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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接触网是电气化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接触网质量的优劣，将影响行车安全和运

输经济效益。众所周知，接触线是与列车运行最直接相关的接触网部分，从而接触线

是高速铁路供电系统的核心技术之一，也是影响我国发展高速铁路所面临的关键技术

之一，直接影响列车运行速度和安全。为确保列车高速运行时能持续不断地从牵引供

电系统中获取能量，必须拥有良好的弓网配合关系，否则，接触线将可因为振动、温

差变化、电火花烧伤等因素造成列车断电，这成为了限制列车高速运行的一个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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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高速铁路发展历史

1.1 世界高速铁路的发展

高速铁路是世界铁路的一项重大技术成就，它集中反映力一个国家铁路牵引动

力、线路结构、高速运行控制、高速运输组织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技术进步，也体现

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高速铁路是经济发展和运输市场的需要，在经济发达、

人口密集地区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尤为突出。

一、世界高速铁路的发展阶段

自 1964 年日本建成东京到大阪世界第一条高速铁路 40 多年来，高速铁路从无到

有经历不同的阶段，归纳起来，高速铁路发展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1.1964 年到 1990 年是世界高速铁路发展的初期阶段

在这期间建设并投入运营的高速铁路有日本的东海道、山阳、东北和上越新干线；

法国的东南 TGV 线、大西洋 TGV 线；意大利的罗马至佛罗伦萨以及德国的汉诺威至威

尔茨堡高速新线。期间，日本建成了遍布全国的新干线网的主体结构。除了北美外，

世界上经济和技术最发达的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推动力高速铁路的第一次建设

高潮。

初期已建成的高速铁路新线 表 1-1

时间 国家 项目 建设年代 线路长度（Km）

初
期
的
高
速
铁
路
建
设

日本

东海岛新干线

山阳新干线

上越新干线

东北新干线

1959~1964

1967~1975

1971~1982

1971~1985

515

554

270

497

法国 TGV 东南线

TGV 大西洋线

1976~1983

1985~1990

417

282

德国 汉诺威~维尔茨堡

曼海姆~斯图加特

1988~1991 427

意大利 罗马~佛罗伦萨 1970~1992 254

总计 4 9 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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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90 年开始为高速铁路网建设的第二次高潮

由于高速铁路建设在日本和法国所取得的成就影响了很多国家，促进了各国对高

速铁路的关注和研究。1991 年瑞典开通了 X2000 摆式列车，1992 年西班牙引进法、

德两国的技术建成了 471KM 长的马德里至塞维利亚高速铁路。1994 年英吉利海峡隧

道把法英两国连接在一起，并开创第一条高速铁路国际连接线。1997 年，从巴黎开

出的“欧洲之星”又将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连接在一起。在这一期间的日本，

因早已完成力新干线网骨干结构的建设，高速路网的建设开始向全国普及发展。日本

于 1996 年其开通力福岛、山形两条小型新干线，为既有线的提速改造走出力一条新

路。法国和德国则在建设高速铁路的同时，实施有线的改造。

第二次高潮已经建成的高速铁路新线 表 1-2

时期 国家 项目 建设年代 线路长度（KM）

第二次

高速铁

路建设

西班牙 马德里~塞维利亚 1987~1991 471

法国

TGV 北方线

英吉利海峡隧道

TGV 东南延伸线

TGV 路网连接线

1990~1993

1990~1994

1992~1994

1994~1996

333

148

102

日本 北陆新干线 1989~1997 117

比利时 布鲁塞尔~里尔 1989~1998 83

德国 柏林~汉诺威 1992~1998 172

总计 5 8 1426

3.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形成高速铁路建设的第三次高潮

自 1998 年 10 月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三次世界高速铁路大会后，亚洲、北美、澳

洲以及整个欧洲在交通领域形成了一场复兴运动。自 1992 年以来，俄罗斯、韩国、

台湾、澳大利亚、英国、荷兰等国家和地区均先后开始了高速铁路新线的建设。其中，

为了配合欧洲高速铁路网的建设，东部和中部的国家都对干线铁路进行力改造，全面

提速。

第三次高潮正在建设中的高速铁路新线 表 1-3



西华大学安德校区专科毕业（论文） 第 4页 共 29页

时期 国家地区 项目 建设年代 线路长

度（KM）

备注

第三

次高

速铁

路建

设

法国 地中海线 1995~1999 303

欧洲

德国 莱茵/美茵~科隆

纽约堡~慕尼黑

~2001

~2005

204

171

意大利 罗马~那不勒斯

博洛尼亚~佛罗伦萨

~2001

~2005

204

78

英国 海峡隧道连接线 1998~2003 69

西班牙 马德里~巴塞罗那 1998~2004 300

荷兰 安特卫普~阿姆施特丹 1999~2005 95

俄罗斯 莫斯科~圣·彼得堡 1997~ 654

日本 北陆、九州、东北新干

线

390

亚洲

韩国 汉城~釜山 1992~ 426

台湾 台北~高雄 1997~2003 345

澳大利亚 悉尼~堪培拉 2000~2003 270 澳洲

总计 11 13 3509

1.2 中国模式的高速铁路接触网

研究高速铁路接触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我国高速铁路接触网的设计和施工

水平，良好的接触网设备保证优良的受电弓取流。本文在参考借鉴国外技术标准和实

践经验的基础上，对适合我国的高速铁路接触网进行了一些研究。高速铁路接触网选

型属于设计环节，是接触网施工的前提。高速铁路能否安全高效地运营，最基本的就

在于接触网的类型和参数是否合适。速度是最终的目标，必须借助计算机仿真技术对

影响受流质量的因素进行多方面的分析、比较及综合，在参考借鉴国外经验、标准过

程中，深入了解各国标准的差异及产生原因，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才能确定我国适

用的接触网模式。目前我国高速铁路飞速发展，运营里程世界第一，在接触网方面也

摸索出了自已的一套先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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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速铁路接触线

接触线：俗称电车线，是接触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接触线一般制成两侧代沟槽

的圆柱状，其沟槽为便于安装接触线夹并按技术要求悬吊固定接触线位置而又不影响

受电弓的滑行取流。接触线下面与受电弓接触的部位呈圆弧状，称为接触线的工作平

面。

2.1 接触线类型

目前，接触线的使用情况大致可以分为：铜接触线、铜银合金接触线、锡铜合金

接触线、内包式钢铝复合接触线、外露式钢铝复合接触线。

铜接触线（CT）

图 2-1



西华大学安德校区专科毕业（论文） 第 6页 共 29页

图 2-2

铜接触线机械性能 表 2-1

型 号 外观尺寸 mm 角度 参考单位重量

Kg/KmA B C D G
0

H
0

CT85 10.80 10.76 9.40 7.24 27 51 769

CT110 12.34 12.34 9.73 7.24 27 51 992

CT120 12.90 12.90 9.76 7.24 27 51 1082

CT150 14.40 14.40 9.71 7.24 27 51 1350

银铜合金接触线（CTAH）

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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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铜合金接触线机械性能 图 2-4

锡铜合金接触线（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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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图 2-7

锡铜接触线机械性能 表 2-1

型 号 外观尺寸 mm 角度 参考单位重量

Kg/KmA B C D G
0

H
0

CTS110 12.34 12.34 9.73 7.24 27 51 992

CTS120 12.90 12.90 9.76 7.24 27 51 1082

CTS150 14.40 14.40 9.71 7.24 27 51 1350

外包式钢铝复合接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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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外包式钢铝复合接触线机械性能 图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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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露式钢铝复合接触线

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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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露式钢铝复合接触线机械性能 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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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外高速铁路接触线

日本是最先研究和采用铜锡合金接触线的国家。随着日本新干线的出现，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为了提高接触线的耐磨耗和耐高温性能，日本便着手研究和开发

铜锡合金接触线。但当时铜锡合金接触线的锡含量较低，抗拉强度比纯铜接触线微高，

170mm
2
的铜锡合金接触线使用张力仅为 15KN。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为了进一步提高

新干线列车的运行速度，日本通过适当提高锡合金含量和改善接触线的制造工艺，

1992 年研制出抗拉强度可达 430MPa 以上、使用张力可达 20KN 的新型铜锡合金接触

线，目前，日本新干线采用的接触线就是这种铜锡合金接触线。

法国在 2001 年以前开通的高速铁路一般采用纯铜接触线（Cu150），使用张力

20KN。2001 年以后开通的地中海线采用抗拉强度更高的铜锡合金(CuSn150)和铜镁合

金(CuMg150)两种接触线，使用张力均为 25KN，导电率 80%，抗拉强度为 420Mpa。

德国和西班牙多采用铜镁合金接触线，其含镁量为 0.5%，导电率为 62%。

截面为 150mm
2
铜锡和铜镁合金接触线的主要机械和电气参数如下：

铜合金接触线机械电气性能 表（4）

CuSn150(含锡

0.2%)

CuMg(含镁 0.2%) CuMg(含镁 0.5%)

最小抗拉强度 420Mpa 420Mpa 420Mpa

最小拉断力 61.1kN 61.1kN 68.4kN

导电率 80%IACS 80%IACS 62%IACS

最大电阻率 2.395x10
-8
Ω·m 2.24x10

-8
Ω·m 2.778x10

-8
Ω·m

2.3 中国高速铁路接触线

中国接触线主要有：铜镁合金接触线、铜锆铬合金接触线。

2.3.1 铜镁合金接触线

目前，我国时速 300Km/h 以上的高速铁路都采用同镁合金接触线，这种同镁合金

接触线与德国、法国所采用的接触线相比较，所采用的生产工艺不同，导致其在性能

上更加优越。以 120mm
2
铜镁合金接触线为例，其抗拉强度大于 500Mpa，拉断力大于

60KN，导电率为 65%IACS。铜镁合金接触线已经广泛用于沪宁、武广和京沪高铁的接

触网中，并且在台湾地区和俄罗斯也得到了应用。实践表明，这种铜镁合金接触线完

全可以适应运行速度 350Km/h 甚至可以适应更高速度的高速列车的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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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铜锆铬合金接触线

铜锆铬合金接触线就制造工艺上讲，省略了通常的高温固溶热处理设备及复杂工

序，产品可以同时实现高强高导特性，抗拉强度为 540Mpa—600Mpa，相对导电率为

75%~84%IACS，在 400
0
C 软化退火两小时后强度下降不超过 10%。该高强高导接触线在

延伸率、热软化抗力、载流量、耐磨性能、冲击韧性及强度、耐高温、耐腐蚀性能优

良，综合性能已全面超过了锡铜合金接触线和铜镁合金接触线，并且，在京沪高铁导

段，该产品经受了运营铁路试验 486.1Km/h 最高时速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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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接触线防风

3.1 气象条件及计算负载的确定

气流的结构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它的速度，只有在它的速度很小的情况下，气

流线才是平行的。速度提高以后，就会产生复杂的涡流运动，它是由地表的不平和相

邻气温的差别所致。鉴于这个原因，风速不可能是恒定的。而是一阵一阵地吹着。风

颠簸的时间是不长的，一般只有 0.5~2s，而且风向和风速都是变化的。因此，如果是

根据资料的来源求得平均风速的话，那么应该估计到个别时间上流速可能要超过平均

风速。为了表征风速的波动，现引用风速不均匀系数 k，其值等于阵风的最大风速羽

梦一时间间隔内的平均风速之比。观察结果表明，当平均风速提供时，k值下降如下

图。风速的波动会给导线和支柱带来附加动力负载。以往对接触网的设计都是按平均

风速进行计算的。风速是一个随机量，可以用分布曲线表示。正如一般常有的情况一

样，随着风值不断接近最大值，其概率就要不断减小。

风负载就是风作用到线索上的力，又称风压。它是由空气流动的动能   2/2 所

决定的。若以恒定的风速 V垂直吹到平面上，此时单位平面上所受到的理论压力，通

常称为理论风压，其表达式如下：

2

2
1 Q （3-1-1）

式中： Q 理论风压(KN/m
2
)；

 空气密度(kg/m
3)
；

 风速(m/s).

各地区的理论风压不仅与风速有关，而且随  Hg2/ 的不同而异。  Hg2/ 的

取值，沿海为 1/17，内陆为 1/16，西南高原地区为 1/18、1/19.实际上，在进行风

压计算式，并未对地理位置加以订正，而是采用标准常数，其一立方米的空气在一个

标准大气压力下，温度为 15
0
C 时的空气密度 等于 1.225kg/m3。此时风速与风压之

间的关系可用下式确定：

2615.0 q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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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工业与民用建筑的需要，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正式批准我国基本风压标

准，用基本风压 q表示，它是以一般空旷地区离地面 10m 高统计道道的 30 年一遇的

10min 平均最大风速为标准，其值按 16/2q 确定。

我国地域广阔、地形复杂，形成大风的天气系统各不相同，造成的极端最大风速

也各异。但从我国基本风压分布图上可以看出，我国风压分布存在以下特点：

(1) 东南沿海为我国最大的风压区。风压等值线与海岸平行，风压从沿海向内陆

递减很快，这是与造成这一地区大风的气象系统的因素——台风有关。这些地区面临

海洋，正对着台风的来向。但是台风环流遇到山岳和陆地时，由于摩擦加大，空气大

量内流，使台风很快减弱。

(2) 西北、华北和东北地区为我国大陆风压次大区。等风压线由北向南递减，这

一地区的大风主要与强冷空气好活动相关。

(3) 青藏高原为风压较大去。这一地区主要是因海拔高度较高造成的。该地区除

冷空气侵袭造成大风之外，高空常形成乱流交换发展的天气条件，引起高空动量下传，

造成强劲的偏西风流大风。

(4) 云贵高原和长江中下游风压较小，特别是四川中部、贵州、湘西、鄂西为我

国风压最小区域。

(5) 台湾和海南岛等沿海岛屿，风压自成一格区域。台湾是我国风压最大的一格

区域，海南岛正对着台风来向，直接受台风的袭击，其风速和风压都为较大的特殊区

域。

除了上述列举的条件以外，地方性的大风结合有利的大型天气过程也能造成较大

的风速。

在进行电气化铁路接触网设计时，如无当地实际的观测资料，可以充分利用全国

基本风压分布图给出的条件。但是考虑到投资和回收期的关系，对于最大风速的保证

率要求不同。因此，对于以一般空旷平坦地面、离地面 10m 高统计得到的 3年一遇的

10min 品均最大风速为标准的风压，可以乘以调整系数得出相应不同重现其期的风

压：

tt kqq 31 (3-1-3)

式中： tq 任意 t年一遇 的风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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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q 30 年一遇的标准基本风压；

tk 不同重现期的风压调整系数。

不同重现期的风压调整系数 表 3-1

重现期 t 1/100 1/60 1/30 1/20 1/10

调整系数 tk 1.19 1.11 1.00 0.93 0.83

注： 1.本表调整系数为全国 26 个地区 400 多个台站计算结果的平均值；

2.若重现期 t不是表中所列数值时，可用插值法求得；

3.大量计算结果表明，重现期缩小一倍时，调整系数缩小 10%。

3.2 简单悬挂风负载计算

接触网计算分为：垂直负载和水平负载。

（1）垂直负载对于简单悬挂，包括本身重量和接触网的覆冰重量等，链形悬挂

包括本身的重量，即承力索、接触线、吊弦及线夹的重量。接触线及承力索的覆冰重

量等。

（2）水平负载包括风负载和由吊弦偏斜所造成的负载，后者在设计中一般不予

考虑。另外还有承力索、接触线由于之字力和曲线力（由于曲线关系形成的垂直于线

路的水平分力）以及下锚力的作用，对于支柱和支持装置所形成的水平分力。

要使接触线良好的工作，保证接触线在受风作用下，接触线对受电弓中心线的风

偏移值不超过其规定的最大许可值。根据受电弓的最大工作宽度，故在最大计算风速

条件下，接触线对受电弓中心的最大偏移值不超过 500mm。

接触网悬挂线索的风负载可以由下式计算：

sin615.0 2aKdlvP  (3-2-1)

式中 p 线索所受的实际风负载；

a 风速不均匀系数；

K 风负载体型系数；

d 线索的直径(mm)；

l 接触悬挂跨距(m)；

 设计计算风速(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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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向与线路方向的夹角。

风速不均匀系数 表 3-2

计算风速

(m/s)

20 以下 20~30 31~35 35 以上

a 1.00 0.85 0.75 0.70

风负载体型系数表 3-3

受风件特征系数 K

支柱 圆形钢筋混凝土支柱 0.60

矩形钢筋混凝土支柱 1.40

四边形角钢支柱  14.1

线
索

链形悬挂 1.25

一般悬挂 mm17d 1.20

mm17d 1.10

注：*表示在覆冰时，虽然 mm17d ，但 K仍取 1.2。

上式是表示一个跨距内线索所受的实际风负载。在计算时，风向与线路方向风夹

角一般取 1sin,90o   。同时，为了计算方便，通常总是先求单位长度的风负载。

当把 l取为 1m 时，则单位长度风负载公式为：

62 10615.0  daKvp （3-2-2）

其中，p为单位长度的风负载，单位为 kN/m；其余符号同前面。

还应指出，上式中，V为距地面 10m 高度是当地气象台站实际观测的最大风速。

可是当地气象台站的风速仪并不全为 10m 高度，自记录也较少，以往都是定时四次，

每次 2min 平均风速，故在求最大风速以前，所记录的风速资料必须经过风速仪对高

度、观测次数及观测时距的修正。

在计算线索的强度时，实际的受风负载应考虑风速不均匀系数。

在计算接触悬挂公导线风偏移值和最大跨距时，确定风负载要考虑阵风时的危险

影响。对于不防风地带取风速提高系数为 1.15，对于可能大于 5m 以上的路堤以及河

谷、山口地段，其值取为 1.25，对于高出 25m 以上的高路堤及桥梁上的区段，接触

网设计计算风速时，该提高系数可取为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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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接触线硬点

4·1 硬点产生原因

接触线硬点产生大致分为三类：导线不平直产生的凹凸点；接触网悬挂零部件、

设备产生的硬点；非接触网原因产生的硬点。

4.1.1 导线不平直产生的凹凸点

施工或检修过程产生的硬点施工或检修时，因各种原因（如无张力放线、使用夹

线工具不当、导线张力不足引起驰度过大、人员上、下导线、重物挂在导线上等等）

造成的接触线弯曲变形，特别是上下弯造成离线及离线后的冲击硬点。

采用无张力放线或不稳定的小张力放线，造成接触导线在展放的过程中，导线时

松时紧击打钢轨和轨枕，损伤接触导线接触面平顺度；在导线展放过程中使用“s”

钩悬吊导线由于无张力或张力波动大造成导线顺线路方向前后窜动，导致“s”钩损

伤导线接触线面。

在完成承力索及接触线架设后，由于种种原因，都不能及时安装吊弦及定位装置，

承力素与接触线间一般要采用临时吊线固定，而对临时吊线的制作、安装没有统一规

格，在现场施工过程中随意性较大，导致临时吊线长度参差不齐，长度较短的临时吊

线悬吊点因长时间承受较大负荷而产生硬点。 .

在架设后的接触导线初伸长（蠕变）还没有拉伸到位的情况下便安装吊弦和定位

装置，在后期导线初伸长（蠕变）拉伸到位后，会在吊弦和定位线夹安装处产生硬点。

而此时原先安装的另弦和定位装置会顺着拉伸方向歪斜使安装工艺不达标，造成二次

安装或反复调整。

在施工过程中线路管理单位对线路起、拨道，造成线路迟迟不能锁定造成接触网

反复调整，损伤导线。

吊弦、腕臂的预配制作精度不够、安装存在误差，造成二次安装调整，损伤导线。根

据国外经验，凡接触线上安装的线夹均应一次安装到位，二次安装将会引起硬点。

在京沪铁路电气化改造过程中，施工作业队采用测杆测量承力索、导线高度，且

在测量过程中，测量人员变动大，对测量要点掌握不清，记录不规范，导致测量出数

据误差较大，再加上吊弦预配、加工、制作环节出现的误差，制作出的吊弦偏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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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弦安装后，造成接触导线高度大面积偏高，不得不进行二次安装调整或对吊弦进行

更换，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时间。再加上施工过程中由于缺少对 200km／h 接触网检

测设备和手段，虽然施工单位进行了吊弦调整更换，但其对吊弦调整标准相对 200km

／h 区段对接触网的技术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施工精度不够、标准不高造成了前

几次接触网在检测中被检测到存在较多接触网硬点通过现场对硬点查找、复核、处理

中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由于工期紧迫为抢工期出现踩踏和用力拉、拽导线等不规范作业和野蛮施工现

象，造成接触导线线面不平直，形成硬弯或扭面导线坡度变化

接触网在线路与桥隧、站场与区间、联接处及锚段关节处等，如果在检调中处理

不好就很容易存在导线坡度及坡度变化，在导线坡度较大或导线坡度转换点，就会造

成较大冲击硬点。

4.1.2 接触网悬挂零部件、设备产生的硬点

（1）集中负荷。如在分相、分段、导线接头处、电连接线夹处、补强处、导线

定位、线岔、中心锚结等，由于重量的突然增加，受电弓的接触力突变；引起弓网间

的接触力突变形成硬点。

（2）接触线上的零部件安装不规范，撞击受电弓。如电联接线失偏斜、吊弦线

失偏斜、接头线夹偏斜、定位器坡度过大过小造成线夹偏斜打弓或定位器对导线有集

中压力（坡度过大时对导线是负压力）等等，以及导线线面不正时，当受电弓通过时，

在导线抬升，线夹偏斜产生硬点或打伤、打坏受电弓。

（3）接触网在线路与低净空桥、站场与区间联接处及锚段关节处等许多地方存

在导线坡度及坡度变化，在导线坡度较大或导线坡度转换点，产生较大冲击硬点。

4.1.3 非接触网原因产生的硬点

其它原因也能引起的接触力的突变点，称为接触硬点，如线路三角坑、受电弓

振动、摆动等等，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1）机车受电弓产生的硬点

在机车的运行取流过程中，运行的受电弓与架空式的接触网之间进行的相互作

用、相互匹配非常复杂，影响受流质量的主要参数有静态接触压力、动态接触压力、

摩擦力、受电弓振动频率、接触网振动频率、机车运行速度、接触网传播速度等等。

影响接触硬点的因素也很多，除机车车速、加速度以外，如受电弓的弹性系数、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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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归算到接触导线上的质量等能影响到接触硬点。

受电弓归算到接触导线上的质量是计量硬点的关键数值，受电弓弓头（包括滑

板）质量是受电弓归算到接触导线上质量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弓网接触（冲击）关系

我们知道，受电弓弓头质量越小，受电弓对接触网的冲击力就越小。无疑受电弓的弹

性越好对减小硬点就会越好。

与机车有关的接触网方面的悬挂弹性系数（接触悬挂张力、接触网跨距、接触

悬挂导线及承力索单位长度重量、接触悬挂结构型式等都影响到接触悬挂弹性系数）；

接触网的振动频率、周期等等。

（2）接触导线材质产生的硬点

接触线内部材料金相组织应做到颗粒细小、分布均匀，使得接触线的刚度均匀，

同时要具有良好的平顺性。如果接触线内部存在孔洞、颗粒差异大、分布不约或存在

异质等，接触线在加上工作张力后，就会造成刚度不均，容易受到冲击，使弓网间接

触压力突变，产生硬点。接触导线质量不良，在施工过程中也易产生硬点。

（3）线路产生的硬点

线路也是引起的接触力的突变原因之一，例如线路的变坡点，特别是正坡直接

变成负坡的变坡点，反映在弓网关系上就相当于一个导线变坡点，如果此处正好是接

触导线的变坡点那就可能出现很强烈的硬点。除此以外，特别是在列车提速以后，线

路道床质量对受电弓与接触网的接触力影响很大，如道床的弹性系数、振动周期、及

各种病害等，对接触网运行影响很大。

例如，现在经常出现的一个就是检测车测出某支柱处拉出值过大（例如 550MM）、

硬点超标，而接触网工区测量拉出值并不大（只有 370MM）、接触网上也没有什么缺

陷会产生硬点？经长期分析发现，这种情况的一般是发生在桥头处、隧道口处、路堑

和路堤连接处、钢轨接头处的处、道床翻浆处、三角坑处等。

其原因是在这些地方线路路基弹性系数变化大、钢轨的接头不齐、线路病害等引起了

机车左右摆动（也引起受电弓摆动）、上下震动，由此引起接触网与受电弓之间的位

置突变造成的。

下面以一处具体的钢轨接头为例，研究机车以 160 公里速度通过它时对接触网

产生的硬点：经测量知道此轨缝宽 10MM，轨头被车轮压塌 1MM，由此可知机车通过轨

缝的时间为 0.000225 秒，在此时间内受电弓的弓头进行了下降、上升两个动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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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考虑机车弹簧的减振和受电弓的减振阻尼器,则受电弓的弓头下降的平均加速度

为:

A=2*1MM/(0.00025/2 秒)2

=8*19753086.4197MM/秒 2= 158024696 MM/秒 2

取整：158025.M/S2

同理上升时的平均加速度：

158025.M/S2（方向与下降时的相反）

车体下降的高度只用了“轨头被车轮压塌 1MM”的“1MM”来进行计算，理论上

讲，数值要比这个还要大些。

初看上去这个数字惊人，这个冲击力对接触网、对机车、对车辆有很大的破坏

性，其实因它作用时间很短，对机车、车辆、钢轨破坏有限，加之机车、车辆走行部

弹簧的减振功能是很强大的,能有效保障机车、车辆的运行安全，受电弓上在弓架与

弓头也有弹簧阻尼装置，对受电弓来说这两重的减振确实能减去很多由此而引起的冲

击加速度，但从各种资料、计算上可知轨缝（特别是状态不良时）对接触网能产生很

大的冲击加速度（数量级约为 30G 左右），如果此处的钢轨轨缝不齐,错位几个毫米，

则机车在此处除了上下的冲击外，还有左右的大幅摆动，机车的幅摆动同样会造成受

电弓很大的左右方向的摆动，摆动量是机车走行部的 4倍左右，由此产生的冲击力也

是很可观的。

同理可知：道岔辙岔心处的有害空间、钢轨的局部塌陷对接触网都会产生很大

的冲击力，所以在高速铁路上采用无缝钢轨、研制和采用强度和韧性更好的轨缝绝缘

间隔片和可转动辙岔心的提速道岔技术是非常有必要的。

隧道口处的问题比较复杂，影响接触网参数、硬点的除了有隧道内、外的线路

路基弹性变化以外，此处还是个特殊的风洞区，高速运行的列车会受到很大的瞬时风

压，其方向、大小与很多因素（如列车运行速度、隧道口的地形、风向、风速、复线

隧道的对面会车）有关，这个风压对机车的运行影响不大，但对受电弓、接触网来说

就非同小可。这些瞬时风压经常造成接触网、受电弓的瞬时摆动，引起参数突变，硬

点突出。

此外，还有工务部门在未与牵引供电设备管理部门联系情况下，擅自起道、拨

道等作业造成轨面、曲线超高和侧面限界超出容许范围导致接触导线高度和拉出值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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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形成硬点或打弓。

上海局管内京沪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硬点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接触网硬点在接触网

缺陷中占有较高的比例。二是接触网硬点大多集中在 160km／h 以上提速区段。三是

接触网悬挂结构本身产生一定数量硬点且硬点值较大，位置多出现在分段绝缘器、导

线定位、线岔、关节等导线集中负荷较大和导线坡度变化较大的地方。四是接触网施

工质量对接触网硬点的产生有直接的影响，前几次检测到的接触网硬点数量较多大部

分是由于质量不达标造成的缺陷，其中因接触网施工精度问题（如吊弦高差大等）引

起硬点相对较为多见。五是从现场对检测数据复校来看线路原因和其他原因产生硬点

在检测硬点中占有一定比例。

4.2 接触网硬点减少措施

从理论上讲,几乎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硬点，但可将其减小到允许范围内。

4.2.1 接触网设计

从接触网设计环节优化接触网结构和型式，是从源头上减少和控制接触悬挂结构

本身产生的硬点根本措施。设计部门应对目前所采用的接触网结构和型式进行分析，

对接触网系统中硬点多发、易发部位，采取针对性措施，对接触网结构和型式进行优

化创新。比如尽量避免导线坡度变化，合理选择接触网零部件，减轻附加在接触导线

质量，增加接触悬挂弹性均匀度，改善接触悬挂特性，最大限度减少接触网结构本身

产生的硬点。在京沪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设计中对部分电分相采用器件式电分相在前

期部检测车检测中就存在硬点值高，连续拉弧现象，虽经整治也无法完全消除，遂对

器件式分相进行改造改为七跨气隙绝缘锚段关节式电分相。

现今世界上有两类先进的结构，一是采用弹性很小的硬网型电气化铁路，如广州

地铁（广州地铁的 1号线软网是双 120 铜银合金导线+双 120 铜承力索结构，2~10 号

线全部采用无承力索、无张力的汇流排固定的硬网结构）；二是弹性更好的软网型电

气化铁路，如现在流行的欧盟、日本的高速电气化铁路。

从设计选型来说，什么样的弓与什么结构的网搭档、配合是当前试验、统计、的关键

和难点，我国起步晚，资料很少，多数是采用国外的技术。从接触网线索材料的角度

来看，当今较先进的铜银合金线、青铜线、镁铜线的性能比硬铜线更好。至于选那种

主要是受电弓的配合，在不同的受电弓、运行速度、环境下选取配合较好的导线和受

电弓。毫无疑问，当导线选定以后，承力索应选用与接触导线选用相同的材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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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力索与接触导线在温度变化时同步伸缩，对接触网的性能、减少硬点都有很大好处。

无疑铜材质导线比钢铝线耐高温性能、耐磨性能、导电性能、与受电弓容易配合等众

多优点，被国内外反复证明并广泛采用，特别是在高速情况下其优势更加明显。

从设计的参数选择来说，现在流行选用较小的拉出值，例如“曲线地段拉出值从

400MM 减为 300MM，直线地段从过去的 300MM 减为 200MM”，这个做法的好处是降低了

接触网脱弓的可能性，减少了之字力接触网锚段中部的张力损失（因为减少了之字

力），但它牺牲了受电弓弓头的有效作业区，加重了受电弓的局部磨耗，减少了受电

弓滑板的使用寿命，从硬点的角度说，因局部磨耗加重容易产生弓碰网的硬点。当然，

从运营成本上讲是否妥当，也很值得研究。

4.2.2 从施工环节减少接触网硬点

提高接触网施工质量是减少和控制接触网硬点产生的关键。

目前影响我国接触网质量最大的因素是施工质量，可以说是初次施工质量不达

标，以后经过许多次整治也很难让设备质量有明显的提高，是特别是在我国目前运输

紧张的条件下，有限的维修天窗内能进行的作业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接触网是一个整

体，每整治一个问题，都要采取许多的分步过渡措施、过渡后的恢复、整治中还会有

许多新的问题不断的出现并且及时的处理。

高速电气化铁路，对接触网的施工人员素质和施工质量也提出更高要求，在接触

网施工方面，照证弓网关系良好可靠的前提是：接触导线架设质量、施工计算软件（尤

其吊弦计算软件）的先进性和实用性施工测量数据的准确性，以及先进施工机具、检

测工具和高素质的接触网专业人才。

在我国目前的施工中主要存在几个问题

一是施工的科学性，

下部工程施工重视不够，下部工程是接触网工程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下部工程的

质量好坏决定着接触网长期运行状态，对主要承力索、接触导线的线索预伸（超拉）

重视不够，线索预伸是一项对高速铁路很重的一道工序，线索预伸后可以免去 3~5

年的线索伸长过渡期、可以大减少导线硬点，但由于费用、技术、工期等种种原因施

工单位一般不进行此项作业。

对现有的接触网硬点的处理：一方面施工、检修中要按照检修工艺及相关标准规

范零部件的安装，特别是接触导线上的零、部件的安装，尽量减小、减少集中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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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还应使导线尽量平缓，导线坡度保持在 1‰以内。有条件时将分相尽量设计

或改造成八跨关节式，将线岔尽量改成无交叉线岔（关节式线岔）。

许多人认为定位器的硬点是无法避免的，实际上定位器的自重是可以通过调整定

位坡度来消除的，也就是说，将定位坡度调整到让“定位拉力产生的上抬力等于 1/2

定位器重量”，此时，此时拉力产生的上抬力与定位器对导线的压力平衡，定位器不

会对接触导线产生压力，这样定位器没有产生硬点！大于这个力则使受电弓在此得产

生负硬点；小于这个力，则产生硬点，建议以后修定接触网检修规程时定位坡度的标

准要考虑这个因素。

对于电连接，现在有些人把电连接的弹簧圈给取消了，以为减少了电连接的重量

对减少该处的硬点有好处，其实不然，取消了电连接的弹簧圈对静态的受电弓来说此

处的集中负荷是减少了，但对于高速动态的受电弓来说，在有弹簧圈时在此处的集中

负荷主要是弹簧圈以下的部分，以上的部分经过弹簧圈的减振后影响很有限，而在取

消了弹簧圈后此处的集中负荷成了承力索、电连接器整体全部加在了受电弓上（当然

电连接是软铜线不是刚体，承力索的重量归算到导线上时不是全部重量），但取消电

连接的弹簧圈无疑是加重了硬点的。

提高接触导线质量，综合考虑高速接触网对接触网导线技术要求，通过对导线的

张力、截面积、线密度、合金化、导电率等技术参数的合理选择，加大对导线材质、

制造工艺和制造设备研究。使生产出的接触线具有内部材料金相组织颗粒细小、分布

均匀，线面具有良好的平顺性。从而保证导线在工作张力下刚度均匀，为接触网具有

良好的受流性提供保证

二是监理的力度不够。

现实无情的告诉我们，新线就是“经常出事故的地段”，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

监理的投资太少，监理力度不够。

三是验收的认真程度太差，力度太小。

几天时间要对施工几年的设备进行验收，怎么可能仔细检查、查出所有的问题，

特别是隐蔽工程的问题？查出的问题也不能全部解决，往往是留给运营单位了事，运

营单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在做处理施工遗留缺陷！

这是我国铁路工程质量不高的管理重要原因。

目前国外对高速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施工有以下四点要求：一是施工精度要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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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施工预配工厂化；三是施工设备现代化；四是施工人员专业化。特别对施工精度

要求很严格。德国高速电气化施工实验结果表明接触网设备预配、安装在规定误差范

围内，可以较好的控制接触网硬点，容易实现理想的弓网接触质量。我国现阶段接触

网施工质量同国外先进国家接触网施工质量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积极借鉴吸收国外

高速电气化铁路接触网施工的先进方法，改变施工理念，结合我国目前接触网施工实

际情况，培养高素质的接触网施工队伍，摸索出具有中国特色接触网施工方法，提高

接触网施工质量，是减少施工环节产生接触网硬点，建造出与高速电气化铁路相匹配

高速接触网的必然要求

4.2.3 加强日常管理

加强接触网运营状态的日常检测、维护，提高接触网的运行质量，同时加强与工

务部门联系，减少线路基础原因对弓网间接触压力的影响。

结 论

随着我国高速电气化铁路快速发展，对弓网关系适配性的要求将不断提高，如何

更好的消除接触线硬点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电力机车在高速运行情况下弓网配合工

况良好、受流稳定，是接触网设计、施工、运营单位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对接触线的

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接触线也成为了限制高速铁路发展的重要课题。

总结与体会

经过此次论文撰写，让我学到很多关于接触网的知识。一个看似很简单的接触线，

都是经过无数专家诸多心血、多方试验才运用到现场。铁路是一个大的联动系统，机

务、工务设备病害、缺陷的整治也是电气化铁路提速的前题，使不同专业间的互控制

度化很有必要。列车提速是个综合的系统工程，要经过工务、机务、电务、供电以及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全力配合，才能使我国铁路质量全面达到国际标准，进入世界先

进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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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词

此次论文写作是在丁天甲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本文从选题、立论到撰

写的整个过程，得到了他们的悉心指导。在每次设计遇到问题时老师不辞辛苦的讲解

才使得我的设计顺利的进行。从设计的选题到资料的搜集直至最后设计的修改的整个

过程中，花费了老师很多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在此向老师表示衷心地感谢！导师严谨

的治学态度，开拓进取的精神和高度的责任心都将使学生受益终生！

还要感谢和我同一设计小组的几位同学，是你们在我平时设计中和我一起探

讨问题，并指出我设计上的误区，使我能及时的发现问题把设计顺利的进行下去，没

有你们的帮助我不可能这样顺利地结稿，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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