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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不同受电弓和接触网之间的接触作用关系ꎬ分析了吊弦开始受到冲击到冲击结束

的过程ꎮ 从吊弦线夹受到起始冲击时接触线的抬升高度出发ꎬ分析了弓网静态接触力等因素

对吊弦载荷因素的影响ꎬ采用 ＬＳ－ＤＹＮＡ进行了验证分析ꎬ证明弓网静态接触力的减小对冲击

力有显著的改善ꎬ得出了影响冲击力大小的边界条件和改进建议ꎬ具有一定的工程应用价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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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列车的研发一直朝着高速、安全舒适的方向发展ꎮ 高

速列车大多使用电机牵引ꎬ采用这种方式时必须考虑供电

系统的可靠性ꎮ 由于吊弦的断裂导致供电故障的频繁发

生ꎬ所用吊弦冲击载荷对列车行驶的安全性变得非常突

出ꎮ 轮轨关系和弓网耦合关系被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

国家的科学家认为有着同样重要的位置ꎮ 因此吊弦冲击

动力的研究对于铁路运输有重要的意义[１] ꎮ
本文针对现有吊弦冲击动力研究中的不足ꎬ开展了弓

网耦合机理下的吊弦动力学研究ꎬ通过建立高速弓网耦合

动力学模型ꎬ对高速铁路吊弦冲击状态进行了动态仿真分

析ꎮ

１　 接触网结构类型和建模方法

国内外铁路接触网的悬挂结构形式基本上可分为如

图 １所示的 ３种主要类型:(ａ)为德国采用的弹性链形悬

挂ꎬ(ｂ)为法国采用的简单链形悬挂ꎬ(ｃ)为日本采用的复

链形悬挂ꎬ其中图中的接触网两端和中间有图 ２所示的定

位杆和腕臂支撑结构[２]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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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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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３ 种接触悬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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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腕臂和定位器

１.１　 接触网的数值建模方法

接触网的建模从最初的变刚度模型发展到现在的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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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梁模型、张力弦模型、集中质量模型和与频率有关的有

限元模型等ꎬ模型越来越复杂[３] ꎮ 本文用 ２节点的欧拉伯

努利梁模型对承力索和接触线进行建模ꎮ 材料弯曲刚度ꎬ
张力作用被考虑到承力索和接触线的建模中ꎮ

图 ３是取振动梁的微段 ｄｘ 进行受力分析图ꎬＱ(ｘ)和
Ｍ(ｘ)为该微段梁截面的剪力和弯矩ꎮ 根据达龙贝尔原

理ꎬ在微段动态过程中加上动惯性力 ρｃ ｖｃ


的作用ꎬ再由

∑Ｆ＝ ０和∑Ｍ＝ ０建立微段的平衡方程[４]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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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接触线微段力和力矩平衡图

由力的平衡建立接触线微段的力平衡方程:

Ｑ＋ｆｄｘ－ Ｑ＋
∂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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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力矩的平衡建立接触线微段的力矩平衡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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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立以上两式可得接触线微段的振动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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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线假设近似平行ꎬ即斜率非常小ꎬ接触线两端的

张紧力为恒定值ꎬ其中ꎬρｃ代表接触线的线密度ꎬｖｃ代表接

触线相对平衡位置的位移ꎬｃｃ代表接触线阻尼值ꎬＥＩｃ代表

弯曲刚度ꎬＴｃ代表张紧力ꎬδ( ｘ)代表 ｘ ＝ ０ 时的狄拉克函

数ꎬｆｒｅ代表定位器的力ꎬｆｄｒ代表吊弦的作用力ꎬｆｃ( ｔ)代表弓

网之间的接触力ꎬｎｄｒｏｐ 代表吊弦的数量ꎬｎｒｅｇ 代表定位器

的数量ꎬｘｉ代表第 ｉ 根吊弦的位置ꎬｔ 和 Ｖ 分别代表列车的

运行时间和车速ꎮ

１.２　 接触网的有限元建模方法

在对接触网、吊弦和承力索进行数值分析建模时ꎬ因
其结构复杂ꎬ在建模时ꎬ对接触网的实体结构在一定程度

上进行简化ꎮ 归算质量是受电弓的重要参数ꎬ因归算质量

是根据动能相等的原理计算的ꎬ模型的简化会引起归算质

量偏差ꎬ从而使线缆中能量传递的失真ꎮ 为了消除这种简

化的影响ꎬ让结果更加准确描述弓网接触和振动传递ꎬ把
有限元模型运用到现实的仿真研究中来解决弓网之间的

复杂耦合关系ꎬ并逐渐演化为全柔性弓网接触模型[５] ꎮ
本文根据接触网振动方程ꎬ接触网主要零部件所采用

的单元类型如表 １所示ꎮ

表 １　 接触网主要零部件单元类型

接触网部件 单元类型

承力索 ＭＡＴＬ １１９

吊弦 ＭＡＴＬ １１９

接触线 ＭＡＴＬ １

接触单元 ＭＡＴ ０

　 　 在弓网之间建立接触时ꎬ为了避免在接触时出现负体

积而使计算错误ꎬ在接触线的表面附加薄壳单元 ＭＡＴ ０ꎬ
用于建立节点与节点间的接触ꎮ 由于这种壳单元的厚度

极薄ꎬ实际上在建立接触时ꎬ这种单元只起到连接作用ꎬ在
仿真分析过程中不对结果产生影响ꎮ

根据吊弦线和承力索的实际工作情况ꎬ不具有线性拉

压特性ꎬ且压缩刚度非常小ꎬ两端承受压缩载荷作用时不

承受力的作用ꎬ所以用 ＭＡＴＬ １１９这种单元来模拟吊弦和

承力索是合适的ꎬ此外ꎬ这种单元可以根据试验数据分别

定义加载和卸载曲线[６] ꎮ 同时在进行显示动力学分析之

前ꎬ初始重力会作用于大多数的结构中ꎮ 重力作用响应时

间在大刚度结构中可以不考虑ꎬ但对于索网结构ꎬ重力会

对索网结构的初始形态产生影响ꎮ 为减少重力对初始形

态的影响[７] ꎬ本文在接触线受到受电弓作用前设置 ２ ｓ 虚
加时间段ꎬ且为使在受电弓作用前ꎬ接触线能够达到平衡

状态和悬挂高度在规定范围内ꎬ施加图 ４所示的接触线高

度修正力ꎮ
图 ４所示为修正接触线悬挂高度前后接触悬挂点的

高度示意图ꎬ虚线和实线分别为重力作用下施加修正力前

后接触线形态ꎮ 若以 ＥＮ５０３１８对接触线施工质量进行评

价ꎬ接触线高度范围如表 ２所示ꎮ

��� ���

��	

图 ４　 吊弦位置预配修正

　 　 　 　 表 ２　 接触线导高允许几何偏差表　 单位:ｍｍ　

参数 接触网(２５０ ｋｍ / ｈ) 接触网(３００ ｋｍ / ｈ)

接触线高度 ±３０ ±３０

定位高度差 ±２０ ±２０

　 　 图 ５是考虑支柱定位和弹性补偿条件下接触线的边

界条件示意图ꎬ这也是进行有限元分析的起始条件ꎮ 表 ３
为承力索和接触线的弹性补偿力ꎬ另外应考虑图 ６所示吊

弦的非线性张力伸长量的变化关系ꎮ

��

��

��� ������

��
�	TP

TC

TP

TC

图 ５　 简单链形悬挂

９８



信息技术 陈友均ꎬ等高速列车吊弦冲击动力特性的仿真研究

表 ３　 接触线、承力索张力和单位长度质量

线索 张力 / Ｎ 单位长度质量 / (ｋｇ / ｍ)

承力索 １６ ０００ １.０７

接触线 ２０ ０００ １.３５

100 000

80 000

60 000

40 000

20 000

0

-200 0 200 400 600 800 1 000
��/mm

�
�
	

/N

图 ６　 吊弦非线性张力长度变化曲线图

２　 受电弓的建模方法

受电弓实际弓网作用状态如图 ７所示ꎬ受电弓主要由

上导杆、下导杆、上框架、下框架、滑板 ５个部分组成ꎬ一般

采用归算质量模型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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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弓网作用实际作用图

将受电弓简化为二质量的受电弓ꎬ如图 ８所示ꎮ 参考

受电弓的设计参数ꎬ把受电弓的弓头、上框架和下框架等

效为归算质量模型ꎮ

y1

y2 m2

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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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2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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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二质量受电弓

根据图 ８可得到二质量的动力学方程:

ｆｃ－Δｙ ｋ１－Δ ｙ

ｃ１ ＝ ｙ



１ ｍ１

Δｙ ｋ１＋Δ ｙ

ｃ１－ｙ２ｋ２－ｙ



２ｃ２－ｆｓｔａｔｉｃ ＝ ｙ


２ｍ２
本文所采用的受电弓质量块 －弹簧 －阻尼归算模

型[８] ꎬ将参照 ＥＮ５０３１８中的标准参数ꎬ如表 ４所示ꎮ

表 ４　 二质量受电弓参数

质量 / ｋｇ 刚度 / (Ｎ / ｍ) 阻尼 / (Ｎｓ / ｍ)

接触 — Ｋｃ ＝ ５０ ０００ —

弓头 ｍ１ ＝ ７.２ Ｋ１ ＝ ４ ２００ Ｃ１ ＝ １０

框架 ｍ２ ＝ １５ Ｋ２ ＝ ５０ Ｃ２ ＝ ９０

３　 吊弦动力学仿真分析

根据弓网系统组合ꎬ利用系统质量的刚度关系ꎬ在
ＬＳ－ＤＹＮＡ中建立接触网和受电弓的接触有限元动力学模

型ꎬ如图 ９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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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接触有限元动力学模型示意图

受电弓通过受电弓框架连接在车顶ꎬ接触网在两端通

过弹性定位器和腕臂连接在支柱两点ꎮ 受电弓弓头碳滑

板相对于接触网接触线是滑动接触系ꎬ其相对运动速度和

摩擦力关系为 ｆｆ ＝ＦＤ＋(ＦＳ－ＦＤ)ｅ
－ＤＣ ｜ ｖ ｜ ꎬ其中 ＤＣ、ＦＤ和 ＦＳ分

别为指数衰减系数、动摩擦因数、静摩擦因数ꎮ 当速度 ｖ
提高的时候ꎬ ｆｆ ＝ ＦＤꎬ即越接近于动摩擦力ꎻ而当 ｖ＝ ０时ꎬ
ｆｆ ＝ＦＳꎬ越接近于静摩擦力ꎮ 以标准 ＥＮ５０３１８ 中给定的验

证条件为基础ꎬ对该系统运行速度为 ２５０ ｋｍ / ｈ 的列车进

行仿真验证得到结果如表 ５所示[４] ꎮ

表 ５　 验证模型参数对比

参数 仿真值 允许范围

平均接触力 / Ｎ １１３ １１０~１２０

接触力标准差 / Ｎ ２９ ２６~３１

接触力最大值 / Ｎ １９３ １７５~２１０

接触力最小值 / Ｎ ７１ ５０~７５

接触力统计最大值 / Ｎ ２０１ １９０~２１０

接触力统计最小值 / Ｎ ２７ ２０~４０

离线率 / (％) ０ ０

３.１　 受电弓－吊弦动态作用

图 １０为高铁某段采集到在受电弓作用下ꎬ接触线受

冲击力作用的位移图ꎮ 吊弦在受电弓与接触网相互作用

时ꎬ受到了弓网冲击力的作用ꎮ 受电弓在通过吊弦正下方

之前ꎬ在垂直方向接触网有一定的位移ꎬ且在受电弓到达

最下端时ꎬ接触线的垂向位移达到最大ꎬ此时心型钳环和

线夹吊环可能会出现接触分离ꎮ 当受电弓通过了吊弦下

端时ꎬ由于张力和重力作用ꎬ引起吊环与钳环之间的冲击

作用[９]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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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在标注稳定线高度下的吊弦冲击位移图

３.２　 弹性链形悬挂的动态性能

由标准载荷试验中得出的吊弦冲击高度影响冲击力

大小的猜想ꎬ现通过本文模型进行仿真验证ꎮ 标准

ＥＮ５０３１８中规定弓网静态接触力分别为 １２０ Ｎ、６０ Ｎ 和

３０ Ｎꎬ此时在车辆运行速度为 ２５０ ｋｍ / ｈ、弓头质量为 ７.２ ｋｇ
和接触线张紧力 ２０ ０００ Ｎꎬ且条件不变化的情况下ꎬ通过

改变弓网静态接触力来实现对于接触线抬升量的调整ꎬ并
验证抬升量对于吊弦冲击力的大小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和

作用ꎮ 分别以 ３号吊弦和 ５ 号吊弦为例提取其冲击力的

变化ꎮ
图 １１为静态接触力为 １２０ Ｎ 时的振动载荷图ꎬ由图

看出 ３号吊弦先由轴向拉伸变为轴向压缩ꎬ且在压缩完成

后随着接触线回落到起始位置ꎬ在 ０.２３ ｓ时吊弦力达到最

大ꎬ为 １９１.５ Ｎꎬ并随时间振动逐渐变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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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３ 号吊弦振动载荷图(１２０ Ｎ)

图 １２为静态接触力为 １２０ Ｎ 时的振动载荷图ꎬ由图

看出 ５号吊弦先由轴向拉伸变为轴向压缩ꎬ且在压缩完成

后随着接触线回落到起始位置ꎬ在 ０.４４ ｓ时吊弦力达到最

大ꎬ为 １４１.２ Ｎꎬ并随时间振动逐渐变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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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５ 号吊弦振动载荷图(１２０ Ｎ)

图 １３为静态接触力为 ６０ Ｎ时的振动载荷图ꎬ由图看

出 ３号吊弦先由轴向拉伸变为轴向压缩ꎬ且在压缩完成后

随着接触线回落到起始位置ꎬ在 ０.２３ ｓ 时吊弦力达到最

大ꎬ为 １３５.３ Ｎꎬ并随时间振动逐渐变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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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３ 号吊弦振动载荷图(６０ Ｎ)

图 １４为静态接触力为 ６０ Ｎ时的振动载荷图ꎬ由图看

出 ５号吊弦先由轴向拉伸变为轴向压缩ꎬ且在压缩完成后

随着接触线回落到起始位置ꎬ在 ０.４４ ｓ 时吊弦力达到最

大ꎬ为 １２５.０ Ｎꎬ并随时间振动逐渐变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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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４　 ５ 号吊弦振动载荷图(６０ Ｎ)

图 １５为静态接触力为 ３０ Ｎ时的振动载荷图ꎬ由图看

出 ３号吊弦先由轴向拉伸变为轴向压缩ꎬ且在压缩完成后

随着接触线回落到起始位置ꎬ在 ０.２３ ｓ 时吊弦力达到最

大ꎬ为 １０３.６ Ｎꎬ并随时间振动逐渐变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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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５　 ３ 号吊弦振动载荷图(３０ Ｎ)

图 １６为静态接触力为 ３０ Ｎ时的振动载荷图ꎬ由图看

出 ５号吊弦先由轴向拉伸变为轴向压缩ꎬ且在压缩完成后

随着接触线回落到起始位置ꎬ在 ０.４４ ｓ 时吊弦力达到最

大ꎬ为 １１５.３ Ｎꎬ并随时间振动逐渐变小ꎮ
(下转第 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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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本文在声学理论的基础上ꎬ描述了换能器在不同介质

中声传播方程ꎬ建立了电－固－声耦合分析频域与时域模

型ꎮ 对 ＡｌＮ超声换能器整体结构进行了频域分析ꎬ求解

出了其声学共振频率ꎬ并分析了共振频率下的声压、声压

级ꎮ 通过瞬态求解ꎬ分析了换能器在脉冲激励下的声传播

过程ꎬ对声信号的发射、反射接收信号作了解析ꎮ

参考文献:
[１] 庄海军. 多相流分相流量井下超声检测方法研究[Ｄ]. 大庆:

大庆石油学院ꎬ２００７.
[２] 杨永明ꎬ江帆ꎬ王远ꎬ 等. 局部放电超声波在电机定子中传播

的仿真分析[Ｊ] . 压电与声光ꎬ２０１１(３):３９９－４０２.
[３] 郑倩雪. 基于 ＦＤＴＤ的防电磁辐射服装局部区域屏蔽效能研

究[Ｄ]. 郑州:中原工学院ꎬ２０１５.

[４] 廖思安. 水听器阵列在冲击波回波定位中的应用[Ｄ]. 杭州:
中国计量大学ꎬ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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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沙正骁. 奥氏体不锈钢焊缝中超声传播路径的模拟[Ｄ]. 哈

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ꎬ２０１０.
[８] 李健根. 测量切向应力的 ＬＣＲ波发射、传播过程研究[Ｄ]. 成

都:电子科技大学ꎬ２０１０.
[９] 支珊. 短间隙空气流注放电数值模拟研究[Ｄ]. 太原:太原理

工大学ꎬ２０１４.
[１０] 郝淑娟. 用于医学超声诊断的新型阵列超声换能器的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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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　 ５ 号吊弦振动载荷图(３０ Ｎ)

　 　 由图 １７可看出随着弓网静态接触力的增大ꎬ吊弦下

末端的抬升高度会随之增加ꎬ吊弦的冲击力也随之增大ꎬ
此仿真所得到的结论和王伟[９]在台架试验得出的结论

具有一致性ꎬ证明本文仿真结果的正确性ꎮ 在本文所采

用的弓网静态接触力的仿真范围内ꎬ吊弦所承受的最大

冲击力值相对于静态接触力值呈线性增加的状态ꎮ 由以

上仿真结果可得静态接触力的增加会增加吊弦的抬升高

度ꎬ从而增加吊弦最大冲击力的大小ꎬ且存在一定的线性

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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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７　 不同位置吊弦的冲击力

４　 结语

通过参考解析数值分析方法中接触线和受电弓的定

义分析方式ꎬ在软件 ＬＳ－ＤＹＮＡ中建立起弓网接触作用的

模型ꎬ并进行了吊弦的冲击载荷分析ꎬ能够得到以下结论:
１) 基于解析计算方法的弓网接触模型可以用于计算

弓网的接触分析ꎮ
２) 随着静态接触力的减小ꎬ吊弦冲击力的变化范围

明显变窄ꎬ峰值和谷值都在向静态轴向力附近靠近ꎮ
３) 通过对 ３种不同大小的静态接触力获得的吊弦冲

击力进行对比ꎬ可知随着静态接触力的增大吊弦的冲击力

也增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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