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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轴重１ ８号道岔准静态及动态响应分析
亮８，ｂ，ｃ

辛涛ａ，ｂ一，张琦８，侯博文８，高

（北京交通大学ａ．土木建筑工程学院，ｂ．轨道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Ｃ．北京市轨道交通线路安全与防灾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北京１０００４４）

摘要：建立了３０ ｔ轴重７５ ｋｇ／ｍ钢轨１８号重载道岔静力、动力分析模型，对辙叉不同工况下的

受力变形进行了准静态分析，对辙叉区钢轨强度进行了检算；对列车通过道岔的行为进行了动态模
拟，分析了不同速度下车辆、道岔动态响应．结果表明：辙叉区钢轨具有一定的强度储备，心轨顶宽
２０

ＩＴＩ／ＴＩ处等效应力较大，建议对尖轨尖端适当加强；列车通过道岔时各指标均随速度增加而增加，

列车可以直向速度１１０ ｋｍ／ｈ、侧向速度９０ ｋｍ／ｈ安全通过道岔．
关键词：重载道岔；３０ ｔ轴重；准静态分析；动态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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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岔是铁路的关键和薄弱环节，不同道岔结构

为２９．８ ｔ和３２．４ ｔ轴重，使用的道岔有弹簧辙叉道

力学特性有所不同［。５ ３．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重载

岔、高致密度整铸锰钢辙叉和高锰钢组合辙叉的

铁路在轴重和速度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重载道

ＡＲＥＭＡ２０号道岔，为适应大轴重的要求，还研发了

岔必须保证列车安全通过道岔．美国重载铁路主要

轮缘支承辙叉；澳大利亚佛特斯卡尔铁路轴重４０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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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Ｑ２

是世界上设计轴重最大的铁路，正线道岔采用的２０
号切线型可动心轨道岔，侧向通过速度为７０

ｋｍ／ｈ，

哈默斯利铁路成功使用了ＫＧＯ道岔；巴西、南非等
国家都在重载道岔方面掌握了相关的技术№。’７｜．国
内重载线路运量不断攀升，但车辆轴重大都在２５ ｔ
内，还有很大提升空问．山西中南部铁路是我国新建
轴重为３０ ｔ的重载铁路，为此研发设计了７５

ｋｇ／ｍ

钢轨１２号和１８号道岔，并从道岔设计、结构参数影
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喁＿９ｊ．
３０

图：护轨模型图

ｔ轴重荷载条件下道岔区的钢轨强度问题和

提速条件下道岔区动力响应问题不容忽视．本文作

Ｉ？ｉ。２（ｉ Ｌｌａｒｄ ｒａｉｌ ｌｑｌ（Ｋ㈧

１．２基于车轨耦合建模的道岔动力分析模型

者通过建立７５ ｋｇ／ｍ钢轨１８号道岔静、动力分析模
型，针对３０ ｔ轴重荷载，分别进行辙叉区准静态分

行动态模拟．利用ＦＯＲＴＲＡＮ自编程序建立列车模

析和道岔动力响应分析，对道岔区钢轨强度进行了

型，利用ＡＮＳＹＳ有限元软件建立道岔模型．利用自

检算，研究了不同行车速度时安全性问题．通过模拟

主开发的接口和控制程序ＦＯＲＳＹＳ建立轮轨接触

分析，为７５ ｋｇ／ｍ钢轨１８号辙叉钢轨强度提出了建

模型，实现ＦＯＲＴＲＡＮ模型和ＡＮＳＹＳ模型的连接

议，为３０ ｔ轴重列车提速条件下安全通过道岔提供

和耦合求解．

依据．

采用ＦＯＲＳＹＳ方法对列车直、侧向通过道岔进

建立列车模型时，根据车辆的结构型式和振动
特点，分别考虑了车体、各轮对的沉浮、点头、横移、

１计算模型

侧滚和摇头运动，考虑了传统３大件转向架结构侧

１．１基于有限元精细化建模的辙叉静力分析模型

架的纵向、横移和摇头运动及摇枕的摇头运动等．其

本文利用大型商业有限元软件ＡＮＳＹＳ建立了

余运动形式均视为与车体的刚性连接，建立了共１１

ｋｇ／ｍ钢轨１８号辙叉准静态分析模型，对辙叉区
翼轨、心轨、护轨的受力和变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体３９自由度的货车整车模型．模型中还考虑了摇

７５

为了尽可能模拟辙叉区钢轨的实际情况，本模

枕、心盘、楔块及旁承等非线性因素作用．模型示意
图如图３所示．

型中采用实体单元对辙叉区的心轨。翼轨及护轨进
行建模，并考虑间隔铁、螺栓等拼装限位结构的影
响．建模时，先将ＣＡＤ图中道岔的特征截面导入
ＡＮＳＹＳ，进而在ＡＮＳＹＳ中生成心轨、翼轨及护轨结
构的同实际等尺寸的几何实体模型，并采用ＳＯＬ—
１１５）９５实体单元进行模拟，扣件以及间隔铁结构采用
线性弹簧单元模拟．所建立的模型如图１和图２
所示．

图３列车计算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ｍｏｄｅｌ

道岔模型是包含转辙器、连接部分和辙又３部
分的完整模型．区间钢轨采用等截面空间梁模拟，尖
轨和心轨等部位采用空间变截面梁来模拟．岔枕采
用空间梁单元模拟，岔枕下的支承采用弹簧阻尼装
置来模拟．根据道岔的结构特点，考虑了钢轨、岔枕
的空间振动，考虑间隔铁、顶铁、尖轨与基本轨、心轨
图１辙叉模型图
ｇ

１

Ｃｒｃｗｉｎｇ

ｒａｉｌ ｍｃｘ

与翼轨、尖轨与滑床台、心轨与滑床台等的非线性作
用，道岔模型示意图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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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轨等效应力为１
服强度１

６００

０８０

ＭＶａ，均小于合金钢材料的屈

ＭＶａ，具有一定的强度储备，其余检算

工况条件下，钢轨等效应力均小于７００ ＭＰａ，具有较
高的强度储备．
表２辙叉区不同工况接触
应力、位移计算结果比较
Ｔａｂ．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ｓｔｒ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ｏａｄ

ｃａｓｅｓ

图４道岔模型７Ｆ意图
１１憾４

１１１Ⅲ（川ＩＩｌ（地、ｌ

列车模型和道岔模型的连接和耦合求解是通过
轮轨接触模型实现的．轮轨接触模型根据Ｈｅｎｚ非
线性弹性接触理论计算轮轨法向力，根据Ｋａｌｋｅｒ线
性蠕滑理论计算轮轨蠕滑力【１０］．其中：列车车轮踏
面为ＬＭ踏面；钢轨断面为７５ ｋｇ／ｍ重型钢轨截面．

２辙叉区准静态分析
为研究３０ ｔ轴重荷载下辙叉区受力与变形，利
用建立的辙叉区精细化模型进行准静态分析．线路
最大运营轴重为３０ ｔ，对应的静轮载为１５０ ｋＮ．在
辙叉区段，由于轮轨剧烈的动力相互作用，使得动轮
载大幅增加，一般可达静轮载的１．５－－２倍．因此，参
考文献［１０］，选取２倍静轮载作为准静态荷载，以
３００ ｋＮ的垂向力和８５ ｋＮ的横向力作为强度检算
图５辙叉区心轨及翼轨计算工况

的极限荷载，分别对辙叉的薄弱部位进行检算，检算

Ｆｉｇ．５

工况如表１所示，荷载施加位置参见图５和图６．

ｗｉｎｇ

表１辙叉区不同位置荷载工况
Ｔａｂ．１

Ｌｏａｄ

ｃａｓｅｓ

工况手烹，登恩，
上巩力／ｋＮ力／ｋ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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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描述
１可载憎处

图（）辙叉区护轨计算工况

５种工况下的钢轨应力、辙叉平均应力、钢轨垂
向位移、钢轨横向位移的仿真计算结果见表２．
分析表２中数据可得到：
在３０ ｔ轴重作为准静态计算荷载条件下，合金

钢辙叉在５种工况下，心轨、翼轨及护轨在各检算区
及非承载区的等效应力均小于材料的屈服强度．其
中工况１（心轨顶宽２０ ｒｎｌＴｌ处承受２／３轮载）条件下
检算得到的钢轨等效应力为１ ２１０ ＭＰ８，工况５（横
向力８５ ｋＮ作用于护轨轨头）条件下检算得到的钢

Ｉ？ｉｇ ６

Ｉ』）ａ（１ ｃａ乩，ｔ）ｆ戡ｌ｝ｉＩ。ｄ １‘ｊ１１ｌ（）ｆ ＣＦ（坤‘１１１９

ＺＯＩ］Ｃ

在３０ ｔ轴重作为准静态计算荷载条件下，钢轨

的垂向位移最大值均出现在荷载作用点位置，横向
位移的最大值出现在荷载作用位置附近钢轨一侧．
其中：工况２（心轨顶宽２０ ｒａｉｎ处承受２／３检算轮
载）下钢轨的垂向位移最大，为４．０ ｍｍ；工况１（翼
轨咽喉区完全承受检算轮载）下的钢轨横向位移最
大，为２．５ １Ｔｆｆｎ．钢轨的垂向变形和横向变形在合理

竺竺堂

！！室奎望奎兰兰堡

１Ｑ生

ｔ轴重重载列车以不同速度直向过岔时，不

３０

范围内．

由于工况１作用下，心轨的等效应力相对于其

同位置钢轨垂向位移均随着行车速度的增加而增

他检算偏高，因此，虽然心轨检算应力并未超过心轨

大，但增幅较小，最大的位移没有超限，满足规范要

材料的屈服极限，但考虑到日后运营过程中可能出

求．

现的伤损，建议对心轨尖端适当加强．

３重载道岔动态分析
以上对辙叉区钢轨强度问题进行了研究，３０

ｔ

轴重列车通过１８号道岔，满足极限荷载下钢轨强度
需求的同时，还必须保证列车安全通过道岔．下面对

如

列车一道岔动力模型模拟列车直向和侧向通过道岔
引起的动力响应进行分析．

¨

车速“ｋｒｎ／ｈ）

（ａ）脱轨系数、轮重减载本

㈣ 轮 午耖

鼎陬

帆横

力

３．１直向过岔
８

为了研究３０ ｔ轴重列车直向通过１８号道岔时

６

轨道结构的动力响应情况，利用所建模型模拟列车
分别以９０ ｋｍ／ｈ、１００ ｋｍ／ｈ、１１０ ｋｍ／ｈ速度直向通
过１８号合金钢组合辙叉的情况．列车以１００

４

ＥⅢ／漤掣

２

ｋｍ／ｈ
Ｏ

直向过岔轮轨力时程图如图７所示，辙叉区轮轨接

１００

９０

触复杂使得轮轨垂向力在该区段增大，最大值为
２３７

｜｜０

９０

１ Ｊ坐．（ｋｍ，ｈ）

《ｃ）钢轨｝陲川化移

ｋＮ，为静轮载的１．５８倍．列车以不同速度直向

通过道岔时各指标变化如图８所示．

１００

１ １０

０逮，（ｋｍ／ｈ）

（ｄ）铡轨咂向ＪＪ【】速嗖

图８不同速度列车直向过岔各指标峰值变化图

２

Ｆｉｇ．８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ｓ

ｗｈｅｎ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ｐａｓ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ａｉｎ ｌｉｎｅ

ｊ．▲～一一一一
＿一一一

２，一－ｉ●

ｊ

随着车速的增加，不同位置的钢轨垂向加速度
增加显著．当车速从７０ ｋｍ／ｈ增加至１１０ ｋｍ／ｈ时，

－

Ｉ

尖轨一动、尖轨二动及心轨处的钢轨加速度分别增
加７％、１４％和１０％，增加幅度不大．

ｒ

３．２侧向过岔

为了研究３０ ｔ轴重列车侧向通过１８号合金钢

∞ 如∞舳∞如加∞鲫∞

辙叉道岔时轨道结构的动力响应情况，利用所建模

型模拟了列车分别以６０
图７
Ｆｉｇ．７
ｃｕｒｖｅ

１００

ｋｍ／ｈ直向过岔轮轨力时程图

Ｗｈｅｅｌ—ｒａｉ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ｉｍｅ－ｈｉｓｔｏｒｙ

ｗｈｅｎ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ｐａｓ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ａｉｎ ｌｉｎｅ

ａｔ

ｋｍ／ｈ、８０ ｋｍ／ｈ、９０ ｋｍ／ｈ

速度侧向通过１８号合金钢组合辙叉的情况．列车以
８０

ｋｍ／ｈ侧向过岔轮轨垂向力时程图如图９所示，

１００ ｋｍ／ｈ

分析图８中数据可以得出：
随着直向过岔速度的增加，３０ ｔ轴重重载列车
直向过岔时，脱轨系数、轮重减载率的总体趋势都是
随着车速的增大而增大，但均未超过相关规范规定
的限值．其中，脱轨系数最大位０．３，轮重减载率最
大为０．５３．

随着直向过岔速度的增加，３０ ｔ轴重重载列车
直向过岔时，轮轨垂向力、轮轨横向力的总体趋势都
是随着车速的增大而增大，轮轨横向力增幅较小，而

图９

轮轨垂向力增幅相对较大．其中，轮轨横向力最大为
４３．７

ｋＮ，轮轨垂向力最大为２４４

Ｆｉｇ．９

ｋＮ．

８０

ｋｍ／ｈ侧向过岔轮轨力时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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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同速度条件下，该处钢轨加速度较道岔其他区域内
加速度更大．

４结论
ｔ轴重荷载条件下，１８号道岔辙叉在５种工

３０

况下，心轨、翼轨及护轨在各检算区及非承载区的等
效应力均远小于材料的屈服强度，具有一定的强度
储备．垂向力２００ ｋＮ、横向力８５ ｋＮ作用于心轨顶
宽２０ ｍｍ位置的工况下，心轨的等效应力相对于其
他工况下检算偏高，建议可对心轨尖端进行适当的
加强．３０ ｔ轴重荷载条件下，列车直向、侧向通过１８

号道岔，总体上各个指标均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增加，
未超过规范限值．列车能够以直向速度１１０

ｋｍ／ｈ、

侧向速度９０ ｋｍ／ｈ安全通过道岔．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徐井芒，王平，谢铠泽，等．可动心轨道岔转换结构动力
学特性研究［Ｊ］．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１４，１１（１）：２９—
３５．
ＸＵ Ｊｉｎｇｍａｎｇ，ＷＡＮＧ Ｐｉｎｇ，ＸＩＥ Ｋａｉｚｅ，ｅｔ ａ１．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ｕｒｎｏｕｔ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

ｏｎ

ｍｅｎｔ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１ｌ（１）：２９—３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毛晓君，许玉德，陈文．列车过１８号道岔时轮对横移仿
真及试验研究［Ｊ］．城市轨道交通研究，２０１４，１７（２）：９１—
９５．
ｎ¨

／【Ｊ

×（Ｊ

Ｖ【Ｊ

午ｌ空（ｋｍ ｌ¨

Ｉｃ）ｉＨ ４：）Ｌ Ｉｎ Ｉ；ｑ化ｆＺ

（、【Ｊ

／¨

ｈ¨

ＶＵ

１埋｛ｋｍ ｈ）

（ｄ）铡轨ｆＲ～¨Ｉｊ坐Ｊ变

ＭＡＯ

Ｘｉａｏｊｕｎ，ＸＵ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图１０不同速度列车侧向过岔各指标峰值变化图
Ｆｉｇ．１ ０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ｐｅｅｄｓ ｗｈｅｎ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ｐａｓ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ｂｒａｎｃｈ ｌｉｎｅ

随行车速度的增加，列车侧向过岔时轮轨垂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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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至９０ ｋｍ／ｈ时，轮轨垂横向力增大幅度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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