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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大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发展趋势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发展总结为5大特点

—建设里程长

—单位造价高

—投资增长快

—业务系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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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举国建设的浪潮

中国内地轨道交通已开通城市（合计22

个）：

东北：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
华北：北京、天津
西北：西安

华东：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宁波
、无锡
华中：郑州、武汉、长沙
西南：成都、重庆、昆明
华南：广州、深圳、佛山

中国内地轨道交通已批复城市（合计
40个）：

东区：上海、武汉、南京、宁波、无
锡、苏州、南昌、杭州、福州、厦门
、常州、徐州、淮安、温州、南通；

南区：重庆、广州、深圳、成都、长
沙、佛山、昆明、南宁、东莞、贵阳
、珠海；

西区：西安、郑州、石家庄、太原、
兰州、乌鲁木齐；

北区：北京、天津、沈阳、长春、大
连、哈尔滨、合肥、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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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量

30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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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投入

地铁
5-10亿/Km

轻轨
1.5-4亿/Km

有轨
1-2亿/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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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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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中网络设备的需求场景很多
分布在企业信息化和生产信息化的各个子系统中

供电

轨道

车辆 安全门

通风空
调

信号

综合监
控

通信

给排水
及消防

乘客
信息

自动售
检票

火灾自
动报警

人防

导向标
志

检修运
维/移动
办公

OA

车辆工
艺设备

轨道交通业务系统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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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捷轨道交通行业发展介绍

锐捷网络一直非常重视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建设领域，不仅
结合自身技术优势，有针对性地推出了适合行业应用需求的定
制化产品与解决方案，而且深度参与多条地铁项目信息化建设
， 依托802.11ac技术推出的新一代车地无线通信方案，以及骨
干网IP化的发展趋势和价值等地铁前沿技术应用方面，锐捷具备
显著的技术优势与经验积累，得到了用户的普遍认可，引发了
业界的一致关注。

针对轨道交通行业的特点，锐捷成立了由售前、研发、售
后、供应链等部门组成的联合组织支持轨道交通，提供专业的
、”交付式”的服务。未来锐捷还将继续为城市轨道交通用户
提供定制方案、可靠产品和快速优质服务，为推动轨道交通可
持续发展创造出更多价值。



多年的行业积累—创新破局

20Mbps

400Mbps

40Mbps

http://www.ditiezu.com/forum-24-1.html
http://www.ditiezu.com/forum-24-1.html
http://www.ditiezu.com/forum-8-1.html
http://www.ditiezu.com/forum-8-1.html
http://www.ditiezu.com/forum-7-1.html
http://www.ditiezu.com/forum-7-1.html
http://www.ditiezu.com/forum-38-1.html
http://www.ditiezu.com/forum-3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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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轻轨三期建设设备供
应商，从2010年开始参与
CCTV视频监控系统、PIS
乘客信息系统、办公系统
等子系统建设。涉及包括
交换机设备、无线设备、
网管软件等系列产品。

服务于轨道交通

• 沈阳路局哈大高铁客专项

目设备供应商，从2011年

开始参与客票、旅服、公

安等子系统建设。涉及包

括路由器设备、交换机设

备等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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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行车安全监控

http://gcontent.oeeee.com/d/ba/dba132f6ab6a3e3d/Photo/135/cd0e3d.html
http://gcontent.oeeee.com/d/ba/dba132f6ab6a3e3d/Photo/135/cd0e3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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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直播

要流畅

车内资讯实时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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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的核心，人

司机目测，最后一道关卡

考虑站台监控引入司机室

（至少4路并发）

站台监控要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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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

要高清

全方位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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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监控的画质要求越来越高：

CIF（352×288）

D1 （720×576）1M码流

720P（1280×720）2M码流

1080P（1920×1080）4M码流

16颗720P摄像头实时调用至少需要

32Mbps车地上行带宽

16颗1080P摄像头实时调用至少需要

64Mbps车地上行带宽

突发事件要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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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码流和想象的其实不一样

横轴表示时间，以秒为单位，纵轴表示流量，以kbit为单位，wireshark的采
样频率是10ms

500kbit/10ms  换算即 50Mbit/S

4Mbps 定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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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共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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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轨PIS对车地无线系统的关键需求

• 高速（车地大带宽）

– 最高车速达到120KM/h

– 车载至少并发16路高清监控图像实时上传（32Mbps～400Mbps）

• 稳定（地车“0”丢包）

– 车载系统切换轨旁AP耗时<50ms

– 车载系统切换轨旁交换耗时<50ms

– 车地传输丢包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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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总体架构

骨干传输系统

车辆段/停车场

车地无线
通信系统

车站

控制中心子系统

客票

CCTV

OA

调度电话

PIS

办公电话

时间系统 广播系统

数据网监控分中心

FAS

调度电话

PIS

办公电话

时间系统

数据网监控分中心

FAS CCTV

OA

综合
监控

视频管
理

存储管
理

网络
管理

应用服
务

无线控
制器

….

车载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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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整网拓扑



传输子系统

• 传统的通用地铁骨干传输网

各业务系统复用传输网，无需单独建

设，缺点是多趟列车多路视频同时监

控情况下效果不佳，易出现视频卡顿

问题，比较适合于传统列车2路视频

监控的PIS系统建设要求

• PIS专用传输网

独立建设的PIS系统的IP专用传输网，

适合于多趟列车多路视频同时监控的

需求，采用站台汇聚交换机组ERPS环

网，除了需要额外的光纤资源外，基

本不需要再增加其他设备投资



传输子系统-核心设备

耐高温运行设计

1+1冗余引擎

全硬件热插拔

故障隔离
冗余交换矩阵

冗余智能风
扇盘

每风扇盘1+1
冗余风扇

管理/控制/数
据三平面分离

冗余智能电源

• S8600E系列核心交换机的电源、风扇、交换矩阵、主引擎全部支持冗余设计，并

支持热插拔

• S8600E采用模块化软件设计，进程级热备、重启业务不中断，可靠性高

• 支持防火墙业务板卡和AC业务板卡，支持有线无线统一管理

支持AC业务卡
支持FW业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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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子系统-ERPS环网保护

ERPS

ERPS 原理：
ERPS 环由一个owner节
点和非owner节点首尾相

连而成，主节点定时向两
端发送协议报文来检测链
路的状态，并且根据实时
监测链路状态决定主节点
从端口逻辑开闭，从而实
现故障快速自愈。

优势：
•低成本
•高性能
•环网组建灵活
•标准协议规范，兼容性好
•故障收敛时间小于50ms

ERPS技术确保网络可靠性进一步提升ERPS（Ethernet Ring Protection 
Switching，以太环保护切换协议）为ITU开发的一种环网保护协议，
也称G.8032，是一个专门应用于以太环网的链路层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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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子系统

组播从VLAN10

复制到VLAN100

VLAN100组播 VLAN100组播

• 通过跨VLAN的组播复

制，传输网的一份视频

组播通过车站汇聚交换

机复制到车站显示屏，

节约传输网带宽

• 通过跨VLAN的组播复

制，这样车站组播

VLAN和传输网组播

VLAN不同，防止车站

的环路等导致组播报文

在传输网出现风暴，导

致其他业务或者其他车

站PIS系统受影响

轨旁AP显示屏

显示屏

操作终端

站台汇聚交换机

核心交换机

VLAN10组播 PIM

IGMP

Snooping



区域覆盖

全向角度

多点接入

车辆段/停车场子系统

车辆段部署无线车地系统：

• 监控和上传设备状态信息

• 下发PIS信息到列车

• 上传列车视频监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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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M-R 802.11b 802.11g 802.11n TD-LTE FDD-LTE 802.11ac

理论
基础
速率

下行
14.4 kbps 
53.6 kbps(GPRS) 
384 kbps (EDGE) 

11Mbps 54Mbps 144Mbps
(2x2MIMO)

100Mbps 150Mbps 1300Mbps
(3x3 MIMO)

上行
14.4 kbps 
53.6 kbps(GPRS) 
384 kbps (EDGE) 

11Mbps 54Mbps 144Mbps
(2x2MIMO)

50Mbps 40Mbps 1300Mbps
(3x3 MIMO)

列车
时速
90

KM/h

下行 300kbps 4Mbps

15Mbps 35Mbps

60Mbps 90Mbps

>300Mbp
上行 300kbps 4Mbps 30Mbps 20Mbps

802.11n802.11b/g

TD-LTEGSM-R

802.11ac

FDD-LTE

随着需要实时同步的车载信息系统越来越多，数据量越来越大，

车地之间亟需一套能提供稳定高速车地双向无线通信的技术和方案。

各项技术基础速率对照表

车地子系统-无线通信技术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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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地子系统- 5G无干扰频段

消费电子工作频段（多）

2.400GHz 2.483GHz

工信部新增免费频段

5.150GHz 5.350GHz

CBTC

消费电子工作免费频段（少）

5.725GHz 5.850GHz

根据传输衰减理论，5GHz电磁波空间衰减比2.4GHz大7dB，穿墙衰减10dB以
上。在列车运行轨道沿线，即使有少量5G干扰，也会迅速衰减，影响较小。

工信部在5G频段开辟了共325MHz频谱，计13个频道供WLAN使用，远大于
2.4G频段的83.5MHz和专网LTE频段的20MHz。与现有CBTC系统2.4G频率信
道间隔远，对其他系统无干扰。

利用256QAM、载波聚合、深度帧聚合等技术，实现1.3Gbps的连接速率，
实际有效吞吐可达950Mbps。

设备采用了先进的MIMO（多入多出）、TxBF（波束成型）、LDPC（低密度
纠错编码）、MRC（最大比合并分集）等技术，实现200m距离的高性能传输

干扰距离

干扰避免

千兆性能

传输距离



车地子系统-平滑切换轨旁AP

AC SW

轨旁AP2

BSSID: 

0604.a9be.75ab
BSSID: 

0604.a9be.75ab

轨旁AP1

车头
AP

车头
AP

定频设计

同频组网

主动切换

<20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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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地子系统-车头车尾双链路并发

车载工业交换机VSU虚拟化组网

实现双链路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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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地子系统-组播复制方案

• AC通过CAPWAP隧道将组

播转成单播，为每辆车复

制视频

• 车载AP收到单播视频流后

转成组播流，通过车载工

业交换机的IGMP 

Snooping功能将视频流传

输给视频服务器

• 将组播流在轨旁AP间切换

转换成单播报文在轨旁AP

间切换，保证切换在20ms

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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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地子系统-单AP 双Radio 双天线双向

解决干架，地面等在轨道中间立杆的场景

• 每台AP双Radio卡同时工作于5GHz

• 每张Radio卡外接一套天线

• 两套天线各自负责前后两个方向

CH48 CH36
CH36

CH48

轨旁交换机

锐捷轨旁11ac AP

锐捷车载11ac AP

轨旁定向天线

单模光纤

车载定向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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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地子系统-智能增益提高系统容错

• AP可以通过提高天线增益来进行盲区自动修复

• 任意N个非连续AP的掉线都不中断车地传输

CH36

CH48

轨旁交换机

锐捷轨旁11ac AP

锐捷车载11ac AP

轨旁定向天线

单模光纤

车载定向天线

CH48 CH36CH48 CH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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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地子系统-解决掉头问题

列车的车头车尾定向天线和轨旁相同信道的天线方向相反，导

致性能下降，以下方案修正列车车头车尾信道：

• 方案1：通过列车已有的ATS系统联动。车载车地AP的GPIO接口

通过外部线缆连接到司机室激活继电器的常开触点

• 方案2：轨旁车地AP双定向天线

CH36 CH52
CH52 CH36

CH36 CH52

CH52 CH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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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地子系统-解决会车问题

• 上下行交错部署，在出现单点故障时，可以相互弥补信号覆盖

• 上下行AP分别规划在不同group，车载车地AP只在一个group内

的轨旁ap漫游，避免AP频繁漫游或者漫游到其它区间，解决列车

交汇时信号阻挡导致性能低

• 当车载车地AP在当前组的信号低于RSSI_low 允许AP在所有组中选

择信号最好的轨旁AP作为下一个漫游AP

CH52 CH36

CH36 CH52

CH52CH36

CH52 CH36

信号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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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地子系统-解决视频卡顿

视频流多路并发时，产生的瞬时叠加流量甚至超过千兆
，而目前的车地带宽和轨旁交换机在这种情况都会出现
丢包，导致视频卡顿。

• 通过车载工业交换机

的VSU功能将监控视

频流均衡到两条链路

上，使视频流叠加的

突发流减半

• 车载车地AP的大

buffer对视频流做进一

步整形后使视频流进

一步稳定，保障车地

通信和轨旁有线传输

不会由于突发流导致

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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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地子系统-解决安全接入

避免外部干扰 射频安全
乘客上网PIS

CBTC

乘客上网PIS

CBTC

非法AP反制 车地链路加密

采用X-Sense技术，
根据终端的距离自
动调整功率，天线
方向图，增强信号，
弥补盲区，避免外
部干扰

采用信道固定的
专用专供AP，保
证地铁其他系统
(CBTC等)安全，
调整功率避免同
频干扰

车地桥接链路使用
防破解的WPA2加密
，保证车地信息不
泄漏，简化密钥协
商过程，保证快速
切换中信息加密

AP监控信道，发
现非法AP，立即
反制，保证终端
用户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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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地子系统-轨旁AP安装点位设计

直道设计
• 每台AP在直线距离最大覆盖约400m左右（-60dBm）

，实际部署在160～200m间隔部署一台AP，通过适当

调整功率，保证信号良好覆盖，在出现故障点位后，ap

自动调整功率，使信号无缝覆盖，保证业务正常运行

弯道设计
• 根据弯曲半径不同适当调整AP间隔，保证信号良好覆盖

线路属性 最佳部署距离 容忍距离

直道 160~200m 300m

R<400m弯道 100~110m 140m

400m<R<800

m弯道 110~130m 160m

R>800m弯道 按直道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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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地子系统- 轨旁AP和天线安装

天线要求：

• 采用3×3mino 天线（八木或者平板）

• 尺寸越小，抗风好（隧道内火车在高速运行时活塞风达12级左右）

• 增益高（12dBi以上）

• 材质采用低烟，无卤，阻燃材料（符合国家规范）

隧道安装:

• 要求天线距离墙一般不超过25cm，否者会影响列车运行安全，

• 天线安装高度一般距离地面4m左右，在列车侧上方

• 为保证列车行车安全，要求安装一定可靠；天线安装要求覆盖范

围可视

AP安装：简化安装，天线，AP，电源防护箱，只需要膨胀螺

丝固定

• AP支持IP67 防护等级

• 支持220V AC供电，无需poe模块等其他辅助供电设备

• 模块之间接线简单，降低维护难度

• 设备上自带各种指示灯，故障识别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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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地子系统- 车载车地AP和天线安装

• 车地链路车头/尾天线位置安装，天线一般安装在车头列车顶部，常用八木天线

或平板天线

• 选用的天线均是3×3mimo 天线，因此车头/车尾均只需要安装一个天线即可

• 列车取电可考虑采用车内直流电源，一般为DC 110V；或者采用POE交换机供

电。数据采用专用双绞线，与设备相连的接头必须为航插接头，防止松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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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管理-设备管理架构

• 采用多种协议如

SNMP、Telnet、

Syslog等种方式对

设备信息进行采集

• 纯B/S架构，采用

MySql数据库

• 采用SOA框架技术

，通过组件对设备和

拓扑进行管理，并提

供对外开放接口，一

对接其他系统

采集平台 SNMP 

Agent
Telnet 

Agent

Syslog

Agent
Trap Agent

交换机 路由器 AC设
备

AP设
备

安全设备 服务器 终端

资
源
层

数
据
处
理
层

MySql数据库

设备管
理

核心平台 告警管
理

性能管
理

配置管
理

拓扑管
理

任务调度SPRING 

BATCH

BASE组件

设备管理
性能管理
告警管理
配置管理
系统管理

展
现
层

TOPO组件

拓扑展现
关键链路
拓扑告警
自定义拓
扑

Wlan组件

AC管理
AP管理
用户管理

SOAP/WSDL/REMOTE

3G组件

设备管理
隧道管理
定位
零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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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维管理-设备管理架构

标注AP下用
户数

查看AP用户
信息

用户统计

详细用户信
息

• 支持对所有无线

设备，包括车载

AP和交换机的集

中管理

• 支持记录和查看

车地通信情况，

全面掌握列车运

行情况

• 支持车辆段、车

站、列车有线、

无线终端接入的

管理



•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发展趋势

• 锐捷轨道交通行业发展介绍

• 轨道交通PIS系统业务介绍
• 锐捷PIS系统解决方案介绍

• 锐捷轨道交通产品介绍

• 案例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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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地子系统-轨旁车地AP

RG-AP530-I（M1） • 支持802.11ac标准协议；双路双频，最大接

入速率2.6Gbps；全速率全频段支持发射功

率500mW，功率可调

• 支持WDS（无线分布式系统）技术，可支持

无线覆盖模式或多级无线网桥模式

• 针对工业强电磁环境设计，满足EN50121电

磁兼容设计要求

• 针对壁挂/抱杆安装设计，具备航插接头

• 全金属外壳，符合防火阻燃安全要求

• 工作温度 -40～70℃，工作湿度 5%-95%，

IP67防护等级

• 支持220V AC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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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地子系统-车载车地AP

RG-AP530-I（M3） • 支持802.11ac标准协议，双路双频，最大接入速率

1.9Gbps，全速率全频段支持发射功率2.4G发射功

率100mW，5G 发射功率500mW，功率可调

• 支持锐捷独有的智分技术，通过分布式天线实现信

号的均匀覆盖

• 针对工业强电磁环境设计，满足EN50121电磁兼容

设计要求

• 针对车载安装设计，满足机柜安装要求，具备车载

航插接头

• 全金属外壳，符合防火阻燃安全要求

• 工作温度 -40～70℃；工作湿度 5%-95%，IP54防

护等级。

• 满足车载EN50155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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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地子系统-车载工业交换机

• 8个10/100/1000M 端口，支持POE+，支持

bypass口

• 针对工业强电磁环境设计，满足GB/T 17626 

电磁兼容设计要求

• 针对车载安装设计，满足机柜安装要求，具

备车载航插接头

• 全金属外壳，符合防火阻燃安全要求

• 工作温度 -40～75℃，工作湿度 5%-95%，

IP67防护等级。

• 满足车载EN50155认证

• 支持跨设备负载均衡

• 支持远程镜像，各种安全功能

RG-IS2708M-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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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动&冲击 EMC宽压波动 宽温工作

安装附件及设备整体所应满足的运行、设计、建立和测试条件
抗冲击振动满足IEC61373标准
防火阻燃满足BS6853标准
EMC满足EN50121-3-2标准
可靠性满足EN50126标准

防火阻燃

产品超标合规

IP67

故障率<<1%



•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发展趋势

• 锐捷轨道交通行业发展介绍

• 轨道交通PIS系统业务介绍

• 锐捷PIS系统解决方案介绍

• 锐捷轨道交通产品介绍

• 案例实践



| www.ruijie.com.cn53

动态高速车地传输性能

动态测试 车地传输的实测单链路性能>550Mbps



现网运行情况

• 车头AP运行

– 轨旁AP切换期间，列车内ping 不丢包



现网运行情况

• 全程ping 包，内外，外网 丢包率 1%左右，延时

非常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