问题，故需要考虑在变流器输出端增加隔离接触器。 

6技术要求 

1）一般要求主要针对变流器外观、防护。依据多型产品应用验证获得的结论、经

验进行相应规定。其中相比 GB/T 25122.1及 GB/T 25122.4，第 6.1.6中明确规定

电力电容放电时间小于 20min，低于 GB/T 25122.4-2018规定的 30min，第 6.1.14

额外提出了双流制供电对接地系统的要求。 

2）功能要求主要指变流器控制功能、保护功能及故障记录、诊断功能。第 6.2.8

提出了蓄电池牵引功能，依据已有项目的试验结论、同时第 6.2.12 中结合 T/CAMET 

04002.2-2018的应用进行相应规定。 

3）性能要求对变流器的基本性能作出规定。主要依据温州 S2 市域动车组，广 18/22

号线市域动车组等项目的应用验证，同时第 6.3.12增加了 T/CAMET 04002.3—2018

对充电机的要求。 

4）冷却要求是基于市域动车组运用环境（环境温度，线路条件等），以及从整车

维护角度考虑，并结合现有项目的运营情况，进行相应规定。 

5）接口要求包括电气接口和机械接口。从抗干扰、电磁屏蔽等方面进行考虑，结

合已有项目的试验结论，对接口要求作出相应规定。其中 6.5.2.3增加了对冷去

装置独立变流器的冷却系统接口要求。 

7检验方法 

本文件的试验方法基于 GB/T 25122.1—2018和 GB/T 25122.4—2018，同时对绝缘

电阻、介电试验、高温试验、低温试验、交变湿热试验、盐雾试验、吊座无损探

伤、额定负载试验基于市域快轨车辆应用特点，就行了具体化要求。其中 7.4和

7.5针对高低温试验根据市域快轨车辆的特点进行了约束。该标准按国内实际运用

需求编制，符合国内运用需要。 

8检验规则 

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均引用 GB/T 25122.1—2018和 GB/T 25122.4—2018，

同时对集成辅助变流器、充电机的变流器，增加了对辅助变流器和充电机的检验

要求，更加符合市域快轨车辆实际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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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是结合既有已大批量载客运用的市域列车变流器（如：温州 S1 线市域车、



北京新机场线市域车、广州 18/22 号线市域车等）的指标要求及实际运用结果作为依

据，同时结合既有新造（如：成都 17/18 号线市域车、温州 S2 线市域车、江跳线市域

车等）市域车牵引辅助变流器采购技条件/技术规范作参考。对市域快轨车辆变流器的

系统组成、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等做响应规范，有助于指导变流器的技术设

计、生产制造、试验验证及安全运用。 

 

图 1 变流器试验报告 

6.2  综述报告 

市域快轨车辆对于智能化运营、节能要求不断提升，双流制供电、永磁电机应用、智

能运维系统需求也在逐步推广。北京新机场线市域车、温州 S1 线市域车、广州 18/22 号

线市域车，均采用 AC25kV/50Hz 供电牵引电传动系统，其中广州 18/22 号线具备智能运维

功能；重庆江跳线市域车满足 AC25kV/50Hz、DC1500V 双流制供电要求，满足市郊铁路与

城市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贯通运营；温州 S2 线市域车采用 AC25kV/50Hz 供电永磁牵引

系统，并于 2022 开始交付使用。变流器作为市域快轨车辆的牵引系统核心部件，也随着

市域快轨车辆发展在快速发展。 

本标准充分考虑了市域快轨车辆用变流器的使用条件、构成及技术要求，结合相关国

家标准及团体标准，对变流器的使用条件、系统组成、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要求进行详细规范，使市域快轨车辆用变流器遵循安全可靠、

功能合理、经济适用、节能环保、节约资源的原则，更有利于凸显变流器的技术先进性、

创新性。  

变流器作为市域快轨车辆高端装备核心部件之一，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产品性能

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掌握了一批核心技术，拥有了一批知识产权，形成了完善的、具



有自主创新的系统产品平台和技术体系。为了推进市域快轨车辆牵引变流及辅助变流技术

和产业的健康发展，制定相应标准进行统一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3  技术经济论证 

市域快轨车辆作为市域客运轨道交通的新型装备，变流器是市域快轨车辆的核心

部件。在市域客运轨道交通逐渐兴起的时代，及时制定市域快轨车辆的变流器的相应

标准，有助于保障牵引设备的规范性，提升市域轨道车辆的质量水平，保证列车的安全

性具有重要意义，促进轨道交通科学、健康发展，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市域快轨车辆作为市域客运轨道交通的新型装备，变流器作为市域快轨车辆牵引

电传动系统的核心部件。在市域客运轨道交通逐渐兴起的时代，及时制定市域快轨车

辆的变流器的相应标准，有助于保障变流器的规范性，提升市域轨道车辆的质量水平，

保证列车的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促进轨道交通科学、健康发展，社会经济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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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为新制定，为进一步推进标准的执行及宣贯，主要采取如下措施： 

1) 联合各起草单位积极推广本文件，向市域快轨车辆及变流器生产方、使用方进行

新标准规范的宣讲，深入阐述规范的优越性和合理性，进一步说明本文件对于变

流器的设计、制造、试验等所起的规范效用。 

2) 根据市域快轨车辆的发展进一步优化、完善本文件，对于新增技术需求进行讨论

研究并最终确定合理方案。 

3) 制作相关宣传片和设定应用反馈机制，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同步优化，同步提升规

范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鉴于当前技术的现状，市域快轨车辆牵引电传动系统的变流器主要采用主辅一体型式，

单独的辅助变流器及其充电机有 T/CAMET 04002.2—2018 《城市轨道交通电动客车牵引系



统 第 2部分：辅助变流器技术规范》和 T/CAMET 04002.3—2018《城市轨道交通电动客车

牵引系统 第 3 部分：充电机技术规范》作为依据，无需单独制定标准，建议修改标准为

《城市轨道交通  市域快轨车辆牵引电传动系统  第 2 部分：变流器》，增加辅助变流器

和充电机的部分内容，作为 T/CAMET 04002.2—2018 和 T/CAMET 04002.3—2018 的补充，

完善市域快轨车辆牵引电传动系统系列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