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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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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技术装备分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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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节能环保劳卫研究所、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铁道建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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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有限公司、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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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明、韦苏来、刘树亚、缪勇、贺磊、周宇、左安国、龚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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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列车车外噪声限值和测试方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列车车外噪声限值要求、试验条件、测试方法、测试报告要

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 120 km/h 及以下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等轮轨型式的城市轨道交通列车

型式试验噪声性能检验。其他类型的城市轨道车辆可参考本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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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785.1—2010 电声学 声级计 第 1 部分:规范

GB/T 3785.2—2010 电声学 声级计 第 2 部分:型式评价试验

GB/T 3947—1996 声学名词术语

GB/T 15173—2010 电声学 声响校准器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85.1 和 GB/T 394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钢轨表面粗糙度 rail surface roughness

钢轨表面沿线路纵向的不平顺幅值的均方根，单位为��。

3.2

轨道粗糙度级 rail roughness level

利用轨道粗糙度波长来表示轨道粗糙度程度的幅值函数。

轨道粗糙度级的表达式见式（1）

�� � 늈๏ lg   � �
��
��................................(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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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度级，单位为分贝（dB)；

r —粗糙度的均方根值，单位为微米（��）；

��—参考粗糙度，�� � 늈��；

注：本定义适用于按μm计算的波长谱或中心波长为λ的特定波段的测量值。

3.3

声压 sound pressure

有声波时，媒质中的总压力与静压的差值，单位为Pa。
[来源：GB/T 3947—1996 ，2.21]

3.4

声压级Lp sound pressure level

用于表示声压大小的物理量。

�� � 늈๏lg  �
�
�๏
��

单位为dB，其中 p为声压，p๏为空气声学的基准声压p๏=20μPa。

[来源：GB/T 3947—1996 ，2.47]

3.5

等效连续 A计权声压级LAeq.T equivalent continuous A-weighted sound pressure

在规定的时间内，某一连续稳态声的 A计权声压，具有与时变的噪声相同的均方 A计

权声压，则这一连续稳态声的声级就是此时变噪声的等效声级，单位为 dB。

注 1：等效声级的表达式见式（2）：

��݁�.� � 늈๏ lg � 늈
����늈 �늈

�� ��
����

���
� �dt......................(2)

式中：

LAeq.T—等效声级，单位为 dB；

t� − t늈 —规定的时间段，单位为秒（s）；

PA（t）—噪声瞬时 A计权声压，单位为帕（pa)；

P๏—空气声学基准声压，为 20μPa。

注 2：等效连续声压级也称为“时间平均声压级”，单位为 dB。

[来源：来源：GB/T 3785.1—2010 ，3.5]

3.6

AF 计权最大声压级 AF-weighted maximum sound pressure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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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Fmax在测量时间段 T内，用时间计权 F（快档）确定的 A计权声压级最大值。

[来源：GB/T 3785.1—2010,3.6]

3.7

测量时间段 T measurement time interval T

当 A计权声压级比列车前端正对传声器位置时的值低 10 dB开始测量，当 A计权声压

级比列车后端通过传声器位置时的值低 10 dB结束测量，此段时间即为测量时间段 T。

3.8

列车通过时间Tp train pass-by time Tp

经过车辆前端对应的传声器开始时间与经过车辆后端对应传声器结束的测量时间段 T，

即为列车通过时间Tp。

4 噪声限值要求

车外噪声限值如表1。

表 1车外噪声限值

线 路 工 况 运行速度 限 值(dB)

明线开阔区

静止 / 69 2

恒速
60km/h 80 2

120km/h 85 2

加减速
0-40 km/h

30km/h-0
77 2

明线站台

静止 / 70 2

加减速
0-40km/h

30km/h-0
75 2

隧道站台

静止 / 75 2

加减速
0-40km/h

30km/h-0
82 2

5 试验条件

5.1 试验环境

5.1.1 声学环境

在轨道与传声器之间的三角区域，沿轨道延伸距离是两侧至传声器距离的两倍，试验地

点应保证声音自由传播，声学环境应达到如下要求：

a）该区域地表面相对于轨顶面高度应在 0 m-2 m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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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该区域应无任何吸声物体且不应人为加入任何吸声材料，如积雪、高大植被等，并

且没有反射覆盖物，如水、冰、柏油或者混凝土路面；

c）该区域中不应有人出现，测试人员应在不明显影响测试声压级的地方进行测试；

d）该区域内出现的其他轨道的道床高度不应超过测试轨道的轨面。除此之外，传声器

周围三倍测试距离的范围内，没有大的反射物体，如屏障、山丘、岩石、桥梁、楼房和其他

机车；

e）在隧道及站台上测试时，应忽略隧道和站台对声学测试的影响。

5.1.2 气象条件

传感器高度处的风速应小于 5 m/s，且无降雨降雪。试验报告中应描述测量时的温度、

湿度、气压、风速和风向。

5.1.3 背景噪声

应确保其他声源的噪声（如其他车辆或工厂以及风噪声等环境噪声）不会对测量噪声产

生明显的影响。

背景噪声测量值为���.�,T 为 20 s。

对于型式试验，A 计权背景声压级至少应比现有背景噪声存在情况下所测车辆发出的噪

声低 10 dB；1/3 倍频程频谱分析时， A 计权各频带背景声压级也应比现有背景噪声存在情

况下所测车辆发出的各频带噪声低 10 dB。

对于监测试验，上述之差至少应为 5 dB,如果差值小于 10 dB，测量结果应按表 2 进行

修正。

表 2 监测试验时背景噪声修正值

单位为分贝 dB

被检车辆A计权声压级与A计权背景声压级差值 有背景噪声存在时测量车辆噪声所获得的 A计权声压级修正值

≥10 0

6-9 -1

5 -2

5.2 线路条件

5.2.1 一般要求

5.2.1.1轨道应干燥、无冻结。应在铺有碎石道床和木枕或钢筋混凝土轨枕或列车常用的轨道

上进行测试。

5.2.1.2 道砟应为松散状态，无其他杂物覆盖。

5.2.1.3 测试区段钢轨应为无缝钢轨，钢轨表面无明显缺陷，如波磨、轨道擦伤或者凹坑以

及凸起等，不能出现由于焊缝或者松动的轨枕造成的可听见碰撞声。

5.2.2 线路几何条件

线路坡度最大不应超过 3 ‰，轨道曲线半径 r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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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当测试车速 v≤70 km/h, 线路曲线半径 r≥1000 m;

b)当测试车速 70 km/h<v≤120 km/h，线路曲线半径 r≥3000 m；

5.2.3 钢轨表面粗糙度

当测试区段的 1/3倍频带粗糙度级满足图 1的要求时，应认为此钢轨表面粗糙度满足型

式试验要求，测试方法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注：Y 每 1 um 中 1/3 倍频频宽粗糙度等级，单位为分贝（dB）；

X 波长，λ，单位：cm。

图 1 轨道粗糙度级的默认上限曲线

5.2.4 轨道动态特性

钢轨振动衰减率 TDR是量化轨道系统的动态阻尼特性及纵向振动传递能力的重要指标。

该指标通过在钢轨施加单位脉冲激励作用下，不同位置处的振动频率响应函数反映了钢轨的

振动衰减情况，在1/3倍频程上分频段描述了轨道系统对钢轨纵向振动传播的综合衰减能力。

钢轨振动衰减率 TDR由衰减率值的 1/3倍频程谱表示，单位为分贝/米(dB/m)。钢轨振动衰

减率 TDR最终应以覆盖 100 Hz~5000 Hz之间频段的 1/3倍频程频谱的形式表示。

当测试区段的 1/3倍频带垂向和横向轨道衰减率下限值满足图 2要求，应认为轨道衰减

率满足型式试验要求。计算方法和要求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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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Y 轨道衰减率（TDR），单位：dB/m;

X 频率，单位：Hz；

A 垂直方向上的 TDR极限；

B 横向上的 TDR极限。

图 2 轨道衰减率的默认下限曲线

5.3 车辆条件

车外噪声测试期间，车辆应满足如下条件要求：

a) 测试期间，车辆处于空载状态，除乘务人员外，不能载物和载人，所有门、窗应始

终关闭；

b) 测试期间，试验车辆各系统及辅助设备应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如果附属设备的噪声

很少出现，且运行时间很短（小于工作时间的 2%），并对来自其他声源的声压级

影响小于 5 dB，则测量时可不予考虑。应在试验报告中描述辅助设备在试验过程

中的状态；

c) 通风系统，包括格栅、过滤装置和风扇等，应清理其障碍物，保证正常通风；

d) 车轮在正常工作状态下至少运行 1000 km，车轮踏面良好，无不规则情况，如扁疤、

剥离等损伤。制动闸片和清扫器无异常，并经过充分磨合状态；

e) 恒速运行测试时，列车应施加保持恒定速度的最小牵引力。加速试验时，应使用最

大牵引力，在没有车轮空转的情况下进行试验。制动试验时，应施加常用制动。

6 测试方法

6.1 测试仪器要求

测试系统的每个元件均应符合 GB/T 3785.1—2010中所规定的 1级仪器的要求，如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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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调查测试，测试系统可采用 2 级仪表；声校准器应满足 GB/T 15173—2010的 1 级要求，

所有声学传感器应当具有自由场特性，应使用合适的传声器防风罩；当需要进行三分之一倍

频带分析时，按照 GB/T 3421要求，滤波器应当符合 1 级要求；校准器至少每年计量一次，

计量需符合 GB/T 15173—2010 的要求；测试系统至少每年计量一次，计量需符合 GB/T

3785.1—2010和 GB/T 3785.2 的要求。符合相关标准的计量日期需记录在试验报告中。

为了保证测试系统的准确性，在每组测量前后，针对关注的频率范围内的单个或多个频

率，应采用声校准器对传声器进行校准。如果两次连续校准之间的差值超过 0.5 dB，则两次

校准之间的所有测量结果应作废。

6.2 静止测试

6.2.1 测点位置

静止测试时，测点位置如下：

a）明线开阔区

每辆车应划分为相等的分布区域，每个分布区域具有 3 m-5 m 相等的水平长度。车辆的

长度为车端连接器端部之间的距离。测点位于车辆两侧每个分布区域的中部，距离轨道

中心线 7.5 m 处。其他的额外测点位于列车前端和后端，两个传声器位于中心点在列车

端部中点，半径为 7.5 m 的半圆上，并且偏离轨道中心线 30 °。每个测点的高度需距

离轨面上方 1.2 m。测点布置如图 3 所示。考虑到一些测点位置是等效的（具有相似的

噪声水平），一些多余的测点可忽略，如以下情况：

 如果列车两侧的声场一致（例如噪声源分布对称），可忽略列车一侧的测点位置。

 如果列车中一些车辆的型号一致，可每种型号只测试一辆。

忽略的测点位置和数量应在报告中予以说明，并列出等效的测点。

图 3 车辆静置车外噪声测点布置示意图

b）明线及隧道站台

在站台中心处，距站台面高度 1.6 m 处布置一个测点。

6.2.2 测量声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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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测点的连续等效声压级L TpAep,
,T 为 20 s。

6.2.3 测试要求

在每一个测点位置，至少进行三次有效测试，测试数据有效性按照 5.1.3章节要求。每

个测点的测试时间至少为 20 s。如果在特殊情况下，噪声源在正常载荷状态下，不能维持

20 s，则测试时间可降低为 5 s，应在报告中给予说明。

6.2.4 数据处理

对于每一次测试数据（所有测点的单次测试数据）,在所有测点 i 测得的声压级LpAeq,T
i

应根据以下公式进行能量平均，得到单次车外噪声平均值。

���݁�,� �⸱㜶�
� 늈๏ lg

�㜶
����

늈๏
���݁�,�
㜶

늈๏

其中：

LpAeq,T
i 是在测点 i 测得的声压级;

n 是测点数量，n 应为等效忽略之前完整的测点数量，被忽略的测点噪声值可用等效测

点噪声值代替;

li是与测试位置 i 相关的长度。对于位于前端的附加测试位置，该长度等于
π

� ×

7.5m;

ltot � i�늈
n li� ；

然后，对三组测试数据计算得到的 LpAeq,T unit
取算术平均值，并且四舍五入取整数。

如果需要做频谱分析，应在 31.5 Hz 至 8000 Hz 范围内做 1/3 倍频程分析。

6.3 恒速试验

6.3.1 测点位置

在距离轨道中心线 7.5 m，距轨面 1.2 m 高处布置一个测点。需在列车两侧进行测试。

图 4 用于测量匀速列车侧面传声器的位置

6.3.2 测量声学量

测试列车通过的连续等效声压级LpAeq,Tp、列车速度和通过时间。

6.3.3 测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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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种测试条件下，至少进行三次有效测试，三次测试数据偏差不得超过 3 dB，否则

重新测试；测试背景噪声按照 5.1.3要求。

a）测试速度要求

Vmax＞60 km/h时，应在 V=60 km/h和 Vmax下进行测试；

Vmax≤60 km/h时，应在 Vmax下进行测试；

测试过程中，车辆的运行速度应控制在试验要求的±5 %区间内。

b）记录和测试时间

当 A 计权快档声压级LpAF�t�比列车前端到达传声器位置时所测得声压级低 10 dB 时，开

始记录。当 A计权快档声压级LpAF�t�比列车尾端到达传声器位置时所测得声压级低 10 dB

之前，停止记录。

图中：

Y：A 计权声压级 单位：dB

X：时间

A：记录时间Trec
B:T1:记录开始时间

C:T2 记录结束时间

D:测量时间区间 T � Tp

图 5 固定列车编组的记录时间间隔选择示例

6.3.4 数据处理

计算每次测试的连续等效声压级L TpAep, ，计算三次的连续等效声压级的算术平均值，

并且四舍五入取整数。如果需要做频谱分析，应在 31.5 Hz 至 8000 Hz 范围内做 1/3 倍频程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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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加速试验

6.4.1 测点位置

加速试验时，测点位置如下：

a）明线开阔区

一个测点应布置在距列车前端 10 m处。其他测点需根据列车长度确定，参见图 6：

 如果列车长度小于等于 50 m，则不需要布置其他测点；

 如果列车长度大于 50 m，在列车中心点前方 10 m处布置一个测点。如果两个测点

之间距离仍大于 50 m，则在两测点之间增加测点，使得各测点之间的距离 D为常

数，并且不大于 50 m。

每个测点均布置在距离轨道中心线 7.5 m，距轨面 1.2 m 处。

图 6 加速试验不同测量位置配置示例

b）明线及隧道站台

在站台中心处，距站台面高度 1.6 m 处布置一个测点。

6.4.2 测量声学量

测试列车加速过程中的 A计权连续等效声压级 ,L pAep T 。

6.4.3 测试要求

在每种测试条件下，至少进行三次有效测试，三次测试数据偏差不得超过 3 dB，否则

重新测试；测试背景噪声按照 5.1.3章节要求。列车应从静止状态持续加速至 40 km/h，然

后降低牵引力保持该速度。

在明线开阔区域测试时，从列车开始移动时开始测试，列车全部通过前端测点 10 m 处

结束测试。

在站台测试时，列车从列车开始移动时开始测试，列车全部通过站台时停止测试。

6.4.4 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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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每个测点的 A 计权连续等效声压级 LpAep,T。计算每个测点三次 A 计权连续等效声压

级 LpAep,T的算术平均值，并且四舍五入取整数。如果需要做频谱分析，应在 31.5 Hz 至 8000

Hz 范围内做 1/3 倍频程分析。

6.5 制动试验

6.5.1 测点布置

a）明线开阔区

在距离轨道中心线 7.5 m，距轨面 1.2 m 高处布置一个测点。

b）明线及隧道站台

在站台中心，距离轨道中心线 3 m，站台面 1.6 m 高处布置一个测点。

6.5.2 测量声学量

测试列车加速过程中的 A计权连续等效声压级 LpAep,T。

6.5.3 测试要求

在每种测试条件下，至少进行三次有效测试，三次测试数据偏差不得超过 3 dB，否则 c

重新测试；测试背景噪声按照 5.1.3章节要求。车辆需要进行完成的制动操作，在 30 km/h

的速度下进行满载制动，至车辆静止。

在明线开阔区域测试时，当列车达到测点前方 20 m 处时开始测试，列车停止时测试结

束。

在站台测试时，当列车运行到站台前端时开始测试，列车停靠在站台时停止测试。

6.5.4 数据处理

计算每个测点的 A 计权连续等效声压级 LpAep,T，其中 T=20 s。计算每个测点三次 A 计权

连续等效声压级 LpAep,T的算术平均值，并且四舍五入取整数。如果需要做频谱分析，应在 31.5

Hz 至 8000 Hz 范围内做 1/3 倍频程分析。

6.5.5 测试质量

测点偏差：所有测点的位置允许有±0.2 m 的偏差。

测试数据的可接受度：测试得到的三组数据，偏差不能超过 3 dB，如超过 3 dB 应进行

附加测试。

7 测试报告

测试报告要包含对本标准的引用和设计的所有相关细节：

a) 测试类别、日期、地点、进行测试的单位名称及地址；

b) 测试场所、线路几何（沿轨道的剖面和位置）、声学环境（植被等）、轨道类型（包

括轨枕、轨垫、扣件和钢轨形状、类型及性能）；对型式试验，说明钢轨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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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具有最近送检日期的测量设备和传声器型号；

d) 背景声压级；

e) 测试期间的整体运行工况和测试工况；

f) 测试车型和车号，测试车辆的牵引速度等；

g) 车辆的载荷情况；

h) 气象条件：包括温度，湿度，气压，风速及风向；

i) 其他任何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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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钢轨粗糙度谱的测试方法

当车轮在钢轨上滚动，就在轨面形成光带。光带通常位于轨顶靠中心的位置，宽度在 10 mm～60 mm

之内。钢轨表面粗糙度应该测量光带中心线位置的轨面纵向不平顺。如果光带较宽，除测量光带中心线

位置的轨面纵向不平顺之外，还可以测量与光带中心线平行的一条线的轨面纵向不平顺，两条线的粗糙

度取平均得到轨面的整体粗糙度，其与光带中心线的距离由光带宽度决定：

1）光带宽度≤20 mm，测量一条线；

2）20 mm<光带宽度≤30 mm，测量 3 条线，线间距 5 mm；

3）光带宽度＞30 mm，测量 3 条线，线间距 10 mm。

测量时，应先确定测量仪器的型号、传感器类型、可测量的波长和幅值范围、数据处理方法。

1）数据的采样间距应为 2 mm/点；

2）测量精度应为±1 μm；

3）钢轨粗糙度的空间频率范围应包括 10 mm～3 m，检测长度应＞50 m。

一定长度内短波不平顺幅值的均方根可以直观地反映出该段轨面不平顺的粗糙程度。在测量长度 L

范围内，轨面短波不平顺的幅值均方根如下图 A.1 和式 A.1 所示。图 A-1 中，横坐标 x 轴为轨面纵向长

度方向，纵坐标 y 轴为轨面短波不平顺幅值。

图 A.1 均方根的计算方法

2

1/21( )
1

n

i
i

Y
r

n




 （A.1）

式中，n 为测量长度 L 内的测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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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钢轨振动衰减率的计算与测试方法

B.1 钢轨振动衰减率计算方法

1/3倍频程每个中心频率处的钢轨振动衰减率由式（4-1）计算得到，单位为 dB/m。

TDR �
�.���

⸱�๏
⸱�ᒾ ��ᒾ⸱� �

��ᒾ๏� �
� �ᒾ⸱�

(B.1)

式中：

n—测点编号，测点 0与基准点位置相同；

A(x0)—基准点处 1/3倍频程每个中心频率的 FRF函数幅值；

A(xn)—测点 n处 1/3倍频程每个中心频率的 FRF函数幅值；

△xn—测点 n距离基准点的距离，单位为 m。

根据钢轨振动衰减率的定义，应在基准点处锤击，并布置多个传感器测量频率响应函数，在实际操

作中不易实现。根据动力互易定理，在基准点位置安装传感器，沿钢轨纵向在规定的一系列激励点处进

行锤击，由传感器得到各点相对于基准点的 FRF 函数，再计算钢轨振动衰减率。

B.2 测试区选择

为保证测试科学性，测试区应满足以下条件:

1) 所有可能影响钢轨振动衰减率的因素，在整个测试区轨道结构及性能应保持不变，包括钢轨横

截面、钢轨下垫板的刚度、钢轨的轨底坡和扣件支座的间距等。

2) 测试区轨道应为长焊接轨道，不应有任何钢轨伸缩接头。

B.3 测试仪器

测试仪器应包括：

1) 具有两个及以上通道的频谱分析仪，或可以进行数字采集和处理信号的任何等效数字设备；

2) 仪表锤；

3) 带有匹配的信号调节系统的传感器。

此外，在对信号进行数值采样之前，应使用抗混叠滤波器。

B.4 传感器安装

在测试区内，传感器在轨道方向的安装位置应满足以下条件：

a) 位于测试区内部，距离测试区中心至少 20 m；

b) 位于扣件区间的跨中位置；

c) 传感器不应安装在以下位置：

 3米内有浮置轨枕；

 直接相邻的支座上有丢失或损坏的卡扣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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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钢轨焊缝小于 5m；

 距离钢轨伸缩接头不足 40 m。

在轨道横截面上，传感器的安装位置如下，如图 B.1所示：

a) 在竖直方向，传感器优先安装在轨头上。如果难以实现，应该固定在凸缘上；

b) 在横向，传感器应安装在轨头的外表面上。

注：1-竖向力；2-横向力；3-可安装传感器的位置

图 B.1 传感器在轨道横截面的位置

在竖向和横向各需要安装一个传感器，以测量不同方向的 FRF。为了保持测量系统的完整性，以及

钢轨动力响应保持足够的精准度，最好将轨道传感器电绝缘，避免采用磁座方式安装传感器，而直接用

粘合剂或用合适的支架粘住。

B.5 激励点位置和激励方法

激励点在钢轨纵向的位置如图 B.2所示，与扣件间距有关。根据激励点位置将测试区分为 3个部分：

测量区、近场区、远场区。

测量区为图 B.2 中编号为 0 的扣件区间的跨中位置，与传感器的安装位置重合，为整个测试的基准

点。在基准点用仪表锤进行激励，可测得直接 FRF，作为整个测试的数据处理的参照。直接 FRF 是整个

测试的关键，测试中应使激励点尽可能接近传感器的安装位置，以反映激励点处的频率响应情况。

近场区为图 B.2 中 0 号扣件区间至 8 号扣件区间。从 0号至 2 号扣件区间，应精准地将每个区间进

行四等分，每个等分点及扣件支座处都是激励点；在 3号区间，扣件支座处及跨中位置作为激励点；从

4号至 8 号区间，仅有跨中位置作为激励点。

远场区如图 B.2 所示，从 10 号扣件区间开始，12、16、20、24、36、42、48、54 及 66 号扣件区

间，每个区间的跨中位置都是激励点。远场区的测量终点取决于最远处激励点测得的每个频段的 FRF

幅值相对于对应频段的直接 FRF 幅值是否达到足够的衰减程度。测量应至少进行到最终激励点的每个

1/3 倍频程内的 FRF 幅值与对应频段的直接 FRF 幅值衰减到达 10 dB。如果在 66 号扣件区间仍未到达

10 dB 的衰减，则需要在更远处进行激励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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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空心箭头表明激励在扣件区间，实心箭头表明激励点在扣件支座上。

图 B.2 激励点位置示意图

施加激励的方式如图 B.1 所示，用装有足够刚性尖端的仪表锤沿竖向和横向施加力脉冲，确保在需

要的频率范围内可对力和响应进行高质量测量并且不会损坏轨道。

每个激励点的每个方向应进行至少 4 次锤击，并测量每次的 FRF。

B.6 FRF 测量

应在竖向激励下测量钢轨在竖直方向上的一组 FRF 响应，再在横向激励下测量钢轨在横向的另一组

FRF 响应。测得的 FRF 应是至少 4次激励的平均 FRF。

应使用其相干函数进行检查测量每个 FRF 的质量。为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性，激励力（输入）和动

力响应（输出）的相干函数在分析频段内应控制在 0.8 以上，低于 0.8 的测量数据认为噪音等外界信号

干扰过大，视为无效数据处理。

对于直接 FRF 的测量，应至少在 3 个可行的传感器位置进行 3次测量。如果至少 2 次测量结果相似，

可以认为对应位置能够代表整个测试部分，并可用于后续测量。如果无法找到至少 2个可行的基准点位

置，可能是因为所选测试区的结构不够均匀，不能用单一衰减率谱来表征，应改变测试区重新测试。

应至少进行两组完整的测量。完成一组测量后，应在同一根轨道上距离原基准点 10 m 以上的位置

或者另一根轨道上进行下一次测量。

由于衰减率取决于钢轨下衬垫材料的特性，应在 FRF 测量过程中记录钢轨温度。

B.7 数据处理

原始的测量数据为基准点及各激励点处的一系列 FRF，可用加速度比或速度比的形式。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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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能量守恒原理，将 FRF 转化为 1/3 倍频程的形式。

在 1/3 倍频程上，根据公式（1）计算出每个中心频率处的钢轨振动衰减率 TDR。

将 1/3 倍频程内所有中心频率点处的 TDR 值绘制成钢轨振动衰减率特性曲线，用于评价轨道系统的

动力特性。

最终结果为两组 1/3 倍频程的衰减率谱，每组包括横向和竖向 2 个方向。钢轨振动衰减率应在纵轴

上表示，单位 dB/m，标度在 0.01 dB/m 和 100 dB/m 之间。频率应在水平轴上表示，每 1/3 倍频程频带

有等距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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