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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轴端接地装置》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目前，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大多使用接地装置进行工作回流及接地。自国内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起从国外引进技术，接地装置应用技术已逐步趋于成熟，接地装置制造也

已形成了产业规模。 

为了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轴端接地装置，提高质量水平、保障运输安全，中车株洲

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提出的团体标准提案《城市轨道交通 轴端接地装置》，符合行业发

展和标准需求。  

2022 年 2 月 8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下达 2022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

划的通知（中城轨〔2022〕15 号），《城市轨道交通 轴端接地装置》正式立项，计

划编号为：2022044-T-13，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引电气设备

与系统分技术委员会（SC13）管理，计划完成时间为 2023 年 1 月。  

1.2  协作单位 

牵头单位：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

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

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崇德碳技

术(苏州)有限公司、辽宁红德电碳制品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牵头单位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在城市轨道交通轴端接地装置开发和运用等

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目前已装车应用于三十多个国内外地铁项目，并取得良好效果。 

参编单位覆盖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单位、检验检测单位、车辆供应商、设备

供应厂家等，均具有丰富的城市轨道交通轴端接地装置的设计、生产和应用经验，组

成合理，技术优势明显，为本文件的编写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序号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分工 

1 郭瑾玉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工程师 牵头编制 

2 周新鹏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3 谢星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组织协调 

4 黎博闻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5 佘云祥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6 胡杰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7 刘莹莹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8 林祥礼 中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9 张立民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10 周斌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11 石春珉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编审 

12 何明杰 崇德碳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工程师 编审 

13 柳国庆 辽宁红德电碳制品有限公司 总工 编审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起草阶段 

2022年 3月，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向 SC13 秘书处提交了《城市轨道交通 轴

端接地装置》的工作组讨论稿及编制说明。  

2022年 4月 18日，《城市轨道交通 轴端接地装置》启动会和第一次工作组会议通过

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铁检验认证中

心有限公司、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

车青岛四方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

有限公司、辽宁红德电碳制品有限公司、崇德碳技术(苏州)有限公司等 10 个单位的 17 

位专家参加会议。编制工作组对文本内容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和修改，对标准文本内容

均达成了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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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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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产品质量、保障运输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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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遵循国家法律法规内容，未采用强制性标准。 

UIC 533-2011《车辆，金属部件的接地保护》只对整车接地电阻参数进行了规定，

与其相比，本标准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用轴端接地装置结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等

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 

TJ/CL 501-2016《动车组接地装置暂行技术条件》适用于动车组轴端接地装置、

齿轮箱接地装置的设计、制造、检验、试验，本标准适用于地铁、轻轨和市域快轨车

辆的轴端接地装置（以下简称“装置”）的设计、制造和检验，齿轮箱接地装置和有

轨电车的接地装置可参照执行。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城市轨道交通 轴端接地装置》主要内容共分为 8 章：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主要技术内容的依据如下： 

表 2 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主要技术内容 确定依据和理由 

1本文件适用于地铁、轻轨和市域快轨车辆的轴

端接地装置（以下简称“装置”）的设计、制

造和检验，齿轮箱接地装置和有轨电车的接地

装置可参照执行。 

  

目前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轴端接地装置在接触网受流、钢

轮钢轨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验证，车

辆电流通过接地装置流入钢轨实现回流，主要包括地

铁、轻轨和市域快轨车辆。有轨电车及齿轮箱接地装置

在结构形式上变化较大，可参考使用。新型城市轨道车

辆（胶轮车、磁悬浮车辆和第四轨回流车辆）不采用轴

端接地装置。 

3.3 摩擦盘 

安装在车轴上并随车轴一同转动，与碳刷接触

并进行滑动摩擦，传导接地电流至车轴、车轮

的导流部件。 

参考 TJ/CL 501-2016中第 3.2条的规定。 

5 装置一般由碳刷、恒力弹簧、刷架、摩擦盘

和端盖等部件构成，其中碳刷、恒力弹簧、刷

架固定为一个整体，安装于转向架轴箱侧，摩

擦盘安装于转向架车轴侧，见图1。 

 

依据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轴端接地装置应用实例，如广州

地铁 14号线、深圳地铁 258号线、上海地铁 14号线、

无锡地铁 4号线、洛阳地铁 1号线、昆明地铁 5号线、

宁波地铁 5号线等项目，对轴端接地装置示意图进行了

细化和表达，与实际产品结构组成保持一致。  

6.1.2 紧固件应满足防锈、防腐蚀（化学腐蚀、

电化学腐蚀等）等要求，应有防松标记。 

6.1.3 非金属材料应采用无卤、低烟、低毒、

阻燃的材料。 

6.1.4碳刷软连线不应因与端盖摩擦而造成损

坏。 

轴端接地装置安装于车下，需长期承受车轮迸溅泥水等

污染物质，紧固件需防锈、防腐蚀。 

碳刷软连线损坏会影响轴端接地装置回流接地性能，碳

刷软连线不应因与端盖摩擦而造成损坏。 

6.2.1碳刷在刷架孔内动作应灵活无卡滞，在碳

刷工作范围内，弹簧作用力变化应在设计值的

±15%之内。 

恒力弹簧为轴端接地装置碳刷与摩擦盘提供接触力，接

触力的大小影响轴端接地装置的导流性能与磨耗性能，

两者为此消彼长的关系，在全寿命周期内弹簧作用力的



变化范围应越小越好，根据目前应用实例，弹簧作用力

变化在设计值的±15%之内。 

6.2.2 摩擦盘每十万公里磨耗量不应大于 0.1 

mm，碳刷每十万公里磨耗量不应大于 2 mm。 

 

轴端接地装置碳刷与接触盘属于易耗件，对车辆来说磨

耗量越小越好，在材料选择上要考虑两者相互匹配关

系，碳刷通常为金属石墨，接触盘为铜合金，同时需进

行试验验证，根据目前实际运用情况，接触盘磨耗量≤

0.1 mm/（1×10
5
）km，碳刷磨耗量≤2 mm/（1×10

5
）

km 

6.2.3 疲劳性能 

在工作行程内循环动作 1×10
5
次之后，装置应

能正常工作，碳刷在刷架孔内动作应灵活无卡

滞。 

轴端接地装置疲劳性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恒力弹簧，参

考 TJ/CL501-2016中第 5.1.11条的规定，在工作行程

内动作次数取 1×10
5
。 

6.3.1 碳刷与接触盘之间的接触电阻应不大于

5 mΩ 

按照 UIC 533-2011标准，整车接地电阻≤30 mΩ，对

车辆来说接地装置接地电阻越小越好，根据目前实际运

用情况，轴端接地装置接地电阻均可达到≤5 mΩ。 

6.3.4 装置应能承受不低于 20 000 A 的电流 40 

ms。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轴端接地装置具有重量轻，体积小，

额定电流大的特点，对其耐受过载电流能力需进行单独

的试验验证，根据目前实际运用情况，轴端接地装置均

能承受不低于 20 000 A的电流 40 ms。 

6.4 应能承受车辆正常运行时的冲击和振动，

符合 GB/T 21563—2018中 3类的规定。 

轴端接地装置安装于轴端，承受的冲和振动为车辆最高

等级，应选取冲击和振动试验最高等级，按照 GB/T 

21563-2018规定，选取 3类冲击和振动中较高的模拟长

寿命加速度比例系数 7.83进行冲击振动试验。 

6.5 装置的防护等级不应低于 GB/T 4208—

2017规定的 IP67，如不能满足，可供需双方协

商确定。 

。 

轴端接地装置防护等级为 GB/T 4208—2017标准中 IP67

等级，即将轴端接地装置放置在 1m深的水中 30min，内

部无进水痕迹。主要为避免接地装置及转向架轴箱组装

内部进水导致零部件锈蚀及轴承失效等危害。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本文件是结合既有已大批量装车运用的城市轨道交通轴端接地装置的指标要求及

实际运用结果作为依据，对城市轨道交通轴端接地装置的使用条件、装置构成、技术

要求、试验检验等做相应规范，有助于指导轴端接地装置的技术设计、生产制造、试

验验证及安全运用。  



 

图 1 碳刷与接触盘磨耗试验报告示例 

 

图 2 短时耐受大电流试验报告示例 

 



 

图 3 接触电阻试验报告示例 

 

图 4 防护等级试验报告示例 



 

图 5 冲击和振动试验报告示例 

6.2  综述报告 

近年来，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在大中城市的陆续建成及运营，轴端接地装置应用越

来越广泛，轴端接地装置用于防止轴箱轴承电蚀、改善机车车辆导电性能、实现机车

车辆主电路回流接地。轴端接地装置属于车轴上设备，承受的振动冲击是车辆上的最

高等级。 

本文件充分考虑了轴端接地装置的使用条件、构成及技术要求，对轴端接地装置

进行规范化，使其遵循安全可靠、功能合理、 经济适用、节能环保、节约资源的原则，

更有利于凸显轴端接地装置的技术先进性、创新性。  

轴端接地装置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接地回流的首选装置，经过不断的发展、完

善，产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掌握了一批核心技术，形成了完善的、具有自

主创新的系统产品平台和技术体系。为了推进轴端接地装置技术和产业的健康发展，

制定相应标准进行统一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6.3  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的经济效果 

轴端接地装置体积小，重量轻，通电能力大，维护方便，相对回流器成本低，是

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接地回流的首选装置。制定城市轨道交通的轴端接地装置标准，有



助于保障轴端接地装置的规范性，提升产品及其部件的互换性，降低全寿命周期成本；

通过规定防护等级及紧固件防脱落等要求，提升轴端接地装置安全性。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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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为新制定，为进一步推进标准的执行及宣贯，主要采取如下措施：  

1) 联合各起草单位积极推广本文件，向城市轨道车辆生产方、使用方进行新标准

规范的宣讲，深入阐述规范的优越性和合理性，进一步说明本文件对于轴端接地装置

的设计、制造、试验等所起的规范效用。  

2) 制作相关宣传片和设定实施反馈机制，在实际工程应用中同步优化，同步提升

规范的先进性和合理性。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