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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轮轨健康状态监测系统及

方法，包括：多个安装在钢轨侧面上的传感器，其

中每个传感器被设置成能够采集该位置的信号；

多个信号处理单元，被设置成能够处理多个传感

器采集的信号，包含所述监测方法、信号预处理、

信号去噪、伤损检测、伤损分类、伤损定位、伤损

严重程度评估和轮轨使用寿命预测等程序模块，

用于实现轮轨健康状态监测；一个轮轨健康状态

监测控制中心，包括控制、显示和预警单元；以及

多个传感器与信号处理单元之间、多个信号处理

单元之间和多个信号处理单元与监测控制中心

之间的数据传输。本发明适用于不同轮轨接触状

态、行车速度、载重等情况下的轮轨健康状态全

过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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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轮轨健康状态监测系统，其结构图如图1所示，其特征在于：

多个安装在钢轨101侧面上的传感器103a-i，其中每个传感器被设置成能够采集该位

置的信号；

多个信号处理单元104，被设置成能够处理多个传感器采集的信号。特别地，要求与一

个信号处理单元相关联的多个传感器个数不少于2，且其中两间距最远传感器的距离与车

轮周长相当；

信号处理单元结构图如图2所示，其中一个信号处理单元可包含一个处理器1041和一

个存储器1042，分别用于执行和保存信号预处理、信号去噪、伤损检测、伤损分类、伤损定

位、伤损严重程度评估和轮轨使用寿命预测等程序模块；

一个轮轨健康状态监测控制中心105，其结构图如图3所示，包括控制单元1051、显示单

元1052和预警单元1053，用于对信号处理单元104发出指令、显示监测结果并对危险状态给

出预警；

多个传感器103a-i与信号处理单元104a-c之间、多个信号处理单元104a-c之间和多个

信号处理单元104a-c与监测控制中心105之间的数据传输，可为有线传输也可为无线传输，

通过传输，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可以上传到与其相关联的信号处理单元，相邻信号处理单

元间可以进行数据交换，多个信号处理单元处理后的结果数据可上传到控制中心，并且控

制中心可向多个信号处理单元发出指令。

2.一种轮轨健康状态监测方法，其流程图如图4所示，其特征在于，当以图1中信号处理

单元104a及其相关联的多个传感器103a-c为例，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判断伤损是否存在

输入车速度V、车轮半径R和传感器103a-c采集到的信号sa-c(t)，从sa-c(t)中判断伤损

是否存在。当sa-c(t)中的背景噪声幅值较小时，可以明显看出伤损信号的存在，若伤损信号

存在则执行步骤二，若伤损信号不存在则结束，所述监测方法可嵌入信号处理单元中的信

号预处理模块；当sa-c(t)中的背景噪声幅值大至将伤损信号淹没时，所述监测方法可在信

号去噪模块之后作为单独模块，去噪后噪声幅值明显减小，从信号幅值可判断伤损信号是

否存在，若伤损信号存在则执行步骤二，若伤损信号不存在则结束；

步骤二：计算周期

当车轮运行一周时，车轮的前进距离与车速的比即为运行周期，因此可通过车速V和车

轮半径R计算车轮的运行周期

当车轮存在伤损，伤损在与钢轨发生压力接触时会产生伤损信号，则传感器103a-c相

邻时段的伤损信号将呈现与车轮运行周期一致的周期性；而当钢轨存在伤损时，传感器

103a-c相邻时段的伤损信号将与运行周期无关，因此可通过两相邻时段的伤损信号sa-c(t)

计算信号周期

其中Aa ,t1、Ab ,t1、Ac ,t1为传感器103a、103b、103c采集的伤损信号在t1时间段的幅值，

Aa,t2、Ab,t2、Ac,t2为传感器103a、103b、103c采集的伤损信号在t2时间段的幅值，t2>t1，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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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取最大值， 为在t1时间段传感器103a-c中伤损信号最大幅值对应的时刻，

为在t2时间段传感器103a-c中伤损信号最大幅值对应的时刻；

步骤三：周期比较

比较运行周期Tw和信号周期Ts的大小，若信号周期约等于运行周期，则信号为车轮伤损

信号，若二者相差较大，则信号为钢轨伤损信号。

3.一种计算机程序，包括软件指令，所述软件指令在由计算机执行时实施根据权利要

求1至2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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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轮轨健康状态监测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轮轨健康状态监测系统，以及所述系统中用于实现轮轨健康状态

监测的方法。本发明的方案尤其适用于不同轮轨接触状态、行车速度、载重等情况下的轮轨

健康状态全过程监测。

背景技术

[0002] 车轮和钢轨是铁路系统的基础组成，其健康状态的保证对铁路安全至关重要。目

前，轮轨伤损检测均在非运行条件下进行，车轮伤损检测主要靠出厂质检和定期回厂检测，

而钢轨伤损检测主要基于钢轨探伤车和手推式探伤仪。因此，现有轮轨伤损检测耗费大量

的人力物力，且速度慢、效率低，无法实时反映伤损的演变过程和全部信息，在高速铁路的

飞速发展下，远不能确保列车的安全运行。轮轨健康状态监测不仅可以提高探伤效率，而且

有利于对伤损产生机理和发展全过程的了解，便于伤损的分级诊断和及时处理，因此对轮

轨健康状态的实时监测成为保障铁路安全的发展方向。

[0003] 轮轨伤损的发生伴随着应力、位移、振动、声等变化，因此通过安装此类传感器可

以达到监测轮轨伤损的目的。在高速运行的车轮上安装传感器的风险较高，安全系数较低，

但伤损产生的应力、位移、振动、声等变化不仅可以在轮内、轨内传播，而且能够通过轮轨接

触在轮轨间传播，因此在钢轨侧面安装传感器成为目前可靠性最高的安装方式，能够同时

实现车轮及车轮相关、钢轨及钢轨相关的基础设施健康状态监测。此时，车轮和钢轨伤损信

号的采集是同步进行的，传感器无法分辨伤损信号来自车轮还是钢轨。因此在采用同一套

系统监测轮轨健康状态时，需要一种合适的监测方法区分车轮和钢轨的伤损信号，才能进

一步有针对性的对二者进行处理。

[0004] 另外，安装的传感器被动接收轮轨伤损发生时产生的伤损信号，所以轮轨健康状

态监测与外界条件无关，只与伤损的类型、位置、严重程度等内在因素有关。因此，在钢轨侧

面安装传感器适用于不同轮轨接触状态、行车速度、载重等情况下的轮轨健康状态监测。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一种轮轨健康状态监测系统及方法，既能够提高轮轨伤损

的检测效率，又能对不同轮轨接触状态、行车速度、载重等情况下的轮轨健康状态进行全过

程监测，最终确保轮轨系统的安全。

[000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说明。本发明的第一方面提供一种轮轨健康状态监测

系统，其结构图如图1所示，图中车轮102与钢轨101发生滚动接触。所述系统包括多个安装

在钢轨101侧面上的传感器103a-i，其中每个传感器被设置成能够采集该位置的信号。所述

系统还包括多个信号处理单元104，被设置成能够处理多个传感器采集的信号。特别地，要

求与一个信号处理单元相关联的多个传感器个数不少于2，且其中两间距最远传感器的距

离与车轮周长相当。所述信号处理单元结构图如图2所示，其中一个信号处理单元可包含一

个处理器1041和一个存储器1042，分别用于执行和保存信号预处理、信号去噪、伤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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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损分类、伤损定位、伤损严重程度评估和轮轨使用寿命预测等程序模块。所述系统还包括

一个轮轨健康状态监测控制中心105，其结构图如图3所示，包括控制单元1051、显示单元

1052和预警单元1053，用于对信号处理单元104发出指令、显示监测结果并对危险状态给出

预警。所述系统还包括多个传感器103a-i与信号处理单元104a-c之间、多个信号处理单元

104a-c之间和多个信号处理单元104a-c与监测控制中心105之间的数据传输，可为有线传

输也可为无线传输。通过传输，传感器采集到的信号可以上传到与其相关联的信号处理单

元，相邻信号处理单元间可以进行数据交换，多个信号处理单元处理后的结果数据可上传

到控制中心，并且控制中心可向多个信号处理单元发出指令。

[0007] 本发明的第二方面提供一种轮轨健康状态监测方法，其流程图如图4所示，可作为

程序模块嵌入信号处理单元中的信号预处理模块或信号去噪模块之后，共分为三个步骤，

以图1中信号处理单元104a及其相关联的多个传感器103a-c为例给出说明，具体步骤如下：

[0008] 步骤一：判断伤损是否存在

[0009] 输入车速度V、车轮半径R和传感器103a-c采集到的信号sa-c(t)，从sa-c(t)中判断

伤损是否存在。当sa-c(t)中的背景噪声幅值较小时，可以明显看出伤损信号的存在，若伤损

信号存在则执行步骤二，若伤损信号不存在则结束，所述监测方法可嵌入信号处理单元中

的信号预处理模块；当sa-c(t)中的背景噪声幅值大至将伤损信号淹没时，所述监测方法可

在信号去噪模块之后作为单独模块，去噪后噪声幅值明显减小，从信号幅值可判断伤损信

号是否存在，若伤损信号存在则执行步骤二，若伤损信号不存在则结束；

[0010] 步骤二：计算周期

[0011] 当车轮运行一周时，车轮的前进距离与车速的比即为运行周期，因此可通过车速V

和车轮半径R计算车轮的运行周期

[0012]

[0013] 当车轮存在伤损，伤损在与钢轨发生压力接触时会产生伤损信号，则传感器103a-

c相邻时段的伤损信号将呈现与车轮运行周期一致的周期性；而当钢轨存在伤损时，传感器

103a-c相邻时段的伤损信号将与运行周期无关，因此可通过两相邻时段的伤损信号sa-c(t)

计算信号周期

[0014]

[0015] 其中Aa ,t1、Ab,t1、Ac ,t1为传感器103a、103b、103c采集的伤损信号在t1时间段的幅

值，Aa ,t2、Ab,t2、Ac ,t2为传感器103a、103b、103c采集的伤损信号在t2时间段的幅值，t2>t1，

max{}为取最大值， 为在t1时间段传感器103a-c中伤损信号最大幅值对应的

时刻， 为在t2时间段传感器103a-c中伤损信号最大幅值对应的时刻；

[0016] 步骤三：周期比较

[0017] 比较运行周期Tw和信号周期Ts的大小，若信号周期约等于运行周期，则信号为车轮

伤损信号，若二者相差较大，则信号为钢轨伤损信号。结合传感器103a-c的位置，以及传感

器103a-c采集的车轮、钢轨伤损信号在不同时段的示意图，进一步解释说明所述监测方法

如下。图5为含伤损车轮在经过传感器103a-c时产生伤损信号的示意图，图6(a)为t1时段传

感器103a-c采集到的车轮伤损信号示意图，图6(b)为t2时段传感器103a-c采集到的车轮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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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信号示意图。设车轮伤损第一次与钢轨发生压力接触的位置为p1(靠近传感器103a)，此

时截取传感器103a-c采集到的伤损信号为信号段t1；车轮滚动一周后，第二次发生压力接

触的位置为p2(靠近传感器103c)，此时截取传感器103a-c采集到的伤损信号为信号段t2。

由于信号在钢轨中传播时幅值发生衰减，而p1距传感器103a最近，t1时段传感器103a采集

到的信号幅值最大；又由于信号由左向右传播，传感器103a最先接收到伤损信号，传感器

103c最晚。同理，在t2时段，距p2较近的传感器103c最先接收到伤损信号且幅值最大，而后

信号逐渐由右向左传播至传感器103b和传感器103a。由车轮滚动的周期性可知，t2时段传

感器103c的最大幅值发生时刻与t1时段传感器103a的最大幅值发生时刻的差应约等于运

行周期。图7为含伤损钢轨产生的伤损信号被传感器103a-c采集时的示意图，图8(a)为t1时

段传感器103a-c采集到的钢轨伤损信号示意图，图8(b)为t2时段传感器103a-c采集到的钢

轨伤损信号示意图。设钢轨伤损的位置为p1(靠近传感器103a)，此时截取传感器103a-c采

集到的伤损信号为信号段t1；再经过一段时间，p1位置的伤损发生进一步扩展产生伤损信

号，此时截取传感器103a-c采集到的伤损信号为信号段t2。由于p1距传感器103a最近，t1和

t2时段均有传感器103a最先采集到伤损信号，且幅值最大，两个时段中传感器103a-c采集

到的信号保持相同的模式。然而钢轨伤损信号不具有与运行周期一致的周期性，因此t2时

段传感器103c的最大幅值发生时刻与t1时段传感器103a的最大幅值发生时刻的差不等于

运行周期。

[0018] 本发明的第三方面提供一种包括软件指令的计算机程序，所述软件指令在由计算

机执行时实施所述监测方法、信号预处理、信号去噪、伤损检测、伤损分类、伤损定位、伤损

严重程度评估和轮轨使用寿命预测等程序模块。

[001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不仅提高了轮轨伤损检测效率，而且具有如下优点：

[0020] 1)适用于车轮及车轮相关的、钢轨及钢轨相关的基础设施健康状态监测；

[0021] 2)适用于不同轮轨接触状态、行车速度、载重等情况下的轮轨健康状态监测；

[0022] 3)适用于监测轮轨健康状态演变的整个过程。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轮轨健康状态监测系统结构图；

[0024] 图2为信号处理单元104结构图；

[0025] 图3为轮轨健康状态监测控制中心105结构图；

[0026] 图4为轮轨健康状态监测方法流程图；

[0027] 图5为含伤损车轮在经过传感器103a-c时产生伤损信号的示意图；

[0028] 图6为传感器103a-c采集到的车轮伤损信号示意图(a)t1时段(b)t2时段；

[0029] 图7为含伤损钢轨产生的伤损信号被传感器103a-c采集时的示意图；

[0030] 图8为传感器103a-c采集到的钢轨伤损信号示意图(a)t1时段(b)t2时段；

[0031] 图9为行车过程中三个传感器103a-c在两个时段采集的信号；

[0032] 图10为无车情况下三个传感器103a-c在两个时段采集的信号。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以基于声发射传感器的轮轨健康状态监测为一个实施例，结合附图说明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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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将三个声发射传感器103a-c以图1的方式安装在钢轨侧面，所有传感器

均与一个包含处理器和存储器的信号处理单元104相连，此信号处理单元与一台作为监测

控制中心的计算机105相连，构成一个监测系统，监测方法作为程序模块由信号处理单元

104存储并执行。其中，相邻声发射传感器的水平间距为1m，即图5和图7中xb＝1m、xc＝2m。车

轮半径R＝0.45m，对行车速度V＝10m/s和无车两种情况下测得信号进行以下处理。

[0034] 执行步骤一：判断伤损是否存在。

[0035] 当车轮102在钢轨101上以速度10m/s稳定滚动时，三个传感器103a-c在两个时段

采集的信号如图9所示，其中t1时段对应为0至1ms，t2时段对应为282.86ms至283.86ms。图9

中行车过程中的背景噪声不可忽略，但其幅值相对较小，伤损信号清晰可见，判断伤损存

在。在t1时段，声发射传感器103a最先测得伤损信号且幅值最大，而声发射传感器103c最后

测得伤损信号且幅值最小，说明伤损发生位置p1距声发射传感器103a最近、距声发射传感

器103c最远；t2时段声发射传感器103c最先测得伤损信号且幅值最大，说明伤损发生位置

p2距声发射传感器103c最近、距声发射传感器103a最远。

[0036] 重新计时，测得无车情况下三个传感器103a-c在两个时段采集的信号如图10所

示，其中t1时段对应为96.22ms至97.0392ms，t2时段对应为99.01ms至99.8292ms。图10中背

景噪声幅值非常小，伤损信号清晰可见，判断伤损存在。在t1和t2两个时段，传感器103a-c

采集到的信号具有相同的模式，均有声发射传感器103a最先测得伤损信号且幅值最大，说

明两次伤损发生的位置相对三个传感器保持不变，均距声发射传感器103a最近、距声发射

传感器103c最远。

[0037] 执行步骤二：计算周期。

[0038] 当车轮运行一周时，车轮的前进距离与车速的比即为运行周期。当车速V＝10m/s、

车轮半径R＝0.45m时，计算车轮的运行周期

[0039]

[0040] 得Tw＝282.7ms。当车轮存在伤损时，伤损在与钢轨发生压力接触时会产生伤损信

号，则传感器103a-c相邻时段的伤损信号将呈现与车轮运行周期一致的周期性；而当钢轨

存在伤损时，传感器103a-c相邻时段的伤损信号将与运行周期无关，因此可通过两相邻时

段的伤损信号sa-c(t)计算信号周期

[0041]

[0042] 其中Aa ,t1、Ab ,t1、Ac ,t1为传感器103a、103b、103c的伤损信号在t1时间段的幅值，

Aa,t2、Ab,t2、Ac,t2为传感器103a、103b、103c的伤损信号在t2时间段的幅值，t2>t1，max{}为取

最大值， 为在t1时间段声发射传感器103a-c中伤损信号最大幅值对应的时

刻， 为在t2时间段声发射传感器103a-c中伤损信号最大幅值对应的时刻。分

别计算行车过程中的伤损信号周期Tsw和无车情况下伤损信号周期Tsr，得

[0043] Tsw＝283.09-0.2308＝282.8592(ms)，

[0044] Tsr＝99.07-96.277＝2.793(ms)。

[0045] 执行步骤三：周期比较。

[0046] 将伤损信号周期Tsw、Tsr与运行周期Tw进行比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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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Tsw≈Tw，

[0048] Tsr≠Tw，

[0049] 说明行车过程中测得的伤损信号由车轮伤损产生，而无车情况下测得的伤损信号

是钢轨伤损信号，可能由同一位置的钢轨伤损进一步扩展产生。确定伤损信号的来源后，即

可在信号处理单元进入下一步处理，最终实现轮轨健康状态的监测。

[0050] 此外，根据本发明的轮轨健康状态监测系统及方法，不仅可以基于声发射传感器，

还可以基于应力传感器、位移传感器、振动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和超声传感器等。

[0051] 应当认识到，本发明的实施例还可以由计算机硬件、硬件和软件的组合、或者通过

存储在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器中的计算机指令来实现或实施。所述方法可以使用标准

编程技术-包括配置有计算机程序的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在计算机程序中实现，

其中如此配置的存储介质使得计算机以特定和预定义的方式操作-根据在具体实施例中描

述的方法和附图。每个程序可以以高级过程或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来实现以与计算机系统

通信。然而，若需要，该程序可以以汇编或机器语言实现。在任何情况下，该语言可以是编译

或解释的语言。此外，为此目的该程序能够在编程的专用集成电路上运行。

[0052] 进一步，所述方法可以在可操作地连接至合适的任何类型的计算平台中实现，包

括但不限于个人电脑、迷你计算机、主框架、工作站、网络或分布式计算环境、单独的或集成

的计算机平台、或者与带电粒子工具或其它成像装置通信等等。本发明的各方面可以以存

储在非暂时性存储介质或设备上的机器可读代码来实现，无论是可移动的还是集成至计算

平台，如硬盘、光学读取和/或写入存储介质、RAM、ROM等，使得其可由可编程计算机读取，当

存储介质或设备由计算机读取时可用于配置和操作计算机以执行在此所描述的过程。此

外，机器可读代码，或其部分可以通过有线或无线网络传输。当此类媒体包括结合微处理器

或其他数据处理器实现上文所述步骤的指令或程序时，本文所述的发明包括这些和其他不

同类型的非暂时性计算机可读存储介质。当根据本发明所述的方法和技术编程时，本发明

还包括计算机本身。

[0053] 以上所述，只是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只要

其以相同的手段达到本发明的技术效果，都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在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内其技术方案和/或实施方式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修改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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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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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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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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