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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TD-WiFi 技术的城轨高速
线路车地无线网络解决方案
刘晓庆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 510010）
摘 要: 随着城轨高速线路(120 km/h 以上)的规模化建设，传统的 WLAN 技术难以满足高速线路车地无线网络高
速切换、大带宽应用要求。通过对 TD-WiFi 技术特点、系统方案、运营测试数据与权威机构实验测试数据等内容
进行分析，结合武汉地铁 11 号线的创新应用，提出基于 TD-WiFi 技术的高速线路车地无线网络组网解决方案，
为 160 km/h 以上线路建设提供重要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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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 Network Solution Based on TD-WiFi Technology for
High-Speed Urban Rail Line Vehicle
LIU Xiaoqing
(Guangzhou Metro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Guangzhou 510010)
Abstract: With the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of urban rail high-speed lines (above 120 km/h), the traditional WLAN technology
has difficulties i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speed switching and high-bandwidth wireless network for high-speed line
vehicles.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D-WiFi technology, system scheme, operational test data, and experimental
test data of authoritative organizations, combined with the innovative application on the Wuhan Metro Line 11, a networking
solution based on TD-WiFi technology is proposed for high-speed line vehicle wireless network. The solution provide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ines above 160 km/h.
Keywords: urban rail transit; large bandwidth; TD-WiFi; train-ground wireless networking; innovative application

在安全防护和乘车服务需求日益提高的当今社
[1]

高效运营的有效工具，也是为公安机关开展日常工作

会 ，要求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系统可以随时对在线

和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突发性事件的重要技术手段。

列车车厢内部进行实时监控，在发生紧急情况时为乘

作为轨道交通信息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轨

客提供全方位的紧急疏散信息，在乘客乘车期间提供

道交通视频监控系统(CCTV)和乘客信息系统(PIS)

全方位的咨询服务。

在运营安全、创建社会及经济效益方面起着举足轻

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系统是提高城市轨道交通治
安水平、保障乘客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轨道交通安全

重的作用。
对城轨建设而言，城轨快线还属于较新事物[2]。
随着列车运行时速越来越高，车地无线通信系统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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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高速移动、高速切换状态，系统在丢包率、传输
时延、传输速率以及抗多普勒效应等方面都对现有的
通信技术提出了新的挑战。而传统的 WALN(无线局
域网技术)实际应用时很难适用于快速移动的环境，在
信号切换过程中，数据传输稳定性比较差[3]，且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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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GHz 开放频段容易受到外界民用无线设备干扰。

显示清晰流畅、无停顿、无马赛克现象，并保证沿线

基于以上需求分析，为了更好地满足城市轨道交通视

服务的高可靠性。
分地面无线基站切换和车载无线单元切换，切换

频业务传输要求，城市轨道交通车地无线通信亟需一
种可靠的适应高速移动、大容量传输带宽的通信技术。

原理如下。

1

1.3.1

1.1

TD-WiFi 技术
技术简述
TD-WiFi 车地无线通信系统(简称
“TD-WiFi 系统”)

是武汉智慧地铁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车地无线通
信系统。该系统基于 802.11n/ac 标准，专门为轨道交
通定制开发并针对轨道交通运行环境在空中接口、基
站切换、时延、QoS 等方面都进行了优化设计，同时
采用了 4G 的一些新技术，如载波聚合、快速重传、
前向 FEC 等技术，
对普通 802.11n/ac 系统进行了增强，
从而保证该系统比普通 802.11n/ac 系统提供的带宽更
大，支持的列车速度更高。

1.2

技术特性
TD-WiFi 系统具有以下特点：
1) 系统采用分布式体系结构。
2) 支持 4.9-6 GHz 多频段及上下行智能带宽管

理，可承载综合业务并实现业务速率调控。
3) 大带宽，地面无线基站/车载无线单元静态最
高可支持 750 Mbps/80 MHz。项目实测最大速率大于

1) 车载无线单元从现有连接的基站处获取相邻
基站的信道列表。
2) 车载无线单元连续对相邻信道进行扫描以检测
出下一个可用基站，在此期间链路保持与原基站连接。
3) 当车载无线单元监测到附近某个基站 RSS 信
号值在不断变强且当前基站信号值在减弱时，则意味
着列车正远离现有通信基站驶向另一个基站，在这个
基站 RSS 信号强度达到门限值时，车载无线单元将自
动切换至此基站。
4) 车载无线单元此后会重新获取信息，刷新网络
拓扑并更新路径等相关信息。

1.3.2

大减少了轨旁基站部署的数量，进一步降低基础建设

列车上 2 个车载无线单元的吞吐量进行持续比较。2
个无线单元通过车载网络连接在一起，并通过一个指
定的 VLAN 进行交换信息。因此，不会影响当前的用
户服务。
2) 按照特定的评估吞吐量性能的算法，如果某个
无线单元已达到较高的吞吐量，它将被选择为“主用
链路”，即切换到较高的吞吐量无线单元。
3) 新激活的无线单元发送两个方向(朝着车载交

成本(如立杆、网络等)和后续运营维护成本。
5) 固定延时低、抖动小，时延<50 ms，对 VoIP/
视频等延时敏感的业务是必不可少的。

车载无线单元切换

1) TD-WiFi 系统的 ITHOM 专有算法基于对同一

500 Mbps，平均速率大于 350 Mbps。
4) 基站覆盖范围大，隧道区间可达 1～2 km，大

地面无线基站切换

换机，也朝着轨旁骨干网络交换机)的网络再学习消
息，旨在刷新网络拓扑。车载无线单元切换原理如

6) 切换时间小于 30 ms。

图 1 所示。

7) 改进型空中接口增强了系统抗干扰能力。空中

1.4

链路 QoS 可支持不同优先级及服务等级。
8) 可支持 300 km/h 运行时速；支持分集、2×2
MIMO 和 3×3 MIMO。

抗干扰分析
TD-WiFi 系统采用了国家无线电管理局规定的

5.8 GHz 频段(5.725～5.850 GHz)。线路沿线无线基站
设备采用 3 个不同频点进行部署，系统采用一套基于

9) 基于 802.11ac 标准，支持 256QAM。

时隙分配(TSA)的解决方案，通过时分双工(TDD)空口

10) 防护等级为 IP67。

和独特的同步机制，可保证相邻基站间连续动态时隙

11) 基站采用模块化设计，光接口，便于安装与

分配以避免同频干扰。

调试。
12) 全同步网络支持所有基站设备使用统一时

TD-WiFi 系统采用 5.8 GHz 工作频段，与信号系
统 的 专 用 工 作 频 段 1.8 GHz(LTE-M) 或 2.4

钟，避免无线设备间相互干扰。

GHz(WLAN)、专用无线通信系统 TETRA 数字集群工

1.3

作频段 800 MHz 有较大的差距，从频率隔离度上直接

基站切换原理
TD-WiFi 系统使用独特的切换机制，保证基站切

换时间小于 30 ms，系统的丢包率小于 1%，视频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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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了车地无线通信系统与信号系统、专用无线通信
系统相互干扰的可能性，不会影响列车运营安全。

基于 TD-WiFi 技术的城轨高速线路车地无线网络解决方案

GSM、CDMA、3G、4G 等系
统设备均工作于其他频段，而
TD-WiFi 系统独立架设轨旁无
线设备、天线的方式也提高了
与其他无线系统的空间隔离
度。因此，TD-WiFi 系统不会
与 公 共 移 动通 信 系 统 产 生 相
互干扰。

2

系统方案

2.1

工程概况
武汉地铁 11 号线一期线

路全长 19.69 km，设站 13 座，
1 座车辆段。二期工程线路长
17.1 km，设站 9 座，1 座停车
场。正线及车站为地下线，均按
图1
Fig. 1

车载无线单元切换原理示意图

双轨覆盖考虑；车辆段及停车场

Switching principle of vehicle wireless unit

为地面站，按单线覆盖考虑[4]。

公安、消防无线通信系统均工作在 300～400 MHz

TD-WiFi 系统地面网络的无线网管服务器和网

的频段范围内，且由于调制方式的不同，其调制带宽通

管终端利用 3 层交换机接入传输网络实现与基站组

常 为 25 kHz ， 系 统 的 接 收 灵 敏 度 较 高 ， 一 般 为

网。一期工程在控制中心安装无线网管服务器、网管

–117 dBm/CH。
与 TD-WiFi 系统 5.8 GHz 频段相差较远。

终端。二期工程只需对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即可，具体

因此，TD-WiFi 系统不会与公安、消防无线通信系统产

网络拓扑如图 2 和图 3 所示。通过地面传输系统，时

生相互干扰。

钟同步单元可对轨旁无线基站进行时钟同步，网管服

由于无线电管理方面的原因，公共移动通信

图2
Fig. 2

务器可对轨旁基站设备进行管理。

一期工程 TD-WiFi 系统地面组网网络拓扑示意

TD-WiFi system network topology in first phase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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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Fig. 3

2.2

二期工程 TD-WiFi 系统地面组网网络拓扑示意

TD-WiFi system network topology in second phase of the project

构如图 4 所示。

系统构成
TD-WiFi 系统主要由 OCC 中心子系统、地面(车

利用传输承载通过车站交换机将控制中心设备与

站、区间)子系统及车载子系统 3 部分构成，系统架

轨旁基站相连，组成一套独立的车地无线通信系统。

图 4 TD-WiFi 系统架构示意
Fig. 4 TD-WiFi system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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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用控制中心时钟源集中同步方式或每个车站设置

进行调度，网管服务器和网管终端对车地无线通信系

GPS 时钟同步设备进行分布式同步方式为轨旁基站提

统全网设备进行网络管理。
车载 CCTV 系统和 PIS 系统通过位于控制中心的

供精确时钟同步信息。

2.2.1

OCC 中心子系统

核心交换机接入 TD-WiFi 系统。TD-WiFi 系统控制中

TD-WiFi 系统控制中心设备包括 2 台双机热备的

心设备连接如图 5 所示。
网管服务器与信号 ATS 系统存在逻辑接口，即从

无线管理控制单元、1 台网管服务器和 1 台网管终端，
这些设备通过以太网线与 PIS 系统控制中心交换机相

PIS 系统处获取 ATS 信息，
从而获取在线列车位置信息，

连。无线管理控制单元根据应用业务需求对无线资源

并最终完成与列车运行位置相关的车载设备控制任务。

图5
Fig. 5

2.2.2

控制中心设备连接示意

Control center device connection

无线基站通过光纤连接至各相邻车站通信机房，

地面子系统

地面子系统由车站 PIS 部署的交换机和区间无线
基站组成，TD-WiFi 系统主要是在区间轨旁部署无线

通过地面网络车站 PIS 接入交换机，通过地面网络实
现与 OCC 中心子系统的互联。
根据工程的覆盖要求及基站链路预算，轨旁基站设

基站，为轨道上移动的列车提供连续的信号接入。
单个轨旁基站由 1 台无线基站、4 副定向天线(其

备布点原则为：隧道场景轨旁基站设备向左右两侧各覆

中 2 副为双极化天线)、6 根射频线、1 个 AC POE 模

盖距离 400～500 m，轨旁基站布放间距参见表 1 所示。

块、1 对工业级光模块及 1 个配电箱构成，如图 6 所

表1

示。基站的 4 副天线分别指向隧道的上下行方向。

Tab. 1
序
号
1
2

区间
类型
隧道
区间

轨旁基站布放间距

Trackside base station spacing

线路属性

基站间距/m

直线中间

800～1000

弯道中间无车站，
R300 m～R 600 m

500～600

布点细则

建议基站布放在
弯道的切点

TD-WiFi 系统在轨旁基站覆盖范围设计时会考虑
覆盖距离重叠，通过重叠区可保证切换和站点故障时
业务的连续性，具体如图 7 所示。

2.2.3

车载子系统

车载子系统由 2 套车载无线单元设备、1 台车载
图6
Fig. 6

基站设备连接示意

Base station device connection

通信控制器设备以及车载局域网组成。考虑每列车双向
平均传输带宽要求不小于 50 Mbps/120 km/h，前后车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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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单元要实现热备份冗余，车载局域网由 2 台 3 层交

换机、2 台 2 层交换机组成双网或环网，如图 8 所示。

图 7 基站重叠覆盖示意图
Fig. 7

Overlapping coverage of base stations

图8
Fig. 8

车载设备组网结构示意图

Network structure of vehicle equipment

车载通信控制器通过车载 3 层、2 层交换机组成

采用 2 路轮询方式调看各在线列车视频，每路不大于

的千兆局域网络和车头车尾的 2 个车载无线单元互

2 Mbps 数据带宽，控制中心最多可同时调看整列车 14

联，对车头车尾的车载无线单元起到热备份控制作用。

路高清视频图像。

车载 CCTV 系统、车载 PIS 系统通过车载局域网

2.3.2

系统对下传(地-车)业务的支持

与 TD-WiFi 系统相连，并进行业务数据传输。车内不

TD-WiFi 系统是 PIS 系统主干网络的延伸，通过

同业务数据通过车载局域网汇聚后，通过车载无线单

TD-WiFi 系统，PIS 系统可通过组播方式将编播中心

元、轨旁无线基站及地面有线网络传输至控制中心。

下发的 8 Mbps 高清节目信息实时下传至所有在线列

2.3

车上或列车编组上，也可通过 IP 寻址方式将节目信息

系统功能
车载 CCTV 系统、车载 PIS 系统能否很好地实现业

实时下传至指定列车上，并在列车车厢内的 LCD/LED

务功能，车地无线通信系统是关键的一个环节。TD-WiFi

屏上进行实时播放。

系统具有带宽大、延时低、抗干扰性强、稳定性好等

2.3.3

TD-WiFi 系统可提供高达 200 Mbps 的动态平均

特性，系统可实现的主要功能如下。

2.3.1

系统对上传(车-地)业务的支持

TD-WiFi 系统为车载 CCTV 系统上传视频数据至

业务扩展

带宽。正常情况下，除车载 CCTV 系统和车载 PIS 系
统占用少量带宽外，其他带宽可预留给车载公众 WiFi

控制中心，提供实时的无线传输通道，OCC 值班人员

等其他扩展系统使用。

可通过 TD-WiFi 系统调看任意在线列车的车载实时视

2.4

频和视频录像，也可查询和下载车载视频录像。
通过 TD-WiFi 系统，车载 CCTV 系统控制中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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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数据
TD-WiFi 系统已在开通的地铁线路和铁路线路完

成实际测试。

基于 TD-WiFi 技术的城轨高速线路车地无线网络解决方案

2.4.1

湖口站到光谷火车站和光谷四路到光谷园站的实测数

地铁线路测试数据

1) 武汉地铁 11 号线。在设计最大速度为 100 km/h

据表明，双向平均带宽速率分别达到 142 Mbps 和

的情况下，根据上海中铁通信信号测试有限公司提供

157 Mbps[5]。静态测试带宽为 530 Mbps，实现了 PIS

的检验报告显示 11 号线全线 RSSI 均大于–85 dB。根

信息实时下传和列车的 14 路 2 Mbps CCTV 的同时调

据 IxChariot 记录全线实测平均双向带宽为 137.5 Mbps，

看，实时调看效果如图 9 所示。

图9
Fig. 9

14 路高清车载视频图像实时调看效果

Real-time viewing effect of fourteen-channel high-definition car video images

2) 2018 年 8 月由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地铁
运营技术研发中心在北京地铁 15 号线进行了 PIS 系统

信号远远低于车顶安装正常车载天线的情况，因此整
体带宽相对较低。

车地无线通信性能测试，测试了 TD-WiFi 技术承载

测试结论显示时速为 150 km/h 时，上行平均带

CCTV、PIS 业务性能。在 80 MHz 带宽(3︰1)的情况

宽为 50.8 Mbps，下行平均带宽为 51.4 Mbps，完全能

下，上行平均吞吐量达 315 Mbps，下行平均吞吐量

满足双向平均传输带宽 50 Mbps/120 km/h 的要求。丢

达 139 Mbps，合计 454 Mbps。加载 1 路 10 Mbps

包率小于 0.002%，完全满足丢包率小于 1%的要求。

速率的 PIS 业务和 50 路 2 Mbps 速率的 CCTV 业务，

平均传输时延小于 4 ms，完全满足小于 500 ms 概率

[6]

PIS 视频和 CCTV 视频均无卡顿现象 。

2.4.2

大于 98%的要求。
由于成灌城际铁路测试限制条件较多，导致实测

铁路线路测试数据

2017 年 4 月，在成灌城际铁路郫县西站至安德站

切换时延较大，由北京交通大学实验室完成的静态切

(线路间距 5.6 km)进行了成都轨道交通 18 号线工程通

换测试显示，TD-WiFi 系统最大切换时延为 5 ms，平

信、信号系统车地宽带无线系统科研专题研究实际测

均时延为 2 ms，均满足切换时延小于 30 ms 的要求。

[7]

试 。该区段为铁路在网运行线路，测试限制条件
较多：
1) 线路安全网内不允许安装设备，无线基站只能
安装在距离轨道 20 m 远的抱杆上。
2) 车辆不允许改造，车载天线放置在车厢内，车
厢损耗较大(高达 20 dB 以上)。
3) 由于车载天线放置在车厢内部靠近窗户的位
置，无法实现与无线基站天线的实时对准，存在接收

2.5

设备安装情况
武汉地铁 11 号线 TD-WiFi 系统，在 OCC 设置中

心设备 1 套，在各车站设置车站设备 14 套(一期)、10
套(二期)，在线路区间设置无线基站设备 69 套(一期)、
58 套(二期)，车载无线设备 12 套(一期)、31 套(二期)。
在运营列车上配置车载终端，头部、尾部各 1 套。地
面网络冗余覆盖，车载终端冗余备份，提升了系统的
可靠性。TD-WiFi 设备安装效果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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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创新中心首个国家级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启动
9 月 10 日，由国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国创中心)牵头，联合中车株机公司、西南交通大学、国家
纳米科学中心、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深圳市地铁集团等 10 家单位申报的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高端装备运行
质量检验监测科技服务技术研发与应用》召开启动暨实施方案咨询会。
会上，中车株机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高殿柱，株洲市科技局副局长张宇晨，湖南省科技厅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
化处副处长孙丕忠先后致辞。科技部高技术中心现代服务业处副处长任静滨介绍了重点专项项目管理办法及要求。项目
负责人、国创中心主任、国创科技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李林汇报实施方案，并进行现场答疑。专项总体专家组组长、
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武文生，中建材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项目责任专家陈静，中国工程院院士、
国创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项目咨询专家刘友梅，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项目咨询专家张卫华等与会并就实施方案提出宝
贵意见和建议。深圳地铁集团、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国家纳米科学中心、东北大学等单位的相关领导参加会议。
据悉，该项目去年 6 月开始申报，从 8 个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是国创中心获批以来开展的首个国家级重点研发项目，
是对国创中心科研实力、创新模式和创新团队的高度肯定。
该项目主要构建运行质量监测网络，研发包括恶劣环境(高寒、高温、高湿、瞬间高负载、异物入侵等)下的安全运行
质量检验检测、寿命评估、在线监测等装备，搭建该领域技术标准与规范体系，实现源头质量控制、运行质量评估、在
途实时监测、服役寿命预测等检验监测科技服务，创新一种造、运、检、修的“一站式”装备质量提升服务模式，推动
从部件评估到系统评估，从静态评估到动态评估，从故障评估到健康评估，从计划修/故障修到状态修/预防修的转变。
研发团队依托 3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和 6 个国家或行业技术中心等技术资源，在轨道交通装备智能运维服务、故障诊
断、寿命可靠性研究、产品检验检测、试验验证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并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为突破基于多源
异构特征数据的融合与智能处理关键技术、基于数据的轨道交通装备智慧运维决策技术等 5 大关键技术提供了强大支撑。
摘编自 https://www.camet.org.cn/202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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