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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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653793.5

(22)申请日 2019.05.08

(73)专利权人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神朔

铁路分公司

地址 719300 陕西省神木市店塔北站

(72)发明人 李军　田劲松　万树勋　徐剑宇　

高贝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华进联合专利商标代理

有限公司 44224

代理人 唐利　刘培培

(51)Int.Cl.

B61K 9/08(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

形检测装置，包括支架、基准件、多个位移计及数

据采集存储器，检测时，手持装置并逐渐靠近钢

轨，使钢轨的轨面、外侧面和内侧面从支架的入

口处伸入支架的容纳空间内，使基准件贴合在钢

轨的外侧面上，确定位移计的一端与钢轨的轨面

和/或内侧面弹性接触。沿钢轨的延伸方向移动

进行检测，获得数据采用存储器存储的检测数

据。由于检测时沿钢轨的延伸方向移动装置，位

移计的数量为多个且与基准件相邻和/或相对设

置，因此多个位移计不仅可以用来连续多点检测

钢轨的轨面和/或内侧面的磨耗情况，还可以检

测钢轨的三维廓形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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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支架，形成有相互连通的容纳空间和入口；

基准件，设置于所述支架上，且位于所述容纳空间内；

多个位移计，所有所述位移计均间隔设置于所述支架上，且所述位移计与所述基准件

相邻和/或相对设置，所述位移计的一端伸向所述容纳空间内；及

数据采集存储器，与所述位移计电连接，所述数据采集存储器用于存储由所述位移计

传递的检测数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旋转编

码器，所述基准件为滚轮，所述滚轮相对于所述支架可滚动，所述旋转编码器用于记录所述

滚轮的旋转次数。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滚轮及所

述旋转编码器的数量各为两个，一所述旋转编码器与一所述滚轮对应。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滚轮为磁

吸滚轮。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旋转编码

器为增量式旋转编码器。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包括

第一支架部、第二支架部及第三支架部，所述第一支架部、第二支架部与第三支架部共同围

成所述容纳空间，所述第一支架部与所述第三支架部分别位于所述第二支架部的相对两

端，所述基准件位于所述第一支架部上，所述第二支架部与所述第三支架部上均设置有多

个所述位移计。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位移计伸

向所述容纳空间的一端设置有转动轮。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任一项所述的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还

包括把手，所述把手设置于所述支架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连接

杆，所述把手通过所述连接杆设置于所述支架上，且所述把手位于靠近所述基准件的一侧。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架包

括第一支架部，所述第一支架部包括垂直段及相对于所述垂直段弯折的弯折段，所述连接

杆的数量为两根，两根所述连接杆呈锐角设置，所述把手与两根所述连接杆的一端连接，其

中一根所述连接杆的另一端与所述垂直段连接，另外一根所述连接杆的另一端与所述弯折

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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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轨道检测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

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铁路的快速发展，线路运量日益增大，不论是重载铁路还是高速铁路，均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钢轨磨耗，且磨耗的类型较为综合复杂。

[0003] 钢轨磨耗的日益严重，使得机车车辆和轨道结构产生较为剧烈的振动，对轨道产

生的危害很大。钢轨表面的不平顺引起轮轨作用力的急剧增大，从而缩短了轨道和机车车

辆相关部件的使用寿命。此外，磨耗及表面不平顺也会使下部道床、路基遭受严重破坏(如

道砟粉化、道床板结、扣件松动等)，使线路各部件损坏率上升，极大地增加工务部门维修工

作量和费用，还增加了列车的运行阻力，更有甚者，引起钢轨和车轴断裂，危及行车安全。同

时，钢轨严重磨耗及表面不平顺引起的噪音及振动还会使乘客产生不舒适感，影响乘坐环

境以及沿线居民的生活。

[0004] 据此，钢轨的磨耗状况及廓形检测显得越来越重要且频繁，不论一线养护人员还

是科研人员，均需要定期检测钢轨的廓形，为钢轨磨耗的研究、评估、维修与更换提供依据。

[0005] 然而，传统用来检测钢轨磨耗的检测装置往往只能检测其垂向和横向上两个点的

磨耗量，导致检测精度不够；或者不够轻便，只能检测单个截面的钢轨廓形。

发明内容

[0006] 基于此，有必要针对上述技术问题，提供一种连续且多点检测钢轨的磨耗情况及

三维廓形变化的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

[0007] 一种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包括：

[0008] 支架，形成有相互连通的容纳空间和入口；

[0009] 基准件，设置于所述支架上，且位于所述容纳空间内；

[0010] 多个位移计，所有所述位移计均间隔设置于所述支架上，且所述位移计与所述基

准件相邻和/或相对设置，所述位移计的一端伸向所述容纳空间内；及

[0011] 数据采集存储器，与所述位移计电连接，所述数据采集存储器用于存储由所述位

移计传递的检测数据。

[0012]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还包括旋转编码器，所述基准件为滚轮，所述滚轮相对于所

述支架可滚动，所述旋转编码器用于记录所述滚轮的旋转次数。

[0013]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滚轮及所述旋转编码器的数量各为两个，一所述旋转

编码器与一所述滚轮对应。

[0014]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滚轮为磁吸滚轮。

[0015]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旋转编码器为增量式旋转编码器。

[0016]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支架包括第一支架部、第二支架部及第三支架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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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支架部、第二支架部与第三支架部共同围成所述容纳空间，所述第一支架部与所述第

三支架部分别位于所述第二支架部的相对两端，所述基准件位于所述第一支架部上，所述

第二支架部与所述第三支架部上均设置有多个所述位移计。

[0017]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位移计伸向所述容纳空间的一端设置有转动轮。

[0018]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还包括把手，所述把手设置于所述支架上。

[0019]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还包括连接杆，所述把手通过所述连接杆设置于所述支架

上，且所述把手位于靠近所述基准件的一侧。

[0020] 在其中一个实施例中，所述支架包括第一支架部，所述第一支架部包括垂直段及

相对于所述垂直段弯折的弯折段，所述连接杆的数量为两根，两根所述连接杆呈锐角设置，

所述把手与两根所述连接杆的一端连接，其中一根所述连接杆的另一端与所述垂直段连

接，另外一根所述连接杆的另一端与所述弯折段连接。

[0021] 上述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至少具有以下优点：

[0022] 检测时，手持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并逐渐靠近钢轨，使钢轨的轨面、

外侧面和内侧面从支架的入口处伸入支架的容纳空间内，使基准件贴合在钢轨的外侧面

上，确定位移计的一端与钢轨的轨面和/或内侧面弹性接触。然后沿钢轨的延伸方向移动进

行检测，获得数据采用存储器存储的检测数据。由于钢轨的外侧面几乎没有磨耗，因此将钢

轨的外侧面作为基准面，通过基准件贴合在基准面上的方式来检测。由于检测时沿钢轨的

延伸方向移动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位移计的数量为多个且与基准件相邻和/

或相对设置，因此多个位移计不仅可以用来连续多点检测钢轨的轨面和/或内侧面的磨耗

情况，还可以检测钢轨的三维廓形变化。该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便携简单、检测

效率高、精度相对较高、成本相对低廉、便于移动检测。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一实施方式中的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图1所示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的使用状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

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

理解本实用新型。但是本实用新型能够以很多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

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违背本实用新型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改进，因此本实用新型不受下面公

开的具体实施的限制。

[0026] 需要说明的是，当元件被称为“固定于”另一个元件，它可以直接在另一个元件上

或者也可以存在居中的元件。当一个元件被认为是“连接”另一个元件，它可以是直接连接

到另一个元件或者可能同时存在居中元件。本文所使用的术语“垂直的”、“水平的”、“左”、

“右”以及类似的表述只是为了说明的目的，并不表示是唯一的实施方式。

[0027]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领

域的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实用新型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

了描述具体的实施例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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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

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

围。

[0028] 请参阅图1及图2，一实施方式中的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10，主要用于

检测钢轨20的磨耗情况及三维廓形变化，不仅便携简单，且检测效率高、检测精度高。具体

地，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10包括支架100、基准件、位移计300及数据采集存储器

400。

[0029] 支架100形成有相互连通的容纳空间101和入口102。具体地，支架100包括第一支

架部110、第二支架部120及第三支架部130，第一支架部110、第二支架部120与第三支架部

130共同围成容纳空间101，第一支架部110与第三支架部130分别位于第二支架部120的相

对两端。在本实施方式中，第一支架部110与第三支架部130大致沿垂向布置，第二支架部

120大致沿横向布置。

[0030] 基准件设置于支架100上，且位于容纳空间101内。具体地，基准件位于第一支架部

110上。由于钢轨20的外侧面基本上没有磨耗，因此将钢轨20的外侧面21作为基准面，通过

基准件与基准面相贴合的方式测量，可以有效提高测量精度。

[0031] 具体到本实施方式中，基准件为滚轮200，滚轮200相对于支架100可滚动，因此，可

以有效减小基准件与钢轨20之间的摩擦力，进而减小基准件对基准面产生磨耗。当然，在其

他的实施方式中，基准件还可以为基准块，基准块固定于支架100上，只要能够实现基准件

与基准面相贴合的目的即可。

[0032] 进一步地，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10还包括旋转编码器500，旋转编码器

500用于记录滚轮200的旋转次数，以计算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10前进的里程，

确定测量位置。例如，旋转编码器500可以为增量式旋转编码器。当然，在其他的实施方式

中，旋转编码器500还可以为其他形式的旋转编码器，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

[0033] 进一步地，由于钢轨20的外侧面21包括两个呈钝角设置的斜平面22，因此滚轮200

及旋转编码器500的数量各为两个，一旋转编码器500与一滚轮200对应。例如，在本实施方

式中，第一支架部110包括垂直段111及相对于垂直段111弯折的弯折段112，一滚轮200和一

旋转编码器500设置于垂直段111上，另一滚轮200和另一旋转编码器500设置于弯折段112

上，使两个滚轮200能够同时贴合在钢轨20外侧面21的两个斜平面22上。通过两个滚轮200

与两个斜平面22同时作为基准面，进一步提高检测精度。

[0034] 进一步地，滚轮200为磁吸滚轮。因此，当检测时，磁吸滚轮通过磁吸力吸附于钢轨

20上，保证磁吸滚轮与钢轨20之间贴合得更紧密和牢靠，进一步提高检测精度。当然，在其

他的实施方式中，滚轮200还可以为普通的滚轮。

[0035] 位移计300的数量为多个，所有位移计300均间隔设置于支架100上，且位移计300

与基准件相邻和/或相对设置，位移计300的一端伸向容纳空间101内。具体地，第二支架部

120设置有多个位移计300，且该多个位移计300沿横向间隔排列布置，第二支架部120上的

位移计300用于测量钢轨20的轨面23。第三支架部130上设置有多个位移计300，且该多个位

移计300沿垂向间隔排列布置，第三支架部130上的位移计300用于测量钢轨20的内侧面24。

[0036] 进一步地，位移计300伸向容纳空间101的一端设置有转动轮310，转动轮310与钢

轨20的轨面23和/或内侧面24弹性接触。因此，转动轮310在位移计300的弹力作用下始终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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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轨20的轨面23和/或内侧面24弹性接触。例如，位移计300可以为微型电子位移计300，以

达到便携式、提高检测便利性的目的。

[0037] 数据采集存储器400与位移计300电连接，数据采集存储器400用于存储由位移计

300传递的检测数据。数据采集存储器400也设置于支架100上。例如，在图1所示实施方式

中，数据采集存储器400位于第二支架部120与第三支架部130的相交位置附近。

[0038] 具体到本实施方式中，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10还包括把手600，把手

600设置于支架100上。测量人员手握把手600，可将磁吸滚轮紧紧贴合在钢轨20外侧面21的

两个斜平面22上，同时将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10向前移动测量。把手600提供了

操作的便利性。

[0039] 进一步地，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10还包括连接杆700，把手600通过连

接杆700设置于支架100上，且把手600位于靠近基准件的一侧。例如，连接杆700的数量为两

根，两根连接杆700呈锐角设置，把手600与两根连接杆700的一端连接，其中一根连接杆700

的另一端与垂直段111连接，另外一根连接杆700的另一端与弯折段112连接，提高连接杆

700与把手600的牢固性。而且把手600的位置靠近磁吸滚轮处，通过操作人员手握把手600，

可将两个磁吸滚轮通过贴合在钢轨20对应的斜平面22上，并将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

装置10整体向前移动。

[0040] 同时，还提供一种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10的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步骤S110，利用标准钢轨20进行位移计300的提前标定。以对位移计300起到校对

作用，确定基准，保证检测结果更准确。当然，在其他的实施方式中，当位移计300已经处于

基准状态时，可以省去步骤S110。

[0042] 步骤S120，使钢轨20的轨面23、内侧面24和外侧面21从支架100的入口102伸到容

纳空间101内。例如，可以通过手握把手600，将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10整体靠近

钢轨20，直到钢轨20的轨面23、内侧面24和外侧面21伸入到容纳空间101内。

[0043] 步骤S130，使基准件贴合在钢轨20外侧面21上。例如，基准件的数量为两个，钢轨

20外侧面21具有两个斜平面22，一基准件对应一斜平面22，实现基准定位。

[0044] 步骤S140，确定多个位移计300的一端与钢轨20的轨面23和/或内侧面24弹性接

触。多个位移计300主要用于多点侧面钢轨20的轨面23和/或内侧面24的钢轨20磨耗情况。

[0045] 步骤S150，沿钢轨20的延伸方向移动进行检测。例如，可以沿钢轨20的延伸方向向

前进行检测。

[0046] 步骤S160，获得数据采集存储器400存储的检测数据。

[0047] 上述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10至及其检测方法少具有以下优点：

[0048] 检测时，手持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10，并逐渐靠近钢轨20，使钢轨20的

轨面23、外侧面21和内侧面24从支架100的入口102处伸入支架100的容纳空间101内，使基

准件贴合在钢轨20的外侧面21上，确定位移计300的一端与钢轨20的轨面23和/或内侧面24

弹性接触。然后沿钢轨20的延伸方向移动进行检测，获得数据采用存储器存储的检测数据。

由于钢轨20的外侧面21几乎没有磨耗，因此将钢轨20的外侧面21作为基准面，通过基准件

贴合在基准面上的方式来检测。由于检测时沿钢轨20的延伸方向移动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

形检测装置10，位移计300的数量为多个且与基准件相邻和/或相对设置，因此多个位移计

300不仅可以用来连续多点检测钢轨20的轨面23和/或内侧面24的磨耗情况，还可以检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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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20的三维廓形变化。该便携式钢轨磨耗及廓形检测装置10便携简单、检测效率高、精度相

对较高、成本相对低廉、便于移动检测。

[0049] 以上所述实施例的各技术特征可以进行任意的组合，为使描述简洁，未对上述实

施例中的各个技术特征所有可能的组合都进行描述，然而，只要这些技术特征的组合不存

在矛盾，都应当认为是本说明书记载的范围。

[0050] 以上所述实施例仅表达了本实用新型的几种实施方式，其描述较为具体和详细，

但并不能因此而理解为对实用新型专利范围的限制。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

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因此，本实用新型专利的保护范围应以所附权利要求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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