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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大型检测与维修
车辆资源共享方案研究
汪永元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武汉 430063）
摘 要: 大型检测与维修车辆是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基地综合维修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如线
路、桥梁、隧道等)维护的重要设备，是工程设计中的重要内容。总结大型检测与维修车辆的作业能力指标，归纳
出配置标准，结合苏州市域 S1 线的设计实际，基于网轨检测车、打磨车、铣磨车、探伤车、隧道清洗车、桥梁
检查车、轨道车组等大型车辆资源共享的考虑，给出苏州市域 S1 线的资源共享方案，为中国轨道交通工程项目
资源共享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维修中心；大型检测与维修车辆；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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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ource Sharing Scheme of Larg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Vehicles for Urban Rail Transit
WANG Yongyuan
(China Railway SIYUAN Survey and Design Group Co., Ltd., Wuhan 430063)
Abstract: Larg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vehicles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a comprehensive maintenance center of an
urban rail transit vehicle base, representing an important equipment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rail transit infrastructure,
such as lines, bridges, and tunnels, and an important engineering design element.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standard
configuration of larg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vehicles, and sums up the configuration principles in relation with the
actual design of the Suzhou municipal region line S1 project. Based on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sharing of large vehicle
resources such as network rail testing, milling and grinding, flaw detection, and tunnel cleaning cars, as well as bridge
inspection vehicles, rail car groups and other large vehicle resources,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resource sharing scheme of the
Suzhou Municipal Region Line S1 project as reference, along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resource sharing design for domestic
rail transit projects.
Keywords: urban rail transit; integrated maintenance center; larg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vehicles; resource sharing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巨大，节省投资是设计单

产活动中不可或缺，是保证线路运营安全的前提[1]，

位进行方案设计时需重点研究的课题。网轨检测车、

但上述大型检测与维修车辆的设备成本较大(网轨检

钢轨打磨车、钢轨铣磨车、钢轨探伤车、隧道清洗车、

测车、打磨车、铣磨车、探伤车、隧道清洗车的设备

桥梁检查车、轨道车(兼做列车牵引救援)、接触网作

成本分别约为 1 020 万、4 200 万、8 200 万、2 500 万、

业车等车辆在轨道、接触网等基础设施检测与维修生

1 000 万元)，实现大型检测和维修车辆的资源共享是
车辆基地综合维修中心设计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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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无相关文献对大型检测与维修车辆资源
共享方案进行综合性分析与研究，文献[2]提出了轨道
减振产品的性能评估内容和方法，文献[3]涉及轨道交
通车辆基地的资源共享，主要对车辆检修资源共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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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文献[4]提出了在段场合建、车辆形式、维修

1.2

方式上的共享。现结合工程实际，在总结归纳大型检

网轨检测车
轨道检测车是检测轨道病害的大型动态检查设

测与维修车辆配置标准的基础上，给出了苏州市域 S1

备。通过轨道检测车对轨道高低、轨距、轨向、水平、

线大型检测与维修车辆资源共享合理化建议。

扭曲等几何参数的检测，确认轨道病害状况，从而指

1

导线路的预防性计划维修、消除事故隐患、提高轨道

1.1

大型检测与维修车辆简介
轨道车组

平顺性、保障列车运输安全、提高舒适度。当轨道检
测车整合接触网检测(如导线高度、拉出值、弓网动态

轨道车组主要用于抢修和临修作业时运输机具、

压力、电压等)功能时即为网轨检测车，如图 4 所示。

人员和材料，轨道车一般与平车、携吊平车配合使用，
分别如图 1、图 2 和图 3 所示。其中，轨道车在兼做
段内调车时，
可牵引一列 AW0 工况下的轨道交通列车，
两辆轨道车重联时，可在正线救援时牵引一列 AW0 工
况下的轨道交通列车在坡道上停车、启动和通过。

Fig. 4

1.3

图 4 网轨检测车
Catenary and track inspection car

钢轨打(铣)磨车
钢轨打磨车是对钢轨、轨头进行打磨，以消除钢

轨波浪磨耗、擦伤、飞边，提高轨面平顺度，改善轮
轨道车

轨关系的专用设备。钢轨打磨车按照作业原理的不同

Railway car

可分为打磨车和铣磨车，分别如图 5 和图 6 所示，目

图1
Fig. 1

前关键设备尚未实现国产化，基本依赖进口。

图2
Fig. 2

平车

Track flat car

图 5 打磨车
Fig. 5 Grinding car

图3
Fig. 3

携吊平车
Crane flat car

对于不带动力的网轨检测车、隧道清洗车等，轨
道车也兼做其动力车。

图 6 铣磨车
Fig. 6 Milling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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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磨车的作业机构—端面重载磨削砂轮，砂轮功

轨探伤。但是从其他城市的经验来看，一些线路在开

率的 80%变为热量。断面磨削粉尘以 100 m/s 的速度，

通的 2～3 年内就考虑使用大型钢轨探伤车进行周期

在 360°方向飞出，收集较为困难，在地铁隧道打磨作

探伤。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人工探伤在夜间进

业中，需通过风机进行隧道通风，但隧道中仍存在大

行，正是工人最疲劳的时段，人工探伤容易漏检；二

量粉尘，影响设备安全和作业人员的身体健康；而铣

是小型设备探伤效率低，无法满足作业要求。因此，

磨车圆周成型铣刀一次切削掉钢轨病害的 99%，加工

待线网具备一定规模后，钢轨探伤车的配置显得极为

过程不产生粉尘及发热。

重要，钢轨探伤车如图 7 所示。

打磨车和铣磨车在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中均有一定
的配置，具体与各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资金、运营习

表3
Tab. 3

惯、
线网规模有关。
打磨车和铣磨车的修复性施工成本、
预防性施工成本及基本性能对比如表 1 和表 2 所示。
表1
Tab. 1

修复性施工成本对比

Comparison of revised construction cost

内容

铣磨车

打磨车

内容

打磨车、铣磨车性能对比

Comparison of functionalities of grinding
and milling machines
铣磨车

一遍通过即可完成作业，轨面
切削深度为 0.3～1.5 mm，轨距
作业
角处切削深度为 0.3～3 mm。
效率
彻底清除 0.5 mm 的波磨，作
业效率可达 500 m/h 以上

时间成本/(h/km)

0.5

10

易耗件/(元/km)

2 400

15 000

隧道清洗费/(元/km)

0

122 500

横断面轮廓精度为±0.2 mm

人工及油料费/(元/km)

1 912

20 133

共计/(元/km)

4 312

157 633

作业 纵向平顺性作业精度：
精度 30<λ≤100 mm：±0.01 mm
100<λ≤300 mm：±0.03 mm
300<λ≤1000 mm：±0.1 mm

表2
Tab. 2

预防性施工成本

Preventive construction cost

内容

铣磨车

打磨车

时间成本/( h/km)

0.5

1.7

易耗件/(元/km)

1 400

2 600

隧道清洗费/(元/km)

0

122 500

人工及油料费/(元/km)

1 912

3 725

共计/(元/km)

3 312

128 825

打磨车、铣磨车性能对比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
铣磨车在作业效率、效果、运营成本、作业环境等方
面更具优势，但考虑到轨道在运营初期磨损量小，进
行一般预防性打磨即可满足运营需要，且打磨车较铣
磨车投资低、经济性好，因此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初

轨面粗糙度可达到 3～5 μm；
400 mm 波长范围内的所有
轨面
纵向波磨都可被彻底消除；轨
质量
面不会出现微沟纹、斑痕、鱼
腹状图案、应力集中层

切削下来的金属废料为片状
铁屑，且铁屑的飞溅方向与高
灰尘 压(气旋式)回收装置的吸入方
向相同，如此能保证 99%的铁
屑回收率

打磨车
(受磨头数量限制)通过调整
角度形成轨头轮廓，对钢轨
进行往复打磨，一次打磨量
很少，彻底消除 0.5 mm 的
波磨一般需要打磨 15 遍左
右(20 磨头)，作业效率平均
在 150 m/h
横断面轮廓精度为±0.3 mm

λ≤200 mm：±0.02 mm

砂轮时刻处在变化的高压
(液压)作用下，会在钢轨轨
面留下微沟纹、斑痕、鱼腹
状图案；打磨后的钢轨表面
硬度依然不均匀，应力集中
层依然存在，这些都是导致
新一轮纵向波磨快速出现
的重要诱因
金属废料呈灰尘状。因砂轮
打磨的方向横向于钢轨及
列车前进方向，很难做到高
效率的灰尘回收。灰尘会对
操作人员造成很大伤害，且
遗留下来的金属灰尘可能
对电气线路造成损害。为能
适当地降低灰尘弥漫，需要
携带大量的水

期建议配置打磨车。当轨道交通线网成形(建设规划超
过 3 条线)后，建议配置铣磨车，此时随着线路运行时
间的增加，钢轨需进行大规模修复性工作，铣磨车作
业效率是打磨车的 3 倍以上，但成本只有打磨车 2 倍
左右，故铣磨车经济性更好。

1.4

钢轨探伤车
钢轨探伤车用于线路的钢轨探伤，一般探伤作业

速度为 40 km/h[5]。
在新钢轨质量控制较好的前提下，轨道交通线路
运营初期一般采用小型的手推式探伤车进行周期性钢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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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钢轨探伤车
Fig. 7 Track inspection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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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隧道清洗车
隧道清洗车[6]主要用于地下线路的隧道清洗和维

修作业。隧道清洁分为道床部分、隧道墙壁部分，以
及隧道顶部的清洁。
隧道清洗车由主车架、转向架、制动系统、钩缓
装置、车体、柴油发电机组、水罐、高低压水泵单元、
轨道清洗装置、隧道清洗装置和水管路等组成，具体
如图 8 所示。

图 10
Fig. 10

1.7
图8
Fig. 8

1.6

隧道清洗车

Tunnel cleaning vehicle

桥梁检查车

轮轨式桥梁检查车

Wheel-rail Bridge inspection vehicle of
engineering car style

接触网作业车
接触网作业车主要用于接触网的小型抢修和临修

作业时运输机具、人员和材料。
接触网作业车主要由车体、车架、走行部、升降

桥梁检查车主要用于铁路桥梁的检查和简单维修

回转平台、紧线装置和全液压伸缩臂式随车起重机和

作业。桥梁按材料分类可分为钢梁、圬工梁及钢混结

检测装置等组成，在作业平台上部和下部均可控制平

合梁。不同材料的桥梁其病害的内容不同，在梁体的

台的升降、回转，具体如图 11 所示。

不同部位病害项目也不一样，一般桥梁的病害主要为
梁体病害、支座病害、墩台病害和其他附属设施病害。
桥梁检查车分为工程车式桥梁检查车和轮轨式桥梁检
查车，分别如图 9 和图 10 所示。轨道交通主要采用工
程车式桥梁检查车，其在地面作业，且可白天作业，
不影响列车运行，作业效率高。轮轨式桥梁检查车主
要检查工程车式桥梁检查车无法作业的高架线路，如
跨湖或跨高架。

图 11
Fig. 11

接触网作业车

Catenary operating vehicle

轨道车组主要用于工务维修作业，使用频率较高，
且轨道车担任所在线路列车的救援，也可兼做网轨检
测车、隧道清洗车等车辆的动力车，规划时每条线宜
独立配设。轨道车一般与平车、携吊平车配合使用，
每条线路均配置一套轨道车组。
网轨检测车、打(铣)磨车、探伤车、隧道清洗车、
桥梁检查车等车辆检测与维修能力比常规手持式设备
作业能力强，1 台车辆可满足多条线路的作业，可以
图9
Fig. 9

工程车式桥梁检查车

Construction vehicle bridge inspection vehicle

进行线网资源共享。
接触网作业车主要用于接触网的小型抢修和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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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作业时运输机具、人员和材料，使用频率较高，具有
较强的时效性，宜每条线独立配设。

2 作业能力指标及配置标准
2.1

网轨检测车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养护维修技术规范》

(DB11/T 718—2016)，结合中国各大地铁运营单位的
运营实际，网轨检测车一般 1 个月对轨道进行 1 次检
测，主要在夜间天窗时间作业，检测速度理论上可达
40 km/h，但考虑到检测过程中的停车情况，平均检测

正线、到发线线路和道岔的钢轨探伤周期

Tab. 4

Rail inspection period for main line,
arrival line and turnout

年探伤遍数
年通过
总重/Mt 75 kg/m 轨、60 kg/m 轨 50 kg/m 轨 43 kg/m 及以下轨
≥80

10

—

—

50～80

8

10

—

25～50

7

8

9

8～25

6

7

8

＜8

5

6

7

速度约为 20 km/h。考虑到网轨检测车车体的维护保

城市轨道交通正线一般采用 60 kg/m 轨[8]，车辆

养时间(16～18 d/月)及不同线路转线时间(6～8 d/月)，

编组一般为 4～6 辆编组的 A 型车或 B 型车[9]，线路

故网轨检测车的作业次数约为 3～4 次/月，按照单个

运营初期年通过载重[10]一般为 15 M～25 Mt，每年探

天窗 3 h 的有效作业时间，1 个月可检测约 200 km 的

伤次数为 6 次，频率约 1 次/2 月。考虑探伤车车体维

线路，约 100 km 营业里程，建议 1 台轨检车负责的线

修保养、转线时间，结合实际维修调度分配作业次数，

路不要超过 3 条。

探伤车作业次数为 4 次/月，按每个天窗 3 h 的有效作

城市轨道交通配置轨道检测车标准推荐为每 100 km

业时间计算，单台钢轨探伤车探伤作业里程为 1 个月

营业里程配置 1 台。

480 km，营业里程为 1 个月 240 km，即理论上营业里

2.2

程 240 km 配置 1 台探伤车。

打(铣)磨车
打磨头正常打磨一根钢轨的轨面，通常需要 64

2.4

条(对 8 头或 16 头)或 60 条(对 10 头或 20 头)折线组
[7]

隧道清洗车
隧道清洗车的工作速度为 5 km/h，在 5 h 的天窗

成全断面的打磨 。打磨车在轨道上打磨时，对 2

作业时间内，扣除往返运行时间和准备等辅助作业时

根钢轨同步进行打磨，打磨车的磨头数量平均分配

间，实际有效作业时间通常为 3 h，平均一个天窗时

于 2 根钢轨上。每单程打磨作业前，打磨车的磨头

间清洗约 15 km 隧道。按 1 个季度(3 个月)对隧道进

相对轨面的打磨位置进行设定调整。每单程打磨作

行一次清洗，1 台隧道清洗车一个季度的作业能力约

业只能完成轨面 4 条或 8 条(5 条或 10 条)折线的打

为 225 km，营业里程为 113 km，即营业里程 113 km

磨作业。

配置 1 台隧道清洗车。

20 头打磨车在价格上与 16 头接近，但打磨效率
是 16 头打磨车的 1.2 倍，建议在轨道交通项目中打磨
车选用 20 头。
打磨车打磨一次需往复作业 15～20 遍，打磨作业

2.5

桥梁检查车
根据桥梁检查规则，梁体一般 2 个月检查 1 次，

支座和墩台 1 年检查 1 次，轨道交通高架桥梁体跨度
一般为 30 m，即 2 个墩台之间的距离为 30 m。根据

速度在 3～10 km/h，打磨效率约为 0.5 km/天窗时间，

统计的各大城市工程车式的桥梁检查车作业效率，桥

根据各大城市轨道交通打磨车的实际配置情况，1

梁检查车 1 d 可检查 15～20 处支座及墩台，或 2 km

台 20 头打磨车可管辖的营业里程约为 100 km，单

的梁体。考虑到支座墩台是梁体检查频率的 1/6，2 km

台打磨车打磨负责 2～3 条线较为合理。而铣磨车的

的梁体对应 66 处支座及墩台，即检查 2 km 梁体时，

作业效率约 0.9 km/h，一个天窗时间最多可作业

需对应检查 11 处支座及墩台，需花费 0.55 d。桥梁检

2.7 km，单台铣磨车可管辖至少 5 条线或 200 km 营

查车 2 个月可检查梁体的长度为 2×60×(1/(1+0.55))=

业里程。

77.4 km。建议 75 km 营业里程的高架桥配置 1 台桥梁

2.3

检查车。

钢轨探伤车
根据《钢轨探伤管理规则》(铁运〔2006〕200 号)，

轮轨式桥梁检查车主要配合工程车式桥梁检查车

正线、到发线线路和道岔的钢轨探伤周期与轨型、年

使用，
只能在天窗时间作业，其工作效率为 0～2 km/h，

通过总重有关，具体如表 4 所示。

根据统计的各大城市轮轨式桥梁检查车，其真实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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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为 1 km/天窗。目前，国内新建线路中高架桥所

3.2

占比例处于较低水平，配置 1 台轮轨式桥梁检查车基
本上可满足全路网检查需要。

苏州市域 S1 线由苏州市轨道公司管理，这种管
理模式为 S1 线与苏州已运营、在建、设计的轨道交

鉴于上述描述，大型检测与维修车辆的配置标准
如表 5 所示。
表5

既有大型检测与维修车辆的配置情况

通线路间资源共享提供了条件，同时也具有可操作性。
结合建设周期和各线及车辆特点，大型检测和维修车
辆的资源共享配置考虑如下：对于关系到行车和车站

大型检测与维修车辆的配置标准

正常使用的、作业密度大的巡检设施、维修、抢修设

Tab. 5 Configuration standards of larg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vehicles
大型检测和维修车辆

配置标准

备，各线自成体系，独立配置，由本线建成的维修基

备注

地负责，如工务轨道车组和接触网作业车。对作业周

网轨检测车

1 辆/100 km 营业里程 建议不超过 3 条线

期长、作业能力富裕、投资大的设施则尽可能全线网

钢轨打磨车

1 辆/100 km 营业里程 建议不超过 3 条线

共用，如网轨检测车、探伤车等。苏州轨道交通既有

隧道清洗车

1 辆/200 km 营业里程 可管辖 5 条线

大型检测和维修车辆配置情况如表 7 所示。

轨道车组(含轨道车、
每条线均配置
平车、携吊平车)

—

接触网作业车

每条线均配置

—

钢轨探伤车

1 辆/240 km 营业里程

—

桥梁检查车(工程车)

1 辆/75 km 营业里程

—

表7

Tab. 7 Statistics of Suzhou rail transit operation and
line link under construction
大型检测和维修车辆

配置数量

所在线路

备注

网轨检测车

1辆

1 号线

—

2辆

隧道清洗车

2辆

轨道车组(含轨道车、
平车、携吊平车)

每条线均有配置

各条线

—

接触网作业车

每条线均有配置

各条线

—

钢轨探伤车

1辆

3 号线

—

桥梁检查车(工程车)

1辆

2 号线

—

S1 线主线起始于苏州工业园区唯亭站，终止于昆
山花桥镇的花桥站。全长 41.450 km，设站 28 座，全
部为地下站。

资源共享的前提条件
苏州市域 S1 线与轨道交通 3 号线设置有联络线，

2 号线
5 号线
2 号线
4 号线

钢轨打磨车

3 苏州市域 S1 线资源共享方案

3.1

既有大型检测和维修车辆配置情况

20 头
—

[11]

轨道交通 1、2、3、4、5 号线之间均已考虑联络线

的设置，具体如表 6 所示，联络线的设置为实现大型

3.3

检测、维修车辆的资源共享提供了保障。

3.3.1

表6

苏州市轨道交通已运营、在建线路联络线统计

Tab. 6

List of vehicle configurations for large-scal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资源共享方案
网轨检测车

苏州轨道交通在 1 号线配置有网轨检测车，负责
1 号线、2 号线、4 号线的检测作业，合计 108.5 km 营
业里程，作业能力已饱和。

编号

位置

联络线路

备注

S1 线是市域线路建设的第 1 条线，考虑到轨道和

1

广济南路站

1、2 号线

单线

接触网检查的重要性，由于苏州轨道交通检测车作业

2

苏州乐园站

1、3 号线

单线

能力已饱和，本次建议配置 1 台网轨检测车，并兼顾

3

乐桥站

1、4 号线

单线

后续 S2 线的检查作业。

4

竹辉路站

4、5 号线

单线

3.3.2

5

星港街站

3、5 号线

单线

打(铣)磨车

苏州市轨道交通 2 号线配置有 1 台 20 头打磨车
(负责 1 号线、2 号线、4 号线，合计 108.5 km 营业里程)，

其中，1 号线、2 号线(含 2 延线)、3 号线、4 号

5 号线准备配置 1 台 20 头打磨车(负责 3 号线、5 号线，

线、5 号线线路营业里程分别为 25.7、40.8、45.2、42、

合计89.3 km 营业里程)，
两台打磨车作业里程197.8 km，

44.1 km。目前苏州地区近期规划了 S1 线和 S2 线，远

作业能力已饱和，不能兼顾 S1 线及后续线路。

期规划了 K1 线，S1 和 S2、S1 和 K1 均设置有联络线，
大型检测、维修车辆具备资源共享的条件。

市域 S1 线是继上述线路后规划的第一批线路，
计划于 2023 年开通运营，此时 1 号线、2 号线、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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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运营多年，钢轨将会大面积出现波磨、剥落掉块现
象，打磨车无法满足修复性打磨工作要求。

大型检测与维修车辆资源共享方案研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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