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20901123.6

(22)申请日 2018.06.12

(73)专利权人 中国铁路总公司

地址 100844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0号

    专利权人 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　

哈尔滨威克轨道交通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

(72)发明人 穆鑫　席永久　李东凯　曹贞全　

张红斌　刘立志　何晓强　田金刚　

吴春鹏　许忠华　欧阳鹏　张洪涛　

于淼　

(51)Int.Cl.

E04H 6/00(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高寒地区动车组融冰除雪的综合库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高寒地区动车组融

冰除雪的综合库，包括设置在轨道桥上的轨道、

检查地沟、融冰除雪设备、上水装置、真空卸污系

统、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伸缩式三层作业平台、

库内换气除湿设备、架空综合管廊、控制系统、供

水系统、水回收及处理系统，本实用新型将上水、

卸污、保洁、车体洗刷等整备作业在综合库内完

成，有利于改善检查库的作业环境，实现冬季雪

天动车组的高效融冰除雪作业，解决目前融冰除

雪作业的人海战术，提高作业效果和效率，一站

式实现上水、卸污、保洁、车体洗刷等一系列整备

作业，可实现融冰除雪、洗车作业等所需热源、用

水、水回收处理等资源共享，可有效的节约能源，

减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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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寒地区动车组融冰除雪的综合库，其特征在于：包括设置在轨道桥上的轨道、

检查地沟、融冰除雪设备、上水装置、真空卸污系统、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伸缩式三层作业

平台、库内换气除湿设备、架空综合管廊、控制系统、供水系统、水回收及处理系统、用于供

电的库内接触网；

所述轨道桥下方设置检查地沟；所述融冰除雪设备安装在轨道桥两侧；所述上水装置

和真空卸污系统布置在综合库内地面下方；所述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安装在轨道两侧地

面；所述伸缩式三层作业平台安装在轨道两侧；所述库内换气除湿设备安装在综合库的架

空屋梁上；所述架空综合管廊设置在综合库的侧墙上；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配套的烘干设

备设置在综合库两端；

所述融冰除雪设备和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分别连接控制系统、供水装置、水回收及处

理系统；所述控制系统、供水系统、水回收及处理系统均布置在综合库的辅助间内；

所述供水装置包括通过供水管路连接的供水水泵、换热机组、主分水器、二级分水器、

供水控制阀门、回水管路控制阀门，轨道桥下方布置供水沟，供水沟内设置供水管路连接取

水点；所述水回收及处理系统包括集水池、沉淀过滤池、回用水池，所述集水池连接检查地

沟，污水通过检查地沟回收，集水池连接沉淀过滤池，沉淀过滤池连接回用水池，在沉淀过

滤池中设置水处理设备；

所述上水装置连接市政供水口，真空卸污泵房布置在综合库的辅助间内，通过卸污管

线与真空卸污泵房连接的卸污口设置在轨道两侧，卸污管线设置在综合库内地面下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高寒地区动车组融冰除雪的综合库，其特征在于：所述综

合库在轨道两侧地面铺设走行轨，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在轨道上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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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寒地区动车组融冰除雪的综合库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动车运用维护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高寒地区动车组融冰除

雪的综合库。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的大规模建设，动车段配属动车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动车组

运用检修设施及设备是动车组检修质量的基本保证，动车组运用检修设施建设及设备配

置，中国铁路总公司配置标准中明确要求，动车组检查、检修、上水、卸污、探伤、司乘、整备

等一体化作业都要在动车所检查库内完成。

[0003] 对于高寒地区，由于长达6个月时间属于冬季，动车组在高速运行过程中极易将线

路上的积雪卷入车辆底部，使转向架底部、车体连接部位等处形成冰块或积雪，结冰积雪可

引起车辆的制动失灵、降低减震性能、损坏车辆等，严重威胁动车组的安全运行。动车组在

进检查库进行检修时需要首先进行融冰除雪作业，目前融冰除雪作业基本完全依靠“人海”

战术，投入大量人力辅以热水小车、橡胶锤等工具，8辆编组动车组融冰除雪时间约2个小

时，16辆编组约4小时，劳动强度大，效率低，影响了车辆的正常检修，而且可能会因冰雪限

速对运输秩序造成影响，随着动车组数量的增加，融冰除雪作业占用检查库线时间增加，这

种影响越来越严重，同时目前配备的固定式通过洗车机，在冬季的洗车作业在检查库采用

人工作业，也占用检查库线业时间，也影响正常的检修，并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在考虑动车

组融冰除雪作业占用检查库线、延长库停时间的因素，高寒地区动车所如果增加检查库线

数量，则加大了国家的投入。

[0004] 因此，如何高效的实现动车组在进检查库检修前完成融冰除雪作业、上水、卸污、

车体洗刷等一系列整备作业，是目前高寒地区动车组运用维护技术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上述背景技术所阐述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高寒地区动车组融冰除雪

的综合库，解决了现有高寒地区动车组融冰除雪及冬季整备作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0006]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高寒地区动车组融冰除雪的综合库，包括设置在轨道桥上的轨道、检查地沟、

融冰除雪设备、上水装置、真空卸污系统、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伸缩式三层作业平台、库内

换气除湿设备、架空综合管廊、控制系统、供水系统、水回收及处理系统、用于给动车提供动

力电的库内接触网。

[0008] 所述轨道桥下方设置检查地沟；所述融冰除雪设备安装在轨道桥两侧；所述上水

装置和真空卸污系统布置在综合库内地面下方；所述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安装在轨道两侧

地面；所述伸缩式三层作业平台安装在轨道两侧；所述库内换气除湿设备安装在综合库的

架空屋梁上；所述架空综合管廊设置在综合库的侧墙上；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配套的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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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设置在综合库两端。

[0009] 所述融冰除雪设备和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分别连接控制系统、供水装置、水回收

及处理系统，所述控制系统、供水系统、水回收及处理系统均布置在综合库的辅助间内。

[0010] 所述供水装置包括通过供水管路连接的供水水泵、换热机组、主分水器、二级分水

器、供水控制阀门、回水管路控制阀门，轨道桥下方布置供水沟，供水沟内设置供水管路连

接取水点；所述水回收及处理系统包括集水池、沉淀过滤池、回用水池，所述集水池连接检

查地沟，污水通过检查地沟回收，集水池连接沉淀过滤池，沉淀过滤池连接回用水池，在沉

淀过滤池中设置水处理设备。

[0011] 所述上水装置连接市政供水口，真空卸污泵房布置在综合库的辅助间内，通过卸

污管线与真空卸污泵房连接的卸污口设置在轨道两侧，卸污管线设置在综合库内地面下

方。

[0012]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线路为四条，分别组成两组平行的线路。

[0013]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融冰除雪设备包括若干个底部喷扫装置、左侧喷扫装置、右

侧喷扫装置、供水管线，其中底部喷扫装置、左侧喷扫装置、右侧喷扫装置分别安装在动车

组停车后每个转向架位置对应的轨道桥两侧，采用喷管扫描的方式对转向架形成U型喷扫。

[0014] 供水管线布置在线路单侧地面的供水管沟内，连接喷扫装置和供水系统，将喷扫

用水提供给喷扫装置。

[0015]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的车顶圆弧刷、车体裙板刷、车侧刷、

冲洗机构、储水箱、洗涤剂供给、控制系统等均集成安装在走行机构上。

[0016]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综合库在轨道两侧地面铺设走行轨，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

在轨道上移动。

[0017]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伸缩式三层作业平台在非工作状态时可将二层和三层平台

缩回，保证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在车体两侧的作业空间。需要进行整备作业时，可将平台伸

出至工作状态，用于满足综合库内蹬车、登顶的整备作业，三层作业平台配套设置安全联锁

监控系统，保证作业安全。

[0018]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库内换气除湿设备在线路侧面架空布置，通过换气扇将库

内潮湿空气引至中央除湿设备，经除湿处理后重新引入库内，保证库内正常温度和湿度。

[0019] 上述技术方案中，所述架空综合管廊包括多层支吊架，将库内架空的电缆线槽、压

缩空气管路等各类管线统一规划，安装在多层支吊架上。

[0020] 本实用新型将上水、卸污、保洁、车体洗刷等整备作业在综合库内完成，有利于改

善检查库的作业环境，实现冬季雪天动车组的高效融冰除雪作业，解决目前融冰除雪作业

的人海战术，提高作业效果和效率，一站式实现上水、卸污、保洁、车体洗刷等一系列整备作

业，不占用检查库线，提高检查库的检修作业能力，同时可完成一系列整备作业，可实现融

冰除雪、洗车作业等所需热源、用水、水回收处理等资源共享，可有效的节约能源，减少投

入。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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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

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2] 图1为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其中：1是供水系统、2是水处理系统、3是沉淀过滤池(回用水池)、4是控制系统、5

是集水池、6是融冰除雪设备、7是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8是真空卸污系统、9是上水装置、10

是伸缩式三层作业平台、11是库内换气除湿设备、12是库内接触网、13是轨道桥、14是检查

地沟、15是架空综合管廊、16是供水管沟。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

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

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

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5] 根据图1所示，作为实施例所示的一种高寒地区动车组融冰除雪的综合库，包括设

置在轨道桥上的轨道、轨道桥下方设置的检查地沟、融冰除雪设备、上水装置、真空卸污系

统、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伸缩式三层作业平台、库内换气除湿设备、架空综合管廊、控制系

统、供水系统、水回收及处理系统，用于给动车提供动力电的库内接触网设置在综合库顶

部。

[0026] 综合库中，线路为四条，分别组成两组平行的线路，保证综合库线路需具备双向进

出动车组条件，动车组可在回段检修的过程中直接进综合库进行整备作业，然后进检查库

进行检修作业，检修作业完成后进停车场。

[0027] 融冰除雪设备和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分别连接控制系统、供水装置、水回收及处

理系统，所述控制系统、供水系统、水回收及处理系统均布置在综合库的辅助间内。

[0028] 供水装置采用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号为201721023067.2的一种动车组融冰除雪低

压热水供水装置，供水装置主要包括保温水箱、换热机组、主分水器和二级分水器；换热机

组的一次侧供水管路和一次侧回水管路分别安装有一次侧供水控制阀门和一次侧回水控

制阀门；换热机组的二次侧供水管路和二次侧回水管路分别安装有二次侧供水控制阀门和

二次侧回水控制阀门，轨道桥下方布置供水沟，供水沟内设置供水管路连接取水点。

[0029] 水回收及处理系统包括集水池、沉淀过滤池、回用水池，集水池连接检查地沟，，集

水池连接沉淀过滤池，沉淀过滤池连接回用水池，在沉淀过滤池中设置水处理设备。

[0030] 上水装置和真空卸污系统布置在综合库内地面下方上水装置连接市政供水口，真

空卸污泵房布置在综合库的辅助间内，通过卸污管线与真空卸污泵房连接的卸污口设置在

轨道侧面，卸污管线设置在综合库内地面下方。

[0031] 融冰除雪设备采用中国实用新型201721017921 .4提供的一种动车组融冰除雪喷

扫装置，包括若干个低压热水喷扫单元，每个所述低压热水喷扫单元设置于动车组对应的

喷扫工位上，包括分别设置在与喷扫工位对应的动车组转向架的左侧喷扫装置、右侧喷扫

装置和底部喷扫装置，从而对转向架形成U型覆盖扫描喷扫。

[0032] 供水管线布置在线路单侧地面的供水管沟内，连接喷扫装置和供水系统，将喷扫

用水提供给喷扫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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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采用哈尔滨威克轨道交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针对动车组列

车研制开发的专用设备，目前已经上市，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的车顶圆弧刷、车体裙板刷、

车侧刷、冲洗机构、储水箱、洗涤剂供给、控制系统等均集成安装在轨道两侧地面走行机构

上，走行机构布置在轨道两侧地面，为轨道式设计，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配套的烘干设备设

置在综合库两端，完成作业的列车在出库时，可以完成烘干作业。

[0034] 伸缩式三层作业平台安装在轨道两侧，伸缩式三层作业平台在非工作状态时可将

二层和三层平台缩回，保证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在车体两侧的作业空间。需要进行整备作

业时，可将平台伸出至工作状态，用于满足综合库内蹬车、登顶的整备作业，三层作业平台

配套设置安全联锁监控系统，保证作业安全。伸缩式三层作业平台、安全联锁监控系统主要

采用哈尔滨威克轨道交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针对动车组列车研制开发的三层作业平台和

安全联锁监控的专用设备。

[0035] 库内换气除湿设备安装在综合库的架空屋梁上，在综合库的轨道线路侧面架空布

置，通过换气扇将库内潮湿空气引至中央除湿设备，经除湿处理后重新引入库内，保证库内

正常温度和湿度。

[0036] 架空综合管廊设置在综合库的侧墙上，架空综合管廊包括多层支吊架，在实际安

装中，将库内所涉及的电路、管线通过架空的电缆线槽、压缩空气管路等各类管线统一规

划，安装在多层支吊架上。

[0037] 具体作业流程为：

[0038] 1、冬季雪天综合库工作流程：动车组进库时，在综合库前端预热区对车体进行预

热处理；按照停车标指示停稳后，操作人员操作安全联锁系统，接触网断电、挂设接地杆，动

车组降弓；作业人员进行卸污、上水作业，融冰除雪设备进行自动融冰除雪作业；移动式机

械洗刷设备进行自动洗车作业，保洁人员进行车内保洁作业；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对车体

进行自动吹干处理；全部作业完成后，接触网上电，动车组升弓；动车组出库时，在后端热风

吹干区，对车体进行吹/烘干。

[0039] 2、夏季综合库工作流程：动车组进库按照停车标指示停稳后，操作人员操作安全

联锁系统，接触网断电、挂设接地杆，动车组降弓；作业人员进行卸污、上水作业；移动式机

械洗刷设备进行自动洗车作业，保洁人员进行车内保洁作业；移动式机械洗刷设备对车体

进行自动吹干处理；全部作业完成后，接触网上电，动车组升弓；动车组出库时，在后端热风

吹干区，对车体进行吹/烘干。

[0040]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

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实用新型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变化

或替换，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因此，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应所述以权

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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