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轨道交通，安全至上
您与安全性、可靠性和高效性的
关系

Choose certainty.
Add value.

      TÜV SÜD Greater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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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交通拥堵和环境问题所带来的日益增长的客运和

货运需求，未来几年全球将进行重大投资，来升级、

扩大以及启动轨道交通网络工程。轨道交通权威机构

和运营商都在逐渐全球化的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

的角色。目前行业内需要解决诸如运载量和拥堵、运

营效率和可靠性、架构和竞争，以及安全性和安保等

实质问题。列车运营公司和基础设施管理者也在努力

改善其成本定位，在寻找方法来降低投资和运营成本

的同时，提供可靠、安全和高效的服务。

TÜV南德意志集团为轨道交通客户提供全面的咨询、 

工程设计、测试、认证和培训服务，助其应对遇到的

挑战。我们在传统铁路、高铁以及地铁和轻轨领域的

服务能力，均具有坚实的后盾，这有赖于我们多年的

服务经验、与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的相互协作、专业

的工程工具、跨学科的专家，以及我们自有的轨道交

通测试设施。

我们能够协助客户实现有形价值，如将代价昂贵的召

回，返工或项目延误的风险降到最低，通过我们在整

个项目周期提供的无缝跨学科解决方案，提高项目或

运营的效率。

您与安全性、可靠性和高效性的关系
我们能为您所有轨道交通的需求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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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可靠的基础设施和列车运行是所有
轨道交通系统的基础，因此，计划、实
现和操作为理想性能和可靠性提供了一
个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

我们的资质和认可

TÜV SÜD Rail GmbH 
  车辆测试中心: 

• DIN EN ISO/IEC 17025
• CAN/CGSB-43,147-2005 CSA B625-08 
  符合机械指令附件4的安全零部件的测试中心
  检验机构，涉及领域有基础设施，能源，信号
系统，信息安全，功能安全/自动化和车辆：
• DIN EN ISO/IEC 17020  A类
• DIN VDE V 0831-102, IEC62443
  认证机构：DIN EN ISO/IEC 17065
  德国联邦铁路公司（EBC）的合作伙伴
  荷兰铁路, BOStrab
  临时委任机构（DeBo）

TÜV SÜD Nederland
  NL: 检验机构：ISO/IEC 17020 A类
  EU&CH&N: 认证公示机构，依据EU 2008/57/EC指令
  NL: 委任机构（DeBo）

  EU&CH&N: 评估机构（AsBo），依据EU规范
402/2013/EU 和（EU）2015/1136
  DE: 机车车辆的临时委任机构（DeBo）
  LUX:委任机构，覆盖所有子系统&安全评估

TÜV SÜD Landegesellschaft Österreich GmbH 
  货车的ECM认证

TÜV SÜD Danmark ApS 
  认证机构: ISO/IEC 17065
  认证公示机构（NoBo），依据2008/57/EC EU指令
  检验机构：ISO/IEC 17020 A类，依据CSM-RA, 

402/2013/EU指令 

TÜV SÜD China
  CNAS防火实验室：ISO/IEC 17025 
  CNAS 检验机构，依据ISO/IEC 17020的机车车辆和
信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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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服务平台 —— 提供点对点解决方案
TÜV南德意志集团在轨道交通行业拥有五十多年的丰富经验，能够提供安全、可靠和有效的轨道交通系统及
过程服务。过去几年里，我们的专家团队完成了包括传统铁路、高铁、地铁和轻轨系统等的许多重大项目。

利用这些经验，我们能够为您提供专业建议，评估完整的轨交系统，代表轨道交通权威机构扮演全方位的评

估者，管理不同子系统之间所有与安全相关的接口。

全面服务 

基础设施
  下部结构和上部结构
  土建及隧道工程

信号系统
  列车防护系统
  信号
  通信&SCADA

轨道交通供电
  电力供应和接触网

轨道车辆
  高铁和普速铁路
  轻轨/地铁

嵌入式系统
  可编程电子器件
  安全零部件和轨道交通的自动化

软件&信息安全
  工业化信息安全
  规划工具
  公共交通的应用

测
试
服
务

培
训
服
务

咨
询
服
务

独
立
安
全
评
估

 (IS
A) 及
认
证

工
程
化
服
务

基础设施

咨询服务

  针对认证和上道流程以及RAMS（EN50126）
  针对土方建设，轨道工程和土木工程

测试服务

  轨道部件测试

独立安全评估（ISA）和认证
  基础设施独立安全评估（例如根据EN50126）与EC认证
  轨道部件认证（例如根据EN、TSI）与工厂验收测试（FATs）
  防火、能源和营救概念的评估（隧道和车站）

我们全面的服务涵盖了整个铁路系统的所有子系统，包括培训（准则、标准和操作规范的内部培训）、项目管

理、系统集成、管理体系认证（IRIS、ISO 9001和ISO 14000）、损害及成因分析、 ISA、 RAMS和CSM分析、接
口管理、安全管理和审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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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系统 
工程与咨询服务

  初步设计和实施设计，文件清单编制与准备           安装方案计划编制
  编制招标文件、技术规格书、运营方案与细则      方案研究、基准检测、交通仿真     

测试服务
 通用产品和应用以及ERTMS系统集成的确认

独立安全评估（ISA）和认证
  针对通用产品、通用应用以及特定应用评估其安全、功能和安保证据
  计划验证和验收测试    
  产品与体系认证
  TSI符合性评估与认证（依据欧盟指令2008/57/EC）

轨道车辆

咨询服务

  招标文件和技术规格书编制
  维护流程优化及技术文档编制

测试服务

  运技术性运转、制动和脱轨测试
  缓冲装置、自动耦合器和车钩测试
  整车或零部件的碰撞测试
  罐式集装箱轨道冲击测试

  受电弓与防火测试

独立安全评估（ISA）和认证
  车辆及其零部件认证
  人身防护安全方案评估
  维护流程认证及工作坊（ECM）

轨道交通供电

工程与咨询服务

  采用OLACAD进行牵引供电安装初步与详细设计和架空接触网设计
  采用SINANET/WEBANET进行牵引功率需求仿真及主要设备后续规格书编制
  采用IMAFEB/ELEFEB进行EMC研究、电磁场计算
  牵引供电安装的招标与合同管理
  设计审查

测试服务

  牵引供电设备及其安装、接地与压焊等的验证、确认
  电磁场测量

独立安全评估（ISA）和认证
  供电子系统的独立安全评估与EC认证

嵌入式系统

培训与咨询服务

  对功能安全需求实现提供技术支持
  培训课程
（功能安全：EN 5012x/IEC 61508）
  功能安全认证项目（FSCP）

测试服务

  系统和软件分析
  环境测试（EMC、电气安全和光学特性）
  硬件分析/概率方法
  渗透测试/通信鲁棒性测试

独立安全评估（ISA）和认证服务 
  根据功能安全标准进行电子电气系统及
应用认证

  根据机械指令对安全装置进行EC型式
检验和认证

  产品应用认证和企业功能安全管理认证



跨学科专业知识 
我们拥有600多位跨学科的铁路专家，他们深谙各种
轨道任务的复杂性及相互关联性。基于最佳实践和

远见卓识，我们为您提供世界一流的洞察力和实用

的建议。

独立公正  
我们是在全球拥有良好声誉的独立的技术解决方案提

供商，可确保您获得公正的可靠的服务。

备受认可的专家 
我们是世界公认的铁路安全评估师，以及欧洲和国际

铁路主管部门包括德国联邦铁路管理局（EBA）等铁
路部门的专家顾问。 

全方位服务合作伙伴

我们能够从规划到运营，提供包括咨询、工程、测试、

认证和培训的一站式服务。因此，我们拥有自己的工

具和铁路测试设备。

置身市场的专业知识和协助

在全球所有的主要市场我们拥有850个办事处以及超
过24,000名员工的国际及本地的专家网络。

出色的经验和成就

拥有150多年经验，我们的解决方案给予最佳实践情
况，我们提供最全面的服务，以最专业的角度执行

项目。

为什么选择TÜV南德意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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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功而设计
TÜV南德意志集团轨道交通服务全球分布

全球总部：德国，慕尼黑

软件和信息安全

工程咨询服务

  为轨道交通运营商提供基于软件工具
的研发

  ETCS工具：测量和测试系统的研发
（包括SIGNON SATengine, SIGNON 
SATvalid, SIGNON LOGdis）
  客户特制的软件应用研发，公共交通
的客户特制软件开发（使用SIGNON 
EPPsta，用于乘客人数评估）

测试服务和评估 
  工业控制系统（ICS）信息安全确认，
以及风险分析

  信息安全管理和流程的评估
  渗透测试/通讯鲁棒性测试
  信号系统的信息安全测试与评估

培训和认证服务

  信息安全培训（IEC 62443 和DIN CDE V 
0831-10x）依据IEC 62443的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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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了解在整个项目周期

如何为您提供增值服务 
www.tuv-sud.com/rail  

rail@tuv-s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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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l

我们在大中华区的分公司及办事处：

权威认证，创享价值

TÜV南德意志集团是一家优质、安全和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提供商，专注于提供测试、检验、审核、认证、培
训和资讯服务。公司在全世界拥有1,000多个分支机构，致力于在欧洲、美洲、中东、亚洲和非洲提供认证服
务。通过为客户提供客观的服务解决方案，我们着力为企业、客户和环境提供有形的增值服务。

大中华区总部
上海
上海市恒通路151号3-13层 
200070
电话：+86 21 6141 0123

上海测试中心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1999号 
201108
电话：+86 21 6037 6300

上海市闵行区都会路1951号16
号楼 201108
电话：+86 21 6037 6300

上海工业材料实验室
上海市闵行区曲吴路589号南
上海创意产业园3号楼 200241
电话：+86 21 6014 9880

无锡
江苏省无锡市东亭华夏中路
10号 214100
电话：+86 510 8820 3737

宁波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前河南
路1016号恒达高大厦1702室 
315199
电话：+86 574 2786 6658

金华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万达写
字楼4号楼12楼17室 321000
电话：+86 579 8288 8708

南京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
路359号国睿大厦一号楼9楼
905-1室 210000
电话：+86 25 8779 0058

合肥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长江西
路200号置地投资广场2506室 
230031
电话：+86 551 6537 8730

台州
浙江省台州市温岭万昌中路
1333号创业大厦2栋2楼 318000
电话：+86 576 8966 1886

苏州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狮山路
22号人才市场2005室 215011
电话：+86 512 6809 5318

成都
四川省成都市成龙大道888号
总部经济港F1栋3楼 610199
电话：+86 28 8952 0656

杭州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玉古路
173号中田大厦15F-F 310007
电话：+86 571 8111 0758

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经济开发区
五一路309号 213015
电话：+86 519-81239872

武汉
湖北省武汉市解放大道688号
武汉广场写字楼4104室 430022
电话：+86 27 8571 4927

郑州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风
南路与创业路交叉口绿地之
窗云峰A座1707室 450000 
电话：+86 371 5538 2208

重庆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三路131号
希尔顿商务中心507室 400 015
电话：+86 23 8980 9513

北京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7
号M楼 100102
电话：+86 10 6590 6186

北京实验室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宏达北路12号B幢三区一层
105-108室 100176
电话：+86 10 6788 5819

天津
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189号
津汇广场1号写字楼1210室 
300051
电话：+86 22 8319 2258

青岛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山东
路40号广发金融大厦2202B 
266071
电话：+86 532 8503 0106

大连
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五惠路
21号瑞诗酒店写字楼1111室 
116001
电话：+86 411 8230 4203

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惠工街
124号中韩中心1408室 110013
电话：+86 24 6223 3726

长春
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5188
号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厦
1306室 130031
电话：+86 431 8462 9833

济南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洛大
街1166号奥盛大厦1号楼2413
室 250101
电话：+86 531 6862 1896

哈尔滨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山路260
号财富中心6层602室 150001
电话：+86 451 8264 3082

香港
香港沙田科学园科技大道西
10号浚湖楼西翼3楼
电话：+852 2776 1323

香港元朗办事处
香港元朗宏业西街33号元朗
贸易中心18 楼
电话：+852 2443 3774

深圳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南头关
口二路智恒战略新兴产业园
12&13栋 518052
电话：+86 755 8828 6998

深圳观澜实验室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
桔塘社区桔岭新村桔坑路11号 
518110
电话：+86 755 3359 5385

广州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大道西平
云路163号通讯大楼5楼 510656
电话：+86 20 3832 0668

厦门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美溪
道湖里工业园93号401单元 
361100
电话：+86 592 7706 188

东莞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区胜和路
华凯大厦202室 523071
电话：+86 769 2168 7092

泉州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泉秀路
五矿大厦1401 362000
电话：+86 595 2281 3681

长沙
湖南省长沙市五一大道456号
亚大时代1202单元 410011
电话：+86 0731 84585815

柳州
广西省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阳
光100城市广场2号写字楼
15-15
电话：+86 158 0772 5319

台北
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南路二段
37号7楼 11270
电话：+886 2 2898 6818

台中
台中市南区建成路1727号 
40248
电话：+886 4 2287 05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