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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铁电务轨旁设备状态可视化智能检

测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铁电务轨旁设备

状态可视化智能检测系统，其包括若干个图像采

集模块、同步触发单元以及存储分析服务器；各

所述图像采集模块安装在工务轨道车、检测车、

钢轨探伤车等特殊车辆上，并与所述同步触发单

元连接；所述图像采集模块与所述存储分析服务

器之间连接有图像采集卡以及采集控制单元；所

述图像采集模块内设置有线阵列相机以及光源。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1）集成铁路工务、电务专

业检测设备于同一个检测平台，实现多专业联合

巡检作业模式，可节约大量天窗资源；（2）根据光

谱响应特点定制波长的各类光源，采用窄带滤光

片过滤除阳光中的可见光，提高信噪比，解决阳

光干扰影响图像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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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铁电务轨旁设备状态可视化智能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若干个图像采集

模块、同步触发单元以及存储分析服务器；各所述图像采集模块安装在车辆上，并与所述同

步触发单元连接；所述图像采集模块与所述存储分析服务器之间连接有图像采集卡以及采

集控制单元；所述图像采集模块内设置有线阵列相机以及激光光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铁电务轨旁设备状态可视化智能检测系统，其特征在

于两个所述图像采集模块作为两个轨旁扫描组件，分别安装在所述车辆底部的两侧；两个

所述轨旁扫描组件的拍摄方向分别朝向轨道预设位置的两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铁电务轨旁设备状态可视化智能检测系统，其特征在

于四个所述图像采集模块作为四个轨腰扫描组件安装在所述车辆底部安装支架上；四个所

述轨腰扫描组件的拍摄方向分别朝向两个钢轨预设位置的内侧和外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铁电务轨旁设备状态可视化智能检测系统，其特征在

于两个所述图像采集模块作为两个道岔扫描组件安装在所述车辆底部的巡检梁上；两个所

述道岔扫描组件的拍摄方向分别朝向两个钢轨预设位置的上表面，覆盖整个轨道板区域。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铁电务轨旁设备状态可视化智能检测系统，其特征在

于一个所述图像采集模块作为轨间扫描组件，所述轨间扫描组件安装在所述车辆底部的中

间位置；所述轨间扫描组件的拍摄方向竖直或斜向下。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铁电务轨旁设备状态可视化智能检测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车辆的底部安装有状态监控摄像头，所述状态监控摄像头的拍摄方向朝向车底的安

装设备；所述状态监控摄像头与所述存储分析服务器之间连接有采集控制单元。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铁电务轨旁设备状态可视化智能检测系统，其特征在

于各所述线阵列相机的安装有用于过滤阳光的窄带滤光片。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铁电务轨旁设备状态可视化智能检测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光源为线激光光源或LED面阵列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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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铁电务轨旁设备状态可视化智能检测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铁路检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铁电务轨旁设备状态可视化

智能检测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铁路基础设施设备巡检系统检测项目主要以轨道、接触网、限界等巡检项

目为主，主要应用主动光源照明、线阵CCD（或CMOS）、等间隔运动扫描的检测原理，最高检测

速度为120km/h，如意大利Mermec公司的ROGER  1000  SBB型检测列车。目前铁路局各专业部

门分别配置了基于轨道车辆加装专用的检测监测设备用于高速铁路设备检测监测，如：接

触网作业车加装4C装置、轨道作业车或探伤车加装轨道巡检系统等，但也存在专业各自为

政，检测监测资源分散、作业天窗利用率低等问题。

[0003] 随着高铁线路运营里程快速增长，高速铁路电务轨旁设备的巡检工作量也随之增

加，现有的巡检方式主要以人工上道巡检的方式进行，这种巡检的方式存在如下问题：

[0004] 1)  有较大危险性。巡检安排在高铁线路的夜间“天窗”，由于巡检人员易处于疲惫

或精神不够集中等原因，人工上道巡检作业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极易造成安全事故；

[0005] 2)  人工巡检劳动强度大。高铁电务轨旁设备数量较多，且安装位置相对较为离

散，造成人工巡检工作量较大；

[0006] 3)  人工检查准确性低。由于高铁线路天窗时间主要在夜间，夜间照明较差，对于

电务轨旁设备脱落、松动和线缆卡脱落等情况，容易产生漏检和错检现象；

[0007] 4)  人工巡检效率低。巡检人工平均每小时检查3-5公里高铁线路，几百公里的高

铁线路必然会占用大量的人力资源和时间；

[0008] 5)  故障处理仓促。由于高铁车间覆盖范围较大，天窗时间较短，即使人工巡检过

程中发现故障，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故障处理，容易留下安全隐患；

[0009] 6)  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较为明显。雨雪、大风和低温天气对人工巡检带来了较大

的影响，特别是冬季低温，夜间上道易造成人员冻伤等情况的出现。

发明内容

[0010]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根据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高铁电务轨旁设备

状态可视化智能检测系统，该高铁电务轨旁设备状态可视化智能检测系统通过采用多个图

像采集模块实现了轨旁设备的智能检测。

[0011] 本实用新型目的实现由以下技术方案完成：

[0012] 一种高铁电务轨旁设备状态可视化智能检测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若干个图像采

集模块、同步触发单元以及存储分析服务器；各所述图像采集模块安装在车辆的底部，并与

所述同步触发单元连接；所述图像采集模块与所述存储分析服务器之间连接有图像采集卡

以及采集控制单元；所述图像采集模块内设置有线阵列相机以及光源。

[0013] 两个所述图像采集模块作为两个轨旁扫描组件，分别安装在所述车辆底部的两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08419969 U

3



侧；两个所述轨旁扫描组件的拍摄方向分别朝向轨道预设位置的两侧。

[0014] 四个所述图像采集模块作为四个轨腰扫描组件安装在所述车辆底部的安装支架

上；四个所述轨腰扫描组件的拍摄方向分别朝向两个钢轨预设位置的内侧和外侧。

[0015] 两个所述图像采集模块作为两个道岔扫描组件安装在所述车辆底部的巡检梁上；

两个所述道岔扫描组件的拍摄方向分别朝向两个所述钢轨预设位置的上表面，覆盖整个轨

道板区域。

[0016] 一个所述图像采集模块作为轨间扫描组件，所述轨间扫描组件安装在所述车辆底

部的中间位置；所述轨间扫描组件的拍摄方向竖直向下或斜向下。

[0017] 所述车辆的底部安装有状态监控摄像头，所述状态监控摄像头的拍摄方向朝向所

述车辆的车底的安装设备；所述状态监控摄像头与所述存储分析服务器之间连接有采集控

制单元。

[0018] 各所述线阵列相机的镜头表面安装有用于过滤阳光的窄带滤光片。

[0019] 所述光源为线结构光源或LED面阵列光源。

[0020] 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是：（1）采用机器巡检技术取代了电务轨旁设备人工上道巡检

的作业模式，可提高巡检效率和质量；（2）集成铁路工务、电务等专业检测设备于同一个检

测平台，实现多专业联合巡检作业模式，可节约大量天窗资源；（3）根据光谱响应特点定制

波长的各类光源，采用窄带滤光片过滤除阳光中的可见光，提高信噪比，解决阳光干扰影响

图像质量问题。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框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中各扫描组件的安装位置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中轨旁扫描组件的检测范围的示意图；

[0024] 图4为本实用新型中轨腰扫描组件的检测范围的示意图；

[0025] 图5为本实用新型中道岔扫描组件的检测范围的示意图；

[0026] 图6为本实用新型中轨间扫描组件的检测范围的示意图；

[0027] 图7为本实用新型中状态监控摄像头的安装位置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结合附图通过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的特征及其它相关特征作进一步详细说

明，以便于同行业技术人员的理解：

[0029] 如图1-7，图中标记1-13分别为：存储分析服务器1、同步触发单元2、图像采集模块

3、车辆4、图像采集卡5、采集控制单元6、轨旁扫描组件7、轨腰扫描组件8、安装支架9、钢轨

10、道岔扫描组件11、轨间扫描组件12、状态监控摄像头13。

[0030] 实施例：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具体涉及一种高铁电务轨旁设备状态可视化智能检

测系统，该系统包括存储分析服务器1、同步触发单元2以及九个图像采集模块3。各图像采

集模块3安装在车辆4的底部，并与同步触发单元2连接；图像采集模块3与存储分析服务器1

之间连接有图像采集卡5以及采集控制单元6；图像采集模块3内设置有线阵列相机以及光

源。各图像采集模块3用于在同步触发单元2的控制下采集车辆4下方轨道的图像数据，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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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依次经过图像采集卡5以及采集控制单元6传输至存储分析服务器1内部；存储分析服

务器1可以对接收到的图像输出进行分析存储。本实施例中，同步触发单元2由存储分析服

务器1进行控制，同步触发单元2可控制各个图像采集模块3同步地采集图像数据。本实施例

中车辆4为钢轨探伤车。

[0031] 如图1、2、3所示，本实施例中，两个图像采集模块3作为两个轨旁扫描组件7。两个

轨旁扫描组件7分别安装在车辆4底部的两侧，两个轨旁扫描组件7的拍摄方向分别朝向轨

道预设位置的两侧。轨道预设位置指的是车辆4运行过程中轨道所在的位置。两个轨旁扫描

组件7用于拍摄轨道两侧的图像，通过轨旁扫描组件7拍摄的图像可以检测轨道两侧的轨旁

信号箱以及电缆槽盖板。图3中的虚线标注出了轨旁扫描组件7的检测范围。

[0032] 本实施例中，轨旁扫描组件7的线阵列相机的分辨率为2K。该线阵列相机的视场大

小3000mm，工作距离1200-4200mm，可满足拍摄物体景深2000mm左右，可保证1mm/线的图像

采集密度。轨旁扫描组件7的光源为定制的线结构光源。

[0033] 如图1、2、4所示，本实施例中，四个图像采集模块3作为四个轨腰扫描组件8。四个

轨腰扫描组件8安装在车辆4底部的巡检梁9上，巡检梁9与车辆4底部的车架固定连接。四个

轨腰扫描组件8的拍摄方向分别朝向两个钢轨预设位置的内侧和外侧。钢轨预设位置指的

是车辆4运行过程中钢轨10所在的位置。在运行过程中，四个轨腰扫描组件8分别拍摄两根

钢轨的内侧轨腰以及外侧轨腰的图像。图4中的虚线标注出了轨腰扫描组件8的检测范围。

[0034] 本实施例中，轨腰扫描组件8的线阵列相机的分辨率为1K。该线阵列相机的视场大

小500mm，工作距离700mm，可满足拍摄物体景深200mm左右，可保证1mm/线的图像采集密度。

轨腰扫描组件8的光源为定制的LED面阵列光源。

[0035] 如图1、2、5所示，本实施例中，两个图像采集模块3作为两个道岔扫描组件11安装

在车辆4底部的巡检梁9上。两个道岔扫描组件11的拍摄方向竖直向下，分别朝向两个钢轨

预设位置的上表面，并覆盖整个轨道板区域。此处的钢轨预设位置仍然指的是车辆4运行过

程中钢轨10所在的位置。在运行过程中，两个道岔扫描组件11持续采集两个钢轨以及道岔

的顶部图像。图5中的虚线标注出了道岔扫描组件11的检测范围。

[0036] 本实施例中，道岔扫描组件11的线阵列相机的分辨率为2K。该线阵列相机的视场

大小1600mm，工作距离600-800mm，可满足拍摄物体景深200mm左右，可保证1mm/线的图像采

集密度。道岔扫描组件11的光源为定制的LED面阵列光源。

[0037] 如图1、2、6所示，本实施例中，一个图像采集模块3作为轨间扫描组件12安装在车

辆4底部的巡检梁9上；轨间扫描组件12的拍摄方向竖直向下。轨间扫描组件12位于巡检梁9

的中部，用于在车辆4运行过程中拍摄轨道中心的图像。图6中的虚线标注出了轨间扫描组

件12的检测范围。

[0038] 本实施例中，轨间扫描组件12的线阵列相机的分辨率为1K。该线阵列相机的视场

大小500mm，工作距离600mm，可满足拍摄物体景深200mm左右，可保证1mm/线的图像采集密

度。轨间扫描组件12的光源为定制的LED面阵列光源。

[0039] 如图1、7所示，车辆4的底部安装有状态监控摄像头13，状态监控摄像头13的拍摄

方向朝向所述车辆4的车底安装的设备；本实施例中车底安装的设备大多安装在巡检梁9

上。状态监控摄像头13与存储分析服务器1之间连接有采集控制单元6。本实施例中，状态监

控摄像头13的数目为2，状态监控摄像头13用于监测巡检梁9上的各种设备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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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如图1所示，各图像采集模块3采用的线阵列相机的镜头表面安装有用于过滤阳光

的窄带滤光片。各图像采集模块3采用的光源的能量集中在很窄的光谱范围内，光源的能量

峰值与窄带滤光片的透射光谱相匹配，这样可以确保窄带滤光片可以过滤掉大部分阳光，

提高了图像采集模块的信噪比，解决了阳光干扰图像采集模块3的问题。

[0041] 本实施例中，各图像采集模块3采用线阵列相机，线阵列相机仅通过一条狭缝拍摄

外接图像，取景口非常小，基本完全封闭，可有效地避免风沙雨雪对取景口的封盖，避免极

端恶劣天气对设备的影响，增强了图像采集模块3对抗雨雪风沙的能力。与之相对，现有技

术中的面阵列相机由于口径大，安装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车底时，镜头容易被脏污遮盖。

[0042] 虽然以上实施例已经参照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目的的构思和实施例做了详细说明，

但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可以认识到，在没有脱离权利要求限定范围的前提条件下，仍然可

以对本实用新型作出各种改进和变换，故在此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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