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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轨电车用槽型钢轨》 

（征求意见稿） 

编 制 说 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优先发展公交、特别是大容量快速公交是解决城市交通的必然选择。现代有轨电车具有节能、环保、

投资少、建设周期短、景观效果好等优点，与地铁相比，投资只有其 1/6~1/8，建设周期只有其 1/3 左

右，且施工工艺简单，而在运营速度、能耗、环保等方面两者相近。因此现代有轨电车是城市轨道交通

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城市有轨电车采用轨头带轮缘槽的槽型钢轨，与铁路和地铁线路使用的钢轨在形状上有较大的差别，

轧制生产技术也要求更高。欧洲城市有轨电车开行较多，使用历史较长，槽型钢轨的轨型和形状也种类

繁多。 

为满足我国现代有轨电车发展的需要，规范国内槽型钢轨生产，稳定和提高产品实物质量，制定槽

型轨标准十分必要，为此，铁科院等单位向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申报了制定《有轨电车用槽型钢轨》

团体标准的计划。 

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中城轨〔2021〕23 号）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修订计划的

通知，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主持起草制定《有轨电车用槽型钢轨》（计划编号：

2021018-T-07）团体标准，计划要求标准制定的完成时间为 2022 年 8 月。 

1.2  协作单位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设计的龙头单位，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和鞍

山紫竹科技型钢有限公司，在国内最早生产槽型轨；铁科（北京）轨道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多年来制造生

产有轨电车线路道岔；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沈阳浑南现代电车运营有限公司为我国有轨电车运

行较早的单位，铁科院金化所与这些单位共同协作，把槽型轨标准制定好。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主要起草单位：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参加起草单位：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鞍山紫竹科技型钢有限

公司、铁科（北京）轨道装备技术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沈阳浑南现代电车运营有限

公司。 

自1998年以来，铁科院金化所负责我国铁道行业钢轨标准的制定。本标准由铁科院金化所主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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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其他单位参加起草。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标准主要起草人：刘丰收、陈鹏、徐寿伟、刘佳朋、刘鹤、林云蕾、张金明、王树国、吴家君、马

东、张立军、焦雷、李京增、尚士忱。 

主要起草工作由铁科院金化所周清跃全程指导。 

刘丰收、刘佳朋、林云蕾代表主要起草单位铁科院金化所，全面负责标准的起草制定工作，并负责

与有关单位联系。 

以下专家共同参与标准的起草制定：陈鹏、徐寿伟、焦雷，有轨电车轨道交通设计方面的专家；刘

鹤、张金明、吴家君，槽型轨生产方面的专家；马东，史启帅探伤方面的专家；王树国、张立军，槽型

轨道岔生产方面的专家；李京增、尚士忱，槽型轨使用方面的专家。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包括但不限于编制过程信息；各阶段主要争议问题的处理情况，征求意见或审查意

见的处理情况；送审稿编写情况、审查后标准内容修改情况等） 

（1）2012 年 8 月，铁科院金化所翻译出版了欧洲标准 EN 14811—2006+A1:2009 E 槽型轨及相应

的道岔轨（EN 14811—2006+A1:2009 E Grooved and associated construction）。 

（2）2013 年铁科院金化所起草了《现代有轨电车轨道用槽型钢轨》标准草案，同年向国家有关部

门提出了立项申请；多年来收集、翻译国外同类标准尤其是欧洲槽型钢轨标准，对槽型钢轨产品实物质

量，包括各项性能指标和几何尺寸进行测量、统计、检验和分析；形成了《现代有轨电车用槽型钢轨》

（标准草案）。 

（3）2020 年 5 月，向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提出标准制定立项申请；2020 年 10 月 20 日，协会标

准部召开提案评估会，本项目通过立项审查；2021 年 3 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 2021 年第一批

团体标准立项计划，本标准计划编号：2021018-T-07。 

（4）2021 年 4 月 25 日，在以往工作基础上形成了《有轨电车用槽型钢轨》（标准草案内部征求意

见稿（一），征求起草单位的意见。5 月 15 日收到内部意见 30 条，逐条处理后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形

成《有轨电车用槽型钢轨》（标准草案内部征求意见稿（二），再次征求内部意见；内部单位处理意见见

附件 1。 

（5）2021 年 6 月 7 日，在征求意见稿（二）的基础上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三），作为正式征求

意见稿，报有轨电车分会办公室。2021 年 6 月 25 日，收到有轨电车分会反馈意见，要求按 GB/T 1.1

—2020 规定对征求意见稿以及编制说明进行修改。2021 年 7 月 5 日，修改后再发分会标准办公室，征

求团体会员的意见。 

4  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4.1  标准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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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 GB/T 1.1—2020 要求。 

（2）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要求。 

（3）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成熟稳定、经济适用、科学先进、节能环保。 

（4）标准实施后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保证运输安全，符合行业发展需求。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不存在冲突关系，也没有需要协调的内容。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有关条文说明） 

5.1  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术语与定义、钢轨钢种选用、槽型轨的轨型断面、平直度、扭曲等外形尺

寸及极限偏差；牌号、化学成分、力学性能；表面硬度，低倍、高倍、显微组织、脱碳、超声波探伤检

测等技术要求；化验和检验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等内容。 

5.2  标准的技术关键 

槽型轨和普通钢轨的主要区别在于其轨头有一个不对称的轨唇，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结构、复杂断

面，产品实物质量要达到国外先进企业同类产品水平，需解决如下关键技术问题： 

——高精度的尺寸偏差和外形（包括外形尺寸偏差、平直度、扭曲等）； 

——洁净钢冶炼（包括钢中 P、S、O、N、H 含量的控制，夹杂物的控制）； 

——内在质量要求（包括显微组织、夹杂物构成、脱碳层、超声检测）； 

——在线热处理技术。 

5.3 标准条文说明 

5.3.1  关于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有轨电车用热轧或热处理槽型钢轨，包括孔轨和不带孔的焊接钢轨。 

5.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对出现在标准中的全部引用标准均采用最新版本国标或相应行业标准。 

5.3.3  订货所需信息 

根据用户订货时可能遇到的实际情况，规定了用户在订货时必须提供的信息，以便钢厂根据用户需

求安排和组织生产。本标准规定如下： 

用户在合同或订单中须提供下列信息： 

a)  产品名称； 

b)  本标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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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轨型； 

d)  钢牌号； 

e)  无孔轨或孔轨（钻孔个数，一端钻孔或两端钻孔）； 

f)  长度、数量和短尺率； 

g)  其它要求。 

由于将热处理和非热处理钢轨以钢号形式予以区别，订货时告知钢号就知道交货状态了。 

5.3.4  型式尺寸、外形、重量及极限偏差 

5.3.4.1  本标准通过图形信息传递标准中所选取、测量部位或所指的参数。 

5.3.4.2  本标准结合我国有轨电车工程实际，给出了国内常用的两种槽型钢轨断面，即 59R2、60R2

的断面型式尺寸以及常用道岔轨断面型式尺寸 76C1 和 105C1（附录 A）。 

欧洲标准 EN 14811—2006+A1:2009《槽型轨及相应的道岔轨》纳入了 18 种槽型钢轨断面、7 种道

岔轨断面，其中 59R1、59R2、60R1、60R2、62R1、62R2 等 6 种钢轨的断面面积、每米质量、惯性矩与

中国 60kg/m 钢轨相近，但 6 种钢轨的轮缘槽宽度不尽相同，同时，59R2、60R2 及 62R2 钢轨还设置了 1

：40 轨顶坡。本标准结合我国有轨电车工程实际，纳入了具有 1：40 轨顶坡的 59R2、60R2 槽型轨的断

面型式尺寸图（附录 A），这两种轨型也是我国有轨电车常用的。 

在我国城市有轨电车工程中，最早大连有轨电车采用 60R2、沈阳浑南有轨电车采用 59R2，珠海采

用 59R2 槽型轨。59R2 槽型轨相对于 60R2 槽型轨对车轮的要求要宽泛一些，而 60R2 槽型轨对车轮的要

求要更高一些。 

本标准的采用的尺寸极限偏差是基于满足工程设计、施工，同时结合国内生产实际能力来确定的。

本标准与 EN 14811、TB/T 2344.1《钢轨 第 1 部分 43kg/m～75kg/m 钢轨》尺寸偏差对比应符合表 1

的规定。可见，本标准采用的几何尺寸公差不低于或严于欧洲标准。 

表1  钢轨尺寸允许偏差对比 

项目 

钢轨断面几何尺寸 极限偏差 极限偏差 

59R2轨型 60R2轨型 本标准 
EN 

14811—2009 

TB/T 

2344.1—2020 

钢轨高度 180 180 ±1.0 ±1.5 ±0.6 

轨头宽度 55.83 55.83 ±0.8 ±1.0 ±0.5 

轨唇宽度 14.82 20.82 
+2.0 

-1.0 
±2.0 — 

轨腰厚度 12 12 
+1.0 

-0.5 

+1.0 

-0.5 
+1.0/-0.5 

轨底宽度 180 180 
+1.0 

-2.0 

+1.0 

-3.0 
+1.0/-1.5 

槽深度 47 47 ±1.0 ±1.0 — 

槽宽度 42.35 36.35 ±1.0 ±1.0 — 

轨底边缘厚度 8 8 ±1.0 ±1.2 +0.7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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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头高度和轨唇高度差 6 6 ±1.0 ±2.0 — 

行车边半径 R300R80R13 R300R80R13 ±1.0 ±1.0 — 

轨头外侧半径 R5 R5 ±3.0 ±3.0 — 

轨底最大凹度 — — ≤1.0 
+1 

0 
≤0.4 

轨底和行车边的不对称 — — ±2.0 ±3.0 — 

接头夹板安装面高度 — — ±1.5 ±1.5 +0.6/-0.5 

轨腰和行车边的不对称 — — ±2.0 ±3.0 — 

螺栓孔直径   ±0.5 ±0.5 ±0.7 

螺栓孔位置   ±1 ±1 ±0.7 

螺栓孔与轨底面的距离   ±1 ±1 - 

钢轨长度 

（环境温度20℃时） 

无孔钢轨 — — ±10 ±10 ±10 

有孔钢轨   ±6 ±4 ±6 

 

另外，道岔用的 76C1 和 105C1 的尺寸公差要求，与欧洲标准相同。 

5.3.4.3  钢轨的端部扭曲对焊接具有重要的影响，为保证轨轮接触平稳、安全，对该指标加严控

制。 

钢轨端部平直度控制，对保证焊头平顺性特别重要，因此本标准规定了距轨端 1.5m 内的左右及向

上、向下的端部弯曲指标，严于欧标 EN 14811—2009，但又结合有轨电车的技术特征，有别于高速、

重载铁路钢轨标准中对端部弯曲的要求。 

在全长弯曲指标上，没有采用欧标按侧弯半径来规定侧弯曲要求的方式，为确保标准在生产、检验

中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采用了按全长弯曲度不大于 1/1000×全长的形式规定，保证了标准的可执行

性。各相关标准对钢轨平直度和扭曲要求规定的对比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2  钢轨的平直度和扭曲允许偏差对比 

项目 
极限偏差/mm 

本标准 EN 14811—2009 TB/T 2344.1—2020 

轨腰与轨底垂直度a/（゜） ±1.5 ±1.5 — 

端面垂直、水平方向斜度 ≤1.0 — ≤0.8 

全长扭曲 ≤3 ≤3 ≤2.5 

全长弯曲 
不大于1/1000 

×全长 

上弯曲和下弯曲≤ 

10mm 

上弯曲和下弯曲≤ 

10mm 

轨端扭曲（1m范围内） 1.0mm — 0.6mm 

端部弯曲 

（距轨端1.5m内） 

左右 ≤0.8 1.0mm/1.5m端头 0.7mm/1.5m端头 

向上 ≤0.6 1.0mm/1.5m端头 0.6mm/1.5m端头 

向下 ≤0.2 1.0mm/1.5m端头 0.2mm/1.5m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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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技术要求 

5.3.5.1  牌号和化学成分 

本标准纳入了 U75V、U71Mn 两个钢种，以及相应的热处理钢轨，共 4 个牌号，强度涵盖 880~1180MPa

四个等级，化学成分、钢中 H、O、N 元素含量要求与 TB/T 2344.1 与成分、钢相一致。为了合理选用钢

轨尤其提高小半径曲线的使用寿命，增加了钢轨的选用，规定≤R500m 的曲线宜选用热处理钢轨；新线

建设和大修换轨时，为了配轨和焊接的方便，同一区段采用同一种热轧和热处理钢轨；维修换轨时，为

了进一步提高耐磨性能，铺设 U71Mn 区段，既可以采用耐磨性能相对较差的 U71Mn 热处理钢轨，也可以

采用耐磨性能更高的 U75V 热处理钢轨。牌号和化学成分对比应符合表 3和表 4 的规定。 

表3  钢牌号、代号及化学成分（熔炼分析） 

标准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 Si Mn P S V Al 

本标准 
U71Mn、 

U71MnH 
0.65～0.80 0.15～0.58 0.70～1.20 ≤0.030 ≤0.025 —

≤

0.

01

TB2344.1—2020 
U71Mn 

U71MnH 
0.65～0.80 0.15～0.58 0.70～1.20 ≤0.030 ≤0.025 — ≤0.010 

本标准 
U75V 

U75VH 
0.71～0.80 0.50～0.80 0.75～1.05 ≤0.030 ≤0.025 0.04～0.12 ≤0.010 

TB2344.1—2020 
U75V 

U75VH 
0.71～0.80 0.50～0.80 0.75～1.05 ≤0.030 ≤0.025 0.04～0.12 ≤0.010 

 

表4  钢中残余元素 

 

标准 
牌号 

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Cr Mo Ni Cu Sn Sb Ti Nb V Cu+10Sn Cr+Mo+Ni+Cu 

不大于 

本标准 
U71Mn 

U71MnH 
0.15 0.02 0.10 0.15 0.030 0.020 0.025 0.01 0.030 0.35 0.35 

TB2344.1—2020 
U71Mn 

U71MnH 
0.15 0.02 0.10 0.15 0.030 0.020 0.025 0.01 0.030 0.35 0.35 

本标准 
U75V 

U75VH 
0.15 0.02 0.10 0.15 0.030 0.020 0.025 0.01 — 0.35 0.35 

TB2344.1—-2020
U75V 

U75VH 
0.15 0.02 0.10 0.15 0.030 0.020 0.025 0.01 — 0.35 0.35 

5.3.5.2  交货状态 

本标准针对目前槽型钢轨的生产实际，规定钢轨以热轧或热处理方式交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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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3  拉伸性能和硬度 

本标准的拉伸性能和硬度参照并保持与 TB/T 2344.1—2020 相一致，可满足城市有轨电车用户需要

。不采用欧标规定的拉伸试验值采用预测方程计算而得的方式。 

5.3.5.4  脱碳层 

钢轨脱碳将引起钢轨硬度、耐磨性及疲劳强度降低，因此本标准对脱碳层严格控制，规定“轨头表

面脱碳层深度不应超 0.5mm”，与 TB/T 2344.1—2020 相一致。欧标对脱碳层没有要求。 

5.3.5.5  非金属夹杂物 

本标准规定非金属夹杂物指标与铁标普速钢轨相一致，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表5  非金属夹杂物指标对比 

夹杂物类型 

本标准 TB/T2344.1—2020 

粗系 细系 粗系 细系 

A类夹杂物（硫化物） ≤2.5 ≤2.5 ≤2.5 ≤2.5 

B类夹杂物（氧化铝） ≤1.5 ≤1.5 ≤1.5 ≤1.5 

C类夹杂物（硅酸盐） ≤1.5 ≤1.5 ≤1.5 ≤1.5 

D类夹杂物（球状氧化物） ≤1.5 ≤1.5 ≤1.5 ≤1.5 

DS类夹杂物 ≤1.5 ≤1.5 

 

5.3.5.6  关于超声探伤检测 

欧洲槽型轨标准没有对超声波探伤进行要求，但从保证产品内部质量的角度出发，超声探伤是钢轨

产品内部质量的必检项目。槽型钢轨直接承受列车荷载，钢轨内部是否存在缺陷直接关系到有轨电车的

安全运行。同时，槽型钢轨采用埋入式轨道结构，换轨技术难度和工程代价非常大。采用超声波探伤检

测对钢轨进行质量控制已成为一种重要有效手段，是保证车辆安全运行的基础。本标准超声波探伤明确

规定了每根钢轨应进行全长连续超声波探伤检查，具体的探伤检验方法采用 YB/T 4653—2018《城市有

轨电车用槽型钢轨》的规定。 

5.3.5.7  表面质量 

本标准对表面质量的规定，参照铁道行业标准 TB/T 2344.1—2020，规定了表面缺陷的具体位置和

缺陷深度要求。各标准对表面缺陷的位置、深度、宽度要求对比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6  相关标准对表面缺陷规定对比表 

标准 项目 表面缺陷要求 

本标准 表面凸起 钢轨轨头踏面、轨底下表面的所有凸出部分都应修磨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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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陷 

在热状态下形成的钢轨热刮伤、轧痕、纵向线纹、折叠、氧化皮压入等的最大允许深度：

钢轨踏面0.50mm；钢轨的其它部位0.60mm。 

冷状态下形成的钢轨纵向或横向划痕、碰伤的深度不应大于： 

轨头踏面和轨底下表面0.40mm（轨底下表面不应有横向划痕）；钢轨其它部位0.5mm。 

EN14811— 

2006 

表面凸起 

钢轨轨头踏面、轨底下表面的所有凸出部分都应修磨掉。 

表面的其他部位，允许有不高于1.5mm的凸起，或者通过修磨使凸起的高度不大于1.5mm

，轧制的凸出标记不作为表面缺陷。 

轨腰及轨底

的凹陷 

热划伤 

纵向方向的热刮伤，其深度不得超过1mm。 

横向缺陷深度不得大于0.5mm；深度超过0.5mm，且小于1mm的缺陷可以修磨，最

大修磨量0.5mm。缺陷深度超过1mm的钢轨拒收。 

热轧疤 
允许热轧疤等缺陷最大深度为1mm，最大表面尺寸为4mm（横向宽度）×30mm长度（

纵向长度）。 

折叠 
轨腰和轨底的过渡部位不允许存在折叠，其他部位的折叠可以延伸到钢轨全

长，深度不得大于0.5mm。 

冷状态形成

缺陷 

纵向轨底缺陷最大0.3mm，深度在0.3mm～0.5mm允许修磨；横向轨底缺陷，轨底

下表面最大0.3mm，轨底上表面最大允许0.5m。 

纵向轨腰缺陷最大深度0.5mm； 

横向轨腰缺陷最大深度0.3mm。 

走行面上的

凹陷 
缺陷深度 

不得超过0.3mm；纵向缺陷宽度不得超过2mm，横向分布的缺陷的面积不得超

过10mm×2mm。 

TB/T2344—2012

表面凸起 钢轨走行面、轨底下表面及距轨端1m内影响接头夹板安装的所有凸起部分都应修磨掉。 

凹陷 

在热状态下形成的钢轨热刮伤、轧痕、纵向线纹、折叠、氧化皮压入等的最大允许深度：

a) 钢轨踏面0.50mm； 

b) 钢轨的其它部位0.60mm。 

冷状态下形成的钢轨纵向或横向划痕、碰伤的深度不应大于： 

a) 轨头踏面和轨底下表面0.40mm（轨底下表面不应有横向划痕）； 

b) 钢轨其它部位0.5mm。 

钢轨端面不应有分层、裂纹，其边缘上的毛刺应予清除。钢轨轨头踏面、轨底下表面的所有

凸出部分都应修磨掉。钢轨表面缺陷允许用打磨方法清理干净。清理应沿纵向进行，清理

宽度不应小于深度的5倍，清理后应保证钢轨的尺寸符合表1规定。钢轨修磨处面应圆滑过

渡，并且不应影响其显微组织。 

本标准明确规定表面凸起和凹陷在不同部位的深度要求。“在热状态下形成的钢轨热刮伤、轧痕、

纵向线纹、折叠、氧化皮压入等最大允许深度：钢轨踏面 0.50mm；钢轨的其它部位 0.60mm。冷状态下

形成的钢轨纵向或横向划痕、碰伤的深度不应大于：轨头踏面和轨底下表面 0.40mm（轨底下表面不应

有横向划痕）；钢轨其它部位 0.5mm”。 

从表面质量指标对比看，欧洲标准较严，本标准与 TB/T 2344.1 基本处于一个技术水平上。 

6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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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国外标准的收集、对比，遵循采用国际、国外先进标准，反映国内生产技术水平，满足城市

轨道交通发展要求的原则，重点内容参考了欧洲标准 EN 14811—2006+A1:2009，同时，在标准的结构

、钢种、性能、表面质量要求等方面保持与铁标 TB/T 2344.1—2020 的协调一致，在槽型轨断面尺寸及

允许偏差、平直度指标上与 YB/T 4653—2018《城市有轨电车用槽型钢轨》标准基本一致，以期使本标

准的最新版本与当前国际、国内相关标准内容协调一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使制定的标准具有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 

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 

8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发布半年后实施。 

9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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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团体标准《有轨电车用槽型钢轨》起草单位征求意见稿意见处理 2021.5.20 

标 准 名 称 有轨电车用槽型钢轨 负责起草单位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承办人 周清跃 

电 话 93480 

序号 
章条 

编号 
意  见  内  容 提出单位 处  理  意  见 备 注 

1  《前言》 
《前言》中的本标准起草单位：“鞍山钢铁公司”改为“鞍钢股份有限公

司”。 
鞍钢 采纳  

2  7.2 

7.2 牌号和化学成分的表 3中牌号为 U71Mn、U71MnH 的 C 含量范围是

0.65~0.76%，TB/T2344.1—2020 规定了 U71Mn、U71MnH 的 C 含量范围是

0.65~0.80%，建议本标准修改为与 TB/T2344.1—2020 一致，即 C含量范

围：0.65~0.80%。 

鞍钢 

U71MnH 的 C 含量范围 0.70~0.80%；其他采纳  

3  7.2.3 

7.2.3 钢轨的总含氧量应不大于 0.0020%。TB/T2344.1-2020 中 7.2.4 规

定运行速度小于 200km/h 的钢水或钢轨，总氧含量不应大于 0.0030%。

建议本标准按“总氧含量不应大于 0.0030%”。 

鞍钢 

采纳  

4  7.2.4 

7.2.4钢水或钢轨的氮含量不应大于0.0090%。TB/T2344.1-2020中7.2.5

规定钢水或钢轨氮含量不应大于 0.0080%，建议标准与其一致，按“钢

水或钢轨氮含量不应大于 0.0080%”。 

鞍钢 

采纳  

5  5.1 为何以 R500 为界 

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铁总钢轨使用规范规定 R1200m 以下均要铺

设在线热处理钢轨。鉴于有轨电车轴重轻，

R500 以上曲线磨耗不严重，提出初步意见。

 

6  5.2 可否纳入 U76H、U77H 和 U78H； 
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不采纳。有轨电车轴重轻，曲线磨耗不严重，

同时，半径小，需要钢轨有较好的可弯性能。
 

7   补充残余应力、断裂韧性、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不采纳。欧洲标准也未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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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9.1 建议细化厂家检验内容、频次和要求 
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表 10 已经做了详细的规定  

9  前言 
可否增加铁科（北京）轨道装备技术有限公司 铁科（北京）轨道装备技术有限

公司 
采纳  

10  6.3 

表 1 中 B6 和 B8 公差可否限制为±1mm。采用闪光焊机将辙叉叉心和槽型

轨焊联，其中叉心为加工中心机加工。焊接对头时，常出现槽型轨轨头

偏中的情况。表现为，对头时以工作为基准，轨腰和轨底有 3-4mm 的错

牙，个别 59R2 槽型轨出现 5-6mm 错牙，严重影响产品焊接质量。 

铁科（北京）轨道装备技术有限

公司 
不采纳。维持冶金标准的要求。  

11  6.3 表 1 中钢轨高度±0.5mm 
铁科（北京）轨道装备技术有限

公司 
不采纳。维持冶金标准的要求。  

12  6.4 表 2 中轨腰和轨底垂直度 B10 可否限制在±1mm 
铁科（北京）轨道装备技术有限

公司 
不采纳。维持冶金标准的要求。  

13  附录 
可否增加 76C1 和 105C1 道岔断面 铁科（北京）轨道装备技术有限

公司 

采纳 
 

14  范围 

因编制说明里已说明是焊接钢轨，但在规范正文里未说明，所以在正文1

范围中“本标准适用于有轨电车用热轧或热处理槽型钢轨（以下简称钢

轨）。”建议修改为“本标准适用于有轨电车用热轧或热处理槽型（焊接）

钢轨（以下简称钢轨）”  

沈阳浑南现代有轨电车运营有限

公司 
不采纳。孔轨有需要，增加螺栓孔内容。  

15  范围 其中若包含非焊接钢轨，应增加螺栓孔布置相关参数。 
沈阳浑南现代有轨电车运营有限

公司 

采纳。改为包括有孔钢轨，相应增加螺栓孔

的内容， 
 

16  10.2 
质量证明书中应填加速度等级或适用于不超过多少速度的有轨电车。 沈阳浑南现代有轨电车运营有限

公司 

不采纳。本标准钢轨适合用于所有速度的有

轨电车。 
 

17  2 
表1 引用标准缺少 TB/T 2344 43kg/m～75kg/m 钢轨订货技术条件、

TB/T 2635 热处理钢轨技术条件、EN 14811 槽型轨及相应的道岔轨 
鞍山紫竹科技型钢有限公司 

不采纳。标准中未引用。 

将欧洲标准列入参考文献。 
 

18  6.1 图 1 中应去除多余细线，轨头侧、轨唇侧至中心线细实线只有单侧存在 
鞍山紫竹科技型钢有限公司 采纳。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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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3 
建议表 1 中公差值调整如下：钢轨高度±1.2、轨头高度和轨唇高度差

±1.5 

鞍山紫竹科技型钢有限公司 不采纳。维持冶金标准的要求。 
 

20  6.3 轨底和行车边的不对称±2.5、轨腰和行车边的不对称±2.5。 鞍山紫竹科技型钢有限公司 不采纳。维持冶金标准的要求。  

21  6.4 建议表 2中轨端扭曲使用扭曲尺测量。 鞍山紫竹科技型钢有限公司 采纳。引用铁标。  

22  6.5 应添加长度公差及孔轨相关内容。 鞍山紫竹科技型钢有限公司 采纳。  

23  7.1 应添加走行面缺陷的具体规定。 鞍山紫竹科技型钢有限公司 5.10.5；5.10.6 已经明确规定  

24  10.1.2 字符深度应改为小于 1。  鞍山紫竹科技型钢有限公司 欧洲标准规定，字符深度为 0.3~1.5mm  

25  10.1.2 应规定热打印在轨腰的具体位置。 鞍山紫竹科技型钢有限公司 在轨腰上清晰可见就行  

26  附录 应添加附录 E 槽型轨热处理技术条件 鞍山紫竹科技型钢有限公司 硬度结果达到图 2要求即可。  

27  6.3 表 1 中钢轨高度±0.8mm 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 不采纳。维持冶金标准的要求。  

28  6.3 表 1 中钢轨轨底宽度改为±0.5mm 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 不采纳。维持冶金标准的要求。  

29  6.3 表 1 中钢轨轨底边缘厚度改为±0.5mm 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 不采纳。维持冶金标准的要求。  

30  6.3 表 2 中钢轨扭曲改为 0.5mm/1m;1.5mm/全长 
苏州高新有轨电车有限公司 不采纳。维持冶金标准的要求。 

 

说明： 

① 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数： 7 个。 

② 发送“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数：6个（设计院，南口，鞍钢，三轧，沈阳，苏州）。 

③ 本次发送“征求意见稿”时间为2021年4月上旬，收到意见时间：2021.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