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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100081；

要：按照动车组故障影响程度不同，基于分级、分类原则定义动车组 A、B、C、D 类故障

及其故障率指标要求，给出综合考虑不同类别故障影响的总体加权故障率评价方法，实现了不
同动车组间可靠性的定量对比评价；针对动车组各级预防修程，提出整车检修停时指标要求，
分析高级修停时影响因素；定义动车组定期检修率、临修率、完好率等可用性指标，结合修程
修制改革优化目标，对比分析优化前后各级检修率、年均检修列日、完好率、年均完好列日等
可用性指标改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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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鉴于 《铁路交通事故调

引言

查处理规则》 已对铁路行车事故等安全性指标定义给

随着我国高铁事业的迅猛发展，动车组配属数量
快速增长，检修效率、效益及可靠性等效能问题变得
愈加突出，为实现铁路高质量持续健康发展和提质降
本增效的总体目标，以提升和改善动车组可靠性、可
用性、维修性和安全性 （RAMS） 为目标的 RAMS 技术
工作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 ［1-4］。如何针对我国动车组运

用、检修和管理特点，构建合理适用的 RAMS 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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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详细规定，重点针对动车组可靠性、可用性和维修
性 （RAM） 指标进行分析研究。

1
1. 1

可靠性指标及评价
通用指标
可靠性指标是落实产品可靠性要求的依据和标准，

科学、合理的可靠性定量要求为可靠性工作明确了目
标和方向。常用可靠性指标包括：
（1） 可靠度：产品在规定条件下、规定时间内完
成规定功能的概率。例如：某型号日用灯管 100 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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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V/50 Hz 常规电源条件下，使用至 1 000 h 时累计有

可维持运行。其故障包括且不限于：①牵引系统局部

的可靠度为 0.95。

局部功能故障，切除部分制动力限速运行；③空气弹

在函数对应关系，在给定可靠度下产品能够达到的寿

导致车内空调功能完全丧失；⑤相邻 2 辆车所有卫生间

5 根发生闪烁或熄灭，则该批次型号灯管使用至 1 000 h

功能故障，切除部分牵引动力限速运行；②制动系统

（2） 可靠寿命：由于产品可靠度与其使用寿命存

簧故障导致限速运行；④动车组中任意 1 辆车空调故障

命就是可靠寿命。例如：一般将产品可靠度为 0.90 时
对应的可靠寿命称为额定寿命；产品可靠度为 0.50 时
对应的可靠寿命称为中位寿命。

故障隔离禁用；⑥相邻 2 辆车同侧所有车体侧门故障隔

离禁用。动车组在上述故障模式下虽可维持运行，但
运行速度、舒适度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3）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产品在长期工作期间可

（3） 出入站晚点。主要指始发和终到站晚点及途

能会发生多次故障，则平均每 2 次故障间隔时间称为平

经站的发车、到达晚点。数据分析发现，牵引、制动

生 5 次故障，则其平均故障间隔时间为 2 000 h。

点的主要因素；侧门关闭不良等故障是导致动车组出

生多次故障，折合单位时间平均发生的故障次数称为

不会影响正线其他列车运行，故障后果远小于途中非

平均故障率。按照我国动车组运用管理实际状况，动

正常停车。

车组通常以百万公里平均故障率作为可靠性评价指标。

1. 3

均故障间隔时间。例如：某系统工作 10 000 h，期间发
（4） 平均故障率：产品在长期工作期间可能会发

1. 2

功能部分丧失导致的运缓、限速是造成动车组入站晚
站晚点的主要因素。由于晚点期间动车组位于站内，

动车组整车故障影响分类

动车组整车可靠性指标
按照动车组整车故障影响严重程度不同，按照分

高铁运输的主要目标是安全、正点运送旅客至目
的地，并在途中为旅客提供必要的服务和环境。按照
对运输影响的严重程度不同，动车组整车故障影响可
分为以下几类：
（1） 途中非正常停车及长时延误。该故障发生时动
车组不仅影响同方向后续列车运行，有时还需随车机械
师下车对故障进行复核，进而造成邻线封闭，对高铁运
输影响较大。途中非正常停车的动车组超过规定时间若
不能恢复运行，通常会启动途中应急救援等措施，可能
需要车、机、工、电、辆等多部门配合工作，对高铁运
输造成更大影响。《铁路动车组运用维修规则》 规定，
“动车组随车机械师途中故障应急处置，区间超过

级、分类原则定义了以下 A、B、C、D 类故障：

（1） A 类故障。在规定运用环境和条件下，由于车

辆设备故障导致动车组站间非正常停车时间大于 20 min

小于 1 h，以及因运缓或站内超时停车等导致晚点时间大

于 30 min 小于 1 h 的故障。按照 《铁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

规则》 规定 ［6］，途中非正常停车超过 1 h 将构成一般 D 类
事故，为此将停车 1 h 作为 A 类故障的考核上限。

（2） B 类故障。在规定运用环境和条件下，由于车

辆设备故障导致动车组站间非正常停车少于 20 min，
以及因运缓或站内超时停车等导致晚点时间大于
10 min 小于 30 min 的故障。

（3） C 类故障。在规定运用环境和条件下，由于车

20 min、站内超过 30 min，仍无法判明故障原因或无法

辆设备故障造成运缓或站内超时停车导致晚点时间小

可将途中非正常停车时间是否大于 20 min 及延误时间

（4） D 类故障。不影响动车组正常运行的其他各类

处置不能继续运行时，通知司机请求救援” 。因此，
［5］

是否大于 30 min 作为该类故障严重级别的进一步划分

于 10 min，以及对舒适性造成严重影响的故障。
故障。

在时速 250 km 中国标准动车组技术条件中，给出

标准。

（2） 功能受限模式运行及短时延误。指动车组局
部功能故障导致牵引力、制动力不足，速度受限，引
起 10 min 以内的短时延误；空调、侧门、卫生间等出
现多处故障，进而影响旅客乘车舒适性，但动车组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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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可靠性指标规定：动车组 A、B、C 类故障率分别
不大于 0.2、0.4、1.0 次/百万公里 ［7］。

1. 4

整车故障率加权综合评价

动车组在实际运用中各类故障均可能发生，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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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水平千差万别。为了更加全面、客观、合理评价不
同动车组的可靠性状况，建议采用加权累计的方式对

2

各类故障率进行总体综合评价。根据各类故障影响严
重程度，对比分析给出相对权重比值 （见表 1）。
表1

维修性指标及评价
维修性反映了产品维修的难易程度，是设计时赋

予产品的一种固有属性，直接影响产品的维修停时和
工作量。维修性定量指标是衡量装备维修性水平的度

不同类别故障影响程度对比

故障类别

站间非正常
停车时间/min

站间非正常停车
时间上限比值

晚点时间/
min

晚点时间
上限比值

A类

20～60

3

30～60

6

B类

<20

1

10～30

3

C类

0

0

<10

1

由表 1 可以看出，从站间非正常停车时间影响角度

量尺度，针对装备不同运用维修管理特点，可提出具
体的维修性定量参数。

2. 1

通用指标
与维修时间相关的通用维修性指标包括：
（1） 平均修复时间：是指排除某类故障所需实际

修复时间的平均值，即产品修复 1 次平均需要的时间。

看，A、B 类故障影响程度是 3∶1 的权重关系，从晚点

排除故障的实际时间包括准备、检测诊断、换件、调

关系，鉴于站间非正常停车故障影响更为严重，故 A、

供应等原因所延误的时间。

时间影响角度看，A、B 类故障影响程度是 2∶1 的权重

校、校验和修复等时间，不包括由于行政管理或后勤

B 类故障影响权重可取 3∶1。C 类故障仅造成晚点，其

（2） 平均预防性维修时间：是指某项或某个维修

与 B 类故障的影响程度是 3∶1 的权重关系。综上所述，
为便于加权计算，取 B 类故障影响为基准 1，则 A、B、
C 类故障的权重系数可分别近似取为 3.0、1.0、0.3。

依据上述故障权重系数，采用不同故障率值乘权

重值再累加的方式可得到动车组总体加权故障率。2 种
车型动车组各类故障率及其总体加权故障率评价结果
见表 2。

级别 1 次预防性维修所需时间的平均值。如某型动车组
三级修平均停时。

2. 2

动车组整车预防修停时指标
针对我国动车组预防修管理实际状况，初步制定

了各级预防修停时指标：
（1） 一级修平均停时：在规定检修资源条件 （设
备设施、工艺工装、材料备件、人员管理） 下，依据
检修规程要求，一定样本动车组进行一级修作业的停

表2

动车组故障率及加权故障率对比

次/百万公里

动车组
类型

A 类故障率
（加权值）

B 类故障率
（加权值）

C 类故障率
（加权值）

总体故障率
（加权值）

甲型

0.6（1.8）

1.5（1.5）

3.0（0.9）

5.1（4.2）

乙型

0.2（0.6）

1.8（1.8）

5.0（1.5）

7.0（3.9）

时平均值。
（2） 二级修平均停时：在规定检修资源条件下，
依据检修规程要求，一定样本动车组进行二级修作业
的停时平均值。
（3） 三级修平均停时：在规定检修资源条件下，

由表 2 可以看出，不考虑加权时，甲型动车组 A、

按照检修规程要求，一定样本动车组进行三级修作业

B、C 类故障率合计为 5.1 次/百万公里，乙型动车组 A、

的停时平均值。

时，甲型动车组总体加权故障率为 4.2 次/百万公里，

按照检修规程要求，一定样本动车组进行四级修作业

B、 C 类 故 障 率 合 计 为 7.0 次/百 万 公 里 ； 在 考 虑 加 权

（4） 四级修平均停时：在规定检修资源条件下，

乙型动车组总体加权故障率为 3.9 次/百万公里。可见，

的停时平均值。

重的 A、B 类故障，而对后果较轻的 C 类故障可适度容

按照检修规程要求，一定样本动车组进行五级修作业

准施策的故障管控理念，更有利于实现动车组效率效

时速 250 km 中国标准动车组技术条件提出预防修

通过加权综合评价，可引导运营人员更加重视后果严

忍。这种按照故障轻重缓急区别对待、聚焦重点、精
益的总体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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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级修平均停时：在规定检修资源条件下，
的停时平均值。
停时指标要求如下 ［7］：一级修停时每次不超过 2.5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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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偶发故障影响。常规情况下，动车组高级修

过 30 d；四级修停时每次不超过 40 d；五级修停时每次

范围、要求明确，检修节拍、进度有序可控，检修停

2. 3

检修、更换，有时甚至要结合高级修进行源头质量整

不超过 50 d。

动车组维修停时影响因素分析

以某型动车组为例，首轮四级修停时情况见图 1。

可以看出，随着检修动车组数量的增加，四级修停时
迅速下降，由 80～100 d 快速降至 40～50 d，且基本保

时基本稳定。若遇到较大偶发故障，就需大范围分解、
治，检修停时会显著增加。

3

可用性指标及评价
可用性是指产品在规定时间内、规定使用维修保

持平稳。

障条件下，能够执行规定任务的能力。产品可靠性高、
故障少，维修性好、检修停时短，则其可用性就高。
此外，可用性还与维修保障及管理密切相关。因此，
可用性是产品可靠性、维修性和维修保障的综合度量，
反映了产品在任一随机时刻处于可用状态的能力。

3. 1

通用指标
可用性的概率度量指标为可用度，按照可用性影

响因素不同，常用的可用度指标有：固有可用度、可
图1

某型动车组首轮四级修停时情况

通过对动车组检修停时统计分析发现，影响检修
停时的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 动车组维修性差异影响。不同车型维修性设
计特点不同，且部件维修需求不同，导致维修工作量

达可用度、使用可用度 ［8］。
（1） 固有可用度：固有可用度只考虑产品的实际
工作时间段和修复性维修时间段，常用“平均故障间
隔时间/ （平均故障间隔时间+平均修复性维修时间） ”
的值来衡量。如果产品故障率低、故障检修时间短，
则固有可用度较高。

和难易程度有很大差异。例如：同样三级修，有些车

（2） 可达可用度=产品工作时间/ （产品工作时间+

型要求更换齿轮箱轴承，增加了检修范围和难度，检

修复性维修时间+预防性维修时间）。该指标同时考虑

修停时相对较长。

了修复性维修和预防性维修，但没有考虑使用和保障

（2） 检修经验和熟练程度影响。统计发现，动车

管理因素的影响。
（3） 使用可用度=能工作时间/总时间 （能工作时间

组试修初期检修停时均较长，随着检修动车组数量的
增加，检修作业熟练程度、组织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与不能工作时间之和）。其中不能工作时间包括所有预

检修停时会显著缩短。

防性维修时间、修复性维修时间，维修等待时间及管

（3） 检修方式影响。动车组检修设备设施和组织

理延误时间等；能工作时间包括实际工作时间和待命

方式不同对检修停时影响也很大。例如：动车段实施

或热备时间。使用可用度是可用性所有影响因素的全

三级修时普遍采用不解编方式，检修停时会比工厂解

面体现。

编修方式明显偏短；在作业组织时，增加并行作业、

3. 2

减少串行作业也会显著缩短检修停时。
（4） 材料配件周转影响。动车组高级修普遍存在

动车组可用性指标
针对我国动车组检修运用管理实际状况，可从以

下方面定义可用性指标：

部件委外修，检修部件的周转是否高效顺畅对检修停

（1） 动车组定期检修率：在规定运用条件 （如年

时影响显著。为缩短整车检修停时，一般采用周转部

均运行里程） 和规定维修保障条件 （修程修制、设备

件实施换件修，尽量避免原车部件检修对停时的影响。

设施、工艺工装、材料备件、人员、技术及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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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下，动车组全生命周期内处于定期检修状态列日数与
应支配列日数的比值。定期检修指按规定周期实施的

维修
级别

某型动车组修程修制优化前定期检修率指标

检修
间隔期

检修
停时

30 年发生 30 年检修 检修率/
频次/次 列日/列日
%

年均检修
列日/列日

检修，主要指动车组二、三、四、五级修。为此，定

二级修 因项目而异 25 d/年

750

6.85

25.00

期检修率可进一步细化为：

三级修

120 万 km

30 d/次

7

210

1.92

7.00

①二级修率：动车组每年二级修停时列日数与应

四级修

240 万 km

40 d/次

4

160

1.46

5.33

五级修

480 万 km

50 d/次

3

150

1.37

5.00

②三级修率：动车组全生命周期内三级修停时列

3. 3. 2

③四级修率：动车组全生命周期内四级修停时列

隔期有所延长，每次检修列日数有所减少，进而发生

支配列日数的比值。

日数与应支配列日数的比值。
日数与应支配列日数的比值。

④五级修率：动车组全生命周期内五级修停时列

按照动车组修程修制改革目标，各级定期检修间
频次、检修列日数均有所减少，可用性指标明显改善。
该型动车组修程修制优化后的定期检修率指标见表 4。
表4

日数与应支配列日数的比值。

（2） 动车组临修检修率：在规定运用条件和规定

修程修制优化后定期检修率估算

维修
级别

某型动车组修程修制优化后定期检修率指标

检修
间隔期

检修
停时

30 年发生 30 年检修
频次/次 列日/列日

检修率/
%

年均检修
列日/列日

维修保障条件下，动车组全生命周期内处于临修状态

二级修 因项目而异 15 d/年

450

4.11

15.00

的列日数与应支配列日数的比值。临修是指由于临时

三级修

165 万 km

25 d/次

5

125

1.14

4.16

四级修

330 万 km

40 d/次

3

120

1.10

4.01

五级修

660 万 km

50 d/次

2

100

0.91

3.32

故障导致的计划外修复性维修。
（3） 动车组完好率：在规定运用条件和规定维修
保障条件下，动车组全生命周期内处于可用状态的列
日数与应支配列日数的比值。可用状态动车组包括实
际运用动车组和备用动车组。
可见，动车组完好状态列日数、临修状态列日数
和定期修状态列日数合计等于全生命周期列日数，即：

由表 4 可以看出，该动车组高级修检修率合计

3.15%，折合年均 11.49 个检修列日；考虑二级修后的
定期检修率合计 7.26%，折合年均 26.49 个检修列日。

3. 3. 3

修程修制优化前后可用性指标对比

通过计算分析可以看出，动车组修程修制改革通

完好率=1-临修检修率-定期检修率。

过缩短检修停时、延长检修间隔期，显著改善了动车

3. 3

组可用性指标。按照目前动车组临修状况调研统计，

动车组可用性指标计算分析
动车组可用性是可靠性、维修性和保障性综合影

响的结果。例如：可靠性直接影响临修故障的发生频
次，进而影响临修检修率；反映维修性水平的维修停
时列日数直接影响定期检修率或临修检修率；修程修
制优化延长检修间隔期，对降低定期检修率会产生明
显效果。通过某型动车组修程修制优化前后检修停时、
检修间隔期变化说明对可用性指标的影响。

3. 3. 1

修程修制优化前定期检修率估算

某型动车组年均运行里程 60 万 km，则全生命周期

临修检修率可统一近似取 2%，修程修制优化前后动车
组可用性指标对比见表 5。
表5

修程修制优化前后动车组可用性指标对比

优化前后
比较

定期
检修率/%

年均定期检修
列日/列日

完好率/
%

年均完好
列日/列日

优化前

11.60

42.3

86.40

315.4

优化后

7.26

26.5

90.74

331.2

改善幅度

↓4.34

↓15.8

↑4.34

↑15.8

由表 5 可以看出，修程修制优化后动车组完好率提

30 年内累计运行 1 800 万 km，该型动车组修程修制优

升 4.34%，达到 90.74%；每列动车组年均完好列日数增

由表 3 可以看出，该动车组高级修检修率合计

生命周期内高级修频次显著减少，三级修由 7 次减少到

化前定期检修率指标见表 3。

4.75%，折合年均 17.33 个检修列日；考虑二级修后的
定期检修率合计 11.60%，折合年均 42.33 个检修列日。
CHINA RAILWAY 2021/05

加 15.8 d，年均可用列日达到 331.2 d。此外，动车组全
5 次，四级修由 4 次减少到 3 次，五级修由 3 次减少到
2 次，高级修费用大幅减少，取得了显著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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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

结论
从整车角度定义了动车组 RAM 指标，分析了其影

响因素，给出了计算、评估方法，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 依据动车组故障影响严重程度不同，基于分
级、分类原则定义了动车组 A、B、C、D 类故障；按照
区别对待、聚焦重点的故障管控策略，分别制定了各
类故障率指标要求；在此基础上，提出综合考虑不同
类别故障影响的总体加权故障率评价方法，实现了不
同动车组间可靠性的定量对比评价。
（2） 针对动车组各级预防修，定义了整车检修停
时指标，明确了不同级别检修停时要求，重点分析了
高级修停时影响因素。
（3） 定义了动车组定期检修率、临修率、完好率
等可用性指标，结合修程修制改革优化目标，对比分
析了优化前后各级检修率、年均检修列日、完好率、
年均完好列日等可用性指标改善情况，定量呈现了修
程修制优化的效率和效益。
基于动车组工作实际初步提出动车组 RAM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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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解决了动车组整车可靠性、维修性和可用性定量

评估问题。但 RAM 指标需要紧密结合装备运用、检修

和管理实际需求和变化，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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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dicator System for RAM Evaluation of Complete EMU
WANG Huasheng1, ZHU Qinglong1, QIAN Xiaolei2, ZHANG Yunyi2, ZHANG Qihan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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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magnitudes of EMU faults, the A, B, C and D categories of faults and the corresponding

failure rate indicators of EMUs are defined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grading and classification. The overall
weighted methods for failure rate evaluation that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ults are given, which realize the quantitative and comparative evaluation of reliability among different EMUs.
In line with the EMU preventive maintenance mechanism at all levels,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maintenance
time are put forward,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top time for advanced maintenance are analyzed. The
paper defines the availability indicators such as regular maintenance rate, temporary maintenance rate and intact
rate of EMUs. In account of the reform and optimization objectives of maintenance mechanism and procedures,
the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improvement in availability indicators - maintenance rate at all levels,
annual maintenance schedule, intact rate and annual intact schedule - before and after the optimization.
Keywords: EMU; maintenance mechanism and procedure; reliability; maintainability; availability; evaluation

indicator; 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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