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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车四方轨道车辆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青岛市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车四方轨道车辆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学、青岛信达标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海涛、孙继伟、张军民、饶真、孙滕、赵晨光、侯新英、赵峰强、卢衍伟、

郁文心、安赟、高希妨、林红、李芾、刘美惠、黄秋霞、赵明慧、马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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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铁两用车通用技术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铁两用车的术语和定义、分类、通用设计要求、主要系统要求、整车性能及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识、运输和贮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标准轨距、宽轨、窄轨路况下的公铁两用车的设计和制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46.1  标准轨距机车车辆限界 第 1部分：机车车辆限界 

GB 1589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T 3766  液压传动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 

GB/T6068  汽车起重机和轮胎起重机试验规范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T 7935  液压元件 通用技术条件 

GB 9656  汽车安全玻璃 

GB/T15706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 

GB16754  机械安全急停设计原则 

GB/T16855.1  机械安全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第 1部分：设计通则 

GB/T 17426  铁道特种车辆和轨行机械动力学性能评定及试验方法 

GB/T 21413.1  轨道交通机车车辆电气设备第 1部分：一般使用条件和通用规则 

GB/T21562  轨道交通可靠性、可用性、可维修性和安全性规范及示例 

GB/T24810.1  起重机限制器和指示器第 1部分：总则 

GB/T25624  土方机械司机座椅尺寸和要求 

GB25684.1  土方机械 安全 第 1部分：通用要求 

GB25849  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 设计计算、安全要求和测试方法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JB/T 7858液压件清洁度评定方法及液压件清洁度指标 

JB/T 8727液压软管 总成 

JB/T 10759工程机械 高温高压液压软管总成 

TB/T3138机车车辆用材料阻燃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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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铁两用车 Road-rail vehicle 

公铁两用车是一种既能在公路行驶又能在轨道运行的专用车辆，既适用于铁路上行驶也适用于公路

上行驶。 

3.2  

公路模式 Road mode 

公铁两用车的铁路车轮完全收回，车辆完全由公路轮承载。 

3.3  

铁路模式  Rail mode 

公铁两用车的铁路车轮支撑在轨道上，车辆完全由铁路车轮/公路车轮承载。 

3.4  

轨道行驶模式  Rail traveling mode 

公铁两用车在轨道上行驶，车辆的所有部件均在铁路车辆限界范围之内。 

3.5  

轨道工作模式  Rail working mode 

公铁两用车在轨道上处于工作状态，控制车辆的附属作业装置在轨道上作业。 

3.6  

最大起升高度  Maximum lifting height 

起重车辆在最大臂长、最大仰角、支腿油缸全伸且为整车整备质量工况下、吊钩位于上极限位置时

吊钩中心到轨面的距离。 

3.7  

起重车辆 Crane vehicle 

起重车辆是一种既能在公路行驶又能在轨道运行的起重作业车辆，用于轨道接触网辅助施工、轨道

施工材料的装卸、轨道维护等需要起重作业的场合。 

3.8  

移动式升降工作平台 Mobile elevating work platform 

工作人员从工作平台移动到工作位置的移动式机器，工作人员能够在指定通道位置进出工作平台，

是一种至少包括控制、升降结构和底盘的工作平台。 

4 公铁两用车的分类 

4.1 概述 

公铁两用车根据驱动形式分为钢轮驱动、摩擦轮驱动和胶轮驱动三种型式。采用钢轮驱动的公铁两

用车简称A型车，采用摩擦轮驱动的公铁两用车简称B型车，采用胶轮驱动公铁两用车简称C型车。 

4.2 A型车 

驱动力和制动力直接作用于铁路车轮，车辆运行方式与铁路车辆保持一致，公路轮胎与铁路车轮或

钢轨不发生接触，详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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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钢轮驱动公铁两用车示意图 

4.3 B型车 

驱动力通过公路轮胎间接作用于铁路车轮，制动力直接作用于铁路车轮，橡胶轮胎在磨损的过程中

能够保证有足够的载荷作用于铁路车轮上，详见图2。 

 

图2 摩擦轮驱动公铁两用车示意图 

4.4 C型车 

驱动力和制动力直接作用于公路轮胎，公路轮胎提供的牵引力和制动力直接作用于铁路钢轨，详见

图3。 

 

图3 胶轮驱动公铁两用车示意图 

5 通用设计要求 

5.1 设计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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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商宜给出车辆整体设计分析，包括预期用途和可预见的风险，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FMEA)、故

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FMECA)等。 

5.2 限界 

5.2.1 国铁线路限界应符合 GB 146.1的规定，地铁线路限界应符合 GB 50157的规定，其他线路宜符

合相应设计车辆限界。 

5.2.2 公铁两用车超出标准限界宜在说明手册中予以说明，标注详细的超出限界情况，超出限界部分

不宜破坏轨道周边基础设施。 

5.3 公路行驶要求 

5.3.1 整车的外形尺寸、最大总质量和公路轴重应符合标准 GB 1589的规定。 

5.3.2 车辆的后悬尺寸应符合 GB 7258的规定。 

5.4 车辆速度 

5.4.1 车辆最高速度在轨道行驶模式下应自动限制，操作人员不宜手动干预。 

5.4.2 车辆驾驶员位置应张贴标识，注明在普通轨道及经过道岔的最高允许速度，如果前进和后退速

度不同，宜注明前进和后退的最高速度。 

5.4.3 车辆驾驶员位置宜设置速度表，能正常显示轨道前进和后退速度值。 

5.4.4 车辆速度表应以千米/小时（km/h）显示。 

5.4.5 车辆速度表的精度宜不低于 10%。 

5.5 防止脱轨 

5.5.1 制造商应通过计算或测试证明：公铁两用车在铁路工况使用时不会脱轨。 

5.5.2 公铁两用车宜在铁路车轮位置配备排障器，排障器距离轨面的高度宜在 15-30mm之间。 

5.6 稳定性和防倾覆 

5.6.1 公铁两用车宜通过计算证明作业过程中不会发生倾覆危险。 

5.6.2 移动式升降高空作业平台稳定性和防倾覆能力宜符合 GB25849的规定。 

5.6.3 起重作业类车辆稳定性和防倾覆能力宜符合 GB /T6068的规定。 

5.7 上下轨道 

5.7.1 公铁两用车上下轨道的过程中不宜包含但不限于下列情况： 

—— 对基础设施造成损坏； 

—— 造成导电轨所在区域内运行轨道与相邻轨道发生短路； 

—— 车辆发生意外移动； 

—— 设备自身造成损坏。 

5.7.2 在最大外轨超高轨道条件下上下轨道，公铁两用车宜控制稳定，不宜有失控风险。 

5.7.3 公铁两用车上下轨道转换时间不宜超过 5分钟。 

5.8 维护 

5.8.1 公铁两用车宜定期进行常规润滑和维护。 

5.8.2 需要经常性维护的部件宜易于检查和更换。 

5.8.3 不易维护的公铁两用车宜提供相应设施保证设备的机械安全。 

5.9 故障恢复 

5.9.1 公铁两用车发生故障后宜能从任意一端对其牵引救援。 

5.9.2 公铁两用车宜能通过应急措施恢复到运行位置。 

5.9.3 公铁两用车发生故障宜在 2小时之内离开铁路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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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 防火 

5.10.1 公铁两用车宜尽可能降低燃烧的风险。 

5.10.2 公铁两用车防火设计宜考虑下列因素： 

—— 设备的布局； 

—— 易燃物的堆积； 

—— 管路中灰尘的堆积； 

—— 管路中的可燃液体； 

—— 燃油箱的位置； 

—— 设备间及设备箱体； 

—— 底板及阻燃隔板； 

—— 压缩空气罐； 

—— 电气线路的布置； 

—— 线缆连接位置的防护。 

5.10.3 驾驶室的内部、室内装饰件以及使用绝缘材料的部件均宜由阻燃材料制成，阻燃材料防火要求

宜符合 TB/T 3138 的规定。 

5.10.4 驾驶室、操作室以及其他人员可能受困区域应配备手持式灭火器。 

6 主要系统要求 

6.1 铁路车轮 

6.1.1 铁路车轮应通过施加适当载荷保证轨道上运行。 

6.1.2 铁路车轮应通过液压、机械或者气动锁销锁定在运行和工作位置，如果铁路车轮悬挂操作系统

出现故障，应保持在锁定状态。 

6.1.3 铁路车轮起导向作用时宜能显示前后导向车轮支撑力，保证在轨道上行驶过程中可见，前后导

向支撑力值降低超过 10%宜有报警提示。 

6.1.4 铁路车轮作为驱动轮最小直径宜不小于 300mm,车轮作为导向车轮最小直径宜不小于 130mm。 

6.2 导向车轮承受的载荷与公路车轮负载的分配 

6.2.1 导向车轮载荷宜确保在各种允许载荷状态下均能满足制动、防脱轨和稳定性方面的要求。 

6.2.2 导向车轮承受的载荷分配比如果发生变化宜设置液压报警装置，载荷过低时报警提示。 

6.2.3 导向车轮和公路车轮承受的载荷分配比率应符合图 4的要求。 

 
标引序号说明： 

1— 导向车轮支撑载荷与公路车轮负载之间的关系。 

2— 导向车轮支撑载荷，单位：KN（千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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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路车轮承受的负载，单位：KN（千牛）。 
导向车轮撑载曲线说明 

导向车轮最大支撑载荷曲线 

导向车轮最小支撑载荷曲线 

报警值曲线 

图4 导向车轮和公路车轮承载的载荷分配 

6.3 驾驶室 

6.3.1 驾驶室应能隔热，并配有可以调节的加热和通风系统。 

6.3.2 驾驶室及管路开孔应能防水，防止雨水进入。 

6.3.3 驾驶室通风系统应能向驾驶室提供过滤的新鲜空气每人每小时至少 60m
3
。 

6.3.4 驾驶室应提供监视系统（CCTV)，监控车辆前后轨道并避让障碍物。 

6.3.5 采用 CCTV作为前进行驶视野的轨道车辆，速度设计应不大于 20km/h。 

6.3.6 最高速度高于 20km/h的公铁两用车，驾驶员应能看清车辆前方 15m，轨道中心两侧 1.75m距离

的轨道信号。 

6.3.7 挡风玻璃应符合标准 GB9656的规定。 

6.3.8 驾驶室应防止灰尘、雨水、露珠、雪或冰阻碍轨道或工作区域的视线。 

6.3.9 相邻的铁路线开放交通速度大于 160km/h，不允许公铁两用车在轨道上工作，应在车辆驾驶室

两侧贴上标签“相邻的铁路线开放交通并且速度大于 160km/h的情况下禁止工作”。 

6.3.10 驾驶室侧窗应由安全玻璃制成，最小厚度为 6mm。 

6.3.11 驾驶室应提供一个带锁的储物空间，用于存放说明手册。 

6.3.12 驾驶室应提供一个或多个可调节的座椅，便于操作人员操作机器。 

6.3.13 驾驶室内座椅的尺寸应符合 GB/T 25624的规定。 

6.3.14 乘坐公铁两用车的人员应有固定的座椅，驾驶室内应张贴人员数量要求。 

6.3.15 驾驶室位置与车辆其他工作位置应提供对讲机等通信设备进行通信。 

6.4 制动系统 

6.4.1 公铁两用车应具有两套独立制动系统，满足行车制动和驻车制动要求。 

6.4.2 具有牵引功能的公铁两用车应具有控制被牵引车辆制动功能。 

6.4.3 制动空气管路应采用无缝钢管，使用弹性元件时允许采用软管连接。 

6.4.4 公路行驶时，行车制动性能应符合 GB 7258的规定。 

6.4.5 驻车制动应满足最大坡道停放要求。 

6.4.6 在水平干燥的轨道上，制动距离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1 制动距离 

公铁两用车制动初速度 

km/h 

最大停止距离 

m 

8 6 

10 9 

16 18 

20 27 

24 36 

30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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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32 60 

40 90 

50 155 

60 230 

70 300 

80 400 
6.4.7 公铁两用车应安全可靠停靠在斜坡上，符合制造商规定的最大坡度要求。 

6.4.8 带有拖车的公铁两用车制动系统的设计应确保所有连挂在一起的车辆制动起作用，制动缸有足

够的空气容量满足制动要求。 

6.4.9 空气制动系统应配有两个控制装置用于操作制动器，即常规制动控制装置和紧急制动控制装置。 

6.5 喇叭 

6.5.1 公铁两用车在行驶及工作模式应配置警告喇叭。 

6.5.2 警告喇叭声压等级应至少高于公铁两用车运行噪音 10dB(A)。 

6.5.3 公铁两用车周围 1米位置测量，喇叭的声压等级应超过 80分贝。 

6.6 液压系统 

6.6.1 液压系统的设计、制造、安装等应符合 GB/T 3766的规定。 

6.6.2 液压系统元件应符合 GB/T 7935的规定。 

6.6.3 液压软管总成应符合 JB/T 8727中的规定，安装前宜清洗，清洗后内部清洁度应符合 JB/T  7858

的规定。 

6.6.4 液压软管和硬管的布置应符合 GB/T 3766的规定。 

6.6.5 液压硬管应在自然状态下装配，软管装配弯曲半径宜参照 JB/T 10759的规定，液压管卡之间距

离应符合 GB/T 3766的规定，用管卡或扎带固定牢固。 

6.6.6 液压油箱应配有液位指示器。 

6.6.7 液压油箱应设置通气口和安全阀。 

6.6.8 液压回路中的运动部件应有防爆裂保护功能，防止发生意外移动。 

6.6.9 液压软管爆裂防护装置应依靠伺服机构压力实现开闭。 

6.6.10 液压软管爆裂防护装置应考虑日常操作中的易损工况，防止发生运动过程中损坏失效。 

6.7 电气系统 

6.7.1 电气设备应符合 GB/T 21413.1的规定。 

6.7.2 电气设备的供电线路均宜安装保险丝或断电开关，电线的规格、颜色、使用范围等应符合 GB 

50054的规定。 

6.7.3 布置在公铁两用车外部的电气部件防护等级应达到 IP55。 

6.7.4 蓄电池应布置在通风良好的空间并易于拆卸。 

6.7.5 蓄电池应设置绝缘开关便于断电操作。 

6.7.6 公铁两用车所有金属部件应与钢轨接地，接地电阻不超过 0.15Ω。 

6.7.7 公铁两用车在通道、人行道、工作地点和操作区域宜有充足的照明，最小照度应满足表 2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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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最小照度 

位置 照度 

lux 

工作地点 60 

阅读文件的区域 250 

通道，人行道 30 
6.7.8 公铁两用车标志灯及尾灯系统应保证在发动机出现故障停机时仍可运行至少 2个小时。 

6.7.9 公铁两用车应安装有足够照度的前照灯，辅助作业人员看清较远距离，在前方遇有障碍物时能

够立即停止车辆，前照灯宜满足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可以照亮反光标识； 

—— 可以照亮制动距离范围之内的轨道。 

6.7.10 公铁两用车沿轨道前进方向上应显示白色标志灯，同时在另外一端显示红色标志灯，白色标

志灯和红色标志灯应具有方向自动切换功能。 

6.7.11 带有公路照明的公铁两用车除制动灯、近光灯以外的其他公路照明灯应隔离或者关闭。 

6.7.12 公铁两用车应具有抗电磁干扰能力，防止发生下列故障： 

—— 意外启动； 

—— 意外停止； 

—— 急停功能意外复位； 

—— 故障检测能力减弱； 

—— 安全操作失效； 

—— 超出安全速度限制。 

6.8 额定载荷指示（RCI） 

6.8.1 用作起重机械的公铁两用车宜安装额定载荷指示器（RCI），该指示器显示在当前位置上（倾斜

度）能够起吊的额定载荷，RCI应符合 GB/T 24810.1的规定。 

6.8.2 公铁两用车额定载荷指示器应采用蓝色指示灯显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在车辆两侧的任意位置

能够观察到蓝色指示灯。 

6.8.3 公铁两用车被用作起重机械或高空作业平台机械时，如果载荷达到额定载荷的 90%，应向操作

员发出可听和可视的警报；如果载荷达到额定载荷的 105%，公铁两用车应停止起吊或停止载荷力矩增

大。 

6.9 急停装置 

6.9.1 公铁两用车急停装置的设计原则应符合 GB 16754的规定。 

6.9.2 急停装置起作用时公铁两用车所有的功能停止，车辆制动距离应满足表 1的要求。 

6.9.3 通过手动操作实现急停功能的按钮应设计在操做人员站立平面以上 0.6m-1.7m之间的位置。 

6.9.4 急停装置起作用后只有通过重新启动公铁两用车才能恢复正常功能。 

6.10 控制和显示 

6.10.1 控制系统中与安全相关的部件应符合 GB/T16855.1的规定，功能等级至少为 C级。 

6.10.2 经常操作的控制装置应设置在靠近操作人员的位置。 

6.10.3 驾驶室内的声音和灯光显示尽可能的少，以避免操作人员周围显示太多引起混乱。 

6.10.4 启动系统应符合 GB 25684.1的规定。 

6.10.5 踏板应符合 GB25684.1的规定。 

6.10.6 控制面板应符合 GB25684.1 的规定。 

6.10.7 操纵仪表应符合 GB25684.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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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8 配有遥控器的公铁两用车在遥控器掉落、操作人员摔倒或机器超出遥控距离，应具有故障安全

保护功能。 

6.10.9 无线遥控控制应符合 GB/T15706的规定。 

6.10.10 公铁两用车采用路面手持式遥控操作，运行速度应不超过 5km/h。 

6.11 数据记录 

6.11.1 与起重作业相关的公铁两用车应配置数据记录系统。 

6.11.2 数据记录系统宜包含但不限于以下信息： 

—— 故障发生的日期和时间； 

—— 作业超载； 

—— 电液控制的限位装置失效； 

—— 电气应急装置失效； 

—— 锁桥系统发生故障； 

—— 电子负载监控发生故障。 

6.11.3 数据记录系统应安装在安全位置，必要时通过远程或者现场链接下载数据。 

6.11.4 数据记录系统应至少每隔 1秒记录。 

7 整车性能及试验 

7.1 外形检查 

外形检查指对公铁两用车外观进行检查，检查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下列项目： 

—— 外形尺寸； 

—— 车体及外表面宜平整、光滑； 

—— 各部分油漆状况； 

—— 各主要部件的外形安装位置尺寸。 

7.2 结构检查 

结构检查指对公铁两用车整体结构所做的检查，检查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下列项目： 

—— 限界检查，其目的在于检验公铁两用车外形尺寸是否符合限界的有关规定。具体试验方法如

下： 

• 检查应在空重及整备重量状态下分别进行； 

• 操纵公铁两用车进入平直铁路线，调整悬挂装置稳定，然后缓慢驶过平直线路上的限界

规。上部垂直间隙检查宜在空载下进行，下部垂直间隙宜在整备质量状态下进行，侧向

间隙检查在空载及整备质量状态下均应进行。 

—— 称重检查，其具体试验方法如下： 

• 称重应在燃料、液压油加注至油箱2/3处，冷却液、柴油机机油、液力传动油、润滑剂处

于正常位置及携带全套随车工具并且操作人员满员的状态下进行； 

• 称重应进行至少3次，测量值应取记录的算术平均值。 

—— 公铁两用车通过设计规定的最小半径曲线，检查下列各项： 

• 各部件正常相对运动宜不受限制； 

• 轨道未承受不应有的挤压。 

—— 电路检查。具体试验方法如下： 

• 各种电器、仪表、灯具、开关等型号及结构参数； 

• 主回路、辅助回路、控制回路和其它回路等的接线状态、配线情况。 

7.3 机械设备性能检查 

7.3.1 柴油机设备检查包含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柴油机进气口需装空气滤清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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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气管不得泄露，并应装有隔热层、消音器； 

—— 防爆柴油机表面温度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 150℃，废气出口处排气温度不大于 70℃； 

—— 防爆柴油机启动装置和辅助装置必须防爆。 

7.3.2 传动系统应平稳，无异响。 

7.3.3 制动系统检查包含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检查制动系统，各部位紧固件不得松动； 

—— 检查气压管路、接头，不得有泄漏； 

—— 检查各仪表指针，保证指针指在正常范围内。 

7.3.4 液压系统检查包含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各液压管接头连接紧密，不得松动； 

—— 可调整的液压阀须锁紧，锁紧螺母不得松动； 

—— 启动前确保液压油箱吸油管路上所有球阀完全开启，放油球阀关闭（或螺塞必须拧紧），紧

急卸荷阀全部关闭。 

7.4 事故预防措施检查 

公铁两用车出厂前宜对下列有关人身安全的保护性设施进行全面的检查,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要求： 

—— 联轴节、皮带等保护性措施； 

—— 电气设备的保护性接地； 

—— 防火保护（灭火器形式、数量级可接近性等）。 

7.5 液压系统空载动作压力试验 

试验在环境温度及规定气压条件下，空载进行。试验时，各动作宜连续动作至少3次，每次均应正

确无误，并且记录压力数值，动作完毕宜无损伤及异常现象。 

7.6 轨道状态下整车动力学性能 

7.6.1 运行平稳性采用最大振动加速度和平稳性指标进行评定，应按照 GB/T 17426中规定执行。 

7.6.2 平稳性评定指标 W≤3.5。 

7.6.3 运行稳定性按脱轨系数指标进行评定，应按照 GB/T17426-1998中规定执行。 

7.6.4 脱轨系数指标应符合下列公式（1）的要求： 

 
𝑄𝑄1
𝑃𝑃1
≤ 1.2 ·············································································· (1) 

式中： 
Q1:作用在接触轨上的垂向力 

P1作用在接触轨上的横向力 

7.6.5 轨道状态下整车动力性能，最高车速测试方法如下： 

—— 在轨道上标记出 200m 的测量区，并用标杆做好标记； 

—— 整车处于整备状态； 

—— 选择铁路前进挡，控制加速装置，让车辆加速到最大稳定速度，以最大速度通过测量区，记

录通过测量区的时间； 

—— 选择铁路后退档，控制加速装置，让车辆加速到最大稳定速度，以最大速度通过测量区，记

录通过测量区的时间； 

—— 重复上述步骤三次，计算达到各速度等级时加速度； 

—— 加速性能与车辆牵引动力有关，评定标准按试验大纲要求执行。 

7.7 运动性能试验方法 

7.7.1 公铁两用车制动距离试验宜在风速不大于 5m/s尽可能平直的轨道上进行。试验应不少于三次取

其算术平均值作为试验结果，制动距离符合表 1规定。 

7.7.2 驻车制动的试验环境及温度在规定条件下进行，试验在最大坡道上进行，不得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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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牵引性能试验应在选定的平直干燥轨道上，亦可在试验台上进行。 

7.7.4 动力学性能试验应在选定的线路上进行，试验时主要检查运行的平稳性及安全性，试验结果应

符合产品试验大纲。 

7.7.5 新设计试制的公铁两用车在正式鉴定之前应进行线路运行可靠性试验，试验应至少在一台车辆

上进行，实际运行里程（或时间）执行相关试验文件规定。试验期间应对运行区段和运行时刻、作业种

类、运行公里、最高速度、燃油、机油消耗量、运行中的问题、通过最小曲线半径等做出记录。 

7.7.6 具有工程作业公铁两用车试验应根据不同的工程作业内容进行不同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相关

试验文件，满足设计要求。 

7.8 可靠性 

7.8.1 整车轨道运行可靠性试验需按照下列要求进行检查： 

—— 测量出一定区域的轨道线路作为试验区，线路形式覆盖曲线、坡道、道岔等； 

—— 车辆试验线路内一端以一定的车速行驶至另一端，然后再反向驶回，累计运行 200个小时； 

—— 记录故障次数，计算平均无故障时间； 

—— 试验过程中出现故障时宜立即停车，检查判断原因，如发生的故障不影响行驶安全及基本功

能，且不会引起诱发故障，也可以继续试验； 

—— 停车维修等时间不计入运行时间内； 

—— 参照 GB/T 21562标准要求，对车辆应用及故障严重性等级对故障分类进行了规定，见表 3。 

表3 故障分类 

故障类别 故障名称 故障定义 

1 重大故障 
造成车辆无法移动或造成服务延误超过规定时间和/或产生超过

规定水平的费用 

2 主要故障 
为使系统达到规定的性能必须做出调整，同时造成的延误低于重

大故障规定的最低限度或成本小于为重大故障规定的最小值 

3 微小故障 没妨碍系统达到其特定的性能不符合重大或主要故障的标准 

7.8.2 可靠性指标计算如下： 

—— MTBF：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单位：h），是轨道产品主要的可靠性参数，为累积工作时间除

以累积故障次数，按公式(2)计算： 

 MTBF = ∑ 𝑡𝑡𝑡𝑡𝑡𝑡n
i−1
𝑟𝑟𝑟𝑟

 ··············································································  (2) 

式中： 

n —— 产品总数 

tci —— 第 i个产品的工作时间 

ra——累计鼓掌次数 

—— R（t）：可靠度，指产品在规定条件下和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功能的概率，按公式(3)计算： 

 R(t)=e

∫−
t

dtti
0

)(λ
 ·································································· (3) 

式中： 
当故障率λ为常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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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t)=e =e-λt=e-
 ·················································· (4) 

式中： 
t —— 工作时间。 

8 检验规则 

8.1 检验分类 

公铁两用车组装完成后按规定进行型式试验及例行试验。 

8.2 型式检验 

8.2.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 新设计制造的车辆； 

—— 批量生产后，经重大技术改造性能有较大改变时； 

—— 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8.2.2 型式检验项目见表 4 

表4 试验与检查项目 

项目 型式试验 例行试验 

外形检查 ● ○ 

结构检查 ●  

限界检查 ●  

称重检查 ●  

曲线通过检查 ●  

电路检查 ● ○ 

机械设备性能检查 ●  

柴油机设备检查 ● ○ 

传动系统检查 ● ○ 

制动系统检查 ● ○ 

液压系统检查 ● ○ 

安全设备及事故预防措施检查 ● ○ 

驾驶员工作条件检查 ●  

视野条件 ● ○ 

∫−
t

dtti
0

)(λ
MTBF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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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型式试验 例行试验 

仪表和指示灯 ● ○ 

通风 ● ○ 

照明 ● ○ 

门窗 ● ○ 

刮水器 ● ○ 

噪声检测 ●  

电气液压联合动作试验 ● ○ 

运行性能试验 ●  

单机制动距离试验 ● ○ 

驻车制动试验 ● ○ 

牵引性能试验 ● 
 

 

动力学性能试验 ●  

线路试运行 ● ○ 

线路运行可靠性试验 ●  

工程作业试验 ● ○ 

8.3 例行试验 

8.3.1 每台产品需经本企业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并附有产品质量合格证书方可出厂。 

8.3.2 批量生产的公铁两用车，每台均宜按表 4 中项目进行例行试验，例行试验的结果宜与型式试验

相符。 

9 标志与标识 

9.1 标志 

9.1.1 公铁两用车上应固定有警告标志，警示未受其它安全措施保护的危险区。 

9.1.2 警告标识宜黄底黑字。 

9.2 标识 

9.2.1 公铁两用车大部分区域宜喷涂黄色。 

9.2.2 具有锁定功能的零部件宜喷涂红色。 

9.2.3 台阶及扶手宜喷涂白色。 

9.2.4 应急制动操作杆，润滑油嘴位置，电气接地位置宜喷涂红色。 

9.2.5 高空作业车辆驾驶室顶部警示线宜宜喷涂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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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包装、运输与贮存 

10.1 包装 

10.1.1 公铁两用车在起吊时，钢丝绳与车体的贴靠处宜加垫木，以防损坏油漆。 

10.1.2 随车技术文件宜用防潮材料包装。 

10.1.3 检验合格的车辆交车时宜随车向用户提供随车易耗件、随车工具及使用说明书。 

10.2 运输于贮存 

10.2.1 运输时公铁两用车宜固定牢固。 

10.2.2 铁两用车宜贮存在通风、干燥、无腐蚀性气体存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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