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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嵌入式轨道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嵌入式轨道的技术要求、检验要求、养护维修要求、试验方法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最高运行速度不超过 160 km/h、轴重不大于 18 t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使用的嵌入式

轨道的制造、使用和检测。 

运行速度超过 160 km/h的轨道交通工程使用的嵌入式轨道可参考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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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日期的应用文件，

仅该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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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1591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 10071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测量方法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T 50476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标准 

GB/T 50081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2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TB/T 1632.1  钢轨焊接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TB/T 2344  （所有部分）  钢轨 

TB/T 3275  铁路混凝土 

Q/CR 567  高速铁路 CRTSⅢ型板式无砟轨道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轨道板 

TB 10015  铁路无缝线路设计规范 

TB 10082  铁路轨道设计规范 

TB 10624  市域(郊)铁路设计规范 

CJJ/T 49-2020  地铁杂散电流腐蚀防护技术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嵌入式轨道 embedded rail system 

将钢轨嵌入到承轨槽（3.2）中，采用弹性约束结构（3.4）支承和锁固钢轨的一种轨道结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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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轨槽 rail supported gutter 

用于安装钢轨的一种纵向U型槽结构。 

3.3  

预制承轨槽 prefabricated rail supported gutter 

厂内预制并用于安装钢轨、弹性约束结构等的一种轨道部件，主要包括混凝土承轨槽和钢制承轨槽

两类。 

3.4  

嵌入式轨道板 track slab for embedded rail 

工厂化预制的钢筋混凝土轨道板，预留一对按标准轨距布置的承轨槽，用于安置钢轨等轨道部件。 

3.5  

弹性约束结构  elastic constraint structure 

承轨槽（3.2）内由弹性材料组成并用于约束钢轨的一种结构。 

3.6  

集成承轨槽单元 integration unit ofrail supported gutter 

由预制承轨槽（3.3）和钢轨、弹性约束结构（3.4）集成一体的单元结构。 

3.7  

纵向刚度the longitudinal stiffness 

被弹性约束结构包裹的钢轨，产生单位纵向位移时，作用在单位长度钢轨上的纵向约束阻力和位移

的比值。 

4 符号 

下列符号适用于本文件。 

𝐾𝐻——嵌入式轨道横向刚度，单位为千牛每毫米（kN/mm）。 

𝐾𝐻1——疲劳前横向刚度，单位为千牛每毫米（kN/mm）。 

𝐾𝐻2——疲劳后横向刚度，单位为千牛每毫米（kN/mm）。 

𝐾𝐿——嵌入式轨道纵向刚度，单位为千牛每毫米每米（（kN/mm）/m）。 

𝐾𝑣——嵌入式轨道竖向刚度，单位为千牛每毫米（kN/mm）。 

𝐾𝑣1——疲劳前竖向刚度，单位为千牛每毫米（kN/mm）。 

𝐾𝑣2——疲劳后竖向刚度，单位为千牛每毫米（kN/mm）。 

𝑃 ——抗拔力，单位为千牛（kN）。 

∆𝑇𝐿——传递损失的差值。 

5 使用条件 

5.1 适用环境温度：-40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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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适应线路条件：最小曲线半径 25 m，最小竖曲线半径 1000 m，最大坡度 50‰。 

6 技术要求 

6.1 一般要求 

6.1.1 嵌入式轨道由钢轨、弹性约束结构、预制承轨槽或嵌入式轨道板结构组成，结构示意见图1、图

2。 

 

标引序号说明： 

1——钢轨； 

2——弹性约束结构； 

3——预制承轨槽。 

图1  预制承轨槽结构示意 

 

标引序号说明： 

1——钢轨； 

2——弹性约束结构； 

3——嵌入式轨道板。 

图2  嵌入式轨道板结构示意 

6.1.2 嵌入式轨道铺设于桥梁上，当温度跨度≤32 m时，宜根据当地气候条件和梁轨相互作用进行结

构检算；当温度跨度≥32 m时，应进行结构检算。 

6.1.3 嵌入式轨道锁定轨温为中和轨温±15 ℃；桥梁段的锁定轨温应根据TB 10015的规定计算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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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嵌入式轨道应满足GB 50517、TB 10624设备限界要求。 

6.1.5 嵌入式轨道与相邻轨道结构的刚度差异较大时，连接处应设置过渡段，过渡方式和长度应根据

TB 10082的要求计算确定。 

6.1.6 嵌入式轨道的设计荷载应符合TB 10082的规定。 

6.1.7 嵌入式轨道使用的弹性约束结构的设计寿命，应不低于钢轨一次性使用寿命；预制承轨槽及嵌

入式轨道板的设计寿命应符合TB 10082中不低于60年的规定。 

6.2 嵌入式轨道技术要求 

6.2.1 嵌入式轨道刚度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嵌入式轨道刚度 

项目 单  位 刚度要求  

竖向刚度
①
 kN/mm 

轴重≤12.5 吨 30～120 

12.5 吨＜轴重≤16 吨 40～160 

16 吨＜轴重≤18 吨 50～180 

横向刚度
①
 kN/mm 

轴重≤12.5 吨 ≥30 

12.5 吨＜轴重≤16 吨 ≥35 

16 吨＜轴重≤18 吨 ≥38 

纵向刚度
②
（除桥梁段外） （kN/mm）/m ≥15 

抗拔力
③
 kN ≥32 

注：① 竖向刚度和横向刚度是指钢轨加载点处力和位移之比。 

② 桥梁段嵌入式轨道的纵向刚度应根据无缝线路和桥梁结构进行梁轨纵向作用力检算后确定。 

③ 抗拔力为钢轨相对竖向位移为 1 mm 时的力。 

 

6.2.2 嵌入式轨道减振性能用传递损失的差值（△TL）表示，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嵌入式轨道减振性能要求 

减振级别 技术要求（相对参照轨道） 

一般减振 △TL＜5 dB 

中级减振 5 dB≤△TL＜10 dB 

高级减振 10 dB≤△TL＜15 dB 

特殊减振 △TL≥15 dB 

注：参照轨道为不含减振措施的扣件式轨道。 

 

6.2.3 嵌入式轨道的钢轨对地应保持绝缘，其过渡电阻值应不小于15 Ω·km；杂散电流防护措施应符

合CJJ/T 49-2020中方案三的规定。 

6.2.4 嵌入式轨道经300万次疲劳试验后，轨距变化量应不大于3 mm，弹性约束结构无裂纹、剥离等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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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疲劳前后横向刚度、竖向刚度、纵向刚度和抗拔力变化率应不大于20%。 

6.3 部件要求 

6.3.1 嵌入式轨道主要部件宜统一形式。 

6.3.2 嵌入式轨道使用的钢轨应符合 TB/T 2344等规范要求。 

6.3.3 嵌入式轨道钢轨焊接宜采用闪光焊，困难情况下可采用铝热焊、气压焊，施工前应进行型式检

验。每个接头应进行超声波探伤、焊接接头平直度和表面质量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TB/T 1632.1的规

定。 

6.3.4 嵌入式轨道板应符合 GB 50010、GB/T 50476以及下列要求： 

a） 混凝土抗冻等级应不低于F300的要求； 

b） 混凝土强度等级应不低于C40； 

c） 混凝土电通量应不高于1000C； 

d） 设计弯矩满足表3的要求； 

表3  设计弯矩要求 

项目 
要求 

kN·m 

横向设计弯矩 ≥70 

纵向设计弯矩 ≥36 

 

e） 外观颜色应一致，无油污、掉块、破损等；承轨槽底面平整；外形尺寸公差要求见表 4。 

表4  外形尺寸允许公差 

项目 
长度 

mm 

宽度 

mm 

厚度 

mm 

承轨槽 

宽度 

mm 

深度 

mm 

中心距 

mm 

中心位置距纵向对称轴 

mm 
底面翘曲量 

要求 ±3 ±3 
+3 

0 
±3 ±2 ±2 ±2 ≤3 mm/6m 

6.3.5 预制承轨槽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钢制承轨槽材质的拉伸强度应不低于Q235B，其质量应符合GB/T 700、GB/T 1591等的规定。 

b） 混凝土承轨槽应符合6.3.4中a）、b） 、c）的规定。 

c） 外观要求应符合设计图纸要求，其外形尺寸允许偏差见表5。 

表5  预制承轨槽外形尺寸允许公差 

单位为毫米 

项目 长度 槽内宽度 槽内深度 槽内侧壁与槽底垂直度
（a）

 

要求 ±3 ±3 ±2 1.5 

注：（a）侧壁为非垂直结构时无该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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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 弹性约束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弹性约束结构上表面距钢轨轨顶面的距离： 

1) 地铁正线采用工字轨的地段宜为50 mm； 

2) 地铁采用工字轨的道口的工作边侧宜为50 mm，非工作边宜为6 mm～10 mm； 

3) 槽型轨应不低于6 mm。 

b） 弹性约束结构应满足钢轨垂向、横向均不小于±10 mm调整量的要求。 

c） 弹性约束结构应符合第 6.2条的刚度、疲劳性能要求和使用寿命要求，且体积电阻应不小于

10
9
Ω。 

d） 弹性约束结构表面应平整，无剥离、开裂等破损现象。 

e） 弹性约束结构首次使用时，应安装后实物检验，应符合 6.2和 6.3.5的相关规定，经第三方检

测合格后方可使用。 

7 检验要求 

7.1 外观及尺寸 

嵌入式轨道板、预制承轨槽、弹性约束结构，采用目测法和直尺、卷尺等量具检验。 

7.2 竖向刚度、横向刚度 

按照附录A规定的方法测定。 

7.3 纵向刚度 

按照附录B规定的方法测定。 

7.4 嵌抗拔力 

按照附录C规定的方法测定。 

7.5 疲劳性能 

按照附录D规定的方法测定。 

7.6 减振性能 

按照附录E规定的方法测定。 

7.7 过渡电阻 

按照CJJ/T 49-2020规定的方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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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混凝土抗冻等级 

按照GB/T 50082规定的方法测定。 

7.9 混凝土强度 

按照GB/T 50081规定的方法测定。 

7.10 混凝土电通量 

按照TB/T 3275规定的方法测定。 

7.11 设计弯矩 

按照Q/CR 567规定的方法测定。 

8 养护维修要求 

8.1 嵌入式轨道日常巡查应重点检查下列情况： 

a） 嵌入式轨道几何状态； 

b） 弹性约束结构外观状态； 

c） 钢轨损伤、磨耗及焊接接头情况等； 

d） 轨道表面积水情况。 

8.2 嵌入式轨道几何状态超出线路设计要求，应调整嵌入式轨道板、预制承轨槽或弹性约束结构，恢复

标准要求。 

8.3 嵌入式轨道更换钢轨时，应在预留维修缝处锯轨，插入钢轨焊接后，恢复槽内弹性约束结构，应符

合 6.2中的相关要求。 

8.4 嵌入式轨道抢修应急预案应满足线路运营要求。 

8.5 对弹性约束结构的日常养护，应符合下列技术要求： 

a） 弹性约束结构表面应保持清洁，不应有油污、溶剂等腐蚀性物质、尖锐杂物； 

b） 弹性约束结构表面不应有开裂、破损现象； 

c） 弹性约束结构不应接触明火或高于 80 ℃的热源； 

8.6 弹性约束结构表面出现破损或开裂长度超过 1 m，深度超过 5 cm 时，应局部修复，应符合 6.2 的

要求。 

8.7 嵌入式轨道维护、检查和检修应有记录，并应存档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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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嵌入式轨道竖向刚度、横向刚度试验方法 

A.1 试样  

采用预制承轨槽轨道结构，槽内各部件集成完毕，一般取2米长样件或协商的缩尺样件。 

A.2 试验设备 

A.2.1 力加载器：能施加250 kN的荷载，精度达到1级。 

A.2.2 千分表：精度1级。 

A.3 试验方法及步骤 

A.3.1 试验前试件在温度（23±5）℃的环境中放置不少于24 h，并在此条件下完成各项测试。 

A.3.2 如图A.1所示将试验装置安放在试验台上，在横向和竖向各设置2台千分表，位移测试点在离加载

点（50±10）mm的钢轨上，宜尽可能接近加载点。 

A.3.3 加载到预压静载
2

F ，卸载，停留10 min后正式进行测试。 

A.3.4 正式试验开始前将千分表调零，以2 kN/s～3 kN/s的加载速度加载到
1

F ，停留1 min，记录竖向

位移
1i

D 和横向位移
1i

d ，再以2 kN/s～3 kN/s的加载速度加载到
2

F ，停留1 min，记录竖向位移
2 i

D 和

横向位移
2 i

d ；如此反复试验3次，每次试验时间间隔10 min，分别计算3次
1i

D 、
2 i

D 和
1i

d 、
2 i

d 的平均

值，记为初始竖向变形
1

D 、最大竖向变形
2

D 和初始横向变形
1

d 、最大横向变形
2

d 。 

 

标引序号说明： 

1——加载头； 

2——试样； 

3——工装； 

4——钢轨（工字轨或槽型轨）。 

图A.1  加载装置布置示意图 

A.4 刚度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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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 竖向刚度应按下式计算： 

𝐾𝑣 =
（𝐹2−𝐹1）𝑐𝑜𝑠𝛿

𝐷2−𝐷1
.......................（A.1） 

式中： 

 ——试验加载装置中与钢轨底部平行的样件底部与水平方向的夹角，轴重不大于12.5 t的车辆，

该值一般取26°±3°，轴重大于12.5 t的车辆，根据车辆、钢轨型号或相关设计规范确定； 

1
D ——初始竖向变形，单位为毫米（mm）； 

2
D ——最大竖向变形，单位为毫米（mm）； 

1
F ——加载初始荷载，单位为千牛（kN），取值为5 kN； 

2
F ——加载最大荷载，单位为千牛（kN），取2倍静轮载。 

A.4.2 横向刚度应按下式计算： 

𝐾𝐻 =
（𝐹2−𝐹1）𝑐𝑜𝑠𝛿

𝑑2−𝑑1
.......................（A.2） 

式中： 

 ——试验加载装置中与钢轨底部平行的样件底部与水平方向的夹角，轴重不大于12.5 t的车辆，

该值一般取26°±3°，轴重大于12.5 t的车辆，根据车辆、钢轨型号或相关设计规范确定； 

1
d ——初始横向变形，单位为毫米（mm）； 

2
d ——最大横向变形，单位为毫米（mm）； 

1
F ——加载初始荷载，单位为千牛（kN），取值为5 kN； 

2
F ——加载最大荷载，单位为千牛（kN），取2倍静轮载。 

A.5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试验项目名称； 

b）试样来源、规格； 

c）试验编号、尺寸、外观质量及数量； 

d）试验温度、湿度； 

e）试验设备及仪器； 

f）试验结果； 

g）试验人员、日期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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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 

嵌入式轨道纵向刚度试验方法 

B.1 试样 

采用预制承轨槽轨道结构，槽内各部件集成完毕。承轨槽长度为600 mm，钢轨长度应不少于800 mm。 

B.2 试验设备 

B.2.1加力装置：能施加不小于50 kN荷载。 

B.2.2 千分表：精度1级。 

B.2.3 力测量仪：精度1级。 

B.3 试验方法及步骤 

B.3.1 试验环境温度：（23±5）℃。 

B.3.2 试验开始前，试件和设备应在（23±5）℃环境中调节不少于24 h。 

B.3.3 将试件固定在试验设备上。 

B.3.4 在钢轨一端的纵向轴线上以（10±5）kN/min的速度加载，分别记录钢轨负荷和钢轨相对承轨槽

的纵向位移。 

B.3.5 当弹性约束结构出现开裂、破坏等现象或负荷大于50 kN时，迅速减少负荷至零，重复3次，每次

循环应在无负荷情况下间隔3 min；若材料出现开裂，记录下开裂时的纵向拉伸负荷。 

B.3.6 试验结果应符合下列规定： 

a）目测试件外观状况，弹性约束结构是否有开裂、粘结失效的情况。 

b）纵向刚度曲线的绘制：以纵向位移为横坐标，纵向拉伸载荷为纵坐标，绘制纵向刚度曲线，如

图B.1所示。 

 

图B.1  纵向刚度曲线 

c）纵向刚度应按下式计算： 

𝐾𝐿 =
𝐹0

𝑋0𝐿
.......................（B.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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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F

——钢轨的纵向荷载，单位为千牛（kN），值取50 kN； 

L ——试样的长度，单位为米（m）； 

0
X

——钢轨的纵向位移，单位为毫米（mm ）。 

纵向刚度取3次循环测试的平均值。 

B.4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试验项目名称； 

b）试样来源、规格； 

c）试验编号、尺寸、外观质量及数量； 

d）试验温度、湿度； 

e）试验设备及仪器； 

f）试验结果； 

g）试验人员、日期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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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嵌入式轨道抗拔力试验方法 

C.1 试样 

采用预制承轨槽结构，槽内各部件安装完成，承轨槽长度为600 mm，钢轨长度应不少于800 mm。 

C.2  试验设备 

C.2.1加力装置：能施加不小于50 kN荷载。 

C.2.2 千分表：精度1级。 

C.2.3 力测量仪：精度1级。 

C.3 试验方法及步骤 

C.3.1 将试件两端裸露钢轨放置在实验台钢轨支撑块上，加载横梁居中安装在承轨槽两侧混凝土表面，

加力装置加载到加载横梁上，将4台千分表对称安装在钢轨和加载横梁两侧，左右距离加载横梁10 cm

处，记录承轨槽相对于钢轨的垂直位移；见图C.1。 

 

标引序号说明： 

1——加载横梁； 

2——测试样件； 

3——千分表； 

4——钢轨支撑块。 

图C.1  试件安装示意图 

C.3.2 对试件施加一个垂直向下的渐增荷载，速度约为（10±5）kN/min，记录4台千分表读数，直到钢

轨上拔位移达到1 mm或力值达到36 kN，记录此时的位移和载荷值
1

P 。 

C.3.3 迅速卸载载荷到0 kN，重复3次，每个循环应在无负荷状态下放置3 min，记录位移-力曲线。 

C.3.4 继续加载荷载达到36 kN，保持3 min，观察弹性约束结构有无开裂、脱粘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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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结果计算 

抗拔力应按下式计算： 

 

𝑃 =
𝑃1

𝐿𝑥
.......................（C.1） 

式中： 

1
P ——位移为1 mm时的荷载或36，单位为千牛（kN）； 

L ——试样的长度，单位为米（m）； 

——上拔时钢轨的位移，单位为毫米（mm）。 

抗拔力取3次循环测试的平均值。 

C.5 试验报告 

实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试验项目名称； 

b）试样来源、规格； 

c）试验编号、尺寸、外观质量及数量； 

d）试验温度、湿度； 

e）试验设备及仪器； 

f）试验结果； 

g）试验人员、日期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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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规范性） 

嵌入式轨道疲劳性能试验方法 

D.1 试样 

轨距和横竖向刚度疲劳测试采用嵌入式轨道板式结构，承轨槽内各部件集成完毕，且长度不小于列

车荷载影响区，一般取单张轨道板长度或协商的缩尺样件。 

纵向刚度和抗拔力疲劳测试采用预制承轨槽结构，槽内各部件安装完成，承轨槽长度为600 mm，钢

轨长度应不少于800 mm。 

D.2 试验设备 

D.2.1 MTS液压伺服加载作动器：能在（4±1）Hz频率下，施加200 kN～500 kN的荷载，精度1级。 

D.2.2 千分表：精度1级。 

D.3 试验方法及步骤 

D.3.1 试验要求 

试样试验前应在温度（23±5）℃的环境中放置不少于24 h，并在此条件下完成各项测试。 

D.3.2 轨距和竖横向刚度测试 

D.3.2.1 见图D.1、图D.2所示将试样、试验工装安放在试验台上，在横向和竖向各设置4台千分表，位

移测试点在离加载点（50±10）mm 的钢轨上，宜尽可能接近加载点。 

D.3.2.2 加载到预压静载4
j

P （
j

P 为车辆静轮载），卸载，停留10 min 后正式进行测试。 

D.3.2.3 正式试验开始前将千分表调零，以2 kN/s～3 kN/s的加载速度加载到 1
F
，停留1 min，记录竖

向位移 和横向位移 ，再以2 kN/s～3 kN/s 的加载速度加载到
2

F ，停留1 min，记录竖向位移 和

横向位移 ；如此反复试验3次，每次试验时间间隔10 min，分别计算3次 、 和 、 的平均值，

记为初始竖向变形
1

D 、最大竖向变形
2

D 和初始横向变形
1

d 、最大横向变形
2

d 。 

D.3.3 轨距和竖横向刚度疲劳测试 

D.3.3.1 试样、工装的放置见图D.1、图D.2。 

D.3.3.2 疲劳试验施加的最小荷载为0.2倍轴重，最大荷载为1.5倍轴重；加载频率为（4±1）Hz；若设

计文件或相关规范有明确要求时，按设计文件/规范要求进行。 

D.3.3.3 完成1000次荷载循环后，卸载，测量轨距，记为初始轨距
1

G ；经300万次荷载循环后，卸载，

在自由状态下停放24 h后，再次测量轨距，记为疲劳后轨距
2

G ，检查弹性约束结构材料和轨道板的外

观。 

D.3.3.4 300万次疲劳试验后，在自由状态下停放24 h后按附录D.3.2的方法测试竖向刚度、横向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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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计算其变化率。 

 

标引序号说明： 

1——垫高梁； 

2——加载横梁； 

3——加载斜腿； 

4——嵌入式轨道 

图D.1  加载系统横向布置示意图 

 

标引序号说明： 

1——位移测试点。 

图D.2 加载系统平面布置示意图 

D.3.4 纵向和抗拔疲劳测试 

D.3.4.1 试样、工装的放置见图A.1。 

D.3.4.2 疲劳试验施加的最小荷载为5 kN，最大荷载为35 kN；加载频率为（4±1）Hz；若设计文件或

相关规范有明确要求时，按设计文件/规范要求进行。 

D.3.4.3 300万次疲劳试验后，在自由状态下停放24 h后按附录B和附录C的方法测试纵向刚度、抗拔力，

并计算其变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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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4 结果计算 

D.4.1 嵌入式轨道的竖向刚度和横向刚度应按下列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D.4.1.1 竖向刚度应按下式计算： 

𝐾𝑣 =
𝐹2−𝐹1

2(𝐷2−𝐷1)
.......................（D.1） 

式中： 

1
D ——初始竖向变形，单位为毫米（mm）； 

2
D ——最大竖向变形，单位为毫米（mm）； 

1
F ——加载初始荷载，单位为千牛（kN），一般取值为0.2倍轴重； 

2
F ——加载最大荷载，单位为千牛（kN），取2倍轴重。 

D.4.1.2 横向刚度应按下式计算： 

𝐾𝐻 =
（𝐹2−𝐹1）𝑡𝑎𝑛𝛿

2(𝑑2−𝑑1)
.......................（D.2） 

式中： 

 ——试验加载装置中加载斜腿与竖直方向的夹角，轴重不大于12.5 t的车辆，该值一般取26°±

3°，轴重大于12.5 t的车辆，根据车辆、钢轨型号或相关设计规范确定； 

1
d ——初始横向变形，单位为毫米（mm）； 

2
d ——最大横向变形，单位为毫米（mm）； 

1
F ——加载初始荷载，单位为千牛（kN），一般取值为0.2倍轴重； 

2
F ——加载最大荷载，单位为千牛（kN），一般取2倍轴重。 

D.4.2轨距变化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𝐺 = 𝐺2 − 𝐺1.......................（D.3） 

式中： 

G ——轨距变化量，单位为毫米（mm）； 

1
G ——初始轨距，单位为毫米（mm）； 

2
G ——疲劳后轨距，单位为毫米（mm）。 

D.4.3刚度变化率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𝜀𝑣 =
𝐾𝑣2−𝐾𝑣1

𝐾𝑣1
× 100%......................（D.4） 

𝜀𝐻 =
𝐾𝐻2−𝐾𝐻1

𝐾𝐻1
× 100%......................D.5） 

𝜀𝐿 =
𝐾𝐿2−𝐾𝐿1

𝐾𝐿1
× 100%.......................（D.6） 

𝜀𝐾 =
𝑃2−𝑃1

𝑃1
× 100%.......................（D.7）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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𝜀𝐻——横向刚度变化率； 

——抗拔力变化率； 

——纵向刚度变化率； 

V
 ——竖向刚度变化率； 

——疲劳前纵向刚度，单位为千牛每毫米每米（（kN/mm）/m）； 

——疲劳后纵向刚度，单位为千牛每毫米每米（（kN/mm）/m）； 

——疲劳前抗拔力，单位为千牛（kN）； 

——疲劳后抗拔力，单位为千牛（kN）。 

D.5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试验项目名称； 

b）试样来源、规格； 

c）试验编号、尺寸、外观质量及数量； 

d）试验温度、湿度； 

e）试验设备及仪器； 

f）试验结果； 

g）试验人员、日期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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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 

嵌入式轨道减振性能试验方法 

E.1 试验设备 

加速度传感器：量程 50 g，量程 10 g；力锤（带调理）：带 5 t的力传感器；动态数据采集系统；

笔记本电脑等。 

E.2 试样 

采用嵌入式轨道板式结构，承轨槽内各部件集成完毕，且长度不小于列车荷载影响区，一般取单张

轨道板长度或协商的缩尺样件。 

E.3 试验环境条件 

试样试验前在温度（20±5）℃的标准条件下放置不少于 24 h，并在此条件下完成各项测试。 

E.4 试验方法及步骤 

试验方法及步骤如下： 

a）试件经（20±5）℃调节 24 h后测试； 

b）将试件放置在平整地面基础上； 

c）加速度传感器（量程 50 g）布置在钢轨纵向长度的 1/2处,加速度传感器（量程 10 g）布置在

轨旁基础处； 

 

图 E.1  测试平面布置示意图 

d）锤击钢轨沿纵向长度的 1/2处，获得钢轨、基础的振动加速度，按下式计算方法进行处理。 

𝑉𝐴𝐿 = 20𝑙𝑜𝑔
𝑎

𝑎0
......................（E.1） 

𝑉𝐴𝐿 = 𝑉𝐴𝐿0 − 𝑉𝐴𝐿1......................（E.2） 

∆𝑇𝐿 = 𝑇𝐿 − 𝑇𝐿0......................（E.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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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振动加速度有效值，单位为米每平方秒（m/s
2
）； 

0a ——基准加速度，a0=1×10
-6
 m/s

2
； 

0VAL ——钢轨的振动加速度级，单位为分贝（dB）（振动加速度级的计算方法按 GB 10071进行）； 

1VAL ——基础的振动加速度级，单位为分贝（dB）； 

TL——嵌入式轨道轨顶到基础的传递损失，单位为分贝（dB）； 

0TL ——参照轨道轨顶到基础的传递损失，单位为分贝（dB）。 

E.5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a）试验项目名称； 

b）试样来源、规格及制备方法； 

c）试验编号、外观质量及数量； 

d）试验温度、湿度； 

e） 试验设备及仪器； 

f）试验结果； 

g）试验人员、日期及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