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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低速测量轨道几何参数

的方法以及复合测量方法，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同

一根轨道上方的的前廓形仪和后廓形仪之间的

距离为C；里程计实时记录列车经过的里程，在低

速情况下获取轨道相对几何参数xi；三维陀螺仪

实时测量水平面内的角度变化α；前廓形仪实时

测量距离轨道表面xi-1处的偏移量hi-1；后廓形仪

实时测量距离轨道表面xi处的偏移量hi；前廓形

仪实时测量距离轨道表面xi处的偏移量hi’；通

过公式 得出轨道

相对几何参数的yi，最终得到测量的任意点(xi，

yi)，获取平顺性参数，列车速度在15Km/h以上时

通过惯性基准法获取(xi，yi)，在达到了低速或

高速对轨道不平顺的检测均较为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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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速测量轨道几何参数方法，其特征在于：

列车在测量区段的起点处开始启动，同时里程计、三维陀螺仪(5)、中央处理单元、前廓

形仪(4)、后廓形仪(3)以及计算机均处于开启状态；

同一根轨道(1)上方的的前廓形仪(4)和后廓形仪(3)之间的距离为C；

里程计实时记录列车经过的里程，在低速情况下获取轨道(1)相对几何参数的xi，经过

中央处理单元输入至计算机中；

三维陀螺仪(5)实时测量水平面内的角度变化αi，经过中央处理单元输入至计算机中；

前廓形仪(4)实时测量距离轨道1表面xi-1处的偏移量hi-1，经过中央处理单元输入至计

算机中；

后廓形仪(3)实时测量距离轨道(1)表面xi处的偏移量hi，经过中央处理单元输入至计

算机中；

前廓形仪(4)实时测量距离轨道(1)表面xi处的偏移量hi’，经过中央处理单元输入至计

算机中；

通过计算机中的公式 得出轨道(1)相对几何参数的

yi，最终得到测量的任意点(xi,yi)，获取平顺性参数。

2.一种复合测量轨道几何参数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列车车速不大于15Km/h的情况下，

使用权利要求1中所述的低速测量轨道(1)的方法，在列车车速大于15Km/h的情况下，使用

惯性基准法得出惯性监测平台空间曲线后， Li为起点到计算点的

里程，ti为测量过程中的时间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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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速测量轨道几何参数的方法以及复合测量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轨道测量的领域，特别涉及一种低速测量轨道几何参数的方法以及复

合测量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早期轨道状态采用人工检测，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轨道检查小车。用人力推行小

车和机动的检测小车进行检测。用这些方法检查不能反映轨道在列车车轮荷载作用下的几

何状态。近十多年来，由于行车速度提高，运量增大，需进一步提高轨道的不平顺性，要求更

准确地测出轨道不平顺波形，因而促进了轨道检测新技术的发展。

[0003] 现有技术中，使用三点偏弦法或者惯性基准法测轨道不平顺。在高速的情况下，通

常使用惯性基准法对轨道不平顺进行检测，通过安装在列车上的里程计、三维陀螺仪以及

轨距传感器、横向倾角传感器和纵向倾角传感器获取轨道相对几何参数，即相对测量数据。

三维陀螺仪测量轨道相对轨迹的测量原理见图1，以水平面内坐标计算为例，其相对坐标算

法公式为： 其中：α为三维陀螺仪实时测量的水

平面内的角度变化，l为里程计测量的结果，Li为起点到计算点的里程，ti为测量过程中的时

间微量。

[0004] 惯性基准法对时间进行两次积分，速度越低，时间越长，积累误差越大，因此惯性

基准法受速度影响较大，不适宜低速检测，在高速时更具优势。而在进行监测时，列车刚启

动时列车的速度较低，此时测量的数据准确度不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低速测量轨道几何参数装置与方法，其优点是低速情况

下对轨道不平顺的检测较为的准确。

[0006] 一种低速测量轨道几何参数方法，

[0007] 列车在测量区段的起点处开始启动，同时里程计、三维陀螺仪、中央处理单元、前

廓形仪、后廓形仪以及计算机均处于开启状态；

[0008] 同一根轨道上方的的前廓形仪和后廓形仪之间的距离为C；

[0009] 里程计实时记录列车经过的里程，在低速情况下获取轨道相对几何参数的xi，经

过中央处理单元输入至计算机中；

[0010] 三维陀螺仪实时测量水平面内的角度变化αi，经过中央处理单元输入至计算机

中；

[0011] 前廓形仪实时测量距离轨道1表面xi-1处的偏移量hi-1，经过中央处理单元输入至

计算机中；

[0012] 后廓形仪实时测量距离轨道表面xi处的偏移量hi，经过中央处理单元输入至计算

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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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前廓形仪实时测量距离轨道表面xi处的偏移量hi’，经过中央处理单元输入至计算

机中；

[0014] 通过计算机中的公式 得出轨道相对几何参数的

yi，最终得到测量的任意点(xi,yi)，获取平顺性参数。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C是固定数值，y0为开始的测量值，hi’、hi和αi均为实测

值，之后通过累加的方式得出yi，而不是采用对时间积分的方式，使得在低速的情况下，累

积的误差较小，低速情况下对轨道不平顺的检测较为的准确。

[0016] 一种复合测量轨道几何参数方法，在列车车速不大于15Km/h的情况下，使用低速

测量轨道的方法，在列车车速大于15Km/h的情况下，使用惯性基准法得出惯性监测平台空

间曲线后，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列车刚刚启动时，列车速度较慢，使用低速测量轨道的

方法较为准确，而当列车速度大于15Km/h的情况下，使用惯性基准法进行测量较为准确。

[0018]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1、低速情况下对轨道不平顺的检测较为的

准确；2、低速情况下使用低速测量轨道的装置与方法，在高速情况下使用惯性基准法测量，

使得整体测量较为的准确。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低速测量轨道几何参数时的原理图；

[0020] 图2是安装架和列车连接时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图2中的A部放大图；

[0022] 图4是廓形仪测量时的示意图；

[0023] 图5是廓形仪选取基准时的示意图；

[0024] 图6是惯性基准法测量轨道几何参数时的原理图。

[0025] 图中，1、轨道；2、安装架；3、后廓形仪；4、前廓形仪；41、前方内侧廓形仪；42、前方

外侧廓形仪；5、三维陀螺仪；6、安装组件；61、连接杆；62、螺母；63、安装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相同的零部件用相同的附图标记

表示。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描述中使用的词语“前”、“后”、“左”、“右”、“上”、“下”、“底面”和

“顶面”指的是附图中的方向，词语“内”和“外”分别指的是朝向或远离特定部件几何中心的

方向。

[0027] 实施例一

[0028] 一种低速测量轨道几何参数方法，此方法可在列车速度不超过15Km/h适用，需要

使用里程计、三维陀螺仪5、中央处理单元、前廓形仪4、后廓形仪3以及计算机进行采集和处

理数据，以上设备均安装的列车上，同一根轨道1上方的前廓形仪4和后廓形仪3之间的距离

为C。在列车启动时，开启里程计、三维陀螺仪5、中央处理单元、前廓形仪4、后廓形仪3以及

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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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之后通过里程计实时记录列车经过的里程，反映到水平面内的坐标中可获取轨道

1相对几何参数xi，经过中央处理单元的整理输入至计算机中。三维陀螺仪5实时测量水平

面内的角度变化αi，经过中央处理单元输入至计算机中。前廓形仪4实时测量距离轨道1表

面xi-1处的偏移量hi，经过中央处理单元输入至计算机中。后廓形仪3实时测量距离轨道1表

面xi处的偏移量hi，经过中央处理单元输入至计算机中。由于在运行的过程中轨道1存在一

定的不平顺，列车会有一定的起伏，此时前廓形仪4检测完xi-1处的数值后到达xi处检测数

值时，会与后廓形仪3检测xi时的检测数值hi不同，可以记前廓形仪4实时测量距离轨道1表

面xi处的偏移量为hi’，经过中央处理单元输入至计算机中。

[0030] 轨道在空间中的不平顺有竖向高低不平顺，也有横向不平顺，竖向不平顺可以称

之为高低或者说高低起伏，而横向不平顺也称之为轨向不平顺，为了测量轨道竖向不平顺

和横向不平顺，其中偏移量可以是距离轨道上表面的竖直高度或者是距离轨道内侧表面的

横向距离。结合图1，以高低不平顺为例做出具体说明，曲线为轨道1实际的起伏曲线，曲线

上方线段的两端分别为前廓形仪4和后廓形仪3测出的距离轨道1表面的高度。线段的长度

是一定的，记为C，但由于轨道1有一定的起伏，使得列车以及安装在列车上的三维陀螺仪5、

前廓形仪4以及后廓形仪3的姿态不同，αi为三维陀螺仪5实时测量的水平面内的角度变化，

第xi处的角度为αi-1，前廓形仪4实测的距离轨道1表面的高度为hi-1’，后廓形仪3实测的距

离轨道1表面的高度为h i，因此可以得出，y i＝y i - 1+h i‘- 1+c*sinαi - 1-h i，最终得出

其中y0和C为测量值，hi’、αi和hi为实测值，通过计算机

得出每个点的参数(xi，yi)，最终形成轨道1的起伏曲线。测量竖向不平顺时竖向h叫高度，而

测量横向不平顺时，横向h叫偏移，前廓形仪4和后廓形仪3测出的距离轨道1内侧表面的偏

移即可。

[0031] 实施例二

[0032] 结合图2和图3，一种低速测量轨道几何参数装置，包括实时记录列车经过里程的

里程计、实时测量水平面内的角度变化αi的三维陀螺仪5、实时测量距离轨道1表面偏移量

的激光廓形仪器，激光廓形仪包括实时测量距离轨道1表面偏移量的前廓形仪4、实时测量

距离轨道1表面偏移量的后廓形仪3，整理计算里程计、三维陀螺仪5、前廓形仪4和后廓形仪

3信息的计算机，里程计、三维陀螺仪5和激光廓形仪均与包含有中央处理单元的电路板连

接，中央处理单元可以通过无线通讯的方式和计算机连接，中央处理单元接收采集的信息

反馈给计算机。

[0033] 每根轨道1的上方均设置有前廓形仪4和后廓形仪3，前廓形仪4和后廓形仪3沿着

轨道1方向前后分布。低速测量轨道几何参数装置还包括安装架2，安装架2的侧方设置有安

装组件6。结合图3，安装组件6包括连接杆61以及与安装架2侧方固接的安装座63，连接杆61

的上端可以通过螺栓和列车底部固接，连接杆61的下端设置有螺纹，连接杆61的下端螺纹

连接有两个螺母62，连接杆61的下端穿过连接座，通过两个螺母62夹持连接座从而固定安

装座63。

[0034] 安装架2呈长方形框状，激光廓形仪安装在安装架2的四角处，三维陀螺仪5位于安

装架2内侧且位于中部位置，三维陀螺仪5与安装架2的内壁固接。

[0035] 前廓形仪4包括测量钢轨内侧轮廓的前方内侧廓形仪41和测量钢轨外侧轮廓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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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外侧廓形仪42，通过前方内侧廓形仪41和前方外侧廓形仪42来测量轨道1的断面，也可测

量距离轨道1表面的偏移量，后廓形仪3包括测量钢轨内侧轮廓的后方内侧廓形仪可测量距

离轨道1表面的偏移量。结合图4，前方内侧廓形仪41和前方外侧廓形仪42分别位于轨道1的

侧上方，前方内侧廓形仪41和前方外侧廓形仪42可以关于轨道1对称，后方内侧廓形仪位于

轨道1的侧上方，这样通过各个廓形仪能测出轨道内侧的轮廓，即可一起判断出竖向偏移和

横向偏移。

[0036] 结合图5，在通过廓形仪判定偏移时，需要选定基准，可以选用轨道1工作边轮廓的

公切线，公切线与轨道1的切点就是竖向偏移的基准点，切线向下移动一定距离，可以是

14mm、16mm或18mm，与内侧面的交点就是横向偏移的基准点，竖向偏移用于计算高低，横向

偏移用于计算轨向。

[0037] 实施例三

[0038] 在列车速度不大于15Km/h的情况下，采用实施例一的方法进行测量，而列车车速

大于15Km/h的情况下，使用惯性基准法进行测量，结合图6，惯性基准法测量曲线在实际轨

道1起伏曲线的上方，为此

[0039] 实施例四

[0040] 在实施例二的基础上，还包括安装在列车上与中央处理单元连接用以反应列车速

度的速度检测模块，αi为三维陀螺仪5实时测量的水平面内的角度变化，l为里程计测量的

结果，Li为起点到计算点的里程，当然，还可以设置和里程计同步的同步时钟，ti为测量过程

中的时间微量，在速度检测模块检测到列车速度大于15Km/h的情况下就使用惯性基准法进

行测量。

[0041]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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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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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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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9

CN 108413918 B

9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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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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