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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组高级修检修停时优化研究
赵晓明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动车段，北京

摘

102600）

要：通过综合分析制约动车组三级修检修停时的主要因素，持续开展规程范围标准研究、

优化检修调试工序流程、加强高级修入修动车组配置信息预测、多途径保障配件供应等措施，
建立精益生产综合保障体系，动车组三级修停时优化取得明显效果，为动车组运用正常供车提
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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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特别是春暑运、小长假动车组高峰图开行，对高

概述

级修检修计划按期兑现提出了更高要求 ［4-6］。另外，入

随着铁路尤其是高铁的快速发展，我国高铁运营

厂送修动车组受源头质量整治、新修程试修验证的影

里程已经超过 3.5 万 km，动车组的高质量运行为高铁安

响，高级修检修停时普遍超时，部分检修基地受设计

全、高效运营提供了坚实保障。截至 2019 年底，我国
动车组保有量超过 3 500 标准组，预计 2020 年将达到约

3 800 标准组。在动车组修程修制中，三、四、五级修

为高级修，三级修主要是转向架分解检修，对制动、牵
引、空调等系统进行状态检查和功能测试；四级修主要
是转向架、制动、牵引、辅助、空调等系统的分解检
修，电气部件的性能测试，车体重新油漆等；五级修主
要是对整车进行全面分解检修，较大范围更新零部件，
根据需要对动车组进行升级和改造 ［1-3］。近几年高级检
修任务量年均增长达到 20% 左右。目前，我国动车组

120 万 km 三级修检修停时平均需要 28 d 以上，而德国
ICE3 动车组同级别修程仅需 2～3 周，对标世界先进水
平，我国高级修检修停时偏长。

为提高动车组检修运用效率，消除动车组超期运
行隐患，需有严谨的检修计划、精准的检修停时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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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能力、瓶颈设备设施和多种车型交叉入修的影响，
加重制约了高级修流水线能力发挥 ［7-8］。综上所述，持
续优化动车组高级修检修停时，提升动车组高级修检
修效率，是当前我国动车组高级修面临的突出问题。

2

检修停时主要影响因素
（1） 检修工序间能力不匹配。以北京动车段为例，

检修架车线共有 7 线 14 列位，静调库 2 线 4 列位，调试

线和架车线能力不匹配，调试库能力严重不足，且调
试线为尽头线，入修交接、静态调试、尺寸测量、交
检交验等工作集中于此，每列 CRH380BL 型动车组需

占用 12 d 以上，CRH2 平台动车组需占用 5 d 以上，如
月度检修 6 列以上或因故延误时，调试列位难以满足生
产需要。

（2） 检修范围标准制定不合理。由于对检修范围
标准研究不全面、不深入，受传统检修理念的影响，
部件检修工艺要求过于严格，以往检修经验数据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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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不充分，部分项目存在过度检修，致使动车组整

传感器试验由静态模拟调整至动态调试试验，减少重

车检修停时延长；部分工序检修要求制定不合理，由

复拆卸 64 个轴端盖风险，降低了占用调试库的时间。

于前置工序检测试验不彻底，导致整车调试发现故障

二是主、辅空压机换油作业项目由静态调试工序

后进行返工修、长时间待料等问题发生，影响整车修

分解至接车及状态修工序，动车组在有电接车作业热

竣时间。

机完毕后，进行主、辅空压机排油作业，状态修期间

（3） 高级修入修动车组信息掌握不全面。为提高

进行主、辅空压机注油及相关滤芯等必换件更换安装，

高级修入修动车组检修效率，降低配件库存，部分高

动车组进入调试阶段后，完成热电偶试验后扭矩校验，

价件及重要部件采用周转检修的方式，会出现部件与

进一步压缩了调试周期。

整车检修修程不一致情况；为保证动车组运用性能，

三是将静态调试期间牵引变压器油位检查和注油、

检修规程对动车组主要配件型号及生产厂家的一致性

检查脱水吸湿器硅胶颜色由调试工序优化至车体状态

提出了要求；此外，动车运用所无法处理的故障需结

修期间进行，供高压电后再次检查牵引变压器油位，

合高级修进行，如果动车组高级修入修前部件配置信

压缩了牵引变压器检修造成的调试库占用时间。

息确认不到位，将对修时造成一定影响。

四是针对调试期间空调故障多发需反复断电上车

（4） 检修配件保障能力不充分。动车段受检修技

顶问题，在状态修期间增设风门检测工装，对状态不

术、设备及配件供应等问题影响，现阶段动车组配件

良的风门进行预防性更换；针对调试期间车体部位风

还不能完全实现自主检修，部分配件需返回专业造修

管路漏风故障处理占时较长问题，在状态修期间提前

工厂进行检修，返厂检修部件受厂内生产组织、检修

对车体部位空气管路进行保压试验；针对调试期间雨

能力和道路交通、天气情况影响不能按时完成检修返

刷故障处理需频繁操作隔离开关问题，通过研制雨刷

段，返厂配件质量复检复验发现问题的处置对检修计

试验台，在状态修期间对传动电机和机械部件进行检

划的顺利实施也会造成一定影响。

修，大幅提升了调试作业效率。

（5） 生产异常因素响应不及时。部分检修设备技
术复杂，管理、保养、维修还不到位，快速检修处置
能力不强；近几年动车段高级修整体检修能力虽然提
升较快，但与自主检修要求还有差距，尤其是对牵引、
制动、网络复合性故障处理水平还不高；随着检修动
车组走行公里的增加，动车组故障种类不断出现新情
况，检修工艺没有做到全覆盖，出现以上问题时专业
管理部门响应不及时，影响现场问题的解决效率。

3

检修停时优化措施
为解决上述问题，有效提升检修效率，结合 2018、

通过上述工序优化，CRH380BL/CL 型动车组调试
周期由 12 d 压缩至 5 d。

3. 2

科学制定检修范围标准

CR400AF 型动车组在三级修更新高压过桥电缆及

附件后，需拆开牵引变压器 A 端子和其他组件对整个

高压电缆进行绝缘性能测试，恢复拆开组件时，检查
发现拆卸的牵引变压器 A 端子存在局部缺陷，根据相
关检修标准，需更换牵引变压器 A 端子，为满足更换

条件需整体拆下牵引变压器返厂检修，给动车组检修
质量及检修效率造成严重影响。
特高压电路中布置在 3、4、5、6 车车顶的高压电

2019 年 主 修 车 型 任 务 特 点 ， 重 点 对 CRH380BL/CL、

缆和车间过桥连接器，用于连接 3、6 车 2 个高压基本

3. 1

于原规程要求三级修时更新高压电缆和车间过桥连接

CR400AF 型动车组三级修检修停时开展优化研究。

优化检修工序匹配能力

针对 CRH380BL/CL 型动车组调试周期较长，严重

单元，其中车间过桥连接器采用内藏式安装结构。由
器，为保证高压电缆和车间过桥连接器更换完毕后组

制约检修产能发挥的问题，采取作业工序调整、作业

装部件的绝缘性能，需测量特高压回路对大地间绝缘

项目分解和故障靶向诊断等作业法。

情况 （20 MΩ 以上），且进行 AC 56 000 V/50 Hz 电压持

一是优化速度传感器试验工序，速度传感器安装
及间隙测量由调试工序调整至转向架落成工序，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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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1 min 耐压试验，为此要拆开车顶避雷器连接设备及

车下高压箱内电压互感器、避雷器、车下主变压器 T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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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大力开展属地化检修工作。
一是推进不同平台牵引电机检修融合，实现 2 个电

关，对车顶受电弓弓角、高压箱内接地保护开关等部
位进行防护。上述作业需大量拆解高压电缆，不仅影
响检修效率，还容易对部件状态、恢复质量造成影响。
通过对高压电缆结构原理及检修部位进行分析，追踪
分解下车电缆质量情况，结合高压电缆设计使用寿命，
对规程进行优化，不需更新高压过桥电缆及附件，在
消除拆解、组装牵引变压器 A 端子磕碰质量缺陷风险
的同时，缩短检修周期 1.5 d。

通过分析配件现车安装状态，在符合检修标准的

前提下，对 CR400AF 型动车组三级修原检修工艺中部
分部件检修方式进行了修订：

一是将电开水炉、蓄电池箱由下车返厂修改为现
车状态修；

机厂家共线检修，目前每月可完成 12～14 标准组的电
机分解修任务，检修周期由返厂修的 12 d 缩短为 5 d。

二是与专业厂家合作完成动车组空气弹簧属地化

检修，目前每月具备 10 组车的维修能力，检修周期由
返厂的 30 d 缩短为 6 d。

三是推进 CRH380BL/CL 型动车组 BVV 车轴压装车

轮属地化检修工作，有效缓解了 BVV 轮对检修供应保
障压力，预计全年可减少 180 条 BVV 轮对的返厂修。

四是建立动车组杆件故障检修线，实现了抗侧滚

扭杆、轴箱定位节点等 6 种故障杆件节点压装能力，为
缩短检修周期提供了装备保障。

3. 5

二是将设备舱模块、污物箱由下车修改为现车状
态修；
三是将拔开牵引变流器插头对插针状态进行检查
改为结合接车鉴定情况检查插头紧固状态。
以上检修方式的优化降低了配件拆卸及组装质量
风险，检修周期减少 4 d，提高了检修效率。

3. 3

掌握动车组配置信息

建立高级修入修动车组配件配置、故障信息的预

多途径解决配件供应
一是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中车）

合作成立高级修配件中心，按照“资源共享、合作共
赢、携手共进”的原则，实行“按计划代储、按实际
领用、按消耗结算”模式，配件中心成立以来不仅节
约库存资金，还保证了料件供应。
二是更新各车型必换件明细，设定常用偶换件最
低储备目录，开展必换件辆份制配送工作，有效规范
了物料管理，节省了检修工时。
三是加强配件供应平台建设，确立“三天内发货，

测机制，有效指导偶换件合理储备，缩短检修周期。
一是年底对次年计划入修动车组的配置信息进行

五天内到料”目标，利用周二、周四段厂电话会，定

核查、统计，重点内容包括轮对、牵引电机、轴箱轴

期与主机厂进行详细对接，对必换件供应、偶换件审

承、齿轮箱、联轴节、空气弹簧等部件的型号及修程，

批、返厂件检修周期等配件采供环节制约因素进行跟

通过核对部件修程，提前与主机厂对接，合理调拨检

踪，有效降低了配件供给对生产进度的影响。
四是对于承修的外属动车组高级修，加强与送修

修资源，解决重点问题。
二是每月月底对下月计划高级修入修动车组的配

铁路局集团公司对接，明确配属动车组入段检修时随

置信息进行精准预测，重点对影响生产周期、存在检

车携带闸片、碳滑板等磨耗品用以同型号更换，以节

修质量隐患的项点进行核查，如车辆轮径情况、隐性

省待料装车时间。

故障报警信息等内容，制定对应措施，提前为动车组

3. 6

检修提供保障。
三是在动车组高级修入修前 10 d，对动车组重点装

车部件、运行故障等信息进行远程分析，形成动车组

入修前预测报告，有针对性地组织提前储备偶换件，
指导接车鉴定工作，缩短占用调试库时间。

3. 4

开展部件属地化检修
针对高级修检修停时受返厂件检修周期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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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工艺装备保障能力
一是生产调度中心每日统计生产异常信息，通过

每日生产交班会及时发布，技术、设备等专业部门需
在 24 h 内制定方案并解决，通过周一生产会、周四质
量会督促解决现场异常问题。

二是动态收集作业指导书修订建议，每季度进行
综合评价，对影响检修进度、检修质量的工艺标准进
行修订，培养技术人员具备自主分析问题原因、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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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 对 性 技 术 措 施 的 能 力 。 2019 年 分 别 修 订 完 善 了

时优化的经验积累，修竣的 CRH380CL 型动车组三级

160 项，形成了较为科学、规范的检修技术标准。

修周期由前 4 列合作修的平均 54.7 d 缩短到目前最短的

CR400AF、CRH380CL 型动车组三级修作业指导书 132、
三是建立厂段沟通技术联络平台，中国中车每次

下达技术变更及工艺变更通知文件时，同步将涉及在

修实现了最短 26 d 的检修目标；CR400AF 型动车组检
30.0 d，高级修检修停时优化效果明显，为动车组安全
运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段开展高级修的相关车型变更通知文件发送至段方，
确保及时学习、掌握、执行，杜绝重大返工修造成检
修停时的延长。
四是扎实开展动车组配件自主修工作，通过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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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2018.

修，CRH380CL 型动车组与 CRH380BL 相比，全路仅生

系［J］. 科技展望，2016，26（14）：95.
铁道机车车辆，2017，37（5）：64-67.

产 25 列，电气控制系统变化较大，检修工艺更改较多，
检修配件供应组织难度更大，由于具有 2018 年检修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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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Optimization of Stopping Time for High-level Maintenance and
Inspection of EMUs
ZHAO Xiaoming

(Beijing EMU Depot, China Railway Beijing Group Co Ltd, Beijing 102600, China)
Abstract: For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constraint EMU’s time of stopping for Level Ⅲ

maintenance and inspection, the paper introduces a host of measures, including the continuous study of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working procedure for inspection and commission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formation forecast of the EMUs subject to high level maintenance and the assurance of
component supply via multiple channels. The building of a detail-oriented and integrated production assurance
system has proven conducive to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topping time for Level Ⅲ EMU maintenance,
underpinning the vehicle supply for smooth EMU operation.
Keywords: EMUs; high level maintenance; Level Ⅲ maintenance; time of stopping for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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