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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寄语

尊敬的读者们：

数字化解决方案作为当下有目共睹的趋势，正在
成为推动铁路行业走向未来的“火车头”。而这节
火车头的原料正是：精准、即时且可靠的数据。
到目前为止，能够生成此类数据的轨旁传感器是
最为常用的解决方案。现在的挑战在于，如何才
能尽可能高效地传递获取到的信息呢？应对这一
挑战的解决方案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例如，在轨道特定位置收集信息的成熟传感器与
逻辑功能相结合，使传感器直接在轨道上进行数
据评估，同时也令室内设备更加精简。诸如物联
网之类的理念将这些传感器变成可与环境进行通
信的智能设备。 

 

目前线性传感器已能沿整个路段生成大量实时数
据。这些数据的处理基于智能算法和自动模式识
别方法。与研发合作伙伴和平台供应商的紧密合
作让我们持续取得进步。运营商在现场试验过程
中提出实际要求，这种做法促进了新系统的诞生。 

这些研发的目的就在于，使信息跨越系统的界限。
这在物联方面更是契合铁路运营商和铁路行业的
需求。在本期《Ultimate Rail》中，我们便会从这
个角度介绍轨旁传感器领域最新的创新成果，同
时我们也很期待能够在  InnoTrans 2018 展会中与
您面对面地交流。 

Michael Thiel

福豪盛传感器技术有限公司 CEO 

“ �我们需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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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锦
一直在路上：展会和会议、国际项目、新的驻地和合作伙伴、正在进行
的研发、体育赛事  –  福豪盛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 

次 INNOTRANS 展会

福豪盛总计参加过八次	  

InnoTrans。2018 年福豪盛将在面

积超过  140 m²  的展台上展出其在

车轮传感器、计轴系统和追踪解决

方案领域的创新成果。 

位铁路专家

福豪盛在台北举办的行业盛会邀

请了来自中国台湾和日本的众多

专家。此次“铁路行业技术与铁路

信号系统会议”由福豪盛联合中国

工程师学会  (CIE)  及  Alfa Transit 

Enterprise Corporation 共同组织。

这是福豪盛进一步拓展东南亚业务

的第一个里程碑。 

个计数头	

南回线是台湾铁路管理局	(TRA) 	负责运营的铁路干线。在一个新项目

中，南回线将配备  Frauscher Advanced Counter FAdC 和车轮传感器 

RSR123，计数头数目超过六百个。在福豪盛对台湾供货的项目中，如此

规模的尚属首例。

米

以各种方式安装在世界各地的愈百万米光缆在	FTS	监测下工作。它们主

要用于不间断的列车探测和轨道状态监测。 

次客户洽谈

2016 年福豪盛员工在柏林展会上与来自  47 个国家/地区的访客进行了广

泛的洽谈。在四天的时间里，福豪盛将全新的趋势产品和成熟的技术水

准淋漓尽致地呈现在大家面前。今年，福豪盛非常期待在  InnoTans 展会

上与客户进行更多的洽谈、携手开展更多的项目。关于展台亮点的详细

信息请访问  innotrans. frausch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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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福豪盛跑步活动小组在本年度  Wings for Life World Run 活动中

所跑的总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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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驻地

福豪盛家族自去年起扩增了两个驻地：随着多伦

多办事处和迪拜办事处的设立，加拿大和阿拉伯

地区的客户也能直接获得铁路专家提供的贴心服

务。相关详情请访问：www.frauscher.com

350，是	WDF 2019	活动中一篇

论文摘要所要求的字数上限。此

次第五届行业盛会将于	2019	年	

6	月	5 - 7	日在维也纳举行，会议

主题是	“Intelligent sensing and 

tracking”（智能传感和追踪）， 

关于会议的更多详情请访问：		 

www.wheeldetectionforum.com

位员工

四十五名员工组成了福豪盛追踪解决方案	

FTS	研发团队，共同致力于新的技术前景和

应用领域的研究。其中  18 位专家在奥地利工

作，其余专家分布在英国和印度。 



Ultimate Rail 0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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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及前景
 

数字化浪潮席卷整个铁路行业，这
一点在信号技术上也充分体现。
福豪盛传感器技术有限公司首席
营销官  Christian Pucher 将在下面
这篇访谈中向我们介绍，福豪盛
是凭借哪些解决方案稳坐技术领
袖位置的。 

路在 
何方？ 

Christian，铁路行业需要数字化吗？

当然！铁路行业必须在数字化方面挖掘潜力，确
保铁路交通在未来仍具吸引力，首要的是满足人
们对铁路交通提出的越来越高的需求：列车在行
驶中的间距要不断缩短，线路网的流量要越来越
高，基础设施的维护愈发复杂，成本压力不断上
升。对此数字化无疑是一剂良药：数字化解决方
案让铁路交通更高效、更强大、更安全。我认为
业界已经认识到这一点。铁路行业将变得更加灵
活，更具创造性。我们不断尝试新鲜事物。我们
对创意来者不拒。看起来前景不错的方法我们都
会试一试。 

但是这种开放性不会同时带来风险吗？

最大的风险可能在于，无法跟上持续发展的步
伐。数据生成、数据传输、数据保存和数据处理
的技术可能性正在迅猛发展。这些技术越来越高
效，有些还在价格方面不断走低。五年前还无法
想象的趋势或发展，如今已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
现实。而其中更多的是机遇：整个铁路系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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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发生持续的改变。当然还有一些我们如今尚未
意识到的颠覆性创新思路。这些发展最终都将有
助于保持铁路交通的吸引力和未来竞争力。

所以说，数字化就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

铁路行业要想战胜未来的挑战，必须克服其日益
增长的复杂性。系统、控制和安全技术以及维护
工作对技术和人员提出了高要求。而随着铁路利
用率的提高，运营商几乎没办法承担这些高要求
下的运营成本。对于现有系统的现代化改造也耗
资不菲。在有些时候，运营商甚至必须对  100 多
年前的联锁系统进行修复。这一切都降低了铁路
行业相较于其他交通运输供应商的竞争力。铁路
系统结构的高度复杂性无疑也为迁移策略带来了
巨大的挑战。幸好数字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
扭转局面的杠杆。 

但并非所有的数字化应用都适用于铁路

行业。

没错。但是人们已经从各种铁路应用中看到了
明显的趋势，意识到哪些方法特别适用于铁路行
业。3D 打印机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制作研发过程中
的备件或样机。中央云数据中心承担起评估传感器
的任务。算法解释数据。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或自
动模式识别机制不断开辟出新的可能性。调度员、
铁道线路工人、安全人员、乘客实时获取到所需的
确切信息。同时促使运营成本降低。但为了实现这
样的前景，即时的数据和信息仍然是最关键的基
础。在这方面，我看到了在轨道上应用智能传感器
的巨大潜力。 

互联的铁路世界

物联网的数字化互联也为铁路行业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列车追踪等应用或维护策略的转变等都将从中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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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及前景

你所说的传感器能建立起我们与未来的桥

梁吗？

它绝对是我们在数字化方向上迈出的一大步。
在  InnoTrans 2018 展会上我们将展出全新的 

 SENSiS 系统样机。这款系统的研发以我们现有
的传感器为基础。当然我们在结构上做出了调
整。另外我们还进行了机械方面的优化。新一代
传感器能够直接在钢轨上对信号进行数字化处
理。它还能生成关于温度和加速度的数据。软件
更新文件可直接通过室内设备传输至现场的传感
器。专用  App 会使后续的维护变得更加容易。
通过总线系统可以建立起环形架构取代星形连
接，从而大大节省布线的花费。我们还有很多其
他的规划。这些都将让   SENSiS 成为新的标杆性
产品，进一步巩固我们的市场地位。 

这一市场地位从何体现？

我们将自身视为技术领袖和先驱者。我们的目
标是在所有市场成为轨道空闲探测系统的领先
供应商。

“ 我们的目标是在所有市
场成为轨道空闲探测系
统的领先供应商。”

福豪盛的车轮传感器将成为轨道上的智能设

备，可以广泛收集信息，兼具多种功能。 

除此之外，福豪盛还致力于哪些技术的研究？

我们设计传感器的初衷是，可靠且准确地探测到
特定点位的金属物体。我们从中获取的信息对于
很多应用而言必不可少，尤其是在安全相关领
域。轨道空闲探测就一直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应
用。但铁路行业正在经历转变，其所要求的数据
范围越来越广。基于分布式声学传感技术  (DAS) 
的解决方案便有能力提供这些广泛的数据。这一
解决方案能够持续追踪轨道车辆、长时间监测基
础设施并为安全领域提供重要信息。

你如何理解智能传感器？

我们的传感器在数十年里针对特定任务进行研发
和优化。如今在这些特定领域内，我们的产品常
常代表了最高的技术水平。而数字化则打破了这
种特定性。技术的进步总会带来更加强大的组
件。我们利用这些组件研发出兼具多种功能的传
感器。此外，我们还为传感器搭配评估逻辑。由
此研发出来的成果就是一款广泛收集数据并立即
将其处理为信息的传感器产品。利用基于物联网
理念的方法，传感器摇身一变成为通信设备。轨
道成为通过各种不同网络向其他系统传输信息的
接口，这也让身处其中的传感器变得更加智能和
高效。 

但很多运营商力求减少轨旁的基础设施。

这从原则上讲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才会与他们详
细地探讨他们所面临的需求。我们对他们所需的
数据和信息作出分析，并优化我们现有的产品，
以满足这种需求。为此我们充分利用数字化的可
能性，实施物联网理念正是其中一条路子。在数
字化的推动下，我们获取信息的范围不断扩展，
而占用空间、维护费用、运营成本等等一切都会
降低。这样的优势源自于更紧凑的结构和更多样
性的组件。 

所以诸如车轮传感器和计轴系统之类的系统

是不会过时的？

诚然，随着铁路行业数字化程度和开放性的提高
一定会出现很多替代品。但我相信铁路行业在未
来仍将依赖成熟系统，尤其是安全相关的应用。
因为这些成熟系统也在发展。轨旁安装的传感器
在数据产生的位置探测所需数据。它的工作过程
完全不受轨道车辆的来源和结构的影响。数十年
来，这类产品对于机械、电磁或环境影响的耐受
性达到了最大化。现在这些特性又能与新的发展
可能性相结合。这就让车轮传感器和计轴系统成
为未来的轨道基础设施中可持续发展且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



福豪盛传感器技术有限公司  CMO Christian Pucher 对公司的数字化战略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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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这项技术特别适用于未来的铁路行

业呢？

因为这项技术只用一个解决方案便能为各种应用
采集数据。人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在轨道上架设
一根光缆。这符合当前的行业需求：更多信息、
更少组件、更低成本。光纤在实际应用中无需维
护，只需要激光脉冲就能发送信息。因此它实质
上就成为了一个传感器。它沿整个监测路段实时
采集声学信号，并评估其影响。产生这些影响的
源头各异：轨道车辆、钢轨损坏、环境影响、脚
步等等。如今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可以对收集到的
信号进行归类。尽管已经具备以上优势，但这项
极具吸引力的技术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 以此为基础的解决方案提
供关于列车运动、状态变化
和其他事件的实时数据。”

所以自	2016	年产品发布后，你们对这款系

统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发？

是的，正如那时公布的那样，我们在  FTS 的研发
过程中实施两项并行的战略：一方面我们利用并
优化现有的硬件。为此我们对评估算法和逻辑进
行了优化和改进。从而能够同运营商一起开发系
统。另一方面我们加紧推出新一代  FTS 的实施方



有了数字化解决方案，轨道将成为广泛的数据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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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及前景

案。新方案将铁路行业在各种层面上的特定需求
都纳入考量。新一代  FTS 目前已经在样机中使用
并发出了第一批数据。

所有我们已经可以借助	DAS	实现轨道空闲

探测了？

我们当前提供的系统已经能够提供大量信息。用
极高的精确度对列车进行实时定位和位置追踪早
已不在话下。但是要想达到  SIL 4 等级标准的列
车定位，目前只能结合成熟的车轮传感器或计轴
系统才能实现。 

还有哪些其他应用是当前铁路设施的焦点？	

当然是轨道系统的状态监测。过去几个月里，我
们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对轮轨接触展开
持续监测，使我们能够在一个极早的阶段就识别
出基础设施上发生的变化，进而更加高效地规划
和管理维护措施。由此可见，FTS 顺应了状态维
护的大趋势。 

总的来说，你们在进一步研发此系统的过程

中是否已取得具体成果？

是的，其中一些成果我们会在  InnoTrans 2018 展
会上展示。



Ultimate Rail 0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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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及创新
 

铁
路基础设施领域也呈现出这样的大趋
势：通过各种渠道相互进行通信的组
件越来越多。这样的通信可通过诸如

物联网（英文： Internet of Things, IoT）之类的
新理念和采用数字接口来实现。大量信息蜂拥而
至，为运营管理或监测及维修提供支持。同时整
个铁路系统的经济性也可大大提升。 

为了可靠地保障铁路系统的经济性，创新性
解决方案必须高度可用，在提供多方面数据的同
时，降低成本和费用。虽然听起来矛盾，但却意
味着成功。例如将成熟的车轮传感器与全新的技
术可能性相结合，就能实现这样“矛盾”的要求。
即使在极端不利的气候、机械和电磁条件下，系
统仍能可靠地收集具有最高精确度的数据，并通
过各种接口将数据传递给上级系统。凭借全新的 

 SENSiS 系统，福豪盛在这一发展方向上又迈出了
重要一步。这套系统既保障了原有产品的可靠

新型传感器：一站式收集、评估和
传递各种信息。电子单元：摇身一
变成为数据中心。福豪盛   SENSiS 
充分运用数字化技术，在成熟的信
号技术组件中挖掘其更深的潜力。

智能传感器： 
轨道上	&	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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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可用性，又满足了市场对硬件和布线低成本
的需求。同时借由新组件和  IoT 理念，扩大所生
成的信息范围、增加更多的可用功能。

Sense it, SENSiS！
SENSiS 的研发初衷是想利用创新方法更好地解决
铁路行业当前的需求。为此，研发团队提出了具
体的问题：如何能以最小的成本生成最多种类的
数据？如何向系统实时传递其所需的信息？答案
就是：新型传感器必须在轨道上发挥智能设备的
作用。从而能够将现场所收集到的数据处理为有
价值的信息并立即输出。 

为了实现这一点，福豪盛新型传感器中直接
集成了数据评估功能。感应式作用原理已在现有
传感器产品上久经考验，因此得以保留。福豪盛
将现有传感器产品上积累的数十年丰富经验直接
融入到研发过程之中。在产品结构变得更加紧凑
的同时，还集成了更多的传感器功能。因此，这
款传感器能够生成更多的附加信息，为系统集成
商和铁路运营商提供更多支持。而目前为止，相
关数据的收集只能通过安装特定系统及其布线来
实现。 

创新性研发方法

这款系统的研发以现有传感器模型为基础。我们
在广泛且全面的设计和思考过程中，对现有产
品特性进行了归纳总结，并从中确定了新传感
器的研发目标。新传感器要能够识别出不同方面
的问题，从而使现场处理变得简单。为了在计算
机辅助下进一步开发内部结构，研发团队采用了
有限元计算和各种仿真模型。其中包括福豪盛在 

ECUC 项目合作中所制作的模型等。这使得设备
本身的内部结构布局也得到了优化，即使集成了
更多功能，其尺寸和重量却更小。 

同时，产品中还运用到我们在材料方面积
累的专有知识，例如浇注材料等。由于车轮传
感器被安装在极端苛刻的环境条件下，材料正
是决定耐用性和可靠性的关键。首台传感器样
机是在公司内通过  3D 打印直接制作出来的。
在此过程中获取的信息能直接帮助研发工作的
开展。在电子设备领域，久经考验的产品优势
同样面临全新机遇。设备本身配备有数字接
口。数据通过作为室内设备之一的数据中心传
输至上级系统、云解决方案或移动终端设备。

作用原理和评估逻辑

与成熟的福豪盛传感器产品一样，沿轨道安
装的新型传感器的外壳中也包含有两套传感
器 系 统 ， 每 个 系 统 皆 由 发 射 器 和 接 收 器 组
成。它们和以前一样采用感应的方式探测轮
缘。发射器线圈被一个特定的频率激励。发
射器与接收器的排布形成了一个感应耦合，
通过磁感线的走向确定。这些磁感线受到驶
过的列车车轮的影响。 

一支跨学科团队定义了新一代传感器需要满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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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极高的附加成本，因为必须在系统本身的基
础上增加相应的布线。

利用来自加速度传感器的数据，我们可以
识别出如钢轨、钢轨扣件或路基之类基础设施
的状态变化。为此，传感器必须安装在轨道上
与之相关的位置，例如道岔周围，从中得到关
于机械环境条件的信息。通过传感器的温度测
量可以知道传感器是否在其特定的安全区域内
工作。此外，在不同的市场中还存在热度相关
的速度限制。限制功能在出现特定的温度数据
时被激活，旨在防止基础设施的损坏。通过对
于自身温度的测量，新研发的传感器能够提高
整个系统的精确度。 

由于传感器自己就能对信号进行数字化处
理，所以轨旁接线盒或室内设备中不需要再安装
单独的评估板卡。这些位置上会有一款新研发
的模块来接收和整合传感器发送的信息（详情参
见：本期《Ultimate Rail》第  18 页上的文章“空
闲轨道  –  通行无阻”）。该模块还会进一步将这
些信息传输给铁路运营商系统。 

更多信息

除了探测是否存在列车外，新一代传感器还能探
测到列车速度和行驶方向，同时输出车轮中心脉
冲和车轮直径信息。在额外集成传感器系统后，
传感器还能进一步确定加速度和自身温度。而受
技术水平所限，在此之前想要确定加速度和温度

虚拟测试方法

利用各种不同的仿真模型可在具体实施前对不同的选配件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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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前文所述铁路行业对“更低成本生成更
多信息”的需求，创新系统以信息的收集和评估过
程为基础。但是高效的传输以及必要时对于数据
组的合理整合也至关重要。例如，通过集成额外
的接口可以将信息与传感器中所保存的  GPS 数据
一同传输。这样做能大幅提升维护团队的效率。

简单易行：安装和调试

可用性和高效性在新型传感器解决方案的研发过
程中占据重要位置。之前谈到的设计和思考过程
也开辟了如下的各种可能性。例如，通过进一步
简化传感器和轨道夹具的操作来加快安装和调试
过程。

传感器和钢轨夹具的重量减少，不仅仅使安
装变得更容易，还能降低轨道车辆驶过时的自振
幅度。钢轨夹具本身在安装板区域得到了优化。

现在的插拔连接不再需要法兰，而是直接旋拧到
钢轨夹具上，然后再将传感器旋入其中即可。 

传感器的调试工作直接在室内设备上进行，
同样在这里对传感器进行校准。软件更新文件可
从室内设备直接传输至轨道上的设备。福豪盛自
己的  App 可安装在各种不同的移动设备上，也使
工作过程变得更加简单。App 与系统的连接通过
蓝牙或  USB 来实现。为此必须根据新的技术条件
和功能制定相应的安全方案。

展望

在技术领域还有待进行进一步的研发和具体的规
划。目标是通过太阳能板和蓄电池来实现传感器
的能源供应。我们还希望能通过无线电使传感器
与室内设备相连，这一连接方式将进一步提高灵
活性，充分挖掘物联网理念的巨大潜力。另外我

创新样机

通过	3D	打印机制作出的样机可为研发人员在新型传感器的设计和结构方面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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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还要有能力针对特殊的应用提供各种不同的产
品型号、类型和解决方案。与福豪盛追踪解决方
案  FTS 的集成也已纳入考量。

福 豪 盛 新 系 统 的 样 机 会 在 柏 林 举 行 的   
InnoTrans 2018	 展会上展出。它将自  2019 年
初起供应给非安全应用领域。同年也将获得 

CENELEC SIL 4	 的许可。

   TRACK MORE  

WITH LESS

福豪盛		SENSiS	具备多重

优势：

  一台传感器提供多种

信息

  直接在轨道上进行

评估

 	安装和调试过程简化

 	传感器和轨道夹具的

的重量减轻

作者

Martin Rosenberger,

首席技术官,	福豪盛传感器

技术有限公司

轨道上的智能设备

优化组件、集成评估、附加功能：福豪盛新型车轮传感器集久经考验的产品优势与数字化发展前景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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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现代化轨道空闲探测的数据中心：考虑到路段利用率的不
断提升，轨道空闲探测必须绝对可靠且高效。即便再微小的故
障也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对此，全新的   SENSiS 系统给
出了解决方案。

空闲轨道
通行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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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靠的轨道空闲探测是且将
始终是感应式车轮传感器
的主要应用。为此，通常

必须采用一个同样依照  CENELEC 标
准研发且获得许可的电子评估元件。
相应的标准也因而成为研发福豪盛全新 

 SENSiT 系统室内设备电子元件的框架
条件。在此背景下我们针对传感器适
应新需求的功能（参见本期《Ultimate 

Rail》第  12 页）研发出了一款专用的
过程处理器，简称  PU。PU 只能与新
传感器配套购买。 

成熟的福豪盛系统为其奠定了
基础，尤其是  Frauscher Advanced 

Counter FAdC。但与老款计轴系统不
同的是，在新架构中传感器就已经输出
了局部的计轴状态。PU 由此生成所属
轨道区段的忙闲消息。除了具备新特性
外，传感器和室内设备还传承了  FAdC 

的很多功能。其中包括例如管理员区
段功能  STS 和计数头控制功能  CHC。
新系统与现有的  Frauscher Advanced 

Counter FAdC 相互兼容。  

室内设备的数据中心

PU 是轨旁传感器与上级系统，诸如联
锁系统或维护系统之间的连接纽带，因
此  PU 承担着数据中心的重任。它能胜
任各种核心任务：

 − 基于传感器信息形成轨道区段状态
 − 基于传感器信息生成附加信息
 − 从信号技术角度出发安全且高可用
性地分配数据
 − 呈现用户友好型维护界面
 − 可调整配置参数
 − 输出运行参数用于高效的故障排除
 − 集成有过压保护功能

占用空间和能源消耗减少

由于  PU 承担了所有任务，因此不再需
要高成本的布线。轨旁接线盒或室内设
备中无需安装单独的评估单元，因为传
感器已经对信号进行了数字化处理。过
压保护装置可选择集成，但并非绝对必
需。PU 安装在  DIN 导轨上，省去了通
常情况下都需要安装的  19 英寸板卡支
座和安装框架。更加紧凑的结构使其可
以采用以前无法实现的安装方式。所需
组件数量的减少也对备件管理产生了有
利的影响。

数据传输：双向	

PU 配备有一个用于灵活传递各种数据
的网络接口，通过该接口与联锁系统
相连。此连接可采用客户个性化协议
或福豪盛安全以太网  FSE 协议进行通
信。EULYNX 的需求同样被纳入考量。
来自传感器总线接口的信息被相应地处
理和转发。反过来，PU 也能将数据从
联锁系统传输至传感器。这使得新应用
的实现变得更加容易。 

通过总线系统建立环形架构

我们构建了一个专有的总线系统用于连
接传感器和室内设备。每个  PU 只需
要一个接口即可与最多  16 台传感器相
连。与传感器的星形布线不同，新系统
可建立环形架构。这大大减少了所需的
电缆材料，因为每台传感器无需再与室
内设备单独连接。进而可显著节省材料
成本和安装时间成本。 

电缆故障时会发生什么？采用环
形架构时，SENSiS 系统中会用到第二
台  PU。由于总线的特殊设计和环形架
构，电缆的短路或断路不会对系统可
用性产生丝毫影响。短路或断路信息
会在诊断层输出，然后便可以展开排
查工作。



© Frauscher Sensortechnik GmbH
Bus cabling enabled by 
intelligent sensors

Conventional cabling

过程处理单元  PU 作为 

数据中心承担各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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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应急通道畅通：专有的诊断

通道

信号技术安全数据与诊断网络可在 

 SENSiS 系统中分离开来：计轴系统和
联锁系统通过网络进行通信时，诊断数
据将在另一个完全独立的网络中传输。
通过直接的数字化连接可以查询每一台
传感器的状态信息。 

另外，手持设备的广泛应用也使诊
断和维护变得更加简单。相关的智能手
机或平板电脑已经成为各铁路运营商维
护团队的标准装备。这些设备在现场也
要能够直接连接到传感器上。为此我们
采用了可选择禁用或启用的蓝牙模块。

通过环形架构节省成本

星形架构要求每台传感器拥有一条专有的电缆。总线系统则实现了环形布线。所需的电缆材料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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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发吧！

停车场和调车站将很快从   SENSiS 的优
势中获益。在这些区段内，布线的减少
和占用空间的降低会节省大量成本。此
外，在这些区段内采用新系统，能有助
于为新系统的进一步研发收集信息并调
整与之相关的架构。从中期来看，这种
持续发展将使该系统能够应用于所有铁
路区段。

作者

Hannes Kalteis,

产品管理, 

福豪盛奥地利

第一手的实时信息

可在各种设备上通过   SENSiS 系统以总览的形式调用诊断数据。 

 联系方式

关于		SENSiS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productmanagement@frausch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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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为铁路行 
业时刻准备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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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实时数据是铁路领域很多应用的
基础。当数字化解决方案在铁路应用
中占据一席之地时，实时数据就会更

加凸显出重要意义。但铁路应用通常有特殊标准。
精确性和可靠性必须极高。福豪盛根据这些要求对
分布式声学传感技术 (DAS) 进行了进一步研发，
使其成为福豪盛追踪解决方案 FTS 的基础技术。
为此，福豪盛将数十年积累的专有知识倾囊而出，
对各种新技术新方法都采用开放包容的态度，并从 

30 多次测试安装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 

从列车追踪到基础设施监测，铁路
运营商面临着诸多挑战。为此，他
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数字化解决方
案。但这需要第一手数据。分布式
声学传感技术  (DAS)  正是汇集这
些点点滴滴的最佳选择。



Impact Sound

Scatter Site

Backscatter Altered Backscatter

Light Pulse

Optical Fib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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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了安装成本。但从中也产生了新的问
题。因为现有线缆上常常留存有线圈。
这些线圈主要留作备用，以便简便快
速地修复线缆。但利用  FTS 探测列车
时，这些线圈会导致在电缆中测得的光
学距离与列车驶过的实际距离之间存在
偏差。因为两种情况中的起点都是向光
纤发射激光脉冲的发射单元。

为了消除这种偏差，我们在初次
安装时就对相应位置进行了手动识别
和过滤。开发逻辑的目的在于使工作
步骤自动化。为此我们借助人工智能
设计了一套算法，可独立地识别、分
类和过滤在相应位置出现的模式。这
进一步提升了测量的精确性，明显缩
短了安装过程中的校准阶段。我们还
针对电缆走向完全偏离轨道的情况开
发出了类似的功能。

 DAS	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基于 DAS 的系统的工作原理：光缆接收激光脉冲，光线反射的强度在光缆中发生的变化会被 DAS 捕捉到。而这一
变化由声波碰撞电缆引起。分类算法可以将发生变化的特征信号转换为具体的信息。

	 信息

关于 DAS 工作原理的 
详细信息请查看 
www.frauscher.com 

媒体中心内的专业文献
《Distributed Acoustic 

Sensing as a base 

technology for railway 

applications》（作为基
础技术在铁路领域中应用
的分布式声学传感技术）

测量方法的进一步研发

对测量方法做进一步研发时，我们的
重点集中在各种信息的精确性上：例
如列车的长度和速度以及各个列车和
基础设施组件的状态。为了保障精确
性，我们在光电装置上针对脉冲的类
型和评估进行了优化。从而可在探测
移动物体时获取到更加详细的信息。
例如，在评估过程中能够更加清晰地
识别出列车的车头和车尾，以便最终
对列车完整性进行检测（至少在非安
全应用领域）。此外，福豪盛还开发
了滤波器，可以减少噪音信号，进而
扩大各  DAS 单元的有效范围。

电缆走向与路段走向的调整

在安装  FTS 时通常会使用现场已有的
光缆，它们在之前通常用于通信目的。
由于不需要布设新的线缆，因此大大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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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km

灵活架构的新潜力

为了提升灵活性和高效性，FTS 的探
测单元和处理单元之间未来将通过强
大的网络相连，例如通过光纤干线网
络。采用相应的接口可以建立各种不
同的架构。数据可由此传输至安装在
特定硬件上或基于云技术的中央处理
及分类单元，或者传输至分散安装的
处理及分类单元。 

接口和数据实施

逻辑和人工智能的实施还考虑到并实
现了来自其他系统的数据传输。其中
包括感应式车轮传感器或计轴系统的
信息等。其他诸如交通管理系统中的
列车编号之类的内容也可汇入到  FTS 

所生成的信息之中。如此便可基于持
续的列车探测、可靠的轨道空闲探测
和各辆列车的精准识别等自动输送和
管控平台通知。

列车探测的未来

自从引入  FTS 后，我们已在不同国
家/地区执行了  30 多次安装作业。在
此过程中我们不仅测试了各种列车探
测应用，还测试了基础设施组件监测
领域的应用。此外，我们还对各种用
于提高铁路网区域安全性的信息（例
如对非经授权进入敏感区域的探测）
进行了评估并已将其投入到实际应用
中。我们将基于这些系统所获取的
认知直接融入到了硬件和软件的进一
步研发之中，从而不断发现新的可能
性，获得新的认识。

福豪盛还将客户、合作伙伴、组件
制造商、综合性大学及其他机构纳入到
此全面的研发计划之中。鉴于目前所认
识到的技术前景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
我们为相应任务指定的路线图涵盖了多
年的时间跨度。在此期间  FTS 将持续
进行更新。

	 信息

关于福豪盛一直以来
在 DAS 的研发过程中
所取得成果的详细信
息，请阅读专业文献
《Distributed Acoustic 

Sensing (DAS) in 

the railway sector: 

the realisation of a 

vision》（铁路领域中
的分布式声学传感系统	
(DAS)：未来可期）。 
可在 www.frauscher.com 

媒体中心中找到该专业
文献。

光纤线圈在  FTS 中借助特有逻辑进行过滤。 

时
间

距离

6
0

 s

作者

Gavin Lancaster, 

研发部门	|	声学传

感技术经理, 

福豪盛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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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有在设备、系统或组件（
资产）的状态需要时才进
行维护：这是一个可以为

很多铁路运营商节省时间和成本的思
路。状态维护方案（英文：Condition 

Based Maintenance，CBM）因此越来
越受欢迎。基于分布式声学传感技术 

(DAS)  的解决方案持续提供关于基础设
施状态和变化的信息，这些精确的实时
信息正是状态维护的基础。福豪盛专家
团队针对相应的应用，对基于  DAS 的
福豪盛追踪解决方案  FTS 进行了进一
步研发。 

轮轨接触的连续监测

FTS 对基础设施的持续分析基于对轮轨
接触的连续监测。轮轨接触的质量是影
响系统和列车组件使用寿命的最重要因
素。轮轨接触要考虑的对象包括车轮圆
度、钢轨表面和轨道结构等。即便偏差
十分微小也可能导致磨损加剧。某些情
况下还会因此而产生危及安全的运行状
态。所以持续探测进而提早识别整个路
段的状态变化意义重大。连续监测有两
个目的，其一是由此识别出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缓慢产生的偏差。为此，系统会
对轨道车辆每次经过特定位置时所记录
的相应信号进行比较。其二是可靠地探
测到突然发生的事件。 

借助  FTS 还可确定轮轨接触的异
常是由列车造成的还是由基础设施造成
的。例如，如果消息因车轮不圆而触
发，则此信号模型是列车特征信号的一
部分并随列车一起移动。相反，如果基
础设施发生变化，则多个车轴都会在此
特定位置生成明显的特征信号。 

聆听 
和学习
传统的维护理念越来越受到质疑：运营商更倾向
于不再遵循固定的时间间隔或行驶里程进行维护，
而是走上了状态维护的路子。福豪盛追踪解决方
案  FTS 支持这样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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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一目了然

系统根据探测到的特征信号测定指标参
数。在此基础上为每十米为一段的基础
设施区段作趋势分析。然后可通过定义
的、自由配置的阈值来生成和撤销警告
或警报消息。这不仅能够指示变化的类
型，还能指出变化发生的位置。 

为了实现可视化，福豪盛提供一
款能显示地图视图和热图的图形用户界
面。基础设施的状态也能按照规定的类
别显示出来。通过缩放功能既能显示整
条路段，也能显示用公里数定位或标注
有  GPS 信息的某个位置。当前状态及
特定时段内的状态变化均可供调用。通

过设置筛选条件还能获得更详细的分析
和评估。

损伤分类：学习过程

仅对状态变化进行探测是远远不够
的。因为当一列较长的重型货运列车
或一列较短的轻型普通客车驶过时，
同一个技术偏差会产生不同频率和强
度的指标参数。当前可用的  DAS 系
统还不能将所探测到的变化进行足够
精准的分类。因此维护人员会在研发
和安装阶段对明显位置进行评估。通
常，目视检查就足以确定发出警告的
原因、对变化进行分类并在规定时间

内采取必要的措施。福豪盛在此基础
上研发出了将此过程自动化的工具。 

根据目前为止的多次安装经验，其基本
上可定义为三类：

无法识别或极其微小的缺陷：无需采取
措施。探测到外部影响或视觉上无法识
别的缺陷。可设置过滤器或者作相应的
标注。 

非关键性缺陷：系统识别出严重但不必
立即排除的缺陷。可以及时安排必要的
措施。

用户友好型界面

专门开发的界面会在特定点位显示消息及消息的累积，例如借助于地理地图中的彩色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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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性缺陷：必须立刻采取措施来排除危及安
全的运行状态并尽可能减少维护中的高成本间
接损害。

实际成果

针对某些悉心选择的安装设施，福豪盛会与运营
商展开十分密切的交流。我们会就客户需求的评
估、解读以及措施的制定共同进行探讨。福豪盛
将共同研发评估软件和评估逻辑中遇到的具体问
题和思路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地运用到福豪盛的
其他开发工作中。三种情况成为关注焦点： 

监测钢轨：原则上，所有会产生振动或明显的噪
声频谱的钢轨损伤都是可以被探测到的。其中包
括如条痕、压溃、崩落、波磨、腐蚀、凹陷等表
面损伤或者裂纹和裂缝。此系统还能探测到列车
驶过时很可能会发生的钢轨断裂。但由于损伤存
在很多不同的形式和物理框架条件，预警系统无
法同时实现百分百的探测率和零错误率。 

监测钢轨扣件和轨枕：我们在很多设施中探测到
钢轨扣件损坏或缺失的位置。这是典型的无需直
接采取措施的缺陷。这些缺陷可以在之后的维护
工作中一并解决。 

监测轨道和路基：FTS 系统定位轨道和路基中的
薄弱点，例如轨枕中空位置、空心点或致密点
等。在某些情况下，轨道道床的状态可能会在
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导致危急情况的发生。尤其
是在山区，暴雨或泥石流会致使那里的轨道状
况不稳定。 

总结

借助  FTS 的轮轨接触连续监测，有助于用户通
过多种方式及时识别到车道上的薄弱点和状态变
化。据此，用户可以根据状态有针对性地定义、
计划和管理维护措施。这是维护策略的一次典范
式转变，这样的转变在车辆领域已经体现出其优
越性。除持续变化外，FTS 还能检测到车辆缺陷
以及轨旁基础设施上短时发生的偶然性影响。其
中包括对于山石崩塌和树木倒塌、架空线中的电
压击穿之类自然灾害的管理或者对于人为破坏基
础设施、偷盗电缆或未经授权进入轨道系统等行
为的防护。

在指定受  FTS 支持的  CBM 方案时，必须
将评估和分类所探测到的变化视作维护过程的一
个固定组成部分。这其中的关键一步，是确定消
息输出的阈值和系统的灵敏度。高灵敏度意味着
系统能够在很早的阶段就识别出各种错误。但同
时，可能会显示出很多无关紧要的位置。这种情
况下需要有丰富的经验才能权衡利弊，为运营商
作出最优选择。因此，维护人员的经验对于训练
算法和评估结果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维护人员必
须根据自己对于路段和系统的了解，不断对消息

即使是像这种崩落一样微小的损伤，也能借助于  FTS 探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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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重要性进行分类。即使是在数字化水平持
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员工在铁路运营方面的经
验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在此方面，我们的产
品能够作为有效的工具为员工们提供支持，在提
高效率的同时降低运行成本。

作者

Stefan Huber,

产品管理	|	资产状态监测, 

福豪盛奥地利

创新工具

评估所探测到的错误的频率和发展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不断扩充的创新工具数据库可为维护团队的日常工作提供支持。 



广阔平台，下面我们将借助一些案例来
说明这一点。 

时刻准备着：可用性提高	
在  SIL 4 应用的区域内使用  FAdC 时，
可用性至关重要。因此在多年的实践经
验中，除了各种冗余方案外，我们还开
发出了能够进一步提高系统可用性的特
有功能。 

在轨道上自动修正：管理员区段功能
（简称	 STS）是一种自动的错误修正

福
豪 盛 负 责 进 一 步 研 发 

F r a u s c h e r  A d v a n c e d 

 Counter FAdC 的团队工
作起来就像坐火车，他们的工作场景在
高耸的山脉、宽广的草原、小村庄和大
城市之间切换。路段有时是单轨，有时
又呈现出特殊的结构。根据福豪盛计
轴系统投入使用的地点不同，可能会出
现特殊要求。因此，FAdC 背后的团队
不断收集信息，并利用系统的高度灵活
性不断开发新的功能。FAdC 由此成为
了一个能够处理客户和市场特殊需求的 

可靠且精确：计轴系统受到越来越多运营商和系统集
成商的青睐。轨道空闲探测是计轴系统的主要应用，
在不同的市场遵循不同的标准。Frauscher Advanced 
Counter FAdC 展现出巨大的灵活性。 

稳定的设计
灵活的系统

   TRACK MORE  

WITH LESS

FAdC 即使在特殊要求下

也能提供可靠数据

 	可选并行/串行接口

  串行协议	FSE 可用 

  个性化协议可实施

  灵活的架构可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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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案例 

方法。一个管理员区段覆盖两个轨道区
段。这样一来，只要相应的管理员区段
空闲，受到干扰的轨道区段无需人工干
预就能自动复位。当相应的两个轨道区
段空闲时，受到干扰的管理员区段也能
自动复位。 

计数真正的意义：计数头控制功能（简
称  CHC）可抑制因不可规避的影响而
触发的故障消息。如果相邻轨道区段空
闲，则计数头处于待机模式。在正常状
态下，可以对意外衰减进行抑制，抑制
次数是自定义的。短时影响不会生成干
扰或繁忙消息；无需进行复位。车辆临
近时，退出待机模式，从而可靠地进行
监测并输出信息。 

特殊解决方案：手推巡道车算法
除了广泛适用的解决方案以外，FAdC 还
能完全根据市场作出调整。例如，印度
铁路市场就需要此类解决方案，福豪盛
自 2013 年起在那里建立了自有驻地。当
地团队目前已经壮大到拥有约 100 名员
工，他们了解市场最细微的特殊需求。
其中一个需求就是处理手推巡道车。 

目前为止，这种手动操作的轨道车
辆的使用在印度非常普遍。其主要用于
检查基础设施、轨道状态或信号系统。
挑战：手推巡道车可在轨道中的任何位
置上投入使用。但在一个利用计轴系统

进行轨道空闲探测的区段内使用手推巡
道车时，它在经过邻近的车轮传感器
时就会导致传感器错误计数。如果手推
巡道车仅应用于当前没有列车行驶的路
段，CHC 功能就足以纠正这种情况。
但如果是在较长的闭塞区段（例如两个
车站之间）上使用，手推巡道车就不可
避免地会位于繁忙区段当中。当巡道车
经过相应的车轮传感器时会被探测到并
引发故障。 

福豪盛专家与印度同事们共同开
发出了一款特殊算法形式的解决方
案。这套算法的基础是福豪盛车轮传
感器确定车轮直径的功能。由于手推
巡道车的车轮都很小，因此可被识别
并排除。这就完全满足了印度铁路市
场在这方面的要求。

区域投入	-	全球共享
这一案例展现了  FAdC 系统的灵活性。
除了以上研发成果外，适当加以调整还
能实现更多特性。而更多特性的实现，
则要建立在全球范围内其他铁路市场
的投入的基础上。区域性投入获得的经
验，又可以跨越地区界限使全球市场受
益。 

 − STS 和  CHC 可以出于维护之目的
被禁用
 − 通过  CHC 抑制的衰减会在诊断数
据中突出显示

 − 通过  STS 执行的复位会在诊断数据
中突出显示
 − 现在，每个轨道区段可通过  STS 

配置四个（而非两个）虚拟的轨道
路段

此外，FAdC 可通过串行接口连接，其
系统环境也得到了持续改善。数据传输
通过单独实施的客户定制协议或者通过
福豪盛开发的福豪盛安全以太网  FSE 

协议来实现。特有的工具环境还简化了
安装和维护。由此可见，FAdC 已经准
备好迎接新的挑战。

作者

Melanie Kleinpötzl, 

产品管理经理, 
福豪盛奥地利

计数头控制  CHC：繁忙路段上的活跃计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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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轨道上
安家
钢铁、木头、石头、混凝土：光是周围的环境就给
轨道上的车轮传感器提出了很多要求。福豪盛多年
来始终致力于改进自己的产品。如今我们作为基石
的产品组合面对最为不利的条件也能游刃有余。 

车
轮传感器专为轨道上的使
用而设计。它所遭遇的，
往往会让其他行业的同类

型产品“感到恐惧”：炎热、严寒、洪
水、工业沉积物、极端的机械或电磁
影响等等。尽管如此，这些设备也必须
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可靠地完成使命。从
内部结构到浇注材料和外壳再到紧固装
置，一切都须达到这一目标。 

RSR180：产品组合中的中流砥柱

福 豪 盛 的 第 一 款 车 轮 传 感 器 就 是 

RSR180。如今福豪盛在全球范围内向
运营商和系统集成商供应的所有产品
皆以公司创始人  Josef Frauscher 在 

1987 年的这款发明为基础。你会发现
这一基础非常坚实：因为  30 多年过去
了，RSR180 依然历久不衰。借助新的
技术可能性和全球范围内累积的经验，
该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的优化。
新设备版本  RSR180 GS05 的改良展
现了这类传感器如今应该具备的优异
特性：

1机械改进：外壳设计和螺栓得到
了优化，使传感器可以在  40  Nm 

以下的扭矩作用下安装在紧固装
置上。这提高了整个系统抵抗极端机械
影响的稳定性。 

2浇注材料：从环氧树脂到聚氨酯
的转变进一步提升了传感器的坚
固性。这使得出现裂纹的可能性

更低，进而减少液体通过裂纹侵入设备
的风险。此外，浇注材料和传感器外壳
如今还具有符合  UL94 V-0 等级的耐火
性，从而能够满足隧道应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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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RSR180：	与钢轨夹具  SK150 

配合使用的新设备版本

 

 RSR123：	电磁干扰耐受性高

 

 RSR110：	可实现个性化评估

作者

Hannes Kalteis,

产品管理, 

福豪盛奥地利

3电缆接口：在传感器中心的定位
简化了安装过程。作用在电缆上
的拉伸力减少。另外，这种改变

还有助于布设更大的回路，以保证电缆
的最小弯曲直径。这可以防止电缆故障
以及因电缆接口上的负载对传感器造成
的损伤。 

但  RSR180 的基本原则多年来从未改
变。正是该原则使其发展成为如今最可
靠且最精确的车轮传感器之一。具备创
新精神也是福豪盛一直以来所秉持的理
念。有了创新精神才使这样一款值得信
赖的产品得以满足国际铁路市场的不同
要求。目前  RSR180 已销往  70 多个国
家/地区。我们的研发者也在为此不断
学习。 

钢轨尽在掌握

福豪盛数十年来持续研发的另一个专利
是钢轨夹具设计。借助钢轨夹具，无需
钻孔作业即可将传感器安装到轨道上。
所有福豪盛夹具产品的安装高度都可以
自由调节。此外，钢轨夹具  SK150 还
可通过横向安装的夹紧件轻松调整，以
适应不同的轨底尺寸。与之相比，先前
与  RSR180 配套供应的  SK140 需要通
过选择不同长度的紧固螺栓才能作出相
应调整。自升级后，RSR180 也可以与 

SK150 配套安装，这带来了更多的灵
活性。针对其他钢轨型式，福豪盛还提
供相应的钢轨夹具，例如  SK420 用于
槽型钢轨，SK140-010 用于安装空间狭
小的板式轨道。  

传感器家族发展壮大

对于福豪盛新生代车轮传感器，我们也
基于市场和用户不断研发。各种不同特
性的出现体现了我们勇于实现用户友好
型创新的信心。其中包括  RSR123 的插
拔连接等。这款车轮传感器本身结合了
各种不同的感应方法。这就让它对于电
磁干扰具有了较高的耐受性。 

RSR110 为非安全应用而设计，
目前提供两种系统型号：单轮传感器 

RSR110s 仅拥有一个传感器系统，
用于与方向无关的探测。双轮传感器 

RSR110d 拥有两个传感器系统，可实
现包含方向信息的车轮探测。借助开
放式模拟接口，两款车轮传感器可以
轻松集成到任何设施的电子系统中。
系统集成商可以根据具体需求对信息
进行评估，将其完美运用在自己的应
用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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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回顾

 RAILLIVE

2018	年	6	月	20 -  21	日	| 	朗马斯顿	|	英国

 RAILWAYTECH INDONESIA

2018	年	3	月	22 -  24	日	|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THE RISE OF IOT AND BIG DATA IN RAIL

2018	年	5	月	29	日	| 	德国慕尼黑

 RAILWAY SIGNALLING SYSTEM CONFERENCE

2018	年	6	月	15	日	| 	中国台湾，台北市

福豪盛员工常常参与全球铁路行业的各项重要活动。2018 年除了   InnoTrans 
展会外还有许多会面机会。预约会面：marketing@frauscher.com

联系方式及重要日期	

福豪盛首次在印度尼西亚的展会上展出公司最新的创新

成果。

福豪盛传感器技术有限公司  CEO Michael Thiel 在慕尼黑

围绕  IoT 和  Big Data 主题展示了福豪盛的新成果。

福豪盛自行组织了此次客户活动，作为进入台湾市场的敲

门砖。

这是福豪盛第二次参加欧洲最大的铁路行业室外展会，访

客们有机会与福豪盛英国的专家们进行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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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及重要日期 

2018.02 Ultimate Rail

WDF 2019

我们诚挚邀请有兴趣参加第五届车轮探测论坛的专
题报告人自 2018 年 9 月起提交相关论文，此 次
论坛的主题是：Intelligent sensing and tracking  

（智能传感和追踪）。重点课题是列车追踪和轨道系
统状态监测领域的发展趋势。其他详情和最新信息
请访问活动页面：www.wheeldetectionforum.com

重要日期：

论文摘要提交截止日期	 2018	年	12	月	20	日

采纳通知	 2019 年  1 月  25 日
完整论文提交截止日期	 2019 年  2 月  18 日
演示文稿提交截止日期	 2019 年  5 月  20 日

	 	记住这个日期：2019	年	6	月	5 -  7	日	| 	奥地

利维也纳  InnoTrans 

2018	年	9	月	18	日	-	21	日	| 	德国柏林

  SIFER 
2019	年	3	月	26 -  28	日	| 	法国里尔

  Railtex 
2019	年	5	月	14	日	-	16	日	| 	英国伯明翰

  Alpine Rail Optimisation 

2018	年	11	月	8	日	| 	奥地利维也纳

  Digital Rail Revolution 

2018	年	11	月	21	日	| 	法国巴黎

  AusRail 

2018	年	11	月	27 -  28	日	| 	澳大利亚堪培拉

  Intelligent Rail Summit 

2018	年	11	月	27 -  29	日	| 	瑞典马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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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June 2019 | Vienna, Austria
Radisson Blu Park Royal  
Palace Hotel Vienna

The 5th WDF provides an ideal platform for 
a wide range of railway experts from across 
the globe to share their latest insights and 
exchange their experiences.

The streams of the conference  
focus on: Innovative sensing and tracking 
solutions for train localisation and asset 
condition monitoring. 

Abstract 300 words in English
Submit at:  
info@wheeldetectionforum.com

TIMELINE / IMPORTANT DATES

20 December 2018  
Abstract Submission Deadline

25 January 2019  

18 February 2019  
Final Paper Submission Deadline

20 May 2019  
Final Presentation Submission  
Deadline

5-7 June 2019  
Conference

5 T H  W D F

CALL FOR PAPERS

INTELLIGENT SENSING AND TRACKING

More than 200 railway experts

Excellent networking possibilities

20+ technical presentations

International discussion plattform

www.wheeldetectionforu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