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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科尔斯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与 HBM 共同合作的 

GEN6 数据采集系统已经通过操作准备审查（ORR） ,现在正

式投入使用。

基于 QuantumX 通用数据采集系统的 GEN6 数据采集系

统主要用于西科尔斯基实验室，进行数据采集，处理和存储。

可靠测量链
可靠，高精度、通用数据采集系统 QuantumX 可以与

HBM传感器和 CATMAN 软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提供完整的

测量和测试解决方案。从传感器到软件：“即插即测”。

在轨道交通中可以进行以下任务:

●在列车运行过程中进行移动数据采集

●在测试台上进行车身测量

●对轨道上进行测量

灵活的测量系统 可以进行多通道的同步数据采集和分析. 

载波频率可以在电磁干扰环境中进行高精度的数据采集。

车辆状态的持续监控
HBM 是 Argos 系统公司在轨道交通领域安全性测量的合

作伙伴的. This is how Argos Systems functions:

●多测量点对质量，车辆状态和负载状态进行持续的监控.

●测量过程不会对轨道正常的运行造成影响.

●车辆不需要任何设备，但车辆识别系统（转发器）需要

参与。

 

仿真和计算
HBM 的 nCode 

软件从1980年就开

始为轨道交通行业提

供解决方案, 很多公

司的车辆的设计和运行都已经nCode 产品中获益。

通过列车转向架的结构和设计，可优化抗疲劳性能，从而

节省了重量，减少能源消耗和对列车的损害。通过对列车和轨

道的应变和加速度测试可以预测故障并评估损伤。 通过这种方

法，可以发现问题，降低损伤并避免严重的脱轨事件。

典型的应用和测量:

●车轮，车体，轮轴等配件疲劳测试.

●了解负载状况 – 每公里或每小时的开始/停止状况等.

●结构疲劳测试

●乘坐质量分析，了解乘坐的舒适性和把手情况

●轨道远程监控

 

轨道测量
作为铁路网的重要部分，轮轨承受着极高和永久性的应变. 

除了材料等，天气情况和交通状况都会对其造成不同的损害. 

HBM 测量技术可以对轮轨进行持续的监控 - 例如:

●力，机械应力，加速度和轨道横向位移，纵向位移，横

向加速度以及轨道变形等

●轨道组件在负载运行时的测量

●运行状况变化时，如增加车速或提高轴重等产生的影响

●对脱轨和过载等危险因素进行持续的监控，包括: Y 和 Q 

力，负载状态，脱轨系数，列车形变，离心力，翻滚特性，不

稳定性，轨道位移，车轮变形等

●应用方法验证

●生命周期的计算

车辆和轨道的测量
用于轨道测试的国际流行标准 (例如 EN 15227) 对车辆的

安全性有更高的要求.为了提高安全性，每次车辆和轨道的开发

过程中，都需要进行碰撞试验来验证安全性。

HBM 测量技术可以为以下测试任务提供帮助:

●乘客和车厢在碰撞安全试验

●采用立传感器进行碰撞测试

 

路测和验收
在轨道交通的移动数据采集测试中，我们可以为你提供多

种应用选择。无论是轨道车厢的动态性能检测还是特殊的参数

检查 : HBM 测量技术都可以为你提供有价值的道路测试和运行

验收服务。

●认证: Investigations on curve junctions and/or a 

190m track curve, and measurements on wheel contact 

and driving forces

●车轮，车辆检测站，轨道温度，铁路桥梁的检测系统。

零部件测试台
其 必 须 满 足 国 家 标

准。典型的应用时强度测

试, 驾驶测试和刹车测试. 

可靠的测量技术能够保证

更高的安全性以及测量结

果的可追溯性。

HBM 测量技术在轨道

交通有多种应用测试:

●负载和零部件负载测量

●轮轴，转向架，牵引设备等结构耐久性测试

●轨道车辆的实验强度认证

●振动分析

●零部件及场测量

●零部件振动影响

●真实状态的计划，性能和测量文件证明

●按照 DIN 45672 标准。

架空线和高压零部件测试
导线，架空线和高压元件测量对于测量技术是一项挑战. 因

为电磁干扰对很多标准产品会造成影响，例如电阻应变片。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用基于施拉格光栅的光学测量技术

(光学应变计，仪表和软件等) 进行正确测量，即使在高压元件

和架空线环境下。

光学测量用于轨道测试

电力和隔离数据采集系统

轨道测试用传感器
●应变片和应变计

●力传感器

●压力传感器

●扭矩传感器

●位移传感器

●应变传感器

●称重传感器

●客户定制传感器

轨道测试用数据采集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

●移动数据采集系统

●电力和隔离测试数据采集

解决方案

随着高铁速度越来越快，对高铁运行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因此，监测列车车辆的运行状态，确保列车的行车安全

变得非常重要。其中轮轨力测试在铁路车辆运行中，对保障列

车行车安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否准确地检测轮轨力，将

直接关系到对列车

的蛇行失稳、车轮

踏面擦伤、超偏载

等危险运营状态的

判断。

现有的轮轨力测试方法主要有两种，轮对测试法和钢轨测

试法。轮对测试法是将安装有传感器的测力轮对替换掉原来的

普通轮对，可实现对轮对垂向力和横向力的实时监控，此方法

是最直接最准确、测量精度最高的方法，但是测试成本较高；

钢轨测试法也叫地面测试法，它主要是将传感器粘贴在钢轨

上，通过采集设备获取列车通过时钢轨的动态响应，从而获得

轮轨力。

钢轨测试法是按照铁道行业标准TB/T 2489-94进行测

试，应变片采用成90°正交的阻值为120Ω的应变花，按照

标准要求组成惠斯通全桥，标定，然后测试，整个过程并不复

杂，但是要测得准确完整的数据，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贴片。贴片时需要事先打磨光滑，然后按照标准要求

标记贴片位置，可以预先做一个工装，用于标记应变片粘贴位

置，贴片时特别注意应变花的方向，以及避免气泡的产生。贴

片完成后用万用表进行测试，保证应变花完好。

2）组桥。轮轨力测试的不同普通惠斯通电桥之处在于整

个桥路使用了8个应变片，且其排列具有标准的顺序，因此，在

组桥时，对8个应变片和16条引脚进行编号，并做好接线配置

表，现场接线时，严格按照接线表进行接线，提高现场效率和

准确率。

3）标定。使用标准标定设备进行标定

4）干扰。轮轨力测试，特别是高铁线路测试时，高铁过车

时产生的电磁辐射干扰很容易对测试信号造成影响，使原本就

隧 道 的 形 变 监 测 对

隧道施工及运营中的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监

测方法主要是在隧道壁上

埋点，利用全站仪、断面

仪、收敛仪等进行监测，

但 这 些 方 法 不 仅 费 时 费

力，更重要的是难以实现对隧道的整体、实时、自动监测。

传统隧道监测方法
随着三维激光扫描仪测量精度的不断提高，其应用范围逐渐

扩展到形变监测领域。三维激光扫描仪在地铁隧道检测中的应用

具有明显的优势，能作为非接触测量手段有效减少人工作业强度

并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它既可以完成原始地貌基础数据的采集，

又可以对施工中或运营阶段的隧道进行扫描，得到高精度的点云

模型。

在点云数据上可以直接截取断面数据来对隧道工程的质量、

状态进行检查和分析；可以提供包括三维模型、横纵断面图、中

轴线提取、超欠挖分析

图等各类数据成果，并

真实地反映隧道贯通后

的初始状态。

          三维激光扫描仪获取的点云数据

福州地铁2号线全线目前已全面进入调线调坡断面测量阶

段，武汉纵横天地空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受铁四院委托承担着全

线的隧道断面测量工作。为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测量工作，我司

引进了拓普康GLS-2000激光扫描仪+T3D隧道软件。此次测量

的主要的目的是：盾构机掘进完成后对比设计偏差，基于现有偏

差设计优化线性。

福州轨道交通2号

线（即：福州地铁2号

线）是福州轨道交通网

络的第二条线路。地铁

2号线西起苏洋站，东

至下岐楼站，线路全长

30.623公里，均为地

下敷设，共设车站22座， 总投资约212.58亿元。福州地铁2号

线是福州轨道交通网络的第二条线路，是福州市城市轨道交通东

西向骨干线，连接中心城区以及被闽江、乌龙江分割的金山、闽

侯地区。

技术方案
本次只对其中的部分进行扫描并做一

个隧道断面检测的数据分析结果。其主要步骤如下：

1.现场踏勘，地铁设计线路了解，测量

需求明确，制定作业计划。

2.使用拓普康GLS-2000三维激光扫描

仪对隧道进行数据采集，在隧道测量中使用

后方交会法，无需标靶，用传统棱镜直接设

站联测，大大的提高工作速度、工作效率。

3.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导出隧道断面分析软件可以导入的数

据格式（.asc/.las/.pts/.ptx），如下图所示是在T3D隧道软件中

进行数据预处理。

4.在T3D隧道软件里面进行数据后处理及断面成果输出。

5.成果提交，如下图所示是数据后处理软件生成的.dxf文件

在CAD中的显示效果。

通过以上5个步骤的数据处理，顺利完成了此项目。

成果展示
根据目前设计单位

的需求，我们需要按照

地铁隧道的施工方式决

定检测单位提交指定格

式的数据。

 

随着现代电子技术的广泛应

用，特别是舰船、航天器、装甲

车、飞机、地面站等系统， 在有

限的空间内配置了大量的电子设

备，设备之间通过不同耦合形式

产生众多的干扰能量， 干扰能量

可能使信息传输中断、阻塞、误

码、使系统工作性能降低或不能

完全正常工作。舰船是最复杂、

电磁环境最恶劣的武器装备，要

充分发挥其上各系统的战术技术

性能， 解决舰船的电磁兼容性系统级的电磁兼容性尤为重要。目

前国内在EMC 测量上多为手动，测量周期长，参试人员多。舰载

电磁环境监测系统把多年从事虚拟仪器及其系统集成的领先技术

和丰富经验引入EMC 测试领域，实现了EMC的自动化测试。 

该系统采用模块化架构，通过不同模块的组合，可以单独自

动完成所需EMC 测试项。核心接收设备采用NI 公司的矢量信号

分析仪和高速数字化仪，其他测试附件（如天线、LISN、衰减

器和电流探头等）可以兼容国内外的产品。

该系统软件采用模块化的层次式架构设计，主要分为驱动

层、测试层和管理层，驱动层为最底层，它包含了所有系统支持

的仪器和设备驱动，以及所有编辑好的测试程序包和文件；测试

层为中间层，主要完成测试流程的管理和执行，以及信号的处理

和分析；管理层处于最顶层， 包含用户管理、数据管理、流程编

辑和流程执行等可独立运行的模块。

系统结构图：

性能详解：
系 统 严 格 按 照

GJB151A/152A-97 的要

求开发；

测试过程软件自动控制

运行，无需人工调整硬件；

测试性能稳定，测试效率提升；

软件中文界面、功能完善、操作简捷，允许定制；

技术指标：
1. 散热及可靠性：加固后的PXI 机箱的散热能力应该使所安

装的PXI 板卡处于最高功耗的工作状态时能保证至少72小时正常

工作。 

2. 防水：机箱应该能防滴水和溅水，必需的开口应采取防尘

和防电磁泄漏等措施三依。 

3. 电磁兼容：PXI 板卡处于最高的功耗的工作状态时仍能

满足GJB-151A/152A-97 中CE101、CE102、RE101、

RE102 的要求。 

4. 外观及重量：在保证结构强度的基础上，结构尽可能的

小，质量尽可能的轻。 

5. 外部接口：机箱的表面应该有相应的控制，显示和输入接

口，主要包括电源接口、网络接口、PXI 板卡的信号输入输出接

口。其中，电源和网络接口均采用船用连接器形式，PXI 板卡的

信号输入接口形式均为N(female)，机箱前面板还应有电源和温

度指示， 温度状态可以通过网络输出。机箱面板的控制器区域可

以局部拆开，便于对控制器进行操作。 

6. 安装形式：机箱底部有支撑脚，可直接桌面摆放，同时底

部应该有便于在支架上安装的螺孔。

来自 HBM 的完整轨道交通测量系统

轮轨力测试之轨道测试法

隧道形变监测技术的革新
福州地铁 2 号线全线隧道车站三维扫描

舰船电磁环境监测 EMC 的自动化测试方案

功能类别 功能说明

硬件参数配置 用于配置PXI 电磁兼容系统中硬件模块的参数

试验类型管理 根据所选试验类型，自动选择和配置模块

试验参数定义 用于定义试验参数

数据采集

RF 采集（包括开关切换）

Scope 采集

DSA 采集

数据显示
XY 图显示幅值与频率之间的关系。

曲线上显示适用极限值

中心控制 运行在服务器端，用户进行各个节点的数据回放。

数据存储 实验数据本地文件存储。

数据传输 TCP 数据传输

数据报表 按照模板自动生成报表

系统帮助 软件使用手册及在线帮助等信息

很小的水平力，因干扰而无法分辨实际测试信号，因此，如何避

免干扰非常关键。

干扰信号有三个来源：前端应变片、空间辐射和不“干净”

电源。前端应变片问题，应变片绝缘不充分会将轨道电压引入采

集设备，产生干扰，甚至烧毁仪器，因此在完成应变片粘贴后需

要测试绝缘电阻，且绝缘电阻应大于20MΩ；不“干净”电源问

题，会给系统引入工频干扰，解决的方法，更换质量较好的隔直

适配器或者使用直流电源；空间辐射问题是最常见的引起干扰的

原因，解决该问题的最好方法，不仅仅是使用屏蔽电缆线，还需

要将屏蔽电缆线单端接地，即将电缆屏蔽线与采集仪机壳连接，

并接入“标准地”。

轮轨力地面测试法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测试轮轨力的方法，但

是该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测试监测点位置的轮轨力，单

点测试时，不能反应车轮的全部健康状态。

福州轨道交通2号线线路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