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检测与评估服务协同创新中心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Detection andAssessment Service for Operation Safety of Railway Transit

工

作

简

报

2015年第 2期（总第 15期）

中心行政办公室和信息部联合编制

2015年 05月 30日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检测与评估服务协同创新中心简报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Detection and Assessment Service for

Operation Safety of Railway Transit

中心网址：http://sevcen.sues.edu.cn/

要目一览

中心要闻............................................................................................ 1

学校及轨道中心领导一行赴京走访产学研合作单位................................1

学校及轨道中心领导一行走访中国南车集团及下属公司........................2

对外技术服务..................................................................................... 4

轨道中心为上海高速磁悬浮车辆提供安全性能测试服务........................4

运营评估服务..................................................................................... 6

“2015年上海地铁运营安全动态监管情况检查评估”项目第一季度评审

工作顺利完成........................................................................................................6

对外培训服务..................................................................................... 8

上海地铁运营一公司列车驾驶员心理疏导与减压培训............................8

科研成果........................................................................................... 11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车厢空调温度监测系统简介......................................11

学术讲座........................................................................................... 14

《都市快轨交通》杂志社副社长来访交流讲座......................................14

轨道交通信号专业专题讲座......................................................................15

2015年 05月第 2期

总第 15期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检

测与评估服务协同创

新中心主办

本期 15版





1

学校及轨道中心领导一行赴京走访产学研合作单位

4月 20日上午，校长夏建国在副校长史健勇、校办主任叶峰、科研处处长

陈思浩、城市轨道交通学院党总支书记刘牧众、院长柴晓冬和轨道中心副主任何

越磊等人的陪同下，走访了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简称“铁科院”），受到铁科院

赵友明副院长等领导的热情接待，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流。

双方会谈时，夏建国校长提出希望能够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倡议，得到

赵友明副院长的积极呼应。双方初步达成在铁科院国家级平台和科技创新体系建

设、行业继续教育体系和行业科技服务等几方面开展合作的初步意向。

下午，夏建国校长和史健勇副校长等一行拜访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包

叙定会长在宋敏华副秘书长和安小芬副秘书长的陪同下接见了我校领导，双方就

我校加入协会和参加行业培训工作进行了交流。包会长对轨道中心自 2014年成

为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第一届理事会员单位以来在轨道交通领域的工作表示

肯定，并建议借助协会的平台扩大宣传，提升学校和轨道中心影响力。夏建国校

长和史健勇副校长感谢协会和包会长对我校和轨道中心工作的支持，并邀请包会

长等领导抽时间到学校指导工作。

此次产学研合作单位的走访交流，进一步加强了我校与轨道交通行业的紧密

联系，明确并推进了与企业和协会合作的具体方向。同时为我校十三五建设规划

的制定提供了新思路。

中心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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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及轨道中心领导一行走访中国南车集团及下属公司

4月 21日至 22日，校长夏建国在副校长史健勇、校办主任叶峰、科研处处

长陈思浩、城市轨道交通学院党总支书记刘牧众、院长柴晓冬和轨道中心副主任

何越磊等人的陪同下，先后走访了中国南车集团及中国南车洛阳机车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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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21日上午，在中国南车集团总部，副总裁楼齐良、副总经济师兼人力

资源部长薛松、副总经济师兼工业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华和副总工程师兼城轨事业

部总经理徐红春等接待了我校领导一行，双方进行了深入交流。公司领导介绍了

公司的发展，明确了行业需求，为我校学科发展和与企业合作提供支持，为我校

与集团下属公司的合作奠定基础。

4月 22日，夏建国校长和史健勇副校长等领导在河南受到郑州市轨道交通

有限公司马子彦副总经理等领导的热情接待，会见了在郑州地铁工作的城市轨道

交通学院校友。在马子彦副总经理陪同下，校领导走访了中国南车洛阳机车有限

公司。公司总经理肖高华、副总经理陈东平和副总经理滕南春等领导陪同参观了

公司的和谐机车组装车间、车辆维修车间和城市轨道交通生产基地等现场，然后

进行了深入交流。双方初步达成共识，今后将在招生就业、学生实习、教职工挂

职和技术研究合作，特别是在技术装备国产化领域等方面开展实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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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技术服务

轨道中心为上海高速磁悬浮车辆提供安全性能测试服务

此次高速磁悬浮车辆测试是在轨道结构状态检测技术知识服务团队经近一

年的准备后，于 2015年 3月份在上海磁浮维修基地正式开始实施，并在 2015

年 5月 5日完成。此次测试旨在为高速磁悬浮车辆动力学分析提供数据参考、为

走行机构主要承力构件的强度计算、疲劳载荷的确定提供依据和分析出车辆关键

接口的动载荷数值。

具体测试内容如下：

（1）应变测试：摆杆载荷测试、测试牵引拉杆载荷测试、悬浮磁铁横向拉

杆测量；

（2）角度测量：摆杆相对轨道平面的夹角、抗侧滚橡胶角度测试、纵梁扭

转角测量；

（3）惯性力测量：车厢惯性力测量悬、浮磁铁惯性力测量、导向磁铁惯性

力测量；

（4）车辆 CAN总线数据（整车测量）：悬浮磁铁悬浮力测量、导向磁铁

导向力测量、GPS数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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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评估服务

“2015年上海地铁运营安全动态监管情况检查评估”项目

第一季度评审工作顺利完成

2015年 5月 11日，2015年度上海市轨道交通安全动态监管评估工作启动会

议在上海市交通委轨道处虹梅大厦八楼会议室举行。出席本次启动会议的主要人

员有：上海市交通委轨道处戴祺处长、杭海、沈浩等人，上海申通地铁集团公司

安监室郁旭晖副处长，运管中心艾文伟总工等，我校轨道中心常务副主任何越磊

以及徐金祥教授、张明锐教授、余朝刚副教授等专家组成员和轨道中心部分工作

组成员。

会议期间，戴祺处长对轨道交通安全动态评价的重要性给予了肯定，并提出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动态监管机制应从“从无到有”进一步发展至“从有到好”。此

外，戴处长还就今后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动态监管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1）提

高标准：建议动态监管从体系性、程序性和管理性上做一些拓展；（2）突出重

点：不仅注重 15分钟及以上延误事件本身，还要更多地注重一些程序性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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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特别是危及轨道交通运营及乘客安全的典型事件相关管理性问题；（3）

要重视闭环监督，把安评的闭环、整改成效作为监管的重要部分。（4）政府可

以对供货商进行约谈等方式，要求其为安全评估提供数据支持，便于从侧面提出

事件有关问题、隐患和建议；（5）评审结果应能从政府角度形成监管建议，从

管理方面加强，对“推不动、抓不实”的事明确提出来；（6）“12·31”事件后，政

府领导高度重视轨交安全，上海市交通委领导有时间会参加今年的监管评审会，

请各方能够高度重视。

根据今年市交通委提出的新要求，2015年 5月 27日，由上海市交通委轨道

处组织召开“2015年上海地铁运营安全动态监管情况评估” 第一季度专家评审

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运营管理、通信信号、车辆、工务、供电等专业方向的专家

以及上海地铁运管、运营、车辆、通号、工务、供电等部门的相关技术负责人。

会议由专家组组长周庆灏主持，就事件相关整改措施科学性、合理性和实际落实

情况进行逐条检查、讨论和建议，取得了良好的技术指导和监管作用。最后，专

家组一致讨论决定将择机就此次会议讨论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线索进行专题讨

论和总结。会后中心工作人员协同专家，将整理后的专家意见汇总，并形成第一

季度的最终评审报告提交交委轨道处。

截至目前，“2015年上海地铁运营安全动态监管情况检查评估” 第一季度评

审工作已经顺利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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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培训服务

上海地铁运营一公司列车驾驶员心理疏导与减压培训

2015年 5月，上海地铁一公司 6批次共 100位列车驾驶员来到我轨道中心

参加心理疏导与减压培训。

本次培训分为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心理疏导与减压，在上午进行；第二

部分为情绪管理训练，在下午进行，具体流程如下：

8:00~8:30：列车司机到达指定地点，由学院统一安排带入活动场地；

8:30~9:00：为列车司机分发早餐以及培训师向司机们简述活动流程及意义；

9:00~12:00：列车司机分为三个批次分别进行心理软件测试；

12:00~13:00：午餐及休息；

13:00~15:00：情绪管理培训。

在上午的活动中，驾驶员被分为 3组依次参加 3项测试，分别是Max Pulse

心率变异测试、“心越”团体竞技游戏、VTS软件测试。

以下为测试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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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团体训练由专业培训师带领驾驶员开展活动，驾驶员们全身心投入到

活动中，收获了不少欢声笑语以及关于情绪管理的感悟。

以下为测试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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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次培训，驾驶员们不仅放松了心情、调节了身心，还收获了满满的正

能量。在了解当前自身心理、生理状态的同时，学会了如何调节身心平衡，为接

下来的工作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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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车厢空调温度监测系统简介

针对目前地铁运营车辆客室空调温度投诉较多、客室温度信息不能准确实时

获取和监测、空调温度控制方式相对单一和部分高温隧道地段空调系统容易死机

的现状，研究开发基于无线通信技术的客室空调温度实时监测装置和监测管理信

息系统。系统包括无线实时监测硬件系统和管理信息软件系统两部分。

硬件系统研究地铁列车各客室空调温度测试方案方法，合理布置温度测点，

利用无线传输技术，构建列车车厢级测量网络以及各车厢间列车级测量网络，开

发单测点温度湿度检测设备和列车级车载无线传输发送与监测中心接收控制装

置，并研究系统数据传输协议以及无线传输实现技术及方法，构建完整的空调温

度无线测试及监测硬件系统。

软件系统研究构建完整的列车车厢客室温度湿度信息管理数据库，设计开发

车厢级和列车级温度测点监测信息管理平台，研究分析历年客室温度投诉出现的

时间段、地段和具体的车辆车厢，设计开发客室温度投诉分布式数据库管理与统

计分析系统，为列车的空调温度合理化控制和降低投诉率提供有力的数据基础和

分析平台。

整车信息演示及测点信息管理用户界面如图 1、2、3所示。各设备安装板尺

寸及现场安装如图 4、5、6所示。

图 1 整车信息演示

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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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整车信息演示

图 3 测点信息管理

图 4 车厢侧顶板内测点安装板尺寸及现场安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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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继器安装板尺寸及现场安装图

图 6 网关安装板尺寸及现场安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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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快轨交通》杂志社副社长来访交流讲座

4月 10日，《都市快轨交通》杂志社副社长、北京交通大学高级工程师鲁

放受邀在我校城市轨道交通学院会议室进行交流讲座。出席交流报告会的有城市

轨道交通学院副院长刘志钢教授以及运营管理系任教老师。

鲁放老师围绕“轨道交通人才培养”问题同刘志钢教授及其他参会老师进行

交流，介绍了北京交通大学在轨道交通人才培养、行业培训等方面的经验和软硬

件建设情况，也了解了我校相关方面的工作成果。随后，鲁老师围绕“城市轨道

交通领域技术论文撰写与发表”向参会老师详细介绍了《都市快轨交通》杂志的

发展情况，并传递了国内外相关领域其他学术期刊的相关信息。

交流会在轻松、热烈的氛围中结束。鲁放老师的到来增进了《都市快轨交通》

杂志社与我校（作为杂志社的常务理事单位）之间的了解和感情，也拓展了我院

老师、科研人员的学术视野。

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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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信号专业专题讲座

4月 16日，城市轨道交通信号专业团队邀请到申通地铁通号维保生产计划

部经理助理赵杰，在 C210教室为我院 2014级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的学生

召开了主题为“轨道交通信号专业与相关岗位工作内容”的讲座。为了让大一学生

更深入了解轨道交通信号相关工作岗位的工作内容以及特点，赵经理向同学们首

先讲解了申通维保通号公司的情况，以及各个工作岗位的工作内容。随后，赵工

也分享了整个地铁事故的处理流程，以及各个维保专业相互配合完成整个任务等

内容，让同学对于轨道交通信号专业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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