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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

对软件协议的需求迅速提升的原因。

Ultimate Rail 2017.01

03

编者寄语

04

新闻集锦

30

联系方式与重要日期

3
编者寄语

尊敬的读者们:
数字化早已应用到铁路行业，发展势头始终不减。大
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这些专业术语也早已不再陌
生。挑战和变化层出不穷，但又潜藏着同等的机遇和
可能。

“通信是联网的关键”

为了把握这一机遇，参与构建变化的过程，需要扎实
的专业知识和创造性。决定性因素就是开放性、知
识分享以及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情报互
通。此外，对新想法和新方法的包容性也十分重要，
即使它们乍看之下对于本行业来说是完全行不通的。

我们相信，联网能够输送信息，而通信是关键所在。
无论是与研究伙伴、集成商和用户在项目设计阶段的
信息交换或是系统层面的沟通，都是如此。各个单元
和子系统之间的联系越紧密，输出就更高效、更有价
值。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能够满足预期要求的创新。

本期客户杂志将为您讲述，我们如何诠释这一理念。
在 2017 年的维也纳车轮探测论坛上，将引用典型案
例，讨论具有高度现实意义的相关话题，在此衷心邀
请您届时参加。

最后，希望最新一期的 Ultimate Rail 客户杂志能带给
您愉快的阅读体验。

Michael Thiel
福豪盛传感器技术有限公司 CEO
2017.01 Ultimate 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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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锦
共同开发先进的解决方案需要极大的灵活性和开放性。这一理念是福豪盛取得
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公司持续增长的助力。

30
周年

40

今年将庆祝福豪盛成立 30 周年。自 Josef Frauscher 在 1987 年成立公

多次客户现场服务

司，福豪盛不但稳固了在车轮探测和计轴领域的市场领导者地位，业务

- 超过 2 000 小时 - 在今年，福豪盛客服团

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队的足迹已经遍布全球。

10

80 000
米

项应用

通过 FTS 单元可以监控 80 000 米长的轨道。可以互联多个单元，延长监控

自福豪盛发布 FTS 这项革命性的技

路段。这为列车追踪，列车和基础设施组件的状态监测以及各种安全应用提

术以来，其已应用于 10 项应用当

供了全面的解决方案。

中。基于目前获得的信息，福豪盛
将与运营商、系统集成商和研究合
作伙伴一起，继续优化该技术。

11
个百分点
福豪盛每年投入 11% 的营业额用于研究和开发。借此可以继续深入开发新
技术，例如福豪盛追踪解决方案 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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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集锦

15 600
名学员

个国家的员工

福豪盛的员工来自 15 个国家，他们大
多就在自己的国家工作。

11
个驻地

位于法国的办公室开业后，福豪盛在
全球的驻地增加到 11 个。待法国和马
格里布国家的首批项目完成后，福豪盛
将进一步扩大在此区域的市场占有率。

福豪盛平均每年有 600 名学员
参加约 80 次培训课程。培训将
在福豪盛的全球各个驻地或直
接在客户驻地开展。

18 000
个车轮传感器
2016 年，福豪盛在全球共安装了 18 000 个车轮传感器。目前，共有超过 140 000 个
福豪盛车轮传感器应用于世界各地，在各种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工作。

2017.01 Ultimate Rail

在铁路领域，采集到的数据不
计其数。然而，只有有效的联
网才能产生有价值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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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及前景

铁路:
数字模拟
数字化是铁路行业的重要主题。必须
智能化使用所采集到的数据。格拉茨
大学副教授 Stefan Marschnig 如此强
调说。

铁

路行业是否错过了数字化革命？在科学
和铁路行业领域不断提出“提高数字化程
度”时，有时会令人产生这种印象。然

而，铁路行业绝不是一个模拟式的，止步于过去的专
业领域。数字化在铁路领域的应用已经超过十年，
远早于其他行业。铁路系统长期使用数字化技术控制
运行过程，在大范围内采集数据，并基于数据做出
决策。今天的挑战不在于数字化本身，而是如何利用
数字化的技术可能性，从原始数据中获得有价值的
信息。

不能混淆数据和信息这两个概念
在过去，仅会使用通过数据本身所传达的信息: 例如
“ 什 么 ？”、“ 哪 里 ？” 和 “ 多 久 一 次 ？”。 下 面 的 例 子 说
明了如何通过分析从现有数据中挖掘更多信息。通过
这种方式，数据还可以回答“为什么？”，在必要的、有
针对性的用途以外，还有助于系统优化。

2017.01 Ultimate Rail

8

铁路的数字化程度？
铁路的许多领域和方面已经实现了数字化，例如数据采集系统的诸多案例。共同点是，大多采用位置固定和点状方式进行数
据采集。

轨道测量车显示超限，为及时的保养响应提供支持。

自我监控的基础设施提示出现故障，同时做出响应，排
除故障。

在列车的固定测量点上针对不同方面进行检查，如在安
全情况下停车或再次触发操作（没有操作上不需要的措

列车运行集合了安全和信号设备、行驶路线、安全通行

施）而导致的结果。

车道和其他诸多运行过程。

毫无疑问，事件的测量采集对于铁路运行环境的

例如可以为乘客传达准确的信息。单纯通过加大数据

安全十分重要。人们想到的都是未经授权进入轨道，

采集量或数据联网无法实现铁路系统的深层次技术开

从外部非法操纵设备和设备部件，或不安全的操作条

发，更重要的是数据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

件。对于运行而言，混合实时数据无疑是一项增值，

系统本身的磨损情况，优化硬件及相关过程。

联网不同的数据组
详细程度不同的数据可以互相补充。进行选择性评估时（例如此处通过分形分析）可以从现有数据中获得新信息。

Ultimate Rail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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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时间序列分析测量数据
通过一段时间内的信号变化，可以对状态的变化进行说明。基于相应的数据库，可以从中得到不同的信息。

路基评估中的数据分析应用案例

该数据库 (TUG-DB) 现在支持查询轨道位置变化的详

格拉茨技术大学铁路工程与运输学院针对轨床特性的

细分析数据。

研究已进行了超过 15 年。由于轨床的质量无法通过单

Matthias Landgraf 博士的论文对此进行了详细

独的测量运行数据描述说明（仅可表明当时的状态），

的描述，研究显示，不同详细程度的数据可以相互补

已经开始对连续的测量运行轨道位置数据进行分析，

偿，并可以根据描述的目标采集和评估不同的数据。

并通过质量曲线进行定义。
数据分析不考虑针对当前状态的测量信号的纵向

数据分析一览

延伸，只考虑它的时间进程。为了研究不同状态变化

在数据采集和存储技术不断发展、成本不断降低的背

的原因，下一步必须考虑轨道的边界条件。因此，在

景下，未来几年将会开辟出更多的研究和应用领域。

此案例中，ÖBB-Infrastruktur AG 的测量车所采集到的

上文举例所述的不同数据组的联网（至少）还有两个

数据将与其他数据组相结合。这样就可以根据曲率、

扩展方向: 及时采集本地故障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力集

轨床形状、轨道每天负载的吨数总和及设备年龄分析

中情况。铁路工程与运输学院申请了研究项目，已经

状态变化。同时还可以记录各种维护作业如轨道捣

开始致力于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关于测量技术，主要

固、轨道打磨或道碴清筛及其维护日期和作业长度。

有四种技术选择:

2017.01 Ultimate 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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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光学测量系统适用于不同的任务。
声波

散射点

光纤

光脉冲
反向散射

变化反向散射

	
车载测量 (OBM，Onboard-Measuring):

析是一项前景大好的技术。光波的智能分析很可

未来可以在列车上安装简单、经济的测量装置（部

能为基础设施运营商带来巨大的增值。首先，可

分列车现在已安装）。密集的数据序列（例如加速

以借助测量技术提升安全性（防止未经授权进入

度数据序列）可以立刻采集到突然出现的系统故

轨道、保护作业人员）。此外，至少在理论上实

障。通过这种趋势可以显著优化对轨道断裂、岔

现了对轮轨接触的技术监控。借此识别两侧轨道

心断裂或轨道接头故障的探测。

和列车上的瑕疵（例如轨道断裂和车轮扁疤）。
再将此类分析结合现有数据库，通过这种方式可

	
固定的测量点 (WTMS，Wayside Train Monitoring Systems，道侧列车监控系统)

以解答关于系统响应及系统配置与调整的开放性
问题。

如上所述，载荷谱对车道损伤机制起决定
性作用。载荷谱的清晰显示提供了更详细
的应力积累图像。同时，数据模型基于

为了解何种力以何种程度即会对基础设施造成实

强大的简化操作，可以根据列车的新状态

际影响，局部测量（例如道岔组件或单个阈值）

推导列车的受力。在固定测量点采集实际

十分必要。不考虑在管辖的整个铁路范围内全面

的相互作用力意味着更加细化的步骤，

铺设测量装备。一方面是经济原因；另一方面，

因为列车的磨损情况（例如车轮扁疤）又会对力

安装的传感器数量过多时，将导致故障信号数量

造成很大的影响。

急剧增加。

	
光纤光学测量系统（DAS，Distributed Acoustic
Sensing，分布式声学传感技术）
对光纤（在轨道侧铺设）传送的光波进行声学分

Ultimate Rail 2017.01

	
轨道/道岔组件的局部测量装置 (smart 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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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等同于信息。”

除了生成的数据本身所携带的信息，数据之间的关
联也十分有趣。例如，在 WTMS 上探测到车轮扁
疤时，车轮扁疤可能被识别成 DAS 模型。同样，
局部轨道部件上的力峰值必须出现在列车上，然后
在 OBM 中再次被识别。通过 DAS 和 OBM 技术，
单点监控可以扩展成线性监控，实现数据的进一步使
用。研究将证明如何将这些附加信息用于改善一段时
间内列车的质量性能。

推导措施

ÖBB-Infrastruktur AG 的 ARGOS 固定测量点

无论采用哪种技术方法，都必须先澄清一个问题: 需
要进行多少测量？采集的数据越多，就越有可能出现
以下情况:
1) 无法重复使用数据

算、资源配置和铁路行业需要考虑的运行因素，以确

2) 数据与推导出的信息相悖。

保最终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采取正确的措施。

测量数据的正确性意味着数据的可靠性，对于基

由于数字技术在设备状态评估领域的迅猛发展，几乎

础设施运营商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制定措施和作

可以说未来就是模拟的世界。而做出决策的基础则在

出决策时，会将全部数据纳入考虑,措施是模拟式的并

于能够获取最有价值的信息。

且将继续保持模拟。尽可能完善的监控基础设施和尽
可能多的提供数据支持说的是同一件事。制定措施和
实施措施则完全不同。
措施的推导和执行受到无数边界条件的影响，
且不仅仅是设备相关的边界条件。基于当前技术的可
靠分析是做出决策的必要基础，但无法直接推导出模

作者
副教授，工程硕士
技术博士 Stefan Marschnig，
格拉茨大学副教授

拟措施。制定和实施措施必须结合经济考虑、现有预

2017.01 Ultimate Rail

接口决定了数据信息的重要性。

系统间
如何通信
功能需要通信: 接口用于优化铁路基础设施组件间的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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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每个分支才能像主干

只

通过可靠的零电势硬件接口，可以简

一样坚固。这同样适用于铁路

单、迅速的将计轴系统和车辆探测系统集

基础设施的联网系统及其大量

成到机电、继电器和电子联锁系统中。如

的层面和组件。因此，用于传输和交换复

果计轴系统仅用于轨道空闲探测，通常通

杂数据或整个数据包的接口极其重要。接

过继电器接口输出“空闲/占用”信息作为输

口是联锁系统、监控和诊断系统、平交道

出参数。通过零电势输入端，例如光电耦

口解决方案和信号技术运行的基础。组件

合器获得“复位信息”。

制造商必须确保所提供的产品能够与现有
结构和其他系统进行通信。

灵活多向: 串行接口

根据解决方案、要求和方法，使用

与并行接口相比，串行接口有着不同的优

不同形式的接口。基本分为并行接口和串

势。例如可以简单的实现分布式结构，通

行接口两种。两种接口的特性包括数据的

过单个连接进行双向传输。因此，串行接

类型和规模，还包括可能的安全标准和

口已经成为铁路行业中较复杂应用的标准

所使用的传输媒介的类型（参见第 14 页

方案。趋势十分明显，未来将会更加频繁

表格）。

的使用串行接口。

简单直接: 并行接口

传输不同的应用数据

如果应用数据经由开关触点输出，每次传

通过串行接口输出应用数据时，例如可以

输和每个传输方向都需要一个专用的数据

使用以太网、光纤或无线电连接，在组件

连接。例如适用于将传感器连接到评估单

层面实现连接。与使用并行接口的系统相

元，或将所评估的数据继续发送到上级系

比，硬件要求显著降低，因为不同的数据

统中。因此，需要建立的连接越多，需要

共用一个连接。借此，串行接口除了输出

连接的组件也就越多。用于实现数据安全

“空闲/占用”或“复位”信息，还可以输出多种

传输的电缆十分重要，因为接口上的部件

信息，例如方向或速度。

需多次进行输出。必须排除导体之间的
短路。

使用协议接口时，可以通过传输安
全数据的连接传输诊断数据。不需要建立
系统连接之外的通信途径。使用并行接口
时，无法实现如此灵活的数据传输扩展。
必须为每种信息的传输建立新的连接。

2017.01 Ultimate 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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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协议

传输媒介

使用串行安全接口的前提是具备相应的安

软件接口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媒介和网络

全协议。乍看之下，用户可能认为必要的

传输数据。除了光纤 (LWL)，还包括无线电

开发工作造成了额外成本。所幸因为需求

连接和电缆。重要的是，在铁路领域需要

不断增加，已经有专门针对铁路应用开发

遵守 EN50159 传输系统安全通信标准的要

的协议可供使用。这就是可以免费获得的

求。由于第 3 类传输系统包含外部访问的

福豪盛安全以太网 FSE。详细信息请阅读

风险，推荐使用第 2 类传输系统，以保护

章节“遵循协议”（第 16 - 19 页）。

铁路基础设施。此类系统的数据传输无加
密保护，因此更新周期较短。

先进的计轴系统可

发挥全部潜能

以通过并行或串行
接口连接。

现有的、基于硬件接口的系统在未来也可
以进行扩展。完成相应的装配后，可通过
继电器接口连接新组件。但是发挥数据的
全部潜能需要较高的成本。开发触点的响
应时间极短，实时性能非常好。但是线路
要求具备专用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导致成
本较高。
规划新系统时，串行接口可以显著节
约成本，因为使用串行接口的基础设施可
以传输不同种类的数据。不仅不受限于传
输介质，还实现了系统的灵活扩展。通过
使用规定的协议，可以以相对较低的硬件
成本连接新组件。

并行

串行

应用数据

有限的可能性

广泛的可能性

安全层级

部件倍增, 故障率高

复杂的安全协议

传输协议

-

互联网协议、UDP、TCP、IP

传输媒介

电缆、每种信息和每个传输方向专

可以使用不同的媒介（光纤、

用的线路

WiFi、无线电等), 通过一条
线路传输不同的信息

Ultimate Rail 2017.01

展望: 网络和云
通过数字化带来的可能性，铁路领域对数
据处理和存储的需求也相应增加。网络构
建迅速推进。比如在许多其他领域中，使
用云应用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云应用在
数据存储和即时可用性方面的性能十分
出色。
安全和可用性是铁路行业极为关注
的一个重点，上文提及的对安全和可用性
的要求，对云技术的发展提出了巨大的挑

把客户利益放在首位

战。从根本上讲，目标是更迅速的提供诊
断数据，但在涉及安全的领域速度仍需

根据需要，并行接口和串行接口各有优点。因此，我们的产品目录包含了所

稍缓。

有型号的接口，以满足不同集成方式的需要。

数据传输、数据处理和数据存储 - 数
字化推动铁路行业的转变。这样的例子有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模拟或数字接口提供相关数据，确保客户利益最大化。我

很多。基于云的数据管理已经应用于许多

们的系统也可以完整集成到上一级网络中。在集成级别 1 中，车轮传感器

不同领域，通过大数据存储、机器示教和

RSR110 通过开放的模拟接口输出可单独进行评估的传感器信号。在集成级

认知计算，潜力还在不断加大。尤其在涉

别 2 中，车轮探测系统和计轴系统通过数字接口提供评估后的数据，作为信

及安全的领域，这些技术还需要在很多方

息使用。在集成级别 3 中，这些组件又可以通过福豪盛安全以太网 FSE 协议

面进一步完善。

或通过客户定制协议的履行，完整集成到上一级结构中。
公开企业专有技术自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我们最终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
为我们更加看重客户的利益，希望确保客户能够独立地使用我们的系统。

作者
Stefan Lugschitz，
福豪盛奥地利研发

Rudolf Thalbauer
福豪盛奥地利研发部门总监

部门系统经理
IXL

网络

- 串行接口
COM

级别 3

车轮探测系统/计轴系统
AEB

级别 2

- 并行或串行接口
- 数字信号

车轮传感器
级别 1

- 开放式接口
- 模拟信号

R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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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协议为铁路行业开启无限可能。

数字化和联网已成为铁路行业不可或
缺的技术。软件协议发挥什么作用？
铁路行业为数字化数据的使用针对新应用
和经优化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可在系统间交换各种信息。数据传输不仅
需要合适的接口。协议发挥着关键的作
用，只有使用相应的协议，才能实现数字
通信。
因此，在规划项目时，就必须选择
最好的软件协议。可以调整现有系统使用
的协议，也可以使用其他协议或开发新协
议。无论哪种情况，都有做决定时应该考
虑或必须考虑的因素。

许多系统集成商已经使用了定制协
议，调整协议时必须注意，什么情况
下需要集成新组件？
我们已经实施了三个项目，都选择了这种
方案。因此，我们积累了关于协议和接口
间协作和兼容的宝贵经验，并且意识到，
准确了解协议规范（例如关于初始化过程

“遵循协议”

的规范）是十分必要的。硬件层面也必须
满足基本的前提条件。根据需求，调整现
有协议的成本可能较高。
如果系统集成商已经使用了定制式安
全协议，实现了联锁系统间或与现场元件

铁路应用日趋复杂。福豪盛产品经理 Melanie
Kleinpötzl 在采访中介绍了，功能强大的软件
协议如何确保系统间的顺畅通信。

Ultimate Rail 2017.01

的通信（例如在连接计轴系统或追踪解决
方案时），使用现有协议是最简单、最理想
的解决办法。因为新数据可以直接集成到
现有系统环境中，并进行进一步处理。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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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协议可用时，有哪些选择？

还提升了在不同项目中集成新组件的

通常会选择使用尚未应用于现有系统的现

速度。通过周期性安全传输，可以双向传

有协议，然后对协议进行相应调整。应

送最大 201 个字节的应用数据。只通过一

用于铁路行业时，必须同时遵守相关标

个通信模块，就可以传输最多 40 个探测点

准和要求: 由于传输系统通常面临不同程

或 80 个区段的信息，还有联锁系统发送到

度的风险，因此必须要能够及时探测到

通信模块的复位信息和 I/O 信息。还支持

EN50159 中所列举的故障。在过去，已经

冗余的模块或网络结构。

开发出许多包含相应安全特性的标准化协
议和专有协议。标准化协议如 UNISIG、

开发此软件协议时，福豪盛为何选择

Subset-098 或 RaSTA，大多比较复杂，投

了以太网格式？

用成本较高。

因为以太网格式广泛的使用范围: 以太网

专有协议分为简单型和复杂型。通

标志着技术的最新状态，并且可以直接应

常需要进行开发，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费

用到大多数现有网络中，不产生额外的硬

用。标准虽然存在，但往往缺少对执行时

件成本。尤其应用于铁路领域时，以太

所需注意问题的规范。最主要的问题是实

网格式具有各种优点。其中包括非常安

施和使用协议的权限。

全的连接，以近乎实时传输的速度传输



TRACK
MORE
WITH LESS

福豪盛安全以太网 FSE
协议的性能已历经考验。

免费提供的铁路专用
软件协议
快速集成和系统扩展

双向传输
可自由定义传输的数
据组类型

数据。

福豪盛安全以太网 FSE 协议就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正是如此。对 FSE 倾注心血背后的目标是
开发出铁路专用的软件协议。在 UDP/IP
的基础上实现了两点之间的通信，同时符
合 CENELEC SIL 4 和 EN 50159 第 2 类的
要求。

以太网格式可提供一系列优势。

2017.01 Ultimate 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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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连接极其稳定，很少出现数据丢

福豪盛为什么将协议提供给客户和合

失的情况。地址范围较大，允许大量用户

作伙伴？

同时访问。此外，通过网络传输数据的同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了很久，毕竟谁都不愿

时，还可以结合不同的传输媒介，例如电

意公开最新的技术成果。最终还是一致决

缆、光纤和无线电。

定，为各种应用免费提供 FSE。这正符合
福豪盛所秉承的理念: 与用户建立开放的
伙伴关系和合作关系，双方都会获益，无
论是知识水平还是实际利益。

201
个字节的应用数据

通过 FSE 可以传输安全相关、非安全相关和自由

1

定义的数据。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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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进行中的合作

福豪盛 FSE 与系统集成商和运营商一起制定
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个通用协议
软件协议可以用于传输各种不
同的数据。

4

个硬件平台

FSE 协议已经成功投用于 Siemens、
Pilz、HIMA 和 Schneider 四个 PLC
平台。

19
趋势及前景

目前，FSE 协议已经在四个不同的

有 80 家潜在客户正在咨询协议相关信息，

联系我们，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关于

PLC 平台上成功投用。在此基础上，为

探讨协议在不同应用中的潜能。虽然协议

FSE 协议的信息。说明预期用途和进行必

十二家客户提供了不同的应用项目。现

针对传输计轴数据开发，由于其良好的性

要的调整后，我们就可以共同启动项目，

在，这些解决方案将在全球范围内使用。

能，也可用于传输其他种类的数据。我们

使用方式非常灵活，但要始终注意遵循

还有 20 家企业使用了部分其他硬件平台，

也从每次的新实践中学到了很多。

协议。

现已启动工作，准备引进我们的协议。共

80

信息
FSE 可传输不同种类的信息。
−− 空闲探测信息 (FMA)
−− FMA 中当前的轴数

家潜在客户

−− 列车长度信息

通过在全球市场上的成功经验提

−− 速度

升了咨询量。

−− 车轮直径

12

个项目已经完成
实施

−− 方向

−− AEB/IO-EXB 的 I/O 信息
−− 校验字节
−− 其他可以自由定义的数据

联系方式
更多关于福豪盛安全以太网 FSE 的信息:
 melanie.kleinpoetzl@frauscher.com

简单且迅速的集成为项目推进带来积极的
影响。

2017.01 Ultimate Rail

来自不同系统的数据间的联
网提升了铁路交通的效率和
安全。

技术组合
带来更多
信息
智能组合带来真正的附加价值: 分布式声学传感技术 (DAS)
与计轴系统和感应式车轮传感器组合使用时，将为铁路应用
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Ultimate Rail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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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信号技术中，经常使用基于感

使在距离较长的路段，也可以经济、高效

应式车轮传感器的计轴系统和

的完成扩展。

车轮探测系统采集数据。提供

试验显示，单个 DAS 单元可以覆盖最

逐点式但精度极高的轨道空闲探测数据、

长 40 公里的光纤。在此范围内，可以区

轮轴数量数据、速度数据或行驶方向数

分由于轨道上的人员或驶过的列车所生成

据。基于分布式声学传感技术 (DAS) 的解

的不同信号。可以探测到光缆半径 5 米范

决方案则会连续采集数据，并将数据评估

围内的人和类似声源，由于列车的声音较

为实时信息。2016 年，作为车轮探测和计

大，探测半径约为 50 米。数值会受到不

轴系统市场领导者的福豪盛将采用了 DAS

同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光缆的特性和质

的成熟产品结合到了福豪盛追踪解决方案

量，铺设方式和位置以及各种环境噪音。

FTS 中。这是迈向未来的关键一步。
光缆的质量和特性

巨大的潜力引起全球关注

光缆有不同的规格，对灵敏度有一定的影

早在对 DAS 在铁路领域中应用进行评估

响。光纤的质量和纯度会影响覆盖范围，

时，该系统的物理原理就显现出了革命

护套的材料、强度、特性也会对系统的灵

性的潜力。此后，福豪盛与感兴趣的运营

敏度起提高或限制的作用。

商、系统集成商和研究机构合作，共同制
定出了基本方案和理念，并进行了不同的

铺设的方式和地点

尝试。

目前最理想方式是，装入混凝土制成的电

通过经验的积累，推出了多种能够

缆槽中，或直接埋在轨道周围三至五米的

服务于其他应用的新方法，并还将致力于

地下。必要时可使用其他方法，例如将光

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清楚的认

缆直接铺设到轨底或悬挂在轨道附近，帮

识到，产品的进一步优化需要紧密的合

助探测特定声源。但是会阻碍其他影响因

作、信息的共享和对结果进行共同分析和

素的同时识别。

评估。
环境噪音

只需一根光纤

由于 FTS 可以通过声音信号探测和分类不

安装 FTS 是运营商强化基础设施配置的一

同的事件，必须考虑到轨道环境中的所有

种十分有效的途径。许多路段中均已铺设

声源类型。所收集到的影响因素可能有重

了所需的光缆，通常都是用于通信目的。

叠，必须包含在评估范围内: 使用相应的过

集成 FTS 只需要光纤束中的一根光纤。即

滤器可以隐藏持续发声和定期发声的声

2017.01 Ultimate 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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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根据发声强度，声源到光纤的距离也

组合带来更多输出

会造成一定影响。这种相互作用可能导致

结合感应式传感器技术和 DAS 技术的 FTS

较弱的信号（例如脚步信号）被较强的信

为铁路行业提供了大量获取数据的全新可

号（例如列车信号）覆盖。

能性。引进运营商其他系统的数据可以提
高信息质量，但对接口和数据格式有特定
要求。在目前已完成的测试安装中，已经
在列车检测、基础设施监控和安全应用等
领域实现了不同的应用目的。

确保全线安全

更多信息更多安全

关于不同活动的信息可以通过移动终端设备直接发送给维修人员。

DAS 已功用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不同
应用项目调整针对铁路行业的算法是开发
FTS 走出的第一步。现在已经能够探测到
轨道上或轨道周围活动的人和动物。这使
各种安全应用的实施成为可能，例如识别
人为破坏或电缆偷盗等活动。
数据的传输及与附加信息的连接进
一步提升了应用的潜能。安全设备的接
列车控制中心

FTS

口可用于通过电子邮件或短信发送警报
光纤
以太网
移动无线电

消息。可以准确定位铁路工人，将信息
（例如驶近的列车）直接发送到移动终
端设备上。只要无人机可以直接飞过待
检测的路段，甚至还可以为无人机提供

一切尽收眼底

数据。

及早识别损伤，例如山体滑坡或轨道断裂导致的损伤，提高运行安全，支持紧急维修和预
测性维护。

状态监控: 通过声音信号监控基础设施 !
监控基础设施和列车组件的状态时，FTS
可以作为轨道侧安装设备是替代设备使
用，甚至可以借此减少相应安装设备的数
量。根据声音信号，可以识别车轮扁疤或
轨道断裂。还可以识别山体滑坡，例如通
过无线电将相关信息直接发送给驶近的列
车。根据现有技术，无法通过基于 DAS
列车控制中心

FTS

Ultimate Rail 2017.01

光纤
以太网
无线电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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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将已识别的信号直接分配给特定轨
道。因此对于并行装入的车轮探测系统来
说是一个十分关键的接口。两个系统的数

实时列车追踪
实时列车追踪数据可以用于优化运行管理，例如站台广播和站台显示。

据叠加时，可以更准确地识别路段沿线的
特定事件。整合运营商不同数据库的信息
可以进一步丰富数据池: 如果完成了列车
编号，可以将所生成消息中的车轮扁疤准
确定位到列车，再通过车轮探测系统准确
定位到轴。

实时列车追踪
FTS 可在监控路段内实时定位所有列车。
在非安全相关区域，也可以用作单一解决

FTS

方案，不集成计轴系统或车辆探测系统。

光纤
以太网
数据线
路段信息

由于不要求在列车上安装特定的设备，不
需要考虑结构和产地问题。由此获得的信
息可交通管理带来显著优势。在偏远地
区，这项技术可以提供经济、有效的系统
控制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必须同步发展新架构。
已完成的安装使用项目将帮助继续深化相

通过集成计轴系统，例如福豪盛高级

关设计。事实表明，不同来源的数据的联

计轴系统 FAdC，基于 DAS 的实时列车追

网具有优化现有应用的巨大作用，并可以

踪可以与安全应用结合。通过相应的接口

促进新应用的开发。现在必须进一步推进

可更加精确的控制平交道口。在交通管理

数据预评估，以高效推导信息，并有针对

系统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TMS)

性的使用信息。因此，同许多其他行业一

中，可以结合两个系统的输入，以准确计

样，对数据传输和存储的要求再次成为了

算抵达时间，提供站台显示信息，及时协

铁路行业关注的焦点。

调和取消站台广播。

展望
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开发两个并行战略

作者
Mayank Tripathi,

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一方面，现有组件必

销售及业务发展

须以最佳的方式与新技术结合，以快速且

经理，福豪盛

无额外成本的为各种应用生成附加信息。

奥地利

2017.01 Ultimate Rail

带开放式接口的车轮传感器
可实现个性化评估。

开放式接口:
模拟或数字
信号可以采用模拟或数字形式的车轮传感器。Manfred
Sommergruber 以福豪盛车轮传感器 RSR110 为例，
讲解两种信号的特点。



 TRACK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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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R110 开放式接口开辟了
一系列可能性。
准确、可靠的完成测量
任务
实时传输数据
灵活的评估可能性
 通过模拟或数字接口
快速集成

Ultimate Rail 2017.01

未

来需要开放性: 即在开发铁路

的要求及由此产生的成本降到最低程度。

领域解决方案时，通过接口来

“我们坚信采用开放式接口的车轮传感

传输易于理解的、结构化的信

器能够为系统集成商和运营商提供显著优

息。只有这样，提供的信息才能帮助鉴定

势，是开发 RSR110 的驱动力。该车轮传

并满足各个项目的要求。

感器兼具耐用性和可靠性，是我们提供的

以这一理念开发出的感应式车轮传感

第一个完全不包含评估单元的产品。客户

器具备一系列优势。通过开放式接口直接

可根据应用需要使用传感器信号”，Manfred

输出完整的传感器信号，实现个性化的实

Sommergruber，福豪盛技术销售经理讲述

施和评估。直接集成还可以确保评估过程

了产品背后的故事。

中的最大程度的细节级别。由于不需要专

此车轮传感器上市后不久，就安装到

门的评估单元，对硬件组件、空间和能源

了不同的应用中，到今天，应用数量还在

25
技术及创新

不断增加。例如，Prosoft 将 RSR110 作为

灵活性是关键

模拟信号满足了这一要求，只需要安装

标准组件，应用到 RFID 系统中。“基于传感

基本上，可以通过模拟接口和数字接口提

RSR110 传感器，不需要 WSC 组件。这

器的开放式接口，我们可以百分百根据相

供相同的信息。不同的是，相对于将模拟

样，就可以通过一种产品满足两个要求”。

应要求评估信号”，Prosoft Süd Consulting

信号直接提供给上一级系统，转换信号的

GmbH 公司 CEO，Martin Novak 说。“准

预评估限制了评估的详细程度。

确性高和灵活的集成可能性，这是我们选

“通过 RSR110 和 WSC，在任何情况下

择 RSR110 作为系统标准组件的关键

我们都可以为客户提供符合其项目要求的

原因”。

组件”，Manfred Sommergruber 总结说，并

作者
Manfred Sommergruber，技术销售
经理，

介绍了一个同时使用两种方法的案例。“一

模拟或数字？

家客户反馈同时使用了 RSR110 和 WSC

在开放性接口上，数字信号较模拟信号在

组件，以通过数字接口将传感器信息提供

集成速度上更有优势。不同的福豪盛车轮

给系统。

探测系统为此使用了专门的评估单元。对

各种监控系统被激活。特殊安装需

获得的数字化信号进行预评估，实现快速

要精确评估车轮的位置。通过直接输入

福豪盛奥地利

处理数据。
“在多个项目中使用了 RSR110 后，我
们从不同的应用中均收到了积极的反馈。
与此同时，我们从一些谈话中了解到，一
些客户并不需要模拟信号所实现的信息准
确度。在许多情况下，预评估的数字信号
和数字接口就能胜任”，Manfred Sommer-

可变信号
可以直接使用传感器信号，或者先进行数字化，以便于通过 WSC 接入。

gruber 说。“我们决定开发车轮传感器信号

信息
- 车轮探测
- 方向
- 速度

转换器 WSC，用于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
信号，再开发一个相应的接口。这主要降
低了客户方面的成本，因为不需要自己解

传输
- 模拟信号

决信号的转换问题。同时实现了更快、更
简单的集成到上一级系统中”。

- 车轮直径
- 车轮中心脉冲

RSR

信息

- 车轮探测
- 方向

传输

- 数字信号
WSC

传输

- 模拟信号
R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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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偏远地区，平交道口
也必须可靠工作。

安全的
轨道
开发全新的平交道口解决方案时，RCS 为 John Holland
提供了福豪盛高级计轴系统 FAdC 和 FSE 协议。



 TRACK MORE
WITH LESS

FSE 协议支持 RCS 平交道
口解决方案。
降低系统复杂性
 硬件成本低，节约开支
可以在控制系统中进行

特定编程

轨

道电路系统仍然在许多铁路应

集中或分布式架构均可实施。附加开关点

用中使用，在澳大利亚也是如

可以通过电缆和无线电连接接入，不需要

此。例如，为带太阳能驱动的

采取其他措施改变现有平交道口的结构。

直流轨道电路系统提供的平交道口解决方
案。这种方法第一次与计轴解决方案结合

组件成为解决方案

前，通过叠加音频轨道电路系统完成了进

系统集成商 Rail Control Systems Australia

一步优化。基于轨道电路系统，开发出了

(RCS) 在开发平交道口解决方案时提出了

一系列创新的平交道口解决方案。尽管如

这些要求。试验了各种可能后，RCS 决定

此，一些挑战仍未得到满意的答案，例如

为系统集成福豪盛高级计轴系统 FAdC。因

车轮电子装置和轨道电子装置之间较弱触

为此计轴系统的特性最符合 John Holland

点的处理。

设定的标准。其软件接口是实现经济、高
效的解决方案的关键。简单的集成和实施

经验指明方向

创新系统架构的可能性为项目带来了额外

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开发了各种不同的方

的优势。

案。成本效率问题接踵而来。因此，John
Holland 定义了开发其他方法的标准: 高效
率低成本是关键。还要兼具灵活性，确保

Ultimate Rail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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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案例

RCS 开发的平交道口解决方案符合
CENELEC SIL 4 标准。John Holland 决定

设置标准
试验设备的一系列测试结果十分乐观。基

作者
Lee Walker，

于带 FSE 接口的 FAdC 开发的解决方案有

技术销售经理，

继续检验系统。2016 年 10 月 RCS 和福

潜力为澳大利亚的平交道口应用设置新标

福豪盛澳大利亚

豪盛得到一个机会: 在新南威尔士州巴瑟斯

准。铁路专用软件协议和计轴软件接口组

特市的国家区域网络 (CRN) 上安装测试设

合使用，使与 HIMA 控制系统的通信变得

备。John Holland 负责为新南威尔士州政

简单，还可以通过 WiFi 轻松接入其他开关

府的交通运输部 (TfNSW) 管理这个网络。

点。可以使用相同的协议，不需要额外布
线或更改架构。

通过软件接口节约成本

此 外 ， FA d C 还 可 提 供 两 种 智 能 功

测试设备安装的平交道口解决方案使用了

能，用于处理故障和意外影响。这两种功

符合 CENELEC SIL 4 的 HIMA F35 型可编

能是免费提供的。轨道区段管理功能 STS

程逻辑控制器 (PLC)。计轴系统和 PLC 之

可确保在其他空闲检测路段持续故障的情

间的通信通过福豪盛安全以太网 FSE 软件

况下，平交道口可以继续安全运行。借助

协议实现。

计数头控制功能 CHC 可以抑制列车以外的

“此协议不但降低了系统的复杂度，还

金属物体触发的阻尼。此功能提升了系统

实现了一系列的成本节约，因为其布线

的可用性，同时降低复位的需求，尤其在

和硬件的需求较低”，Stewart Rendell 的

偏远地区，这是个很大的优势。

John Holland 说。专家详细解释了其优点:
“除了安全相关的空闲/占用信息，还可以
将方向和速度信息或诊断数据传输到 PLC
中。执行小型诊断工作时，可以通过计算
机现场访问数据。需要更准确的分析时，
福豪盛诊断系统 FDS 也支持来自其他位置
的访问。此外，FSE 协议允许在 HIMA 控
制系统中进行特定的编程，以兼顾 Hi-Rail
车辆。这些车辆会在平交道口区域进入或
离开轨道。通过编程，这一过程不会触发
计轴系统中的错误消息。

福豪盛高级计轴系统 FAdC 可提供能够最大化平交道口解决方案
可用性的智能功能。
2017.01 Ultimate Rail

休斯敦地铁的基础设施和运行
环境为信号技术组件带来了巨
大的挑战。

在休斯敦
使用的列车
探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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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dC 确保可以便捷获取信息。

第 51 届美国超级碗冠军赛期间需要运送约 700 000 名乘客，
休斯敦地铁为此进行了升级。全新计轴系统可持续优化网络的
效率、可靠性和安全性。

简单集成到现有结构中
专用轨道夹具，实现快速
安装
智能功能提升可用性
基于诊断数据进行预防性
维护

2

004 年开始运营，至今已经建

第 51 届美国超级碗冠军赛的数十万观众，

有三条线路的休斯敦地铁是低

不断提高运行安全性。

车架列车，采用架空线供电。

轨道采用带槽钢轨，在混凝土上或砾石

降雨、高温和金属

层中交替延伸。这种变化的轨道结构和

极端高温、潮湿、强降水风暴和局部洪水

强烈的环境影响为外部设备组件带来了

主宰着休斯敦的天气。安装在槽轨壳体中

巨大的挑战。与计轴系统共同用于探

的传感器必须能够有效的抵御潮湿，即使

测轨道空闲的车轮传感器也面临同样

淹水也能正常运行。降水可能携带金属废

的挑战。由于之前使用的系统对外部

物，会使传感器的检测出现错误。

影响的处理差强人意，运营商决定评
估 其 他 系 统。目标是为了迎接 2017 年

Ultimate Rail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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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案例

明确标准

最小化成本，最大化输出

会生成故障或者占用信息，不需要进行复

为了实施新的列车探测系统，休斯敦地铁

测试显示，FAdC 能够满足关于环境影响、

位。能够可靠地探测到列车临近，随即退

规定了明确的标准: 为了简单集成到现有

接口、可靠性、和与现有基础设施简单集

出待机模式。此外，福豪盛诊断系统 FDS

信号技术系统，应使用现有的 I/O 输入端

成的全部要求。计轴器的灵活设计可确保

可提供诊断数据，能够持续监控计轴器的

和电缆设备，确保将更换系统对正常运行

通过继电器接口与交通管理系统和联锁系

功能和状态。借此，可以高效的协调和规

的影响降至最低。此外，要求快速供货，

统进行高效的数据传输。电缆设备只需进

划定时、定期的维护作业。

在超级碗前及时完成调试，因为这一体育

行很小的改动，将安装作业对运行的影响

盛事将为公共短途交通系统带来巨大的

降至最低。

RSR180 车轮传感器的高稳定性和

挑战。

FAdC 优化后的可用性为提高运行准点率
此外，还可以使用福豪盛计轴器的两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体育赛事期间，休

在此背景下，显然需要评估基于现有

个智能功能，应对意外状况: 外部影响造

斯敦地铁顺利运送了超过 700 000 名乘客 -

系统的方法。在电磁干扰强烈、使用频繁

成故障时，轨道区段管理功能 STS 将两个

公共交通为第 51 届美国超级碗冠军赛开了

的区域，要求确保传感器的无故障运行。

空闲路段汇总为一个虚拟路段，借此确保

一个漂亮的球。

正常运行。故障出现在管辖的路段时，此

现场测试

功能激活。借此显著提升系统的可用性，

福豪盛分析了要求，在六个非安全相关位

同时不影响安全性，不需要安装额外的设

置安装了十二个 RSR180 车轮传感器进行

备，不产生费用。

测试。由福豪盛高级计轴系统 FAdC 进行

作者
Andrew
McCarthy，工程

评估。应使用现有的轨道孔安装传感器。

通过 SIL 4 认证的计数头控制 CHC 专

福豪盛为 RSR180 设计了特殊的夹具，

利技术可用于控制由于不可规避的影响而

可以安装到现有的轨道孔内。由于时间紧

触发的故障消息。如果临近路段检测为空

迫，项目后来使用了成熟型产品福豪盛

闲，车轮传感器切换到待机模式，借此限

SK140-010 轨道夹具，因为原型机的继续

制由于金属废物或钢头安全鞋导致的不必

开发和批准耗时过久，此夹具专门开发用

要的阻尼次数 (可以自由设置) 。这样就不

与客户服务经理，
福豪盛美国

于轨道间距较短的应用和地下应用。

测试取得首批积极结果后，又在城
铁换乘中心的联锁系统上进行了其他测试
安装。同时通过福豪盛电磁噪声接收机
MNR (Magnetic Noise Receiver) 对地铁中
的所有车辆进行了分析。基于掌握的情
况，福豪盛可以选择特定工作频率的传感
器，从一开始就排除故障，确保最佳运行
表现。
安装在壳体内的车轮传感器必须在不同条件下确保可靠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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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与重要日期
福豪盛的员工出现在全球铁路行业各重要活动的现场。
预约会面或光临我们的展台: marketing@frauscher.com

活动回顾

EURASIA RAIL

SIFER

2017 年 3 月 2– 4 日 |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2017 年 3 月 21– 23 日 | 法国里尔

在 Eurasia Rail 展会上，福豪盛证明了自己在该地区的良好声誉。

参加 SIFER，在 Hagenau 设立了新的办公室: 福豪盛扩大了在
法国和马格里布国家的市场占有率。

ASLRRA

RAILTEX

2017 年 4 月 22– 25 日 | 美国格雷普韦恩

2017 年 5 月 9 –11 日 | 英国伯明翰

ASLRRA 是福豪盛美国团队今年参加的五个展会之一。

参加展会，在英国设立新办公室: 福豪盛的现代化产品出现在了
全球展会上。

Ultimate Rail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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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与重要日期

敬请莅临我们的展台

4TH WHEEL DETECTION FORUM
THE FUTURE OF TRAIN TRACKING
	2017 年 10 月 4– 6 日 | 奥地利维也纳

 IHHA
2017 年 9 月 2–6 日 | 南非开普敦
 Railway Interchange
2017 年 9 月 17–20 日 |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
 TRAKO
2017 年 9 月 26–29 日 | 波兰但泽
 Nordic Rail

探测并追踪列车和事件，为铁路运营商提供有价值的信
息: 这是列车探测的未来。会议焦点议题为基于车轮探
测系统、计轴和分布式声学传感技术 (DAS) 或其他追
踪技术的解决方案。
参展费用: 370 欧（含增值税）
含资料、餐饮和联谊活动
会议语言: 英语

2017 年 10 月 10–12 日 | 瑞典延雪平
 NT Expo
2017 年 11 月 7– 9 日 | 巴西圣保罗
 AusRail Plus
2017 年 11 月 21– 23 日 |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版本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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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

欢迎预约会面
 FRA Grade Crossing
2017 年 8 月 15– 17 日 | 美国圣路易斯
 APTA Expo
2017 年 10 月 9– 11 日 | 美国亚特兰大
 S+D Kongress
2017 年 11 月 9– 11 日| 德国富尔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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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 W H E E L D E T E C T I O N F O R U M

THE FUTURE OF TRAIN TRACKING
4–6 October 2017
Vienna, Aust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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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5 OCTOBER

FRIDAY
6 OCTOBER

KEYNOTE SPEAKERS:
TRENDS AND VISIONS

NEW CONCEPTS FOR
TRAIN TRACKING

BEST PRACTICES IN
WHEEL DETECTION AND
AXLE COUNTING

INNOVATIONS WITH 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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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technical presen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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