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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行李车装载技术条件
试验方法研究
刁晓明， 熊芯， 苗晓雨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机车车辆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铁路行李车装载技术条件试验主要分成货物重心偏移量试验和集重装载工况试验，针

对两部分的试验需求，分别制定了完整的试验方案，包括试验车型选取、试验线路条件分析、
装载方案设计、试验测试内容等，为高效、全面完成装载技术条件试验提供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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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情况等没有明确要求。

引言

行李车在使用过程中的效率和服务质量还有待进

铁路行包运输在铁路货物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步提高 ［1-2］，为提高行李车运输服务质量，适应行李

运输方式主要包括旅客列车挂运行李车和快速货物班

车集装化、机械化等的需求日趋增加，对行李车装载

列运输 2 种模式，均使用行李车运输，分别称为旅客挂

提出量化要求的装载技术条件的制定正提上日程，中

运行李车和行邮专列行李车。不论是旅客挂运行李车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国铁集团） 已组织相

还是行邮专列行李车，运输时均无相关规章对其装载

关单位对铁路旅客列车行李车装载技术条件进行了前

提出量化要求。《铁路行包运输管理暂行规定》 对行李

期研究，并提出 《铁路旅客列车行李车装载技术条件

车装载只提出“不偏载、不超载、不超高、不占用通

（征求意见稿）》，其中提出为满足运输需求需要量化

道，合理装载”的要求。《铁路行邮专列运输管理暂行

的主要参数，涉及的主要量化参数需进行试验验证。

办法》 对行邮专列装载仅要求“不得超过车辆标记载

通过合理的试验设计，验证装载指标对行李车强度和

重，严禁超载、偏载、偏重、集重、超高、堵塞车门，

运行性能的影响，可为行李车装载技术条件基础技术

车内应根据需要预留安全通道，货物距车门应不少于

参数的制定提供依据。

100 mm”。对装载后重心横向偏移量、纵向偏移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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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研究目标
为了便于对装载工作进行实际指导，铁路货物的

装载除装载质量和体积等要求外，一般还需对货物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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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纵向向前和向后偏移的影响。
（2） 对同一试验对象进行试验。同时为了控制研

还需对集重装载 （简称集载）［3］ 情况进行要求。《铁路
货物装载加固规则》 明确了货物装载的基本技术条件，

究变量，掌握货物重心偏移对列车运行性能的影响，

包括货物重心横向位移、纵向位移、集载等，可作为

方案设计时采用同一辆车分别进行不同装载方案的试

行李车相关参数研究的基础。

验，试验车辆相同、试验工况相同，可对货物重心偏

根据国铁集团相关课题研究结果，行李车装载技

移的影响进行对比分析。

术条件也有必要明确货物重心偏移 （横向、纵向） 和

（3） 对运行性能进行更全面测试。考虑货物重心

集载这两项参数的具体量化要求，孙晶晶等 ［4-8］ 在这

偏移对不同轴位轮重减载率等性能的影响，方案设计

些参数量化的仿真分析上进行了大量研究。在 《铁路

时增加了测力轮对数量。最高运行速度 120 km/h 的行

旅客列车行李车装载技术条件 （征求意见稿）》 中，
根据行李车实际装载需求和集装化的装载需求，对货
物重心偏移和集载均提出了预期量化目标。
（1） 货物重心偏移预期量化目标：货物重心的投
影横向位移不得超过 100 mm；产生纵向位移时，每个
车辆转向架所承受的货物质量不得超过行李车容许载质

量的二分之一，且两转向架承载质量之差不得大于 5 t。

（2） 集载预期量化目标：行李车装载集装件时，

地板面载质量不得大于 1 t/m2。

试验研究的目标即对上述两项参数的量化目标进

行验证。验证铁路行李车按上述重心偏移量要求进行
装载后车辆运行性能是否满足相应标准和技术条件要
求；验证铁路行李车按上述集载数值要求进行装载后
车辆强度是否满足相应标准和技术条件要求。

2

货物重心偏移量试验方案设计
货物重心偏移量试验主要是验证试验车型按偏移

量要求进行装载后的运行性能是否满足 GB/T 5599—

李车，在第 1、4 轴更换测力轮对进行轮轨力测试；最
高运行速度 160 km/h 的行李车，在全车 4 条轴均更换测
力轮对进行轮轨力测试。

2. 1

试验车型选择
现行行李车车辆类型主要有 XL22、XL22B、XL25G、

XL25B、XL25K、XL25T （见表 1），各车型均能用于旅客列

车挂运运输模式，特快行邮专列运输模式使用 XL25T 型
行李车。特快行邮专列由最高运行速度 160 km/h 的 XL25T

型行李车组成；旅客列车挂运行李车中，XL25T 型行李车
最高运行速度 160 km/h，XL25K 型行李车最高运行速度

140 km/h，XL25K 型行李车是一种过渡车型，未来主要发

展车型为 XL25T，因此试验时不考虑 XL25K 型行李车。旅
客列车挂运的行李车中，XL25G、XL25B 最高运行速度均为

120 km/h。由于 XL22 型行李车最高运行速度为 120 km/h，
转向架类型较老，且现行运用数量较少，所以试验时不
再考虑该车型。因此，货物重心偏移量试验选取的车型
包括 XL25G、XL25B、XL25T （旅客列车挂运） 和 XL25T （行
邮专列）。

1985 《铁道车辆动力学性能评定和试验鉴定规范》［9］

表1

要求。根据试验目的和实际试验条件，为了尽可能全

型号

面反映货物重心偏移对运行性能的影响，试验设计时
重点考虑以下方面问题：
（1） 对重心偏移 4 个方向进行全面试验。为避免对

正常运行造成影响，此类试验不宜在国铁线路正线进

行，选择在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

主要铁路行李车基本参数

最高运行
自质量/ 载质量/ 容积/
速度/（km·h-1）
t
t
m3

车辆
车辆
长度/m 定距/m

XL25G

120

44.9

17.7

126

26.6

18

XL25B

120

43.6

17.7

126

26.6

18

XL25T（旅客
列车挂运）

160

40.0

17.7

160

26.6

18

XL25T
（行邮专列）

160

41.3

23.0

160

26.6

18

铁科院集团公司） 环行铁道试验基地 （简称环行线）
进行。环行线线路条件基本满足试验要求，但运行方
向单一，为了全面研究货物重心偏移量的影响，在试
验方案中综合考虑货物重心横向向左和向右偏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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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试验线路
货物重心偏移量试验需验证行李车的运行性能，

车辆运行性能评定按 GB/T 5599—1985 执行，试验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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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直线、曲线、道岔区段进行。试验车辆通过线路
曲线半径应在 300~800 m 取值，试验车辆通过车站侧线
道岔最小号数为 12 号单开道岔。

试验线路为环行线。环行线线路包括直线、道岔和

半径为 1 432、1 000、600、350 m 的曲线，线路等级和

18 件，矿泉水 924 箱，货物总质量 12 621.4 kg，托盘按

不同装载货物的层数和箱数进行分类，本方案共有 10、

11、12 等 3 个类别 ［10］。货物重心横向偏移量为 100 mm，
货物重心纵向偏移使两转向架负重差为 5 t；托盘上的
货物采用打包带扎成井字形进行固定，装车时托盘长

轨道状态与既有线时速 160 km 等级线路一致，基本满足

度 （1 200 mm） 顺着车辆宽度方向装载，托盘与车辆

1 432 m，超高 125 mm；曲线半径 1 000 m，超高 150 mm；

及纵向移动。

GB/T 5599—1985 对试验区段的要求。其中，曲线半径
曲线半径 350、600 m，超高分别为 125、80 mm。

2. 3

装载方案

之间采用支撑和塞紧的方法进行固定，防止货物横向

2. 4

试验内容
对行李车运行性能的试验内容、数据分析和评价

根据试验目标，被试车辆的货物重心横向偏移量
设定为最大 100 mm，货物重心纵向偏移量的限制由前

主要依据 GB/T 5599—1985 进行。试验内容主要包括运
行稳定性、运行平稳性、横向稳定性测试。

后转向架承载质量允许偏差确定，设定为由货物产生

（1） 运行稳定性测试。运行稳定性指标包括脱轨

的车辆两转向架负重差不超过 5 t，根据货物产生的负

系数、轮重减载率和轮轴横向力。在被试车 XL25G 和

重差和车辆定距可计算货物重心纵向偏移量 ［3］。

按照试验方案设计要求，装载方案需考虑货物重
心向左、向右横偏和向前、向后纵偏的影响，因此装
载方案为 4 种偏移方案和 1 种原型方案，各装载方案均

采用托盘装载，托盘上的货物为矿泉水。各装载方案
的具体装载工况见表 2。

（装载加固方案及货物明细见图 1、表 3）：共装载托盘
表2
装载方案

2、3、4 轴安装测力轮对，测量轮轨横向力及垂向力，
并计算脱轨系数、轮重减载率和轮轴横向力。

（2） 运行平稳性测试。在每辆被试车 1、2 位转向

架中心上方车体地板面上偏置 1 m 处安装横向、垂向加
速度计，测试车体横、垂向振动加速度，并计算平稳

以 XL25G 型 行 李 车 的 方 案 2 （重 心 偏 左 前） 为 例

编号

XL25B 前进方向第 1、4 轴安装测力轮对，在 XL25T 第 1、

前后转向架负重差/t

性指标。
（3） 横向稳定性测试。在被试车前后转向架构架

各装载方案具体装载工况

货物重心横向偏移量/mm

XL25G、XL25B、XL25T（旅客列车挂运）

XL25T（行邮专列）

标记载质量/t

装载质量/t

标记载质量/t

装载质量/t

方案 1

原型

0

0

17.7

17.7

23

23

方案 2

偏左前

+5

+100

17.7

12.7

23

18

方案 3

偏右前

+5

-100

17.7

12.7

23

18

方案 4

偏左后

-5

+100

17.7

12.7

23

18

方案 5

偏右后

-5

-100

17.7

12.7

23

18

注：
（1）前后转向架负重差中，
“+”
表示前重后轻，
“-”
表示后重前轻；
（2）横向偏移量中，
“+”
表示向前进方向左偏，
“-”
表示向前进方向右偏

图 1 装载加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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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装载货物明细

纵向通道两侧地板面上 （靠近侧墙）。如以下各集载工

类别

托盘
件数

装载
层数

最上层
装载箱数

其他层
装载箱数

每个托盘箱
数×托盘件数

托盘货物
总质量/kg

10

2

5

10

12

58×2

1 579.3

11

8

6

4

12

64×8

6 954.2

12

8

4

1

12

37×8

4 087.9

顶面轴承上方各布置加速度计，测试构架横向振动加
速度。

3
3. 1

况有 1 种工况强度和刚度不能满足相应标准要求，降低
单位集中载荷重复进行试验，并以最终满足要求的单
位集中载荷作为技术条件制定的建议数值。
（1） 垂向集中加载工况 1。以中间行李室横向中心

线为对称轴，在每一侧墙附近分别施加 1 个单位垂向集
中载荷，共 2 000 kg，剩余垂向载荷 （总载质量减去布
置的集中载荷） 均布施加在地板面上。

（2） 垂向集中加载工况 2。以中间行李室横向中心

集载工况试验方案设计

线为对称轴，在每一侧墙附近分别施加 3 个单位垂向集

试验车型选择
对集载工况进行试验时，应尽量选取具有代表意

中载荷，共 6 000 kg，剩余垂向载荷均布施加在地板
面上。

义的车型进行集载能力研究。
旅客列车挂运行李车和行邮专列行李车 2 种运输方

式的车内平面布置差异较大，试验时需至少各选取 1 种
车型进行试验。旅客列车挂运行李车 6 种车型平面布置
相近，且其车体承载结构、自重系数等方面也较为相

（3） 垂向集中加载工况 3。以中间行李室横向中心

线为对称轴，在每一侧墙附近分别施加 5 个单位垂向集
中载荷，共 10 000 kg，剩余垂向载荷均布施加在地板
面上 （见图 2）。

似，从最高运行速度和保有量角度考虑，旅客挂运行
李车选择 XL25G 进行试验。集载试验车型确定为 XL25G 型
行李车和 XL25T 行邮专列行李车。

3. 2

试验内容

图2

集载工况试验主要是验证试验车型按集载要求进
行 装 载 后 的 强 度 和 刚 度 性 能 是 否 满 足 TB/T 3550.1—
2019 《机车车辆强度设计及试验鉴定规范 车体 第 1 部
［11］

分：客车车体》

的要求。

集载工况试验内容、数据分析和评价主要依据
TB/T 3550.1—2019 进行，主要进行垂向均布加载试验、
垂向集中加载试验、纵向压缩加载试验、纵向拉伸加
载试验、扭转试验和顶车试验等 6 种试验工况。

仅对垂向集中加载试验工况进行介绍 （垂向均布

加载试验等其他 5 种载荷工况均与常规试验方法一致）。

垂向集中加载工况 3 加载示意图

（4） 垂向集中加载工况 4。分别在 4 个车门中心的

地板面上施加 1 个单位垂向集中载荷，即 4 个单位垂向
集中载荷，共 4 000 kg，剩余垂向载荷均布施加在地板
面上。

（5） 垂 向 集 中 加 载 工 况 5。 分 别 在 距 离 二 位 端

2 790 mm 靠近侧墙位置各施加 1 个单位垂向集中载荷，
共 2 000 kg，剩余垂向载荷均布施加在地板面上。

3. 3

试验评判标准

集载工况试验结果主要依据 TB/T 3550.1—2019 对

根据实际运用情况和前期仿真分析研究结果，垂向集

强度和刚度进行评价。首先将各工况试验载荷下测得

中加载试验按各种可能出现的不同集载情况进行试验，

的应力换算成基本作用载荷下的应力，试验数据整理

以 XL25G 为例介绍集载工况 （XL25T 集载工况类似），主

和换算按 TB/T 3550.1—2019 规定进行；然后根据各项

试验中统一以单位集中载荷表述集载工况，根据

合成公式进行合成，最大可能合成应力不得大于对应

要进行 5 种垂向集中加载工况的试验。

试验载荷下的换算应力值按 TB/T 3550.1—2019 中应力

行李车装载集装件时地板面载质量不得大于 1 t/m 的要

的许用应力。在顶车试验工况下，顶车试验测得的应

求，1 个单位集中载荷为每平方米地板面上载质量为

力与整备状态下的垂向静应力合成，其合成应力不得

1 000 kg。单位集中载荷对称布置，作用在中间行李室

大于所用材料的屈服极限，结构不得产生永久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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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重心偏移量和集载质量两方面内容。根据试验需
求，提出相应试验方法。针对试验涉及方案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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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试验周期长等特点，优化了试验方案，为铁路行
李车装载技术条件试验的实施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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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thod of Technical Condition Tests for
Loading of Railway Baggage Cars
DIAO Xiaoming, XIONG Xin, MIAO Xiaoyu
(Locomotive & Car Research Institute, China Academy of Railway Sciences Corporation Limited,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technical condition tests for loading of railway baggage cars mainly include the center-of-gravity

offset test of freight and the centralized load condition test. According to the test requirements, comprehensive
test plans are formulated, covering the selection of test car, analysis of test line conditions, design of loading
scheme, and test items. This test provides the basis to effectively and fully complete the loading technical
condition tests.
Keywords: railway baggage transport; baggage car; test method; center-of-gravity offset; centralized 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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