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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维护监测系统技术条件》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1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中城轨

〔2021〕23 号），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运营管理专业委员会提出，成都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共同起草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团体标准《城市轨道

交通信号维护监测系统技术条件》，项目编号为：2021034-T-03，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2

年 6 月。

1.2 协作单位

本规范由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主编，成都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地铁运

营有限公司、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市轨道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交科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众合智控科技有

限公司、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北京城建智控科技有限公司参编。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13 家参编单位在地铁建设及运营维护方面均具有丰富的经验，其信号维护监测系

统的应用遍布全国各地，都深度参与了信号维护监测系统技术条件的编写工作。编制

工作组成员如下：

组长：饶咏

成员：凌喜华、陈辉、徐安雄、丁超、王磊、黄嘉、廖理明、张建明、杨菁、王

鑫、许晶晶、李泽中、李雪枝、袁剑菲、卢丹蕾、于波、陶宾宾、刘长山、朱莉、陆

鑫源、郭朝荣、王邓、张建新、赵跟党、苏晓峰、梁成、刘从岗、宋晓敏、武志刚、

罗蓉、王伟、刘超、毕硕、杨延杰、肖丹、段立正、康福荣、胡恩华、程浩、崔明松、

吴正中、王晓东、汪永刚。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表格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序号 单位 分工 人员 职称

1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第 1 章，第 6 章，第 7 章

饶咏 高级工程师

2 凌喜华 高级工程师



3 陈辉 高级工程师

4

成都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第 1 章，第 6 章，第 7 章

徐安雄 高级工程师

5 丁超 高级工程师

6 王磊 高级工程师

7 黄嘉 高级工程师

8 廖理明 高级工程师

9 张建明 高级工程师

10 杨菁 高级工程师

11 王鑫 高级工程师

12 许晶晶 中级工程师

13 李泽中 中级工程师

14 李雪枝 中级工程师

15 袁剑菲 中级工程师

16

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第 7 章

卢丹蕾 高级工程师

17 于波 工程师

18 陶宾宾 工程师

19 刘长山 工程师

20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 第 7 章

朱莉 高级工程师

21 陆鑫源 高级工程师

22

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第 7 章

郭朝荣 高级工程师

23 王邓 工程师

24 张建新 高级工程师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2021 年 7 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 2021 年第二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

知，《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维护监测系统技术条件》立项，由运营管理专业委员会牵头，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主编。

25
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运营分公

司
第 7 章

赵跟党 高级工程师

26 苏晓峰 高级工程师

27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第 5.5 章、第 7 章

梁成 高级工程师

28 宋晓敏 助理研究员

29 交科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刘从岗 工程师

30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 2 章、第 3 章、第 4 章

武志刚 高级工程师

31 罗蓉 工程师

32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5.3 章、第 7 章

王伟 高级工程师

33 刘超 高级工程师

34 毕硕 工程师

35

四川众合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第 5.2 章节，第 7 章节

杨延杰 高级工程师

36 肖丹 高级工程师

37 段立正 高级工程师

38 康福荣 高级工程师

39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 第 5.1 章、第 6 章、第 7 章

胡恩华 高级工程师

40 程浩 高级工程师

41 崔明松 工程师

42

北京城建智控科技有限公司 第 5.4 章、第 7 章

吴正中 高级工程师

43 王晓东 高级工程师

44 汪永刚 高级工程师



2021 年 8 月组成编制组，确定分工，并制定工作计划，由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起草初稿。

2021 年 8 月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上海地铁维

护保障有限公司、深圳地铁运营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地铁运营分公司、交通运输部科

学研究院、交科院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交控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众合智控科技有限公司、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北京城建智控

科技有限公司，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召开“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维护监测系统技

术条件”编制启动会。

2021 年 11 月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编制组成员开展“城市轨道交通信

号维护监测系统技术条件”初稿内容汇报，对初稿进行了意见讨论。

2021 年 11 月-2022 年 5 月编制组根据意见在初稿基础上，进行修改，形成《城市

轨道交通信号维护监测系统技术条件》（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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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编制时应参照国际及国内标准，确保规范的通用性和先进性。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遵循法律法规内容，同时符合 GB 50157《地铁设计规范》、GB/T 12758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B∕T2223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

保护基本要求》和运基信号[2010]709 号《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技术条件》的规定，

无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其他内容。

4.3 写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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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国内没有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维护监测系统相关标准，国内城市轨道交通信号

维护监测系统的主要依据运基信号[2010]709 号《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技术条件》，

与其相比，本标准重点阐述了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维护监测系统设备级、轨旁基础设备

级的监测内容及要求。本规范是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维护监测系统系列行业技术规范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填补了规范体系的空白。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5.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本规范共 7 章，规定了以下主要技术内容:

——第 1 章“范围”，规定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列出本标准所引用的标准、规则;

——第 3 章“术语、符号和缩略语”，采用已有相关标准界定的术语、符号和已

有相关标准界定的缩略语;



——第 4 章“总则”， 包含技术总则及安全总则内容，定义技术通用要求和安

全整体要求; 本规范的“总则”内容主要结合国内大部分城市的轨道交通信号维护监

测系统工程实施案例，参考运基信号[2010]709 号《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技术条件》

内容，兼顾考虑各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维护监测系统的建设现状、管理模式进行编制。

——第 5 章“基本要求”，包括系统结构，设备性能要求，信息安全要求，网络

技术要求，其他技术要求。

——5.1 系统结构，定义了系统整体架构和网络整体架构，5.1.1 系统架构，规定

了系统架构内容，标准参考《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技术条件【Q/CR 442-2020】》5.1

系统结构章节，并结合城轨监测系统现状，进行设计。5.1.2 网络技术条件，规定了

网络技术参数内容，标准参考《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技术条件【Q/CR 442-2020】》

5.2 网络构成章节，并结合城轨监测系统现状，进行设计。

——5 .2 设备性能要求，规定了服务器、存储设备、终端设备、采集设备的硬件

性能要求及基本配置指标。5.2.1 定义服务器设备的性能监测要求及配置指标要求，

参考《GB/T 38707-202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技术规范》标准，涉及的 CPU 使用率、硬

盘使用率、内存容量、硬盘接口等具体指标参数根据《GB/T 38707-2020 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技术规范》及运营经验确定。5.2.2 定义存储设备的选型、系统兼容性要求、

硬盘要求及缓存要求等，涉及的设备支持稳定运行时间、支持的缓存容量要求等根据

项目运营经验确定。5.2.3 定义终端设备的内存使用率、网络基础吞吐率、网卡配置

要求、接口类型及数量等内容，参考《GB/T 38707-202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技术规范》

标准，涉及的内存使用率、网络基础吞吐率、液晶显示屏分辨率、接口类型及数量等

参数根据具体运营经验确定。5.2.4 定义车站采集层设置的采集设备需满足的国家认

证要求。

——5 .3 信息安全要求，定义了系统设备防护功能、用户安全、数据安全、接口

安全满足的条件。5.3.1 定义了对外接口、系统漏洞、应用软件、网关功能的安全要

求，参考交办运[2022]1 号文《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运营技术规范（试行）》。5.3.2

定义了用户安全策略，参考《信号微机监测系统技术条件（暂行）》。5.3.3 定义了

数据备份、数据归集、数据输入的安全要求，参考《信号微机监测系统技术条件（暂

行）》。5.3.4 定义了接口调用、接口请求、过载保护、攻击防护的安全要求，参考

《城市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系统技术规范》。

——5.4 网络技术要求，定义了系统网络基本要求和技术指标，5.4.1 基本要求，

规定了系统网络的组网模式和组网原则，标准参考《铁路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技术

条件【Q/CR 442-2020】》4.2.1 组网原则，并结合城轨监测系统组网现状进行设计。

5.4.2 技术指标，规定了系统网络的技术指标内容，标准参考《铁路铁路信号集中监

测系统技术条件【Q/CR 442-2020】》4.2 通信网络技术要求，并结合城轨监测系统建

设经验进行设计。



——5.5 其他技术要求，定义了设备工作环境条件、计算机设备场地要求、软件开发

过程要求、电子系统开发过程要求。5.5.1 定义了设备正常工作环境条件，引用 GB/T

12758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通用技术条件对环境条件的要求。5.5.2 信号监测计算

机设备场地应符合 GB/T 2887—2011 的要求，引用 GB/T 2887-2011 计算机场地通用

规范。5.5.3 软件设计开发过程应符合 GB/T 28808—2012 要求，引用 GB/T 28808-2012

轨道交通通信、信号和处理系统控制和防护系统软件 5.5.4 安全相关电子系统的设计

开发过程应符合 GB/T 28809—2012 要求，引用 GB/T 28809-2012 轨道交通通信、信

号和处理系统 信号用安全相关电子系统。

——第 6 章“报警要求”，一是对信号维护监测系统故障报警分级进行规定，

根据设备故障性质定义产生几类报警和预警，定义相关报警分级的原则，规范报

警方式，二是按告警等级分类输出声光告警要求。 标准参考《城市轨道交通信号

系统运营技术规范（试行）【川交运便[2022]59 号】》

——第 7 章“监测技术要求”，包括 ATS 系统，ATP/ATO 系统，DCS 系统，CI

系统，监测系统设备，信号基础设备的监测技术要求。

——7.1 定义了 ATS 系统监测内容，标准涉及的 CPU 使用率、硬盘使用率、内

存容量、硬盘接口等具体指标参数根据《GB/T 38707-202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技术规

范》及运营经验确定

——7.2 定义了 ATP/ATO 系统监测内容，标准涉及的车载设备、地面设备的硬件

状态、软件状态和日志信息等监测根据《GB/T 38707-202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技术规

范》及运营经验确定。

——7.3 定义了信号 DCS 系统整体主要性能指标监测，其中无线部分和有线部分，

硬件性能，传输速率、无线覆盖、漫游切换的监测等具体参数根据《GB/T 38707-202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技术规范》及运营经验确定。7.3.1 主要参考 T/CAMET 04005-2018

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系统(LTE-M)总体规范和 T/CAMET 04018.5—2019,城市轨

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规范第 5 部分:基于 WLAN 的 DCS 子系统及运营经验确定。7.3.2

参考同 7.3.1 节 7.3.3 参考 T/CAMET 04018.5—2019,城市轨道交通 CBTC 信号系统规

范第 5部分:基于 WLAN的 DCS子系统及运营经验确定。7.3.4 参考 T/CAMET 04005-2018

城市轨道交通车地综合通信系统(LTE-M)总体规范及运营经验确定。

——7.4 定义了联锁系统设备状态监测、继电器联锁监测、全电子联锁监测的监

测内容。7.4.1 定义联锁系统软件、硬件、接口的状态监测及电源监测,参考《DB41/T

2077-2020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智能化维护系统技术规范》标准，涉及的接口方式、采

样周期参数根据《运基信号[2010]709 号 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技术条件》和实际运

营经验确定。7.4.2 定义继电器联锁的监测内容、监测点、监测量程、采样周期、监

测方式，其中监测量程和采样周期根据运营经验确定。7.4.3 定义全电子联锁的监测

内容、监测点及监测方式，根据运营经验确定。

——7.5 定义了监测系统监测内容，标准涉及的服务器和工作站的部件性能指标、



软件状态和接口状态等具体指标参数根据《GB/T 38707-2020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技术

规范》及运营经验确定。

——7.6 信号基础设备监测标准进行定义，包括电源系统，信号机，转辙机，站

台门接口，绝缘、漏流、熔丝断丝、环境，信号按钮，列车占用/空闲检测系统。

——7.6.1 规定了电源系统外电网、电源防雷箱、电源屏、UPS、蓄电池、稳压器

等设备的监测内容、监测点、监测量程、监测精度、监测方式。主要参考了《铁路信

号集中监测系统技术条件 Q/CR442—2020》《铁路信号电源系统设备 TB/T1528.4-2018》

《卡斯柯蓄电池组在线均衡系统技术规范》等规范的相关要求。标准中参数的编制，

根据现有轨道交通信号设备型号、容量、使用情况等，参考相关规范要求进行编制。

与参考规范内设备及使用状态一致的，参数与参考规范一致；与参考规范内设备及使

用状态不一致的，对设备的参数及具体情况进行核实后，依据参考规范要求进行测算，

换算出参数范围，经各地铁及厂家专业人员讨论、核实后确认。

——7.6.2 定义信号机技术监测要求，包含点灯回路电流检测及灯丝断丝监测。

标准参考《运基信号[2010]709 号 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技术条件》，结合运营经验

进行设计。

——7.6.3 规定了转辙机设备的监测内容，包括动作电压、动作电流、动作时间、

转换方向、继电器动作时序、机内缺口、温/湿度、转换阻力、震动及液压监测。7.6.3

定义监测内容、监测点、监测量程、采样周期、监测方式，根据《运基信号[2010]709

号 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技术条件》和实际运营经验确定。

——7.6.4 规定了信号侧监测和机电侧监测两部分监测内容。信号侧监测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开门/关门/关闭并锁紧/切除（互锁解除）等继电器开关量、开门/关门/

关闭并锁紧/切除（互锁解除）等继电器模拟量监测。机电侧监测信息包括机电侧开门

/关门/关闭并锁紧/切除（互锁解除）等继电器接口电压。监测点、监测量程和采样周

期根据实际运营经验确定。

——7.6.5 分别对电缆绝缘、电源对地泄漏电流、环境温湿度、排架熔丝监测进

行定义，标准参考《运基信号[2010]709 号 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技术条件》，结合

运营经验进行设计。

——7.6.6 信号按钮状态的监测由运营经验确定。

——7.6.7 定义了 50HZ 相敏轨道电路、计轴监测要求，标准参考《运基信号

[2010]709 号 铁路信号集中监测系统技术条件》，结合运营经验进行设计。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无，本标准为新制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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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发展，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全国共有 51 个

城市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269 条，运营里程 8708 公里。随着运营线路的不断增

加，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输压力越来越大，对维护监测系统的需求也不断提高。目前，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路线大部分规划了信号维护监测系统，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等全国多个城市已开通的线路中也已配置维护监测系统。据各地地铁运营部门反馈，

已开通的城轨项目中信号维护监测系统各项运行指标优秀，能够满足实时监测、数据

分析、故障报警的功能需求，辅助运营人员快速定位故障点，提高工作效率，如 2021

年 12 月底开通的北京地铁 17 号线、2021 年 1 月底开通的上海地铁 15 号线、2020 年

8 月开通的深圳地铁 10 号线等。以上项目监测系统投入使用前进行的验证分析主要从

以下两方面展开，一是基于是实验室环境的模拟仿真测试，二是基于现场实际运营过

程中的验证分析。

 实验室仿真环境搭建

实验室环境下模拟维护监测系统的运行状态，验证系统监测信息的实时性、完整

性、准确性满足设计需求。仿真测试主要从以下几方面：

1. 接入采集。接入各子系统设备运行的模拟量、开关量、报警、日志等信息，打

破监控信息相互独立的局面，实现信息融合。

2．处理存储。利用高性能的数据接入、处理、存储技术，建立数据库、模型库，

验证维护监测系统在传输数据复杂、数据发送频率高的场景下，满足使用需求。

3. 功能验证。在实验室环境下主要验证维护监测系统信息显示是否全面，信息传

输是否稳定，能否及时、准确上传故障信息等，提前发现功能缺陷并及时修复。

 现场测试验证

由于城轨信号系统设备安装环境复杂，容易受外界干扰，通过现场测试验证，能

够收集大量的运行数据，分析数据特征及变化趋势，得出既有维护监测的可用性程度，

便于后续完善分析手段，构建科学合理的维护监测体系。现场测试主要包括以下几方

面：

1. 系统连通性测试。在进行监测系统测试之前，通过进行系统连通性测试，保证

监测系统与各子系统的数据接口通信正常，可正常接收监测信息。

2. 监测信息测试。维护监测系统上电工作，查看维护监测界面的实时信息，确认

监测信息内容、时间、来源等正确。

3. 一致性测试。验证设备正常状态下，监测系统无报警；异常状态下，监测系统

可及时进行异常显示或提示，通过查看监测界面，确认报警信息无误。

6.2 综述报告



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大多规划了维护监测系统，用于监测信号系统各子系

统的软硬件设备运行状态，实现设备故障智能诊断与预警，提高维护效率及质量。但

各厂商产品的监测信息存在较大差异，覆盖范围亦不同，监测内容没有统一的技术规

范与标准。对于同一城市不同线路同一设备的监测信息，不同厂商产品的监测内容存

在信息格式差异、标识颗粒度差异、提示内容差异、监测内容详细度差异等，不利于

运营单位故障排查与处置。因此，对信号系统各子系统软硬件设备的监测内容、覆盖

范围、信息存储、信息传输、信息提示等分别进行规范，统一标准，可以有效提高问

题定位效率、增强应急处置能力、提升设备可靠性，从而降低维护人员对问题分析的

技能要求、降低运维成本，保障轨道交通运营及维护的效率，进而带动行业运维能力

与水平的大幅提升。

6.3 技术经济论证

近年来，我国城轨交通进入快速发展新时期，各厂家基于通信的列车运行控制系

统陆续中标并顺利开通。信号系统的安全运营对维护监测系统也提出了更高需求，在

传统集中监测的基础上，扩展了监测采集，增加对 ATS\CI\ATP\ATO 等系统的状态监测，

监测范围更加详细、全面，并能够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实现故障智能诊断、隐患预

警分析。各信号厂家均在大力发展维护监测系统，新型的维护监测系统已在多条线路

上投入应用。例如在成都地铁，维护监测系统已成功应用于多条线路，实现了道岔功

率、道岔时序、道表电压、信号机电流、道岔缺口、ATS 系统、CI 系统、ATP/ATO 等

系统状态监测等功能，在线监测覆盖整个 CBTC 系统，极大提升了维护效率和质量。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随着维护监测系统的投入应用，不同城市/线路维护监测系统存在较大差异性，存

在监测信息不完整，监测要求不统一等问题，根源是缺乏一个行业性的指导标准，建立健

全维护监测系统标准是解决以上问题的基本保障。在行业内形成统一标准后，可以减少重

复的系统设计成本，减少数据和信息规划的成本，减少不同线路，不同线网之间数据交换

的成本，同时进一步推进了城轨信号系统的标准化建设。除此之外，基于本标准，可开

发维护监测系统、综合运维系统等维护监测系统，监测系统的运用可带来诸多经济及

社会效益，一是提高运维设备的可靠性，道岔、车载、电源等关键系统监测功能的提

升，可延长平均故障间隔 MTBF；二是降低故障修复时间，基于维护监测系统标准开发

的信号维护监测系统，可提升应急和故障处理能力；三是实现维护成本管控，可降低

维护成本、降低人员劳动强度，提升效能效益；四是提升运营质量和运维服务，监测

系统的使用可有效降低设备故障率，提升运营准点率及出行满意度；五是推动设备管

理智能化，自动化水平，助力运维水平迈向 GOM4 级，带动行业总体运维水平的提升。

因此，急需制定一套具有约束力的维护监测系统标准，用规范引领信号维护监测系统的

建设。 本标准的编制发布，可规划维护监测系统，为新线维护监测系统的建设、既有

线维护监测系统的补强提供技术标准,为后续智能运维体系建设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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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为新指定，为进一步推进标准的执行及宣贯，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1) 标准发布后，积极开展标准宣贯工作；

2) 编制组深入阐述方案的优越性和合理性，积极推动在地铁建设及既有线改造

中引用该标准；

3) 进行应用效果监测，进一步用实际工程效益验证技术方案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4) 建议本标准发布后 3 个月实行。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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