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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轨道电机车的制动距离检测装置

及检测方法，分别提供了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

测量设备适用各类电机车全自动测量，减少人的

干预，能够做到相对精确测量，测量方法可根据

测试车辆的便捷性和本地区相关主管部门要求

来进行选择通过可自动和手动测量制动距离，并

且相较于传统的测量方法本申请中方法可以分

别测量反应距离和制动距离，可以根据情况自行

选择数据，而且数据精准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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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轨道电机车的制动距离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线轨固定板，线轨固定

板上端设有气泡水平计，所述线轨固定板背面设有强力磁铁，所述线轨固定板正面设有水

平设置的直线导轨，所述直线导轨上设有滑块，所述滑块上连接伸缩杆，所述伸缩杆一端与

滑块铰接另一端设有滚筒轴架，所述滚筒轴架上设有中间轴和滚筒，所述中间轴上设有对

射型光电传感器，所述滚筒两侧设有挡板，所述挡板正中设有与中间轴配合的轴承，所述滚

筒内壁周圈设有凸起的对射孔板，所述对射孔板上均匀设置多组与对射型光电传感器配合

使用的光电对射孔，所述中间轴一端设有红外反射传感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轨道电机车的制动距离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中

间轴设置红外反射传感器的一端设有可拆卸的辅助校准装置，所述辅助校准装置包括可套

在中间轴上的固定板，所述固定板上设有氮化硅轴承，所述固定板外侧设有十字激光发射

器，十字激光发射器下部设有三角形配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轨道电机车的制动距离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滚

筒轴架上设有显示输出装置，所述显示输出装置包括屏幕，所述屏幕两侧分别设置控制按

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轨道电机车的制动距离检测装置，所述滑块上设有轴

座，所述轴座之间设有横轴，横轴的两端设有聚四氟乙烯块，滑块的中部设有滑块固定螺

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轨道电机车的制动距离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伸

缩杆包括伸缩杆套和伸缩内杆，所述伸缩杆套连接滑块横轴的一端设有氮化硅轴承，伸缩

杆套另一端设有两个用于固定伸缩杆内杆的固定螺母，伸缩内杆为十字形伸缩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轨道电机车的制动距离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滚筒采

用ABS材料，设置在挡板上的轴承为单向氮化硅轴承，滚筒表面覆盖硅胶套。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轨道电机车的制动距离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对射型

光电传感器末端设有棱台缩口形传感器帽，内部涂有反射层，用于汇聚增强光电触发信号。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用于轨道电机车的制动距离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滚筒轴

架外部还套有V形毛刷架，毛刷架设置在滚筒前进方向。

9.一种利用权利要求1-8任一所述的一种用于轨道电机车的制动距离检测装置的制动

距离检测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S1：对光电传感器进行标定校准，通过公式:S= ，进行校准，其中D为校准长度为整数，X

为滚筒在D长度内滚动之后光电对射传感器的计数，S为相邻的光电对射孔间距所对应的滚

筒移动距离，然后S的数值存入滚筒单片机ROM中；

S2：放置喷涂玻璃微珠反光漆的瓦楞纸板在轨道旁做为刹车起始点识别标记，驾驶员

启动轨道电车向刹车起始点方向行驶，红外反射传感器探测到识别标记时，通过放置在屏

幕下方的315/433M模块发射信号，驾驶室内放置接收模块，收到信号后发出声光提示，提醒

驾驶员到达刹车起始点，停止点的判断当光电传感器信号输出无变化3秒后判断该点为停

止点；

S3：确定制动起始点A点，通过对射型光电传感器、红外反射传感器和滚筒单片机配合

自动获取A点位置，通过识别红外反射传感器输出信号，此时滚筒单片机标记为刹车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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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同时开始记录每个信号的间隔的时间，为了避免数据抖动干扰，记录时将10×N个信号

间隔作为一组求间隔时间和，并不断连续记录，N根据制动前速度设置，制动前速度与N的取

值成反比，与此同时判断出现连续5次求出的和每组的和都比前一组数和大时，则取时间最

小的组，然后在这组中取信号间隔时间最小的点，记作制动起始点A；

S4:  计算刹车距离，所述刹车距离为：反应距离+制动距离，反应距离和制动距离的测

量方法为，首先统计A点到刹车起始点的信号个数和A点到停止点的信号个数，反应距离为：

刹车起始点到A点的脉冲数×每个计数长度，制动距离为：A点到停止点光电传感器计数个

数×每个计数长度。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一种用于轨道电机车的制动距离检测方法，所述步骤S3中确定

制动起始点A点的方法为，设置辅助模块采集制动起始点A，所述辅助模块放置在车头司机

室，辅助模块内设置有车头单片机模块和315/433M通讯模块，设置采集模块通过传感器间

接连接制动开关，采集模块捕捉到传感器的信号后，通过无线方式发出信号，位于车尾的滚

筒单片机收到信号后记为该点为制动起始点A点，所述传感器包括压电式传感器、薄膜式传

感器和磁感应式传感器，分别对应设置在脚踏式制动电机车、按钮式制动电机车和轮杆式

制动电机车，所述压电式传感器为放入制动踏板上方的薄片压电陶瓷片，薄片压电陶瓷片

两端接入采集模块，当司机踩踏制动踏板时输出信号被采集模块捕捉；

薄膜式传感器为设置在制动按钮上端薄膜开关，薄膜开关两端接入制动采集模块，当

司机按下制动按钮时输出信号被采集模块捕捉；

磁感应式是霍尔传感器和磁铁，所述磁铁固定在轮杆上，霍尔传感器固定在电机车操

作室内，通过磁铁与霍尔传感器发生相对移动时，霍尔传感器发出信号被采集模块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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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轨道电机车的制动距离检测装置及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车辆制动性能检测装置，具体的说是一种用于轨道电机车的制动距离

检测装置及检测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阶段，轨道电机车制动距离测试多采用标记点吹哨式测量，其原理是标记刹车

起始点位置，检验人员与电机车司机约定好制动联络信号，如吹哨。电机车从出发点出发保

持匀速运动，当电机车到达刹车起始点位置时，检测人员发出信号，电机车司机收到信号后

开始制动，最后测量电机车停止点到刹车起始点位置是否满足标准要求，其中煤矿安全规

程规定电机车的制动距离载人车制动距离不超过20米为合格，载货车制动距离不超过40米

为合格，测量精度等级要求大多为二级。

[0003] 但是由于电机车型号厂家众多，有些井下专用电机车还进行了防爆加固处理，所

以当前无法将电机车测试仪接入电机车控制系统和信号指示系统。当前行业内检测机构采

取的人工发出制动信号，1是需要检验员看到电机车之后发出信号，2是需要电机车司机收

到信号做出反应，所以当下这种方法所测得的距离只可称作刹车距离，是反应距离与制动

距离的和，并不能完全做到精确严谨测量，即检验员看到车运行到指定位置就吹哨子，司机

听到哨子踩刹车，不同的司机做出的反应不同，有的司机可能0.1秒踩刹车，有些可能需要1

秒，不同司机都有不同的反应时间，在听到哨声没踩刹车之前，电机车跑过的距离被称为反

应距离，传统方法测量为刹车距离，是反应距离与制动距离的和，但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

制动距离可以客观的反映电机车的制动性能，同时检验人员位于轨道附近发出信号，本身

就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为一种用于轨道电机车的制动距离检测装置及检测方

法，不仅精确严谨，还能降低人身安全隐患。

[0005]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一种用于轨道电机车的制动距离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线轨固定板，所述线轨固

定板背面设有强力磁铁，所述线轨固定板正面设有水平设置的直线导轨，所述直线导轨上

设有滑块，所述滑块上连接伸缩杆，所述伸缩杆一端与滑块铰接另一端设有滚筒轴架，所述

滚筒轴架上设有中间轴和滚筒，所述中间轴上设有对射型光电传感器，所述滚筒两侧设有

挡板，所述挡板正中设有与中间轴配合的轴承，所述滚筒内壁周圈设有凸起的对射孔板，所

述对射孔板上均匀设置多组与对射型光电传感器配合使用的光电对射孔，所述中间轴一端

设有红外反射传感器。

[0006] 进一步的，所述中间轴设置红外反射传感器的一端设有可拆卸的辅助校准装置，

所述辅助校准装置包括可套在中间轴上的固定板，所述固定板上设有氮化硅轴承，所述固

定板外侧设有十字激光发射器，十字激光发射器下部设有三角形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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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的，所述滚筒轴架上设有显示输出装置，所述显示输出装置包括屏幕，所述

屏幕两侧分别设置控制按键。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滑块上设有轴座，所述轴座之间设有横轴，横轴的两端设有聚四氟

乙烯块，滑块的中部设有滑块固定螺母。

[0009] 进一步的，所述伸缩杆包括伸缩杆套和伸缩内杆，所述伸缩杆套连接滑块横轴的

一端设有氮化硅轴承，伸缩杆套另一端设有两个用于固定伸缩杆内杆的固定螺母，伸缩内

杆为十字形伸缩杆。

[0010] 进一步的，滚筒采用ABS材料，设置在挡板上的轴承为单向氮化硅轴承，滚筒表面

覆盖硅胶套。

[0011] 进一步的，对射型光电传感器末端设有棱台缩口形传感器帽，内部涂有反射层，用

于汇聚增强光电触发信号。

[0012] 进一步的，滚筒轴架外部还套有V形毛刷架，毛刷架设置在滚筒前进方向。

[0013] 进一步的，线轨固定板上端设有气泡水平计。

[0014] 本申请还包括一种用于轨道电机车的制动距离检测方法，主要包括以下步骤：

S1：对光电传感器进行标定校准，通过公式:S=  ，进行校准，其中D为校准长度为整

数，X为滚筒在D长度内滚动之后光电对射传感器的计数，S为相邻的光电对射孔间距所对应

的滚筒移动距离，然后S的数值存入滚筒单片机ROM中；

S2：放置喷涂玻璃微珠反光漆的瓦楞纸板在轨道旁做为刹车起始点识别标记，驾驶员

启动轨道电车向刹车起始点方向行驶，红外反射传感器探测到识别标记时，通过放置在屏

幕下方的315/433M模块发射信号，驾驶室内放置接收模块，收到信号后发出声光提示，提醒

驾驶员到达刹车起始点，停止点的判断当光电传感器信号输出无变化3秒后判断该点为停

止点；

S3：确定制动起始点A点，通过对射型光电传感器、红外反射传感器和滚筒单片机配合

自动获取A点位置，通过识别红外反射传感器输出信号，此时滚筒单片机标记为刹车起始

点，同时开始记录每个信号的间隔的时间，为了避免数据抖动干扰，记录时将10×N个信号

间隔作为一组求间隔时间和，并不断连续记录，N根据制动前速度设置，制动前速度与N的取

值成反比，与此同时判断出现连续5次求出的和每组的和都比前一组数和大时，则取时间最

小的组，然后在这组中取信号间隔时间最小的点，记作制动起始点A；

S4:  计算刹车距离，所述刹车距离为：反应距离+制动距离，反应距离和制动距离的测

量方法为，首先统计A点到刹车起始点的信号个数和A点到停止点的信号个数，反应距离为：

刹车起始点到A点的脉冲数×每个计数长度，制动距离为：A点到停止点光电传感器计数个

数×每个计数长度。

[0015] 进一步的，所述S3中确定制动起始点A点的另一种方法为，设置辅助模块采集制动

起始点A，所述辅助模块放置在车头司机室，辅助模块内设置有车头单片机模块和315/433M

通讯模块，设置采集模块通过传感器间接连接制动开关，采集模块捕捉到传感器的信号后，

通过无线方式发出信号，位于车尾的滚筒单片机收到信号后记为该点为制动起始点A点。

[0016] 进一步的，所述传感器包括压电式传感器、薄膜式传感器和磁感应式传感器，分别

对应设置在脚踏式制动电机车、按钮式制动电机车和轮杆式制动电机车，所述压电式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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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为放入制动踏板上方的薄片压电陶瓷片，薄片压电陶瓷片两端接入采集模块，当司机踩

踏制动踏板时输出信号被采集模块捕捉；

薄膜式传感器为设置在制动按钮上端薄膜开关，薄膜开关两端接入制动采集模块，当

司机按下制动按钮时输出信号被采集模块捕捉；

磁感应式是霍尔传感器和磁铁，所述磁铁固定在轮杆上，霍尔传感器固定在电机车操

作室内，通过磁铁与霍尔传感器发生相对移动时，霍尔传感器发出信号被采集模块捕捉。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本申请可适用各类电机车全自动测量，减少人的干预，能够做到相对精确测量。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结构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拆解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滚轮结构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辅助校准装置使用时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辅助校准装置结构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使用状态图；

图7为本发明控制系统结构框图；

图8为本发明滚筒单片机的电路图；

图9为本发明车头单片机的电路图；

图10为制动起始点A点示意图。

[0019] 图中：线轨固定板1，气泡水平计11，直线导轨12，滑块13，轴座14，横轴15，聚四氟

乙烯块16，固定螺母17，伸缩杆2，滚筒轴架21，中间轴22，伸缩杆套23，伸缩内杆24，氮化硅

轴承25，固定螺母26，滚筒3，挡板31，轴承32，硅胶套33，对射型光电传感器4，屏幕41，控制

按键42，对射孔板5，光电对射孔51，红外反射传感器6，辅助校准装置7，固定板71，氮化硅轴

承72，十字激光发射器73，三角形配重74，V形毛刷架8。

[0020]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说明。

[0022] 一种适用于多种规格轨道电机车的制动距离测试仪，其特征在于，包括线轨固定

板1，所述线轨固定板1背面设有强力磁铁，所述线轨固定板1上端设有气泡水平计11，所述

线轨固定板1正面设有水平设置的直线导轨12，所述直线导轨12上设有滑块13，所述滑块13

上连接伸缩杆2，所述伸缩杆2一端与滑块13铰接另一端设有滚筒轴架21，所述滚筒轴架21

上设有中间轴22和滚筒3，所述中间轴22上设有对射型光电传感器4，所述滚筒3两侧设有挡

板31，所述挡板31正中设有与中间轴配合的轴承32，所述滚筒3内壁周圈设有凸起的对射孔

板5，所述对射孔板5上均匀设置多组与对射型光电传感器4配合使用的光电对射孔51，所述

中间轴22一端设有红外反射传感器6。

[0023] 进一步的，所述中间轴22设置红外反射传感器6的一端设有可拆卸辅助校准装置

7，所述辅助校准装置7包括可套在中间轴上的固定板71，所述固定板71上设有氮化硅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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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所述固定板71外侧设有十字激光发射器73，十字激光发射器73下部设有三角形配重74。

[0024] 进一步的，所述滚筒轴架21上设有显示输出装置，所述显示输出装置包括屏幕41，

所述屏幕41两侧分别设置控制按键42。

[0025] 进一步的，所述滑块13上设有轴座14，所述轴座14之间设有横轴15，横轴的两端设

有聚四氟乙烯块16，滑块13的中部设有滑块固定螺母17。

[0026] 进一步的，所述伸缩杆2包括伸缩杆套23和伸缩内杆24，所述伸缩杆套23连接滑块

13的一端设有氮化硅轴承25，伸缩杆套23另一端设有两个用于固定伸缩杆内杆的固定螺母

26，伸缩内杆24为十字形伸缩杆，伸缩内杆的一端连接滚筒轴架21。

[0027] 进一步的，滚筒3采用ABS材料，设置在挡板31上的轴承32为单向氮化硅轴承，滚筒

表面覆盖硅胶套33。

[0028] 进一步的，对射型光电传感器4末端设有棱台缩口形传感器帽41，内部涂有反射

层，用于汇聚增强光电触发信号。

[0029] 进一步的，滚筒轴架21外部还套有V形毛刷架8，毛刷架设置在滚筒前进方向。

[0030] 使用前，进行统一的标定校准，在较优的实施例中200个光电信号为400毫米，使用

中为了防止硅胶外套的磨损造成误差，还可进行手动校准标定，标定长度为10-100倍的滚

筒周长，如4米、8米、12米……40米，最长为40米，标定距离越长校准越精确，但需要根据校

准场所的场地限制选择。首先使用高精度量尺量出开始点和结束点，画直线连接，在滚筒轴

右端伸出处套入辅助校准装置，辅助校准装置带有十字激光发射器73，下部带有三角形配

重74，上部套有氮化硅轴承72，能始终保持发射到地面上的十字激光与滚筒的中线统一。按

下辅助校准模块电源开关，此时侧面十字激光线发射激光发出射线与开始点相交对齐，使

用屏幕41左右按钮选择校准长度，为避免选择时操作按钮产生移动误差，选择确认后3秒后

屏幕提示开始校准，校准中始终使十字激光的一边对齐所画直线，以保证滚筒路径为直线，

缓慢拉动滚筒逐步移动到终点，停止移动使十字交点对准终点静止5秒，仪器结束校准，校

准时标定长度越长，精度越高。

[0031] 计算方法为，校准长度÷光电传感器计数个数=每个计数间的长度，然后将计数的

长度存入单片机ROM中，测量制动距离时原理，光电传感器计数个数×每个计数长度，即可

得到距离，辅助校准装置可拆下单独保存，仅在校准时安装。

[0032] 使用时，刹车起始点标记采用固定好喷涂玻璃微珠反光漆的瓦楞纸板或白色瓦楞

纸箱竖直放置在轨道旁作为刹车起始点识别标记，固定滚筒框架中间轴处设有红外反射传

感器6，当到红外反射传感器3收到信号时，通过315/433M模块发射信号，驾驶室内放置接收

模块，收到信号后发出声光提示，提示驾驶员制动。

[0033] 刹车距离为：反应距离+制动距离，如图10所示：刹车起始点为红外反射传感器感

应到反光挡板的点，制动起始点A为驾驶员开始制动后的点。刹车起始点到制动起始点A所

经过的距离为：反应距离，制动起始点A到停止点的距离为：制动距离。

[0034] 对于制动起始点A的判断，有两种，一种是自动判断：当红外反射传感器输出信号，

单片机此处标记为刹车起始点。同时对滚筒内对光电对射传感器信号开始计数，同时开始

记录每个信号的间隔的时间，为了让避免数据抖动干扰，记录时将10×N个信号间隔作为一

组求间隔时间和，并不断连续记录，N根据制动前速度设置，速度越大N取值越小，与此同时

判断出现连续5次求出的和每组的和都比前一组数和大时，则取时间最小的组，然后在这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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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信号间隔时间最小的点，记作制动起始点A点，随着电机车开始制动，测量滚筒会越滚

越慢，时间也会有所增加，该算法的目的是求出最先减速点的相对位置。最后统计A点到刹

车起始点的信号个数和A点到停止点的信号个数。输出反应距离为：刹车起始点到A点的脉

冲数×每个计数长度，A点到停止点的距离为：A点到停止点光电传感器计数个数×每个计

数长度，自动测量无需外加配件可简化测量方式，该种测量方式测量出的制动距为制动器

发挥作用后的制动距离距离。

[0035] 第二种是通过外置制动采集模块判断，采集模块传感器共分为三种，压电式、薄膜

式和磁感应式。1、压电式薄片压电陶瓷片，两端接入制动采集模块，针对脚踏式制动方式，

放入制动踏板上方，当司机踩踏制动踏板时输出信号被采集模块捕捉。2、薄膜式采用薄膜

开关，两端接入制动采集模块，针对按钮等制动方式，放在制动按钮上端，当司机按下制动

按钮时输出信号被采集模块捕捉。3、磁感应式是霍尔传感器和磁铁，针对旋转式制动手轮/

手柄等，原理通过吸附在轮杆上的磁铁与固定在电机车上的霍尔传感器发生相对移动时，

霍尔传感器发出信号被采集模块捕捉，位于车头司机室的采集模块单片机捕捉到以上三种

传感器的信号后，通过无线模块方式发出信号，滚筒单片机收到信号后记为该点为制动起

始点A点，最后统计A点到刹车起始点的信号个数和A点到停止点的信号个数。计算方式与自

动判断的计算方式相同，为制动起始点A到停止点光电传感器计数个数×每个计数长度，该

种测量方式测量出的制动距离为人工操作制动器后的制动距离。

[0036] 实际测试中两种测量方法的测量结果相差不大，多数电机车制动距离测试的传统

量具精度为2级，该仪器能将精度等级提升5-10倍左右，输出结果都可满足测量要求，选用

不同的制动起始点A的测量方式根据测试车辆的便捷性和本地区相关主管部门要求来进行

选择。

[0037] 对于停止点的判断是当光电传感器信号输出无变化3秒后判断该点为停止点。并

自动结束测量，在屏幕上给出测量结果，将反应距离和制动距离分别显示。

[0038] 对于需要较高测量要求的带有轨道间隙的场所，还可使用附件中轨道间隙填充块

进行对刹车起始点之后的钢轨缝隙进行填充，防止测量滚筒不均匀旋转造成的微小误差。

轨道间隙填充块采用聚氨酯泡沫材料，宽度分为10mm、13mm、15mm三种，每种共八块。

[0039] 本专利输出部分还可通过315/433M通讯模块无线连接热敏打印机输出。

[0040] 本发明的特点在于，分别提供了测量设备和测量方法，测量设备适用各类电机车

全自动测量，减少人的干预，能够做到相对精确测量，测量方法可根据测试车辆的便捷性和

本地区相关主管部门要求来进行选择通过可自动和手动测量制动距离，并且相较于传统的

测量方法本申请中方法可以分别测量反应距离和制动距离，可以根据情况自行选择数据，

而且数据精准度高。

说　明　书 5/5 页

8

CN 110617976 A

8



图1

说　明　书　附　图 1/7 页

9

CN 110617976 A

9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2/7 页

10

CN 110617976 A

10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11

CN 110617976 A

11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4/7 页

12

CN 110617976 A

12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5/7 页

13

CN 110617976 A

13



图7

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6/7 页

14

CN 110617976 A

14



图9

图10

说　明　书　附　图 7/7 页

15

CN 110617976 A

15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DRA00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