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９卷第３期
２Ｑ１５生鱼月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Ｖ０１．３９ Ｎｏ．３

．ＩＱ迪胜』垒Ｌ【埂ｌ逛！Ｊ！盟鱼ｊ！△Ｑ趔Ｑ Ｉ』丛！迦Ｓ！工Ｙ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０２９１｛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０６—０４

ｊ丛卫：２Ｑ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１８６０６．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０２９１．２０１５．０３．００２

高铁站内绝缘节烧损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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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高速铁路轨道机械绝缘节的烧损问题，并优化高铁站内回流疏导方案，根据对杭
长线长沙南站内绝缘节电位差的实地测试数据，从机械绝缘节的设置点、牵引电流回流疏导设置等
方面，提出一种高速铁路站内机械绝缘节烧损问题的解决方案．分析了该方案的可行性原理，结合
现场测试数据进行了验证．试验数据表明：提出的方案能够有效降低机械绝缘节两端的电位差，改
善机械绝缘节烧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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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铁站内设置机械绝缘节，即牵引回流切
断点；绝缘节处还可设置扼流变压器，在必要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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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机械绝缘节烧损机理

导通牵引回流．通过合理设置回流切断和导通方式，

当前，我国高铁站内机械绝缘节设置方式如图

可保证轨道电路中的电流沿钢轨有方向地传输，避

１所示．站台两端分别设置有机械绝缘节，但一端通

免牵引回流成环，使牵引回流畅通，保障轨道电路正

过将两个扼流变压器连接呈导通状态，一端为回流

常工作［１｜．

切断点．以长沙南站为例，回流切断点为￥２４机械绝

高铁站内机械绝缘节的回流切断点位置普遍存

缘节，连通点为Ｘ２４机械绝缘节，长沙南站股道示

在烧损现象，造成钢轨表面的损伤，影响行车安全．

意如图２所示．但是据观察，在京沪、沪宁、武广等多

目前该方面的研究还都处在理论研究阶段，本文作

条线路出现多起高铁站内机械绝缘节及钢轨烧损现

者提出了一种可实际操作的解决机械绝缘节烧损问

象，其都出现在牵引回流切断点处，当动车组部分轮

题的方案，并通过现场测试，验证了其可行性．

对经过绝缘节时，在轮轨接触位置可观测到高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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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弧光，绝缘片被碳化烧损，严重时会造成钢轨表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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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南站内机械绝缘节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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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长沙南站股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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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轨作为回流通道，其上通过牵引回流．由于通
过的电流不恒定，在电压达到一定值时，列车的轮对

和绝缘节处钢轨之间的空气会被击穿，产生电晕放
电现象，随着电位差的增大，电晕放电会变为刷形放
电，当外加电压比阈值电压高很多时，形成火花放
电．当能量能够维持放电时，电弧放电形成，绝缘节

图４解决方案示意图
Ｆｉｇ．４

被烧损，钢轨烧熔．根据电弧产生的机理分析可知，
形成大能量的电弧：一是需要足够的电压和电流条
件；二是需要导通和切断状态的变化Ｉ ２｜．列车轮对
通过绝缘节必然会引起机械绝缘节两端钢轨的导通
和切断状态的变化，所以，解决方案着眼于减小机械
绝缘节上的电压和电流，来消除大能量电弧的形成
条件．

当列车轮对通过回流断点机械绝缘节时，会使
机械绝缘节两端钢轨产生通断状态的瞬间变化，如
此时绝缘节两端钢轨有较大的电流或电压就会产生
拉弧现象，造成钢轨的熔融．以ＣＲＨ２列车为例，每
节车厢设４对轮对，前后两两为一组，一组内两轮对
之间圆心距为２．５ ＩＴＩ，机械绝缘节厚度约为１０

ＩＴｌＩｎ，

所以，各轮对经过绝缘节的时间非常短．经计算，该
时间间隔约为０．０００

５

Ｓ．动车组以０．４０６ ｍ／ｓ的加

速度开启，根据计算可知，经过３４．０３ Ｓ的时间第１
次到达绝缘节处．因此可得出列车经过绝缘节的整
个过程中，其两端钢轨的通断状态，见图３．其中柱
形条表示绝缘节两端钢轨处于导通状态ｕ

Ｊ．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选取的Ｅ、Ｆ点应该具备两方面的作用，①有效
减小绝缘节两端的电位差和通过电流；②由于此时
两个绝缘节均为回流断点，在其两端都会产生电位
差，故Ｅ、Ｆ点要保证两个绝缘节两端能同时获得较
小的电位差．其计算公式如下¨‘６

Ｊ

ＡｌＡ＋，Ａ７ＺＡ７＝ＵＡ
ＢＩＢ＝ＵＢ

Ａ７＝半㈧“＋ｆＡ７）

（１）

式中：Ｌ，为已知ＤＣ段的距离；Ｌ为ＡＢ段的距离；
ｌＡ、ｚＢ分别为ＡＥ、ＢＥ的距离；ＪＡ、ＪＢ分别为ＡＥ、ＢＥ
段的钢轨回流值，且已知ｚＡ＋ｚＢ＝Ｌ的值；，Ａ７为
ＤＦ段钢轨回流值；ｌＡ’为ＤＦ段距离．由最优化理论
求解得ｚＡ与ｚＡ７分别位于Ｌ和Ｌ２的中点位置．该位
置为回流路径上靠近变电所一侧的１／３的位置．由
于现场条件限制，ＥＦ选取在图４所示位置．

３绝缘节两端电位差计算
牵引供电系统中，当电力机车位于ＡＴ段内时

１１墨茎望奎兰兰堡

８

牵引供电系统如图５所示

竺！！堂

式中：ＬＤＡ为钢轨ＤＡ段的长度；ｉＤＡ为钢轨ＤＡ段的
牵引回流值；ＹＤＡ为钢轨ＤＡ段的有效电阻值．Ｘ２４

『争洲“《
≥
，ｒ厶■乏１｛；

绝缘节电位差与￥２４绝缘节电位差计算相似．

≥

列车进站时，对比未实施解决方案时钢轨牵引
回流路径如图６（ａ）所示，实施解决方案时钢轨牵引
回流路径如图６（ｂ）所示，虽然两种情况下钢轨牵引

ｂ

回流的回流路径一致，但由于ＥＦ线的存在，使得
￥２４绝缘节的内侧（靠Ｅ点一侧）电位被拉高，而

缸

￥２４绝缘节外侧（靠Ｃ点一侧）电位基本无变化，根
图５
Ｆｉｇ．５

ＡＴ供电万式电路

据式（１）易得此时￥２４绝缘节两端电位差减小．同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时，由于解决方案中将Ｘ２４绝缘节处原本联通的两

图５中设机车至ＡＴｌ和ＡＴ２的距离分别为Ｌ１

个扼流变压器断开使得Ｘ２４绝缘节亦成为回流断

和Ｌ２．ＡＴｌ和ＡＴ２次边供给机车的电流，１和ｊ２就
是钢轨连支电流，它们与各自的距离成反比，亦即电

点，所以此时）（２４绝缘节两端也将产生电位差，此

流矩为

原理相同，由长沙南站内实际数据计算得到Ｘ２４绝
（２）

ｊｌＬ２＝１２Ｌｌ

同时，，ｌ和Ｊ２在轨道中的流动方向相反．可以根据

时Ｘ２４绝缘节电位差与￥２４绝缘节电位差的计算
缘节电位差小于￥２４绝缘节电位差，并与实验数据
相符．

式（２）计算出Ｊ１和，２的值…１．
列车由杭州方向进站，经￥２４绝缘节到达站台
停车，而后启动，经Ｘ２４绝缘节出站在列车未过绝
缘节（Ｂ点）以前，￥２４绝缘节两端的电位差ＵＶＣＢ等
于
（３）

ＵＦｃＢ＝ＬＦｃＢ·ｉＦｅＢ·ｙＦＣＢ

式中：ＬＲ’Ｂ为钢轨ＦＣＢ段的长度；ｉＦｅＢ为牵引回流

爱［茎二叁坠
囚２么

兰：∑￡２

竺２

８３０ｍ

Ｆ

６０１ｍ

值；？＇ＶＣＢ为钢轨有效电阻．

当动车组的泄流轮对经过绝缘节时，电流会以

（ｂ）买施解决方粟

绝缘节为分界点，沿钢轨流向两边，此时，绝缘节两

图６钢轨回流路径示意图

端的电压为两部分的电压之差即：

Ｆｉｇ．６

（４）

Ｕ＝Ｕｅｒｖ—ＵＢＥ

其中，

７１１ｒａｃｔｉｏｎ ｒｅｔｕｍ ｐａｔｈ

列车驶过￥２４绝缘节过程中，对比该情况下未
实施解决方案时的钢轨牵引回流路径和实施解决方

ＵＢＣＦ＝ＬｎＣＦ·ｉＢＣＦ·ＦＢＣＦ

（５）

案后的钢轨牵引回流路径．由于引入ＥＦ线使得牵

ＵＢＥ＝ＬＢＥ·ｉＢＥ·），ＢＥ

（６）

引回流到变电所的回流路径变短，同时在Ｆ点形成

式中：ＬＢＣＦ为ＢＣＦ段长度；ｉ Ｂ（：Ｆ为ＢＣＦ段牵引回流；

分流，减小了回流电流值，根据式（４）～式（６）计算得

ＬＢＥ为ＢＥ段长度；／ＢＥ为ＢＥ段牵引回流；ＹＢＣＦ和ＹＢＥ

知，此时有效减小了绝缘节两端电位差．

分别为ＢＣＦ段钢轨和ＢＥ段钢轨的有效电阻值．

４实验验证

列车在两绝缘节中间部分的轨道上时绝缘节电
测试试验在长沙南站沪昆场试运行阶段进行，

压的计算
Ｕ＝ＵＦＥＢ＝己ｌ屯Ｂ·ｉＦＥＢ·ＹＦＥＢ

（７）

式中：ＬＦＥＢ钢轨ＦＥＢ段的长度；ｉＦＥＢ牵引回流值；
ｙＦＥＢ钢轨有效电阻．

Ｘ２４机械绝缘节电位差和钢轨回流，鉴于现场条件
的限制，ＥＦ无法选在理论上的中点位置，故采取折

中选在图４所示位置，Ｅ与Ａ、Ｂ处机械绝缘节的距

列车经过￥２４后绝缘节两端电位差的计算
Ｕ＝ＵＤＡ—ＵＤＦＡ

（８）

ＵＤＡ＝ＬＤＡ·ｉＤＡ·ＹＤＡ

（９）

ＵＤＦＡ＝ＵＩ弭＋ＵＥＡ

测试了车型为ＣＲＨ３８０Ａ．测试列车通过时的￥２４和

（１０）

离如图６中现场实测数据所示．根据测试数据绘出
两个绝缘节的电位差变化曲线．测试时考虑列车进
站、列车出站、列车双向接、发车等环境，并进行多组
测试以排除可能出现的错误数据．

竺！塑

兰竺兰竺！塑堡苎空竺竺！竺塑笙堡查童

列车进站测试数据如图７（ａ）所示，列车经过
￥２４绝缘节前的Ｓ２４绝缘节电位差测试值为５６

９

的解决方案，通过将铁路原有的机械绝缘节“一头

Ｖ、

断”变为两边绝缘节均为回流断点的“两头断”方式，

Ｘ２４绝缘节电位差测试值为３２ Ｖ；列车经过绝缘节

同时在侧线和正线间通过电缆（ＥＦ线）连接以优化

过程中的￥２４绝缘节电位差最大测试值为１１６

Ｖ、

回流疏导方式．通过合理选择ＥＦ的位置，使￥２４绝

Ｘ２４绝缘节电位差测试值为３５ Ｖ；列车位于两个绝

缘节和Ｘ２４绝缘节同时获得最小的电位差，此时应

缘节中间部分的轨道上时，￥２４绝缘节电位差测试

将ＥＦ设置回流路径上靠近变电所侧的１／３处．

值为２４ Ｖ，Ｘ２４绝缘节电位差测试值为７８ Ｖ，此时
￥２４绝缘节电位差约为Ｘ２４绝缘节电位差的１／３．

试验证明，该方案能够有效减小列车通过时机
械绝缘节上的电压和电流，能够有效抑制大能量电

将实施解决方案后的测试数据与未实施解决方

弧的形成，避免了拉弧现象对绝缘节和铁轨的损害．

案的测试数据（如图７（ｂ）所示）进行对比，可以发

同时该方案只需对铁路现有机械绝缘节设置方案进

现，解决方案所提出的方法使￥２４绝缘节的最大电

行较小的改动，就提高了经济效益．

位差从１５７ Ｖ变为５６ Ｖ，出现了较大的下降幅度；
Ｘ２４绝缘节电位差从３８ Ｖ变为３２ Ｖ，也出现了一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定程度的下降．解决方案能够起到有效抑制大能量

［１］毕红军，赵幸，张敏慧．高铁站内绝缘节两端电位差的分
析计算［Ｊ］．北京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３７（５）：１５１—１５６．

电弧形成的作用．

ＢＩ Ｈｏｎｇｉｕｎ，ＺＨＡＯ 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ｈｕｉ．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ｎｇ ｊｏｉｎｔ ｉｎ ｈｉｇ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３，３７（５）：１５１—１５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张德权．关于沪宁高铁绝缘节烧熔问题的分析研究［Ｊ］．
上海铁道科技，２０１１，２（２）：４３—４４．
ＺＨＡＮＧ Ｄｅｑｕ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Ｎａｎｊｉｎｇ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ｉｎｓｕｌｔｅｄ ｊｏｉｎｔ

ｏｎ

ｒａｉｌｗａｙ［Ｊ］．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 １，２（２）：４３—４４．（ｉｎ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杨廿ｔ武，姜锡义，王星晖，等．高速铁路站内绝缘节和钢
（ａ）实施解决方案

轨烧损模拟测试及研究［Ｊ］．铁道学报，２０１３，３５（１０）：８２—
８８．
ＹＡＮＧ Ｓｈｉｗｕ，Ｊ 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ｓ

Ｘｉｙｉ，ＷＡＮＧ

ｒａｉｌｓ ｉｎ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Ｒａｉｌｗａｙ

［４］Ｍｉｄｙａ

Ｘｉｎｇｈｕｉ，ｅｔ ａ１．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ｄａｍａｇｅ

ｔＯ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ｏｉｎｔｓ

ｓｔ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ｍ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３，３５（１０）：８２—８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Ｂｏｒｒｎａｎｎ Ｄ，Ｓｃｈｕｔｔｅ Ｔ，ｅｔ ａ１．Ｐａｎｔｏｇｒａｐｈ ａｒｃｉｎｇ ｉｎ

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ａ—

Ｐｏｗｅ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２００９，

２４（４）：１９３ｌ一１９３８．
［５］喻奇，吴江涛．客运专线牵引供电系统电气特性的仿真
研究［Ｊ］．电气化铁道，２０１０，２１（５）：１１一１３．
（ｂ）未实施解决方案

ＹＵ Ｑｉ，ＷＵ Ｊ ｉａｎｇｔａｏ．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图７绝缘节电位差曲线
Ｆｉｇ．７

Ｉｎｓ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ｕＦｖｅｓ

ｓｅｎｇｅｒ

５

结论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ｐａｓ—

ｌｉｎｅ［Ｊ］．Ｅｌｅｃｔｒｉｆｉ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２０１０，２１（５）：

１１—１３．（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Ｈｏｌｍ

提出了一种解决高铁站内机械绝缘节烧损问题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ｏｎ

Ｒ．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ｔｈｅｏｒｙ

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６７．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