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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曲线线型对地铁车辆动力学参数的影响
周素霞，薛蕊
（北京建筑大学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４４）

摘要：为了减轻地铁运行中的轮轨磨耗，提高车辆的运行安全性和舒适性，基于车辆动力学理论，
通过动力学软件ＳＩＭＰＡＣＫ建立轮轨关系模型，针对４种地铁线路缓和曲线线型（线性变化、余弦
曲线、正弦曲线和三次曲线）进行研究．分析了各线型下的轮轨横向力、轮轨垂向力、脱轨系数、磨耗
功率、轮重减载率和倾覆系数６个动力学参数在列车运行中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正弦曲线和线
性变化对列车在缓和曲线区段的动力学参数数值的变化影响较大；这些动力学参数在缓和曲线线
型为三次曲线和余弦曲线时，其数值均处于居中水平，这两种线型在实际设计中可以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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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线路的线型对轨道车辆的动力学性能有很

平稳行车；在缓和曲线范围内，外轨超高由零递增到

大影响．在我国，对高铁和普通铁路线型的研究已经

圆曲线上的超高量，使向心力逐渐增加，与离心力的

很深人了，而地铁线路缓和曲线的线型选择多是根

增加相配合．

缓和曲线的线型近似于缓和曲线曲率的二次定

据高铁和普通铁路线型选择的理论来确定．
在缓和曲线范围内，半径由无限大渐变到圆曲

线半径，从而使车辆产生的离心力逐渐增加，有利于

积分，而曲率又和超高具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故缓和
曲线线型可以形象的用外轨超高的顺坡形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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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采用的超高顺坡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２５

果达到最优．然而在实际施工过程中，由于占地、小

①直线型超高顺坡，平面为三次抛物线．我国和

半径曲线及施工技术的影响，完全按照理论曲线施

俄罗斯、英、法、美、日等国客货运共线运行的铁路

工的难度十分大，多次样条曲线的实现并非易事．在

（Ｖ。。，≤１６０ ｋｍ／ｈ），都采用这种线型，②Ｓ形超高

此情况下，采用何种随线线型能有利于减少轮轨磨

顺坡，在德国Ｖ。。＜２００ ｋｍ／ｈ的线路上广泛使用．

耗并保障行车安全，改善列车运行效果，本文作者对

③中间为直线、两端为二次抛物线的超高顺坡，缓和

此进行了重点研究．

曲线称为４—３—４型，在法国Ｖ。。。＜１６０ ｋｍ／ｈ的线

路上采用，④半波正弦型超高顺坡，日本高速客运的

１研究方法与评价指标

新干线Ｖ。。。＝２１０～２６０ ｋｍ／ｈ上采用．⑤一波正弦

缓和曲线的选择影响着动力学参数，如轮轨垂

型超高顺坡，于德国福赫海姆一班堡的高速试验线铺

向力、轮轨横向力、磨耗功率、脱轨系数、倾覆系数和

设．

轮重减载率等，这些参数对轮轨磨耗和车辆的舒适
在对高铁和普通铁路缓和曲线线型的选择中，

朱开明ｌＩ Ｊ从动力学角度研究分析轨向、轨距不平顺

对车辆动力响应的影响，提出了在线路改造中应解

性和安全性有很大影响．
我国路网和城市轨道交通的缓和曲线线型主要
采用直线超高顺坡三次抛物线型，如图１所示．

决的问题．王开云等（２］基于机车车辆一耦合动力学
理论，对提速机车车辆通过山区小半径曲线、客货共
线线路纵断面坡度组合及平纵断面匹配等问题做了
研究．刘鑫等１３ Ｊ采用ＮＵＣＡＲＳ，对秦沈客运专线高
速试验段采用三次抛物线型缓和曲线进行了列车线
路动力学仿真分析，得出三次螺旋线缓和曲线线型
符合要求的结论．在国外，Ｚ．ＫｒｚｙｓｚｔｏＨ Ｊ对车辆动态
曲线通过时曲线半径、超高及行车速度对行车动力

么兰二亚竺

学的性能的影响做了深入研究．Ｋ．Ｍｉｙａｇａｋｉ等１５ Ｊ对
缓和曲线线型从频域到时域上进行了系统分析，并

ｉ一

依此提出了新的缓和曲线线型．除此之外，还有很多
关于高铁和普通铁路缓和曲线线型选择的研究．
随着近些年城市轨道交通在一些城市的大力发
展，面临的小半径曲线的情况越来越多．地铁线路缓

和陷线线型选择方面，国内外的研究并不是很多．贾
颖绚№］基于解析的耦合模型通过数值模拟方法和
有限元模型提出了铁路条件对车体振动产生的影
响．汤超【７ Ｊ通过选取北京地铁４号线陶然亭至北京

生

·ｉ】，

图１缓和曲线和外轨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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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种线型的缓和曲线参数方程如下

１一赢＋菇赢一．）≈ｚ（１）
ｙ＝彘（－一丽１４＋面：函１８砀一。）≈瓯１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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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站一段，采用有限元方法和动力学仿真，分析该曲
线段轮轨相互作用力、列车运行平稳性和轮轨接触
磨耗，得出速度增加和轮轨力增加使轮重减载率大
幅增加和横向加速度明显增加的结论；同时再改变

直角坐标方程

ｙ＝蒜（，＋碱２３２４＋．．‘）≈蕞ｃ３，

轮轨形式，轮轨动力学性能也会有所不同．王智旧ｊ

在切线支距法基础上提出了对苏州地铁缓和曲线超
距的数学模型等．在国外，，Ｍ．Ａｎｓａｒｉ∽ｊ等通过运用

多体动力学分析与仿真的方法，对德黑兰的地铁线
路进行实地测量，确定了不同曲线上的车轮磨损率，
为设计铁路线路提供参考．
在理论研究中，缓和曲线可以取三次抛物线、４—
３—３型曲线、五次型曲线【ｍｊ、甚至是９次曲线等，使
线路对车辆动力学的影响达到最小，使列车运行效

、

ｚ＝ｚ

ｉｏ＝了．ｈ

（４）

式中：ｚ，Ｙ分别为缓和曲线上任意点Ｍ的横坐标和
纵坐标；Ｚ为缓和曲线上任意点Ｍ距Ｚ点的长度，
ｍ；ｌｏ为缓和曲线全长，ｍ；ｈ为缓和曲线外轨超高，
ｍｍ；ｉｏ为超高顺坡坡度，‰；』。为缓和曲线不同点的
半径，ＩＴＩ，在直缓点Ｏ处，该值为ｏ。，在缓圆点ｙ处，
该值为圆曲线半径Ｒ．
根据设计标准，当车辆运行速度５０ ｋｍ／ｈ＜Ｖ

ｋｍ／ｈ时

＜７０

竺！！堂

１１窒茎兰奎兰兰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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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更具有代表性，选择处于较差工况下的圆曲线半
Ｖ２

ｈ＝１１．８音
＾

（５）

径为３００ ｍ．曲线超高取值１１０ ｍｍ，轨底坡取１：４０．
建立的车辆轨道模型如图３所示．取最大欠超高为

Ｌ

ｚｏ＝昔≥２０

（６）

８０

ＩＴＩＩＴＩ的情况，车辆的运行速度达６９．５ ｋｍ／ｈ．本文

二

本文中，缓和曲线为三次抛物线线型的情况简

中取最大速度７０ ｋｍ／ｈ进行分析．

／

称为三次曲线．此外，ＳＩＭＰＡＣＫ仿真软件中还提供
了余弦曲线、线性变化和正弦曲线３种线型．下面将
对这４种线型进行分析，从而提出合理建议．

２模型仿真计算和分析
首先建立负载地铁动车模型，该模型无摇枕、无
摇动台、无旁承转向架，因此将车辆简化为由１个车

阻尼器模拟．该车体的动力学模型拓扑图见图２．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ｒａｉｌ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ＳＩＭＰＡＣＫ

Ｆｉｇ．３

统，每个刚体均考虑纵、横、垂三向运动和三向转动，
刚体与刚体之间的各种悬挂和减震装置通过弹簧和

ＳＩＭＰＡＣＫ中的车辆及轨道模型

图３

体、２个转向架和４条轮对共７个体组成的刚体系

在车辆的四条轮对中，对车辆动力学影响较大

的是第一、三位轮对，其中导向轮对对动力学的影响
最大，在此，选取第一位轮对进行分析．
２．１缓和曲线选型对轮轨横向力的影响

车辆的第一位轮对的左、右车轮在４种缓和曲
线下的轮轨横向力运行结果如图４所示．

第四轮对

第三轮对

第二轮对

／／赢呲弋

，∥

第一轮对

，ｊ蛙

车体

≮型兰：．在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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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架

陋

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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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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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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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距离／ｍ

图４缓和曲线线型对第一位轮对左、右车轮

图２本模型车辆系统动力学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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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轨横向力影响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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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中，黑点代表作用力，数字代表力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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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其中：１～８为轮轨力；９～１６为一系悬挂力；１７～

图４中，对于行进方向右侧的车轮，在缓和曲线

２０为二系悬挂力；２１～２４为横向减振阻尼力；２５～

区间，从１００ ｍ到１４２．２ ｍ，对轮轨横向力的影响最

２８为横向止挡力．

大的是线性变化线型，其次是三次曲线、余弦曲线，

模型的车体长度为１９．５２ ｍ，车辆定距为１２．６

最小的是正弦曲线．在１４２．２ ｍ到２００ ｍ（即第一段

ｍ，车轮直径为Ｏ．８６ ｍ，转向架轴距为２．２ ｍ．由于

缓和曲线段结束）的范围内，对轮轨横向力影响最大

采用的是出口地铁车辆模型，因而在选择车轮和钢

的是正弦曲线，其次是余弦曲线和三次曲线，影响最

轨类型时选择Ｓ１００２／ｌＪＩＣ５４匹配．

小的是线性变化．对于第二段缓和曲线区间，从

线路线型设置为直线一缓和曲线一圆曲线一缓和曲

３００

ｍ到３４３．２ ｒｎ范围内，对轮轨横向力的影响从

线．直线连接的情况．其中，第一段直线、圆曲线、缓

大到小的缓和曲线线型依次是正弦曲线、余弦曲线、

和曲线的长度分别按１００ ｍ设置，第二段直线按

三次曲线和线性变化．在剩余的缓和曲线区段内，这

ｍ设置．由于城市用地等的影响，为使计算结

样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线性变化、余弦曲线、三次

１ ０００

曲线和正弦曲线．对于列车行进方向左侧的车轮，在

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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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段缓和曲线区段内，从１００ ｍ到１４２．２ ｍ，对轮
轨横向力影响从大到小的线型依次是线性变化、三
次曲线、余弦曲线和正弦曲线．在１４２．２ ｍ到２００ ｍ
区段内，这种影响变成依次是正弦曲线、余弦曲线、
三次曲线和线性变化．在第二段缓和曲线区段内，这
种变化和行进方向右侧的车轮的结果相同．
正弦曲线和线性变化这两种缓和曲线对轮轨横
向力的影响变化较大．其余两种线型对其影响变化
不大，且这两种线型对轮轨横向力的影响大致相同．

由于当车辆运行到曲线上时，左侧车轮在外侧，故横
向力大于右侧车轮．

图６缓和曲线线型对第一位轮对左、右
车轮磨耗功率影响

２．２缓和曲线选型对轮轨垂向力的影响

Ｆｉｇ．６

车辆的第一位轮对的左、右车轮在４种线型的

ｏｎ

缓和曲线中轮轨垂向力运行结果如图５所示．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ｗｅａｒ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ｈｅｅｌｓｅｔ

图６中，对于行进方向右侧的车轮，在第一段缓
和曲线区段内，从１００ ｍ到１４４．６ ｍ，对车轮的磨耗
功率影响最大的缓和曲线为线性变化，其次是三次
｜＿｝１Ｉ线、余弦曲线，最后是正弦曲线．在１４４．６ ｍ到
２００

ｍ区间内，影响最大的是正弦曲线，其次是余弦

曲线、三次曲线，最后是线性变化．在第二段缓和曲
线区段内，从３００ ｍ到３４４ ｍ，对磨耗功率影响最大

琏正弦曲线，其次是余弦曲线、三次曲线，影响最小
的是线性变化．在剩余的缓和曲线区段内，对磨耗功
ｊ簪影响从大到小的线型为线性变化、三次曲线、余弦
图５缓和曲线线型对第一位轮对左、右

曲线和正弦曲线．此外，从图中还可以看出，同一曲

车轮轮轨垂向力影响

线，从直线向圆曲线过渡的过程中，磨耗功率逐渐变
ｃｕｒｖｅｓ

大，该值在圆曲线处达到最大值．对于列车行进方向

ｗｈｅｅｌ—ｒａｉｌ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ｈｅｅｌｓｅｔ

左侧的车轮，这种影响趋势同右侧车轮．由于车辆欠

Ｆｉｇ．５
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图５中，对于列车行进方向右侧的车轮，在第一

超高通过曲线，车辆运行离心力大于轨道超高提供

段缓和曲线区段内，从１００ ｍ到１４４．６ ｍ，对轮轨垂

的向心力，外侧车轮对钢轨造成挤压，造成磨耗功率

向力影响最大的是线性曲线，其次是三次曲线、余弦

大于内侧车轮．

曲线，影响最小的是正弦变化；在第一段缓和曲线剩

２．４缓和曲线选型对脱轨系数的影响

余区段，正弦变化影响最大，其次是余弦曲线、线性
曲线，线性曲线影响最小．在第二段缓和曲线区段

车辆的第一位轮对的左、右车轮在４种缓和曲

线线型的线路中的脱轨系数运行结果如图７所示．

内，从３００ ｒｎ到３４６ ｍ，对轮轨垂向力影响最大的是

图７中，对于车辆行进方向右侧的车轮，在第一

正弦变化，其次是余弦曲线、三次曲线，最后是线性

段缓和曲线区间内，从１００ ｍ到１４３ ｍ，对脱轨系数

曲线．在剩余区段内，这种影响从大到小依次是线性

影响最大的是线性变化，其次分别是三次曲线、余弦

变化、三次曲线、余弦曲线和正弦曲线．对于行进方

曲线，影响最小的是正弦曲线．在１４３ ｒｎ到２００ １ＴＩ的

向左侧的车轮，各线型的选择对轮轨垂向力的影响

区段内，对脱轨系数影响最大的是正弦曲线，其次是

趋势同右侧车轮．

余弦曲线、三次曲线，最后是线性变化．在第二段缓

同２．１节的结果，线性变化和正弦曲线对轮轨

和曲线区段内，分界点为３４４ １ＴＩ，影响结论同对磨耗

垂向力的影响较大，三次曲线和余弦曲线对轮轨垂

功率的影响结果．对于车辆行进方向左侧的车轮，影

向力的影响处于中间位置，且二者结果差别不大．

响趋势同右侧车轮．

２．３缓和曲线选型对磨耗功率的影响

２．５缓和曲线选型对轮重减载率的影响

车辆的第一位轮对的左、右车轮在４种线型中
的磨耗功率计算结果如图６所示．

轮重减载率的计算公式为

Ｏ．３

／

Ｏ＿２

厂

慧ｏｏ

一Ｏ．４

一、

右轮曲线

对区段内具有代表性点的倾覆系数取值如表１

＼

所示．

Ｘ

＼

囊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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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同对磨耗功率的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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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缓和曲线线型对第一位轮对
左、右车轮脱轨系数影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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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缓和曲线选型对车辆倾覆系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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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曲线线型——

式中：Ａｐ为轮重差；ｐ为平均轮重；Ｐ１，Ｐ２分别为
左、右轮重．第一位轮对的轮重减载率曲线见图８．

表１

各代表点在不同缓和曲线线型下的取值

Ｔａｂ．１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ｌ 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倾覆系数

．．

１２５ ｍ

１７５ ｍ

３２５ ｍ

３７５ ｍ

线性变化０．０５３

０００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０ ４３９

０．０５６ １９９

三次曲线０．０２６

４３３

０．０９８ ３１４

０．０９９ ９１５

０．０３２ ４４０

余弦曲线０．０２３

１３６

０．１０１

１６６

０．１０１ ６９７

０．０３０ ２６８

正弦曲线０．００７

２００

０．１１２ １５６

０．１１２ ７１７

０．０１２ ７１５

８２１

从表１可以看出，对于第一段缓和曲线前半段
的点，缓和曲线为线性变化的倾覆系数是三次曲线
图８缓和曲线线型对第一位轮对轮重减载率影响
Ｆｉｇ．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ｗｈｅｅｌ ｌｏａｄ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ｈｅｅｌｓｅｔ

图８中，在第一段缓和曲线区间内，从１００ ｍ到
１４５

ｍ，对轮重减载率影响最大的是线性变化，其次

是三次曲线、余弦曲线，影响最小的是正弦曲线．在
１４５

ｍ到２００ ｍ范围内，对轮重减载率影响最大的

是正弦曲线，其次是余弦曲线、三次曲线，影响最小
的是线性变化．第二段缓和曲线区间内，分界点是

的２．０１倍，余弦曲线的２．２９倍，正弦曲线的７．３６
倍．对于第一段缓和曲线后半段的点，正弦曲线的倾
覆系数是余弦曲线的１．１０倍，三次曲线的１．１４倍，
线性变化的１．４２倍．对于第二段缓和曲线前半段的
点，正弦变化的倾覆系数分别是余弦曲线、三次曲线
和线性变化的１．１０倍、１．１３倍和１．４０倍．在后半
段，线性变化的倾覆系数分别是三次曲线、余弦曲线
和正弦曲线的１．７３倍、１．８６倍和４．４２倍．
３

结论

３４５

ｍ，４种缓和曲线对轮重减载率的影响同对磨耗
功率的影响．
２．６缓和曲线选型对倾覆系数的影响

运行车辆的倾覆系数结果如图９所示．图９中，

采用车辆动力学理论，应用ＳＩＭＰＡＣＫ软件，建
立了地铁车辆负载动车的车辆模型，选用三次曲线、
余弦曲线、正弦曲线和线性变化４种缓和曲线，研究
了其线型对地铁车辆动力学参数的影响，得出以下

在第一段缓和曲线区间内，从１００ ｍ到１５０ ｍ的区

结论：

段内，对倾覆系数影响最大的是线性变化，其次是三

１）由于车辆以欠超高在曲线运行，外侧车轮的
动力学响应比内侧车轮大．

次曲线和余弦曲线，对倾覆系数影响最小的是正弦
曲线．从１５０ ｍ到２００ ｍ，这种影响从大到小的线型

２）由于缓和曲线连接直线与圆曲线，磨耗功率

依次是正弦曲线、三次曲线、余弦曲线和线性变化．

在该段起到了过渡作用，直线段磨耗最小，圆曲线段

在第二段缓和曲线区间内，分界点为３５０ ｍ，影响结

磨耗最大．

竺！塑

望鲞垦竺！堡塑些竺竺型翌兰堡兰塑銎塑兰至鍪竺墅堕

３）作为施工最易的缓和曲线为线性变化的情

２垒

ｌｉｎ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ｓｈｅｎ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Ｒａ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０４，２６（１）：８２—８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况，本文分析各参数在缓和曲线与直线的连接段的

ｗａｙ

结果在４种线型中表现最差，在由缓和曲线与圆曲

［４］Ｚｂｏｆｉｓｋｉ

Ｋ．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线的连接段内结果最好．

４）缓和曲线为正弦曲线的情况，对于本文所分
析的参数，缓和曲线与直线的连接段结果最好，缓和
曲线与圆曲线的连接段内结果最差．

１９９８，１７（６）：１００ｌ

［５］Ｍｉｙａｇａｋｉ

１０２０．

Ｋ，Ａｄａｃｈｉ Ｍ，Ｓａｔｏ Ｙ．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不大，与正弦曲线和线性变化曲线的运行结果相比，

Ｊ ＩＡ Ｙｉｎｇｘｕｎ．Ｓｔｕｄｙ

６）在工程中，对于以上４种工况而言，建议选择

各参数运行情况均较好的三次曲线和余弦曲线．实
际中多选用三次曲线作为缓和曲线的选定线型．当
三次曲线无法满足设计及施工条件时，可用余弦曲
线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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