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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云平台建设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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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现阶段行业内城市轨道交通云平台项目的现状进行介绍，阐述城轨云平台相关规范编制的成就，同时
列 举 并 解 决 城 轨 云 平 台 的 建 设 模 式 、 城 轨 云 平 台 算 力 纳 管 、 城 轨 云 平 台 的 RAMS(reliability, availablity,
maintainability, safety)指标建立、城轨云平台验收流程优化、城轨云运维体系建立等问题，并从城轨云平台自身技
术驱动和规范编制两个方面，展望城轨云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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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loud Platform in Urban Rail Transit
WANG Hao, YANG Chengdong
(China Railway Siyuan Survey and Designing Group Co., Ltd., Wuhan 430063)
Abstract: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cloud platform status quo in the urban rail transit industry at the present stage, and expounds
the achievements of compiling related specifications of urban rail cloud platforms. Furthermore, it lists and solves the
construction mode optimization of the urban rail cloud platform. The urban rail cloud platform should include a mixed
computing capac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RAMS index, the acceptance optimiz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rban rail
cloud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ystem.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urban rail cloud is prospected from two points of
view: the technical drive, and compilation of spec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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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城轨云实施历程及现状
城轨云实施历程
云计算是一种新型的计算模式。在城市轨道交通

中建设应用云计算技术的数据中心，通过虚拟化技术
为各业务系统提供计算、网络、存储资源，可支撑城
市轨道交通的全部运营指挥管理系统，并通过虚拟桌
面实现面向调度员和值班员的全部业务功能[1]。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云平台项目的实施历程主要经
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州地铁信息化、无锡地铁办公自动化。以上项目尝试
了城轨交通可集行业之力，搭建服务城轨交通行业的
专业云计算服务平台，以解决行业内在信息化建设过
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2]。
2) 线路部分融合阶段。本阶段是一条线路中的
较多系统上云，且云平台不承载信号系统的 ATS 子
系统，典型项目为金义东城际、深圳 6、10 号线中的
线路云平台。融合云平台总体遵循面向业务需求的
设计思路，基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业务特点，采
用云计算资源池的设计方法，实现 IT(信息技术)基

1) 起步试水阶段。本阶段主要是单业务系统上
云，具体项目为温州市域铁路 S1 线的综合监控、广

础架构模块与业务模块松耦合、资源池的模块化交
付横向扩展[3]。
3) 线网级全业务覆盖阶段。本阶段城轨云基于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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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化统筹规划设计，业务覆盖包含安全生产、内部管
理、外部服务。典型项目为呼和浩特城轨云、武汉地
铁信息化示范工程项目、太原城轨云等。
4) 规范体系标准建立阶段。有关城轨云相关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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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制从 2017 年起开始进行持续性工作，主要由中

立、客观的视角评价城轨云项目，将城轨云建设重点

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牵头组织，目前已发布《市域快

关注问题统一标准化。

[4]

轨技术规范》 和《智慧城市轨道交通 信息技术架构

2.2

及网络安全规范——[总体需求]，[技术架构]，[网络
[5]

城轨云平台计算资源问题
目前轨道交通内的城轨云建设仅仅描述了基于

安全]》 。目前正在进行有关城轨云的 5 个技术规

X86 架构 CPU 服务器的计算能力。但在实际项目中，

范和基于城轨云架构的城轨信息化工程设计规范的

其算力在实现某些场景计算情况下，效果及效率并不

编制。

高，从而造成城轨云平台负载较高，效率低下。

1.2

城轨云实施现状

为解决以上问题，城轨云平台的算力应当构建多

由于中国发布交通强国战略实施，智慧城轨建设

元混合算力的计算资源池。因此建议在城轨云的实际

任务更加繁重，全国城轨相关企业加强了对城轨云应

项目和规范编制中，补充基于 ARM 架构的 CPU、

用的研究，考虑采用城轨云新技术的轨道交通项目越

GPU、FPGA、基于开源 RICS-V 精简指令集架构的

来越多，从“上不上云”转化为“怎么上云”。

CPU 等内容，丰富城轨云算力，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

但另一方面，目前各地城轨建设单位对城轨云的
认知有差异，重视程度不同。且由于城市轨道交通各

解决数据计算处理的场景全面覆盖。

2.3

城轨云 RAMS 及第三方安全认证问题

地的工程边界条件不一、建设运营组织架构不同，造

在部分采用行车综合自动化(TIAS)的全自动运行

成城轨云项目在实际落地中变数很大，偏离或违背当

线路或城轨云部署 ATS 业务的项目中，城轨云平台的

时规划定位和设计初衷。

RAMS(可靠性，可用性，可维护性，安全性)指标是各

云平台方案的规划为解决轨道交通目前的发展建

方关注的重点，将直接影响到信号系统第三方独立安

设瓶颈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方案，根据其自身特性，云

全认证的进程。在实际项目的处理思路是涉及行车的

[6]

平台应满足虚拟化、池化、自动化三大特征 。

功能业务不在云上部署，回避了此类问题。但在论证

2 城轨云面临的挑战

城轨云覆盖业务范围上，难以拿出定量的数据指标来

2.1

城轨云平台建设模式相关问题

论证自身方案的合理科学性。如现在行业内普遍认为
云平台架构的综合可靠性、可用性不低于传统物理架

在实际项目中，城轨云平台作为多专业、多业务

构部署，但相关 RAMS 指标并没有量化出来，云化部

的载体，其主管业主相比传统建设模式需进行更多的

署涉及行车的业务，能否满足实际运营的功能需求，

协调工作，但由于与其他业务系统处于平行层级，部

也未可知。

分项目协调难度很大。

建议在实际城轨云项目中，至少也把部署 ATS 或

由于技术背景出身的缘故，部分业主个人专业偏

TIAS 对应部分的云平台软硬件也纳入第三方安全认

好对城轨云方案影响极大。在实际项目中出现过统一

证中。同时也鼓励云平台厂家积极将自身产品申报相

设置满足各专业业务需求的云平台，部分业务系统仍

关安全认证。在确定云平台部署 ATS 或 TIAS 的实际

以自身业务特殊为由，单独采购物理服务器的现象。

项目中，设备招标可优先推荐通过第三方安全认证的

此外部分集成商厂家由于逐利因素，
只看重自身业务包

云平台产品。

件的标的合同额，并未考虑城轨云方案的全面性，从而

2.4

易造成城轨云在实施过程中偏离设计要求，资源浪费。
解决问题的办法如下：
1) 城轨云项目建设由轨道公司主要领导亲自挂
帅，统一思想，提高项目的协调效率。

城轨云工程验收问题
目前行业内并没有专门针对城轨云的验收标准规

范，没有相关的功能验证和检验批次项目，使得城轨
云的验收格外困难，项目建设目标难以精细量化验证。
城轨云部署了多种业务系统，在实际项目中，城

2) 建立负责城轨云建设的专业归口部门，以纯粹

轨云需要参与多次重复的验收工作，且不同行业验收

云平台立场与各业务系统对接，确保城轨云实施时不

监管部门对城轨云的认识也不尽相同，造成城轨云实

会向某些业务系统倾斜。从而确保城轨云实施路线尽

际项目验收要将某些基础技术内容阐述多次，且每次

量少的偏离。

验收监管部门的意见也不尽相同，造成了新的问题，

3) 建议引入城轨云项目实施的后评价体系，以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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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以上问题的主要措施是：加速推进专门针对
城轨云平台相关技术标准和验收规范的编制和宣贯；

细化和突出各个规范的关键要素，构成层次清晰、功
能完备，既浑然一体，又各具特色的标准体系。

对其他业务系统单位工程验收规范进行修编，补充云

研究城轨信息系统架构“云”
“边”
“端”的关系，

平台相关内容。

合理配置计算资源和网络安全；关注、细化业务性质、

2.5

数据流程和大数据应用等需求；研究提出“云”
“边”

运营维护体系问题
由于城轨云平台涉及多个专业，与以往传统项目

“端”技术方案和边界安全防护方案。

不尽相同。在部分项目中，运营部门以管理界面难以

进一步研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 2.0 的内涵，实现

区分为由，对城轨云平台存在一定的排斥情绪。另一

与既有规范有机融合。深入分析云架构的安全需求，

方面，城轨云平台对维护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较高，

细化“系统自保、平台统保”的安全方案，指导工程

造成在城轨运营部门的薪酬水平下，难以招到满足要

落地实施。

求的运维人员。主要解决措施如下：
1) 城轨云平台需加强云平台运维便利化的产品
研发，降低云平台运维技术门槛，同时增强云平台的

对于既有的线路，如何在不影响运行的情况下对
既有线路进行升级及迁移，是面临的巨大挑战[8]。规范
编制应涵盖既有业务迁移到城轨云平台的相关内容。

数据标记及可追溯性，最大限度明确管理界面。
2) 运营单位的组织架构和生产关系也需进行对应

总结呼和浩特应用城轨云等项目的成果和经验，
关注规范对标、技术创新和有待优化完善的相关内容。

的调整，鼓励向综合维修大工班、减员增效方向推进。

根据实际运行数据，修编更新相关总体需求以及云平

3

台部署细节。

3.1

城轨云发展方向
城轨云平台技术更新
随着城轨云平台的推广，城轨云下个阶段将进入

百花齐放的时代。而由于城轨云建设时序、技术背景、
主体的不同，可能一个城市存在多个不同厂家的城轨

完善城轨云相关定量指标体系的建设，从而定性
定量研究城轨云与传统信息技术体系架构在技术、经
济、社会等方面的对比效果。为选型决策、优化设计、
运维体系等提供指导。
根据当前云平台的发展趋势，其开发和部署工具

云平台，每个城轨云平台部署不同的业务。因此跨云
管理、
协同调用的多云管理平台势必将成为下一阶段重
点关注的技术难点。
多云管理平台的技术难点是资源统
一调用管理的机制以及数据共享交互的标准化接口。
基于大数据和云计算思想，提高轨道交通数据中
心数据存储、处理能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如何将
轨道交通企业业务与云平台深度结合将是下一步需要
更深层次研究的问题[6]。

3.2

城轨云规范编制
目前由于城轨云的规范布局还有大片的空白，因

日趋成熟，利用云平台实现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系统
的建设是可行和值得推广的[9]。

4

结语
综上所述，城轨云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备

囊括各种制式轨道交通和各项业务场景的技术背景。
但城轨云毕竟是新生事物，项目中还存在一些实际问
题。在行业标准的完善和规范下，城轨云自身不断优
化迭代，适应革新管理和维护体系。城轨云势必将为
智慧城轨信息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10]。

此城轨云的规范编制是促进城轨云项目高标准落地的
重要技术手段。
城轨云平台的规范编制应重点关注以下两点：城
轨信息化如何适应城轨业务快速建设、快速运营发展
态势的新需求；5G、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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