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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a series of issues about“Rail Transportation Signal and Control”, such as abstract knowledge, practice 

workable,lack of experimental resources and low performance, a set of teaching practice system is designed, which takes rail 

transportation signal and control as the concept, embedded system as the core and interlocking concept as the essence.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ourse content, a series of professional experiments such as equipment control, route arrangement, 

interlocking verification, train control and other professional experiments are implemented. In the experiment teaching link,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system of rail transportation signal and control” as the platform, the MCU was applicated in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and combined with the vehicle control system,which was not only to achieve the basic working principle 

of the equipment and master, at the same time, further understanded of the concepts of interlocking, block, and so on. This 

experiment system is well known for its rich contents, effect of intuitive and strong repeatability. It is helpful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master the knowledge points, which can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and teaching quality. 

Keywords: Rail Transit Signal and Control, Embedded, Interlocking, Experiment System, Automatic Train Supervision (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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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知识点抽象、实践操作性强、实践资源匮乏、教学效果不佳等一系列问题，设计了

一套以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为理念、嵌入式系统为核心、联锁概念为精髓的教学实验系统。结合课程内容，以编程实

现设备控制、进路排列、联锁验证、列车控制等一系列专业类实验。在课程实验教学环节中，以“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

教学实验系统”为平台，引入单片机编程控制技术，不仅实现了对轨道信号系统基础设备工作原理与控制过程的掌握，

同时结合车辆控制系统进一步加深了对联锁、闭塞等概念的理解与掌握。该实验系统内容丰富、效果直观、可重复性

强，有助于学生对课程知识点理解和掌握，从而改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 

关键词：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嵌入式，联锁，实验系统，列车自动监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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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截至2018年末，我国累计36个城市建成投运城市轨道

交通线路169条，运营线路达5495公里，预计到2020年“十

三五”结束时，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到6000公里

[1]。根据国际城市轨道交通行业人才配备标准，建设一公

里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至少需要60名管理及技术人员[2]，

随着我们轨道交通的大力发展，对该领域的专业人才需求

将达到井喷状态。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2013年全国开

始本科招生，目前全国陆续已有60余所高校招生，在专业

招生规模日益扩大的趋势下，轨道信号设备、联锁、列控

等关键技术专业实验教学改革却处于滞后状态，目前通过

到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的实地参观学习等形式加以弥补，由

于受实习单位设备数量、安全生产等因素等制约，无法让

真正让学生亲自动手操作，形成了“形式学习”，造成“产

学脱节”现象，关键原因在于符合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理

念的专业化、小型化、平台化的试验设备尚未出现[3-6]。

根据本科新一轮教学改革计划，如“卓越工程师计划”、“工

程教育认证”等，如何提高对本专业学生对轨道交通信号

技术、自动化、电子电路技术、嵌入式技术等核心课程的

理解与掌握程度，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难题[7]。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教学实验系统”以嵌入式开发

箱为核心，精心设计组织实验内容与方案，将轨道交通信

号与控制理论教学变得直观化、具体化、形象化，通过实

践教学将理论知识加以强化升华，同时兼顾本专业对传统

电子技术、嵌入式系统开发类课程的特殊实验需求。该教

学实验系统如图1和图2所示，包括嵌入式学习系统、轨道

线路系统、车库系统、ATS系统、轨旁设备系统等8个子

系统。 

 

图1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教学实验系统实物图。 

 

图2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教学实验系统框图。 

2．整体设计 

2.1．仿真实验线路设计 

采用N比例（1:160）轨道线路模型，包括2个虚拟岛

式车站、1个车库、转换轨、3组道岔区域以及多段轨道电

路，轨旁设备主要设备包括：转辙机、信号机、道岔、有

源/无源应答器等。整个线路功能满足车辆出入库作业、

列车调车作业、列车折返作业、车站停车作业等运营功能，

同时轨旁设备既可以实现轨道电路状态检测、转辙机定操

/反操、信号机点灯、信标信息读取的独立设备控制，也

可以实现多设备的联合控制。该部分各个功能模块独立，

对外开放实验编程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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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实验线路图。 

2.2．车辆系统 

车辆系统采用N比例轨道车辆模型，如图4所示，采用

轨道供电方式，通过车载控制系统，可以实现车速调整、

车速测量、运行方向调整、站台精确停车、车辆TWC通信、

信标读取等功能。车载系统采用STC15W系列单片机控制，

该型单片机电压工作范围宽，不须任何转换芯片，可直接

通过电脑USB接口进行 ISP下载编程，集成了更多的

SRAM（4K 字节）、定时器7个（5个普通定时器+CCP

定时器2）、串口（4个），同时集成更多的高性能部件（如

比较器、带死区控制的6路15位专用PWM等），相较STC51

系列单片机功能更强大[8]。 

 

图4 车辆及控制系统。 

2.3．轨道电路系统 

轨道电路是轨道交通信号的重要基础设备[9-10]，以

线路的两根钢轨作为导体，两端加以机械绝缘(或电气绝

缘)，接上送电和受电设备构成的电路，限流电阻的作用

是保护电源不致因过负荷而损坏，同时保证列车占用轨道

电路时，轨道继电器可靠落下，轨道电路的性能直接影响

行车安全和运输效率，实验轨道电路模型与检测模块如图

5和图6所示。 

 

图5 实验轨道电路模型示意图。 

 

图6 实验轨道电路与检测模块实物图。 

2.4．列车自动监控系统 

列车自动监控（ATS）系统，是指挥列车运行的控制、

监督设备[11]。本教学实验ATS主要完成列车的调度跟踪、

列车的进路的控制和表示。以嵌入式编程控制，通过按钮

实现列车进路选择，LED灯表示信号机指示状态，LED光

带表示轨道电路区段状态、道岔区段位置状态，同时兼顾

发车表示灯指示功能。 

 

图7 ATS效果图。 

3．实验设计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基础教学内容涉及到传感器测

量原理、计算机原理及应用技术、电子信息技术、自动控

制理论、轨道交通控制技术等多方面工程应用知识[11]。

同时要求学生掌握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基础设备如：如信号

机、转辙机、轨道电路、计轴设备、应答器等的基本结构、

工作原理、现场应用原则；同时掌握车站、区间、联锁、

闭塞等基本概念。本实验系统根据课程内容，并结合学生

特点及培养要求，精心组织设计实验内容，体现出不同的

层次，满足学生对该课程各阶段学习的不同要求。实验系

统分为基础性实验与专业性实验两大部分，其中基础性实

验满足嵌入式课程（如单片机）教学实验，专业性实验包

括：基础验证性实验与综合设计性实验两部分，具体实验

设计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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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实验教学课程设计。 

3.1．实验教学案例—轨道电路实验 

轨道电路是以钢轨作为导体，两端加上机械绝缘（或

电气绝缘），接上送电和受电设备构成的电路，是信号系

统的基础设备之一。轨道电路主要用于监督线路的占用情

况，并可以向列车传输控制信息，将列车运行和信号显示

等联系起来。对于城市轨道交通，轨道电路是信号系统的

重要基础设备，直接影响行车安全和运输效率[12]。 

轨道电路进行监督列车在正线或列车和车辆在车辆

段等线路的占用状态。轨道电路反映有关线路空闲时，为

开放信号、建立进路、构成闭塞提供了依据；轨道电路被

占用时，用于实现控制有关信号机的自动关闭，实现信号

系统的自动控制。通过编程利用嵌入式单片机I/O采集轨

道电路检测模块状态量的变化，实现对轨道电路调整状态、

分路状态、断轨状态的检测功能，同时还具备向列车传输

行车信息的能力[13]，达到掌握轨道电路工作原理的目的。

轨道电路状态检测的程序流程图如图9所示。 

 

图9 轨道电路检测流程图。 

程序代码： 

#include<reg52.h> 

sbit CHECK = P1^0; //  轨道电路状态检测位 

sbit LED = P1^1; //   轨道电路状态检指示灯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延时函数 

void TrackCD(void); // Track circuit detection 

void Main(void) 

{ 

LED=1;  //低电平亮灯,未占用，灯不亮 

while(1) 

{ 

TrackCD (); 

} 

} 

void TrackCD (void)//轨道电路状态检测函数 

{ 

if(CHECK == 0)  //低电平，轨道占用 

{ 

Delay(15); //软件去抖 

if(CHECK == 0) 

LED=0; // 占用，点亮红灯 

else 

LED=1; //未占用，灯不亮 

} 

else 

LED=1; 

} 

3.2．实验教学案例—联锁验证实验 

联锁是指车站内信号机、道岔、进路（轨道区段），

这三者必须建立的一种制约关系称为联锁关系[14]，其主

要功能是确保车站内列车经过道岔时的运行安全。其中进

路是指列车运行的路径；道岔用于决定列车运行的进路；

信号机用于防护列车运行的进路。根据站场布置图（图

1-1），实验站场联锁关系简表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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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联锁表。 

进路号 进路 按钮 信号机显示 道岔位置 敌对信号 轨道区段 

1 直向 始端按钮+侧向进路终端按钮 绿 定位 —— 区段1 

2 侧向 始端按钮+直向进路终端按钮 白 反位 —— 区段1 

 

列车运行通过有岔区段的过程如下： 

1. 建立进路以控制道岔到进路所需要的位置，并将进路

上的所有道岔锁闭； 

2. 检查信号开放为允许信号的条件以后，开放相应的信

号机； 

3. 列车进入信号机内方以后，信号自动关闭，变为红色

显示； 

4. 列车按所建立的进路通过以后，在满足“三点检查”

的前提下，使进路上的道岔，自动地“逐段解锁”。 

本实验是在完成上述过程第一点的基础上，完成信号

开放、进路解锁后续步骤。 

本实验重点体现进路（轨道区段）和信号机，道岔和

信号机之间的关系。从上表可以观察到，在进路内方所有

轨道区段处于空闲时，且道岔处于进路规定位置且被锁闭

时，信号机才能根据进路上的道岔实际位置开放对应信号。

一旦道岔、轨道区段任一条件不满足，信号应立即关闭（由

于设计限制，对于敌对信号条件本实验暂不作考虑）。 

根据上述原理，当办理直向进路且道岔锁闭后，信号

机显示绿灯，如图10所示： 

 

图10 办理直向进路区段图。 

当办理侧向进路且道岔锁闭后，信号机显示，白灯如图11所示： 

 

图11 办理侧向进路区段图。 

根据联锁相关原理，联锁验证程序流程图，如图12所示。 

 

图12 联锁验证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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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实验教学案例—进路解锁实验 

进路是指在车站内列车或调车从一个地点运行到另

一个地点所经过的路径。进路解锁是进路控制的一个步骤，

发生在进路建立之后。 

本实验的任务是在进路控制的基础上，在进路建立、

道岔锁闭信号开放后，列车通过进路正常解锁，或取消已

排列的进路时，通过人工解锁或取消进路操作，方可使已

被进路锁闭的道岔解锁，重新排列。 

当信号开放后，进行正常通过解锁时，需列车按顺序

通过进路内方轨道区段，由联锁系统进行“三点检查”判断

后方可解锁[15]。“三点检查”是指列车出清前一区段且前

一区段解锁、本区段占用后又出清、下一区段占用，满足

这样的条件下本区段自动解锁。 

 

图13 轨道区段图。 

如图13所示，为某站场的局部区域图，该区域包含一组

单动道岔，转辙机通过相关杆件与道岔进行连接，来实现道

岔位置的转换，该区域由绝缘节被分成三个轨道区段：有岔

区段1DG（区段1）、一接近区段2BG（区段2）、二接近区

段2AG（区段3）,三个绿色按钮为进路选择按钮，当列车经

过该区域时，各轨道区段的状态变化如表2所示，根据“三点

检查”的解锁条件，若想对区段2进行正常通过解锁，只有当

表2中所示的序号1到序号6的六种情况全部按顺序发送后，

区段2能解锁。进路解锁程序的流程图如图14所示。 

表2 三点检查各阶段状态。 

序号 区段1 区段2 区段3 

1 占用 空闲 空闲 

2 占用 占用 空闲 

3 空闲 占用 空闲 

4 空闲 占用 占用 

5 空闲 空闲 占用 

6 空闲 空闲 空闲 

 

 

图14 进路解锁程序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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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实验效果展示图。 

4．结论 

本教学实验系统是针对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课

程实践设计开发的系统。本文从系统的整体设计和实验设

计两方面对系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符合课程实践教学环

节的需要，并根据教学要求的变化及时调整实验内容，从

而建立完善的、多样的、符合现实要求的技术应用型教学

实验系统。 

该教学实验系统丰富的实验资源，专业的实验内容及

灵活的实验操作，不仅满足了学对嵌入式的学习热情和钻

研精神，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同时为学生提供了“理论

结合实际”的实验平台，实现了技术与理论相结合，使教

学变得直观化、具体化、形象化，有助于提高轨道交通信

号与控制专业知识教学效果，加深学生专业知识点的理解，

并有助于学生自主学习积极性的提高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适应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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