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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化铁路皇冠上的明珠

——运营速度>／380 km／h接触网系统装备设计

高 鸣

摘 要：以京沪高速铁路先导段下行接触网原型系统装备技术标准为基础，介绍了运营速度i>380 hn／h电气化

铁路接触网系统装备的技术特征及设计选型标准，重点对接触悬挂系统的额定工作张力体系、导线及配套零部

件、安装结构的选型及优化设计等关键技术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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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高速电气化铁路领域

中，已投入商业运营的线路主要有200～250 km／h

及300～350 km／h两种不同的运营速度等级。而以

京沪高速铁路先导段为代表的运营速度>，380km／h

的超高速电气化铁路的建设，开创了世界高速铁路

建设的新纪元。

京沪高速铁路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一条采用

更高标准、更高新技术的高速铁路，其设计的运营

速度目标值≥380 km／h。京沪高速铁路先导段由枣

庄至蚌埠，正线全长220 km。在京沪高速铁路先

导段下行原型系统中不仅进行了运营时速380 km

高速铁路所需的常规试验，而且还对我国开展并已

取得的一系列高速铁路创新技术成果进行了试验

验证，同时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性试验，为我国进

行更高速度的高速铁路基础性、前瞻性研究提供支

持。这对我国进一步站稳世界高速铁路先进行列、

引领世界高速铁路发展方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运营速度≥380 km／h的超高速电气化铁路接

触网系统具有当今世界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领域中

的前沿技术。该系统装备的关键技术特征及主要创

新技术为：a．具有超大额定工作张力体系的全补偿

弹性链形接触悬挂；b．具有高强度高导电率的接触

导线及其配套的接触网零部件；c．腕臂支持结构、

定位装置、下锚补偿装置及附加导线等装备结构及

安装的优化设计。

作者简介：高鸣．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天津300250，电话：022．58583996。

1接触悬挂系统张力体系

对于要满足列车高速运行要求的接触网系统

而言，首先应保证的就是接触网的波动传播速度。

世界各国经过多年的研究及实践表明：为保证良好

的弓网耦合关系，列车最高行车速度与接触网的波

动传播速度之比∥=V列车／矿波动小于0．7时才能基本

保证列车受电弓与接触网之间的耦合集电特性，减

少列车受电弓与接触网之间的火花、离线率，进而

达到列车在高速行驶时稳定地从接触网取流的效

果。所以，列车速度越高，就要求接触网的波动传

播速度越高，因此，目前世界各国均将追求更高的

接触网波动传播速度作为其接触网是否满足高速

铁路性能要求的首要指标，即：要建设高性能的适

应于高速列车运行的接触网，首先应保证的就是接

触网的波动传播速度。

根据波动传播速度理论：y波动=3．6(r／p)u2

式中，丁为接触线的额定工作张力，N；p为接触线

的线密度，kg／m。

由上式可知，为增大接触网的波动传播速度，

就应提高接触线的额定工作张力，尽量降低接触线

的线密度。而在我国高速铁路装备技术条件确定高

速正线接触线截面均采用150 mlil2(即：接触线的

线密度为确定值1．35 kg／m)的前提条件下，加大

接触线的额定工作张力，是提高接触网波动传播速

度的直接途径。

当列车运营速度达到380 km／h时，其设计速

度(即：最高行车速度)应达到418 km／h(按设计

规定留有10％的余量)，即：y列车=418 km／h，则

按上述波动传播速度理论及公式得出：对于列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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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运营速度≥380 km／h的线路，其接触网的波动传

播速度y波动应≥597 km／h，接触线的额定工作张力

应不小于37kN。

为满足京沪高速铁路最高运营速度及相应所

需的冲击高速试验的要求，在先导段下行设置了接

触线分别为31．5、34、37、40 kN，承力索均为

20 kN的4种额定工作张力的张力试验体系，其中

(20+40)kN张力体系(括号中含意为：承力索额

定工作张力+接触线额定工作张力，下同)是为列

车冲击世界运营铁路最高试验速度而设置的，而

(20+31．5)kN张力体系是用于先导段两端起步加

速及降速区段。

试验结果表明：对于运营速度≥380 km／h的要

求而言，除了(20+40)kN张力体系之外，(20+37)

蝌张力体系区段受流性能最为优越，(20+34)kN
张力体系区段受流性能次之，(20+31．5)kN张力

体系区段受流性能相对不如上述2种张力体系区

段，但对于350 km／h时速的运行要求，能够体现

出良好的受流性能。

综上所述，运营速度≥380 km／h的超高速电气

化铁路接触悬挂系统的悬挂类型应为全补偿弹性

链形悬挂，其导线额定工作张力应为：接触线

(150 mm2截面)额定工作张力≥37 kN，承力索

(120 mm2截面)额定工作张力≥20 kN。

2安装结构优化设计

2．1腕臂定位装置安装

(1)采用平腕臂为水平安装、平／斜腕臂外径

均为西=70 n,Lrrl的腕臂支持结构。正、反定位的定

位管均采用水平安装结构，正、反定位的定位管均

采用定位管支撑的固定方式(图l、图2)。

1 O

图l 腕臂支持结构正定位安装图

图2腕臂支持结构反定位安装图

(2)定位装置限位抬升量的确定。

对于限位定位装置中定位器的限位抬升量h，

欧洲标准EN50119：2009中的规定为：h=1．5．So(式

中，&为接触线在定位点处的设计抬升量，其取值

为在列车正常运行条件及规定行驶速度下，接触线

在定位点处实测或模拟计算抬升量的最大值)。

而德国联邦铁路规定的设计标准高于欧洲标

准EN501 19，即：当列车行车速度>230 km／h时，

h=2．0·So。

对于运营速度／>380 km／h的超高速电气化铁

路，限位定位装置中定位器的限位抬升量应采用高

于欧洲标准的德国联邦铁路标准进行设计。根据至

目前为止的试验及模拟计算数据显示：行车速度

≤400 km／h时，岛≤120 nllll(在京沪先导段联调

联试中，当行车速度达到440 knv'h时，重联动车

组前部受电弓处的岛最大可达到145 mlrl，后部受

电弓处的&最大可达到156 rnm)，所以对于运营

速度≥380 km／h的超高速电气化铁路，定位器的限

位抬升量应为h=2．O×120=240mlrl。

(3)根据定位器限位抬升量的设计标准，定

位装置应具有在定位管水平安装状态下，接触线定

位点处抬升量为240 rain时限制定位器继续抬升、

定位器不打弓、定位器不与定位管相碰的限位功

能。

(4)根据运营速度≥380 km／h时受电弓最大

动态包络线的要求，定位器应采用可调节限位间隙

的弯折型定位器管的限位定位器。

(5)各种铝合金型材(平／斜腕臂管、腕臂／

定位支撑管、定位器管等)的综合机械性能标准均

高于目前国内外同类产品标准，其中平／斜腕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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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机械性能：抗拉强度／>330 MPa、规定非比例

延伸强度≥310 MPa、断后伸长率≥13％。表面均

增加了阳极氧化处理的防腐措施，养极氧化膜不低

于AAl0级。

2．2线材防疲劳型安装设计

对于运营速度≥380 km／h的超高速电气化铁

路，列车运行时对接触网系统产生振动的振幅及频

率均高于其他线路。为防止由于振动原因引起的各

线材在其固定点处单丝更容易产生疲劳断裂的影

响，在承力索、正馈线及保护线的支撑及悬吊固定

点处，应安装防疲劳型预绞式保护线夹(图3一图

5)。该类型产品为预绞丝结构，缠绕在固定点两侧

线材的表面处，能够有效地使线材在固定点处的振

动得到衰减，从而能够有效地防止线材在固定线夹

两侧端面处由振动引起的疲劳断股现象。

译韬n矗=阿璺，

一麓莲堇》簌?蕊露蕊麓一

图3承力索固定点处防疲劳型预绞式保护线夹图

嘲骥i：誊辍汹攀

图5保护线固定点处防疲劳型预绞式保护线夹图

2．3下锚补偿装置安装

对于高速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系统中的接触悬

挂下锚采用棘轮补偿装置。现有的下锚安装方式一

般为接触线及承力索的棘轮补偿装置同时为正制

动或同时为反制动安装，这样会造成接触线或承力

索棘轮下锚底座结构悬臂过长的缺陷。由于高速电

气化铁路接触网导线的工作张力较大，所以下锚坠

砣串的重量也较大，这样，该重量就会通过过长悬

臂的棘轮底座对支柱产生较大的弯矩，使支柱的挠

度增大，并且容易使过长悬臂的棘轮底座产生向下

倾斜的现象。针对这些缺陷，设计了一种新型棘轮

下锚补偿装置底座框架设计及棘轮安装结构。该结

构中承力索用棘轮下锚补偿装置采用反制动安装

形式，接触线用棘轮下锚补偿装置采用正制动安装

形式。最大限度地减小了棘轮下锚补偿装置安装底

座的悬臂长度，克服了原安装结构中下锚底座悬臂

过长的缺陷，从而有效地减小了由于坠砣重量对支

柱产生的弯矩和挠度的增加及过长悬臂的棘轮底

座容易产生向下倾斜的现象(图6)。

图4正馈线悬吊点处防疲劳型预绞式保护线夹图 图6下锚补偿装置安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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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接触网系统配套装备优化设计

3．1配套线材

3．1．1接触线选型

(1)接触线抗拉强度的确定。

根据欧洲标准EN50119：2009，接触线的抗拉

强度由下列公式确定：

crw=O'min×0．65×‰×KweⅡ×Kice、弛d×疋fr
×砭la唧×Koint

式中，crw为接触线的最大允许工作应力，根据系

统接触线额定工作张力设计及高速铁路接触线张

力差的标准，接触线的最大工作张力为37×1．05=

38．85 kN，所以标称截面为150 mm2接触线的最大

允许工作应力O'w=(38．85+151)X 1 000=257M Pa；

amin为接触线的最小抗拉强度；K锄∞为接触线的最

高温度系数(对于铜合金接触线，Kt。nap=1．0)；Kw鲥

为接触线的允许磨耗系数(接触线允许磨耗为20％

时，Kw。盯=0．8)；Ki。。响d为接触线的风和冰荷载系

数(全补偿链形悬挂时，墨。州临d-0．95)；Keff为接触

悬挂下锚补偿装置的精度和效率系数(Ke庐0．97)I

Kcl一为接触线终端锚固线夹系数(终端锚固线夹
的抗拉强度大于接触线抗拉强度的95％时，

KclalI】p=1．0)；妫oin。为接触线接头系数(无接头时，

Koint_1．0)。

根据上述计算条件得出：

接触线额定工作张力为37 kN时，接触线最小

抗拉强度O'min=537 MPa。

(2)接触线类型的确定。

根据上述接触线最小抗拉强度的要求，接触线

可采用：经过上引(或水平)连铸后，再经过连续

挤压工艺制造的超细晶粒金相组织的超高强度铜

镁合金接触线；或采用三元合金(铜铬锆)结构、

经过析出强化型工艺制造的高强度高导电率铜铬

锆合金接触线。

(3)线材特性。

①超高强度铜镁合金接触线。

超高强度铜镁合金接触线是采用经过上引(或

水平)连铸后，再经过连续挤压工艺制造的超细晶

粒金相组织的铜镁合金接触线。其是在原制造工艺

(上引或水平连铸+冷轧)基础上，增加更先进的

1 2

工艺手段(连续挤压工艺)，使其金相组织的性能

高于原上引法工艺的铸态金相组织性能，改善了铜

镁合金接触线因铸造组织冷：jn-r所必然带来的晶

粒粗大，性能不够均匀，抗拉强度不够高，韧性差

等缺点。其组织均匀性、抗拉强度、以抗弯曲能力

为特征的韧性、导电率等主要性能，都可以进一步

明显提高，所以能获得高于现行标准中高强度铜镁

合金接触线的抗拉强度及导电率的特性(抗拉强度

可到达540 MPa及以上，导电率可到达65％IACS

及以上)，增大了接触线工作张力及载流能力提升

的空间，可满足接触线额定工作张力为37 kN时，

接触线最小抗拉强度的要求。

②高强度高导电率铜铬锆合金接触线。

高强度高导电率铜铬锆合金接触线是“两部科

技支撑计划”科研项目的科研成果产品，是采用三

元合金(铜铬锆)结构、析出强化型工艺制造的高

强度高导电率铜合金接触线，技术性能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其主要技术特征为：

a．抗拉强度：高于目前国外最先进产品的指

标，超过日本同类产品PHC型导线指标

(540 MPa)，达到560～610 MPa。

b．延伸率：与铜镁、铜锡合金接触线的最好指

标一致，高于日本同类产品PHC型导线的2．0％水

平，达到4．6～6．2％水平。

c．导电率：达到75"-82％IACS范围，与日本

同类产品PHC型导线相当，高于铜镁、铜锡合金

接触线62～72％IACS的指标。

d．抗软化能力：具有耐受400℃保温2 h软化

后抗拉强度下降幅度不超过10％的性能。明显超过

铜镁、铜锡合金接触线300℃的软化温度指标。

e．耐磨性能：高强度及高硬度保证了其有优良

的耐磨损能力。在同等试验条件下，采用三元合金

(铜铬锆)结构、析出强化型工艺制造的高强高导

铜铬锆合金接触线的磨耗明显低于铜镁、铜锡合金

接触线。

上述主要技术特征奠定了采用三元合金(铜铬

锆)结构、析出强化型工艺制造的高强度高导电率

铜铬锆合金接触线，在京沪高速铁路先导段

(20+40)kN张力体系区段创造出世界运营铁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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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试验速度纪录的坚实基础及可靠的技术保障。

3．1．2承力索选型

各张力体系区段中承力索均采用(1×37)结

构120 mm2截面高性能铜镁合金承力索。该种承力

索绞线同时具有目前行业标准中高强度铜镁合金

绞线的机械性能及普通强度铜镁铜合金绞线的电

气性能，即：在保持目前高强度铜镁合金绞线抗拉

强度的基础上提高了导电率，更加适应高速列车的

受流工况。

高性能铜镁合金承力索的高导电性能可以使

接触网传输更大的电流并节省大量的电力资源，其

优异的综合机械性能可以提高接触网运行的可靠

性，也是高速列车安全运行的关键因素。

3．2 与张力体系配套的接触网零部件

为了使具有超大额定工作张力的张力体系能

够在运营速度>／380 km／h的接触悬网系统中得到

实际应用，必须具有与其相应配套的系列接触网零

部件。在接触网系统中，由于列车行车速度的提高

及接触线额定工作张力增大的因素而带来对接触

网零部件的影响主要涉及到的零部件包括：下锚补

偿装置、接触线及承力索终端锚固线夹、定位装置、

锚支定位卡子等。所以应对这些零部件进行优化设

计，以适应行车速度提高及导线额定工作张力加大

后，零部件工作荷重的提高、振动及疲劳强度的加

剧、可靠性的提高等要求。

3．2．1 ZJ型定位詈曼及锚支定位卡子

定位器采用在定位管水平安装的条件下可自

由调节限位间隙的弯折型限位定位器，其可最大限

度地满足列车在行车速度≥380 km／h时受电弓最

大动态范围及抬升限位的要求(图7)。

(1)定位器管采用弯折处无芯子结构的整根

矩形管弯制工艺制造。定位器管采用的铝合金型材

综合机械性能标准高于目前国内外同类产品标准，

主要机械性能：抗拉强度≥320 MPa、规定非比例

延伸强度≥300 MPa、断后伸长率≥13％，与弯折

处带芯子结构的原结构产品相比：最大工作荷重达

到了3．0 kN(原结构产品为2．5 kN)、避免了疲劳

试验时与芯子连接处的定位器管容易折断的现象。

(2)定位器管表面均增加了阳极氧化处理的

防腐措施，阳极氧化膜不低于AAl0级。

(3)定位器钩处设置调节限位间隙用的调节

螺栓(图8)。

(4)定位器支座采用弯形设计结构以适应安

装调节范围，定位器支座本体处设置弧形限位板以

保证定位器偏转时的功能(图8)。

(5)锚支定位卡子采用无定位线夹型结构，

合理改进了工作荷载的受力方向，使其最大工作荷

载有较大的提高(图9)。

图7 ZJ型定位器例图

图8 zJ型定位器限位间隙调节结构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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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锚支定位卡子例图

3．2．2棘轮下锚补偿装置

(1)为适应接触线张力的增加而提高了棘轮

下锚补偿装置的最大工作张力(达到40 kN)。

(2)棘轮下锚补偿装置大、小轮的缠绕补偿

绳处均采用沟槽设计，并加大轮径，以防止补偿绳

间的相互磨损并提高下锚补偿绳的抗疲劳性能。

(3)采用了新型结构的下锚补偿绳，提高了

下锚补偿绳的抗疲劳性能。接触线下锚补偿绳采用

结构为8*29Fi+PWRC、公称直径为①11．0 mm的浸

沥青复合钢丝绳，综合拉断力≥95．0 kN。

(4)接触线用棘轮下锚补偿装置的断线制动

棘齿采用了独创的伞齿结构设计，提高了大张力条

件下断线制动的可靠性(图10)。

图10棘轮下锚补偿装置例图

3．2．3接触线及承力索终端锚固线夹

(1)锚固结构：采用了“锥套+顶丝压块夹紧

型”结构。该结构为具有后备保护措施的双级夹紧

结构，具有较高的抗滑脱安全裕度(图11、图12)。

(2)增大了本体(包括套筒、锥套及终端双

耳)的强度，具有较高的强度安全裕度。

(3)销钉材质由不锈钢改为Q345B低合金高

强度结构钢，热浸镀锌防腐；直径由①19 mm改为

1 4

①22 mill。具有较高的强度安全裕度。

(4)制造工艺由铸造改为金属模锻造，提高

了零件本体内部金相组织的质量，并且便于产品制

造质量的控制。

7’’—一

图1l接触线终端锚固线夹例图

TH：‘

图12承力索终端锚固线夹例图

4结束语

京沪高速铁路先导段下行接触网原型系统的

技术标准完全达到或超过了运营速度>／380 km／h

的超高速电气化铁路的技术要求。在京沪高速铁路

先导段联调联试及冲击最高运营时速的过程中，

(下转第1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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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不到80％，利用不够充分。

4结论

接触网是一个多导线并联系统，计算其电流分

配时，应将回流线的影响考虑在内。

确定接触网载流量时，分别在TF回路和TR

回路中，用每根供电线的载流量除以其对应的电流

分配系数，将所有结果中的最小值作为接触网的载

流量。

接触网导线载流量之比与电流分配系数之比

一般不会相等。从载流量充分利用的角度考虑，可

以根据导线悬挂位置，对导线截面进行优化，这是

今后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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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系统最高时速世界记录的冲高试验提供可靠的

技术保障。虽然在联调联试及冲击最高运营时速的

试验结束后，(20+40)kN及(20+37)kN张力体

系区段均恢复为(20+34)kN张力体系，但对于在

冲击并创造了世界运营铁路最高试验速度记录后，

仍作为正式商业运营线路继续使用的京沪高速铁

路先导段接触网装备系统，其自主创新的技术平台

为我国确立在世界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系统领域的

领先地位、建立世界领先的运营速度≥380 km／h

的超高速电气化铁路接触网装备技术标准

(OCS．4)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