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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铁路五次大提速，到 2008 年客运专线建成后

列车速度已达到 350km/h，加之线路变长，在“高速重载”

的需求下，对列车的安全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应

地对机车走行部的检修质量也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大板机务段共配属内燃机车 234 台，担负着集通

线、锡二线、锡多线 3 条主要干线的客货运输任务，其

中 227 台内燃机车安装了北京唐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研

制的 JK00430 机车走行部车载监测装置。通过实践证明，

该装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防止了多起机车走行部

隐性故障，提高了机车走行部重要部件的稳定性，极大

地保证了机车的运行安全。

JK00430 机车走行部车载监测装置是对机车走行部

的轴箱轴承、电机轴承、抱轴轴承、轮对踏面和传动齿

轮进行实时在线安全监测的装置，它不仅能够实时监测

轴承温度，还能够对运行过程中的轴承、传动齿轮接触

面和轮对踏面的故障冲击信息进行实时在线监测和自动

诊断，并对上述部件的故障实行早期预警和实时报警，

为铁路机车走行部的安全运行和状态检修提供了良好的

技术保障。 

1    JK00430 机车走行部车载监测装置的工作原理

JK00430 机车走行部车载监测装置是针对铁路机

车走行部重要部件（轴箱轴承、电机轴承、抱轴轴承、

传动齿轮、轮对踏面）研发的实时在线安全监测装置，

它的核心技术是“共振解调的设备故障诊断技术”。共

振解调技术是振动监测技术的发展和延伸，它不同于

常规振动监测技术，具有对应性强、信号易于提取的

优点。它不直接参与分析杂乱无章的振动信号，而是

通过“共振解调变换”提取隐藏在常规振动信号中引

起故障的微小冲击信号，输出一个与故障冲击相对应

的，经过放大、展宽、删除常规振动信号干扰的共振

解调信号，再应用故障诊断专家系统进行自动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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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高度准确地识别发生故障的零部件的故障程度。

该诊断装置能够跟踪故障部位的磨合和故障发展程度，

允许设备带小故障运行以提高机车的利用率，而在故

障程度将发生重大扩展并危及行车安全之前就会发出

预警和报警信息，以指导设备检修，防止机车发生抱轴、

燃轴、切轴等重大事故。

JK00430 机车走行部车载监测装置采用了独有的复

合传感器，能同时监测振动冲击和温度。该装置兼容

了原先轴承温度监测的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集成了更

为先进的共振解调技术，以对机车走行部重要部件故

障进行诊断，而且能够比单一的温度监测更早地发现

故障。JK00430 机车走行部车载监测装置在运行过程

中对监测到的温度、冲击故障信息进行分析处理，及

时做出报警提醒，并向装置主机报告，同时对运行过

程中的监测数据进行记录保存，待机车入库整备作业

时，由作业人员通过转储设备转储到地面工作平台上

进行分析，为基层技术人员准确地判断机车走行部故

障提供数据支持。

2    相关案例

2.1    小齿轮故障案例

2019 年 5 月 21 日，DF8B-0090 机车 4-2 无相关齿

轮预警和报警信息输出，温度比后架其他轴位高 10℃
左右，冲击趋势存在小齿轮连续冲击的情况，样本分析

中频域图、诊断抽象谱图呈一一对应的关系，时域波形

图呈现出在轮对转动一圈中含有传动比的冲击脉冲，是

典型的小齿轮故障波形，并于 18:31:19 时输出了齿轮

关注的相关信息，并且小齿轮的诊断值达到了 73dB，
冲击值达 5042.48SV（图 1），分析人员根据以往经验

判断应该是小齿轮出现了问题，及时联系技术部门扣车

落修该电机。轮对落修后，打开齿轮箱发现小齿轮两齿

间存在一条肉眼可见的长达 80mm 左右的裂纹（图 2），
随即更换了该电机，防止了一起因走行部小齿轮裂损引

发的机车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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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轴承故障案例

2019 年 5 月 29-30 日，DF8B-0241 机车 4-2 输出

轴承预警 4 次，轴承Ⅰ级 6 次（图 3）, 且 4-2 伴有温

度偏高的情况，比同架其他轴位高 10℃左右，甚至超

过同架其他轴位 20℃，既有温度偏高又有冲击报警，

这就足以引起地面分析人员的重视了。再观察冲击趋

势的变化，整个运行过程中都存在滚单和滚双的故障

冲击信号，且滚单冲击值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数值，

在 2019 年 5 月 29 日 22:42:12 电机转速为 178r/min
时 , 滚单冲击值甚至达到了 58dB（图 4）。样本分析中

4-2 的时域波形图并未呈现规律的保持架故障波形，只

输出了限幅的故障波形，从

侧面反映出 4-2 的冲击值已

经很高了，在输出滚单Ⅰ级

报警时，初级诊断值已达到

9993.65SV、58dB，并且此

时频域图和诊断抽象谱图中

滚单三阶谱一一对应（图 5），
由此可以初步判断为轴承滚

子出现了故障，建议落修进

一步分解检查。联系技术部门后扣车落

修了该电机，并进行了现场分解检查，

拆解发现第四电机输出端轴承的保持

架脱落（图 6）。

3    结语        

（1）装置主机报警信息显示区域过

小。当出现多轴位报警时，报警信息显

示不全，不方便乘务员调取报警信息，

这就给乘务员提票工作带来了不便。建

议北京唐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软件

升级优化系统界面的操作，即当报警信

息栏出现多轴位报警时，可以通过按装

置主机面板上的“上键”或者“下键”

调阅报警信息。

（2）装置主机显示报警信息时缺乏

“优先显示”机制。例如，当某几个轴

位先出现Ⅰ级报警，其他轴位再出现Ⅱ

级报警时，虽然主机前面板的“报警Ⅱ”

红色指示灯亮，主副机蜂鸣器响，但装

置主机报警信息显示区域已全部显示之

前的Ⅰ级报警信息，乘务员虽然知道机

车发生了Ⅱ级报警，但不知道发生Ⅱ级

报警的轴位和报警类型，不能及时采取

紧急处理措施，给行车安全留下了极大

的安全隐患。建议北京唐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软件

升级设置报警信息的“优先显示”机制，当机车运行过

程中既有Ⅰ级报警又有Ⅱ级报警时，优先显示Ⅱ级报警，

以方便乘务员及时正确处置。

（3）建议取消屏幕保护。当机车出库整备作业和线

上运行时，如果某轴位或接线盒出现问题，若此时装置

主机的屏幕处于屏幕保护状态，乘务员就无法及时发现

问题并联系作业人员处理和预报活项。为了防止机车带

病出库和做到及时预报活项，建议北京唐智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通过软件升级取消屏幕保护。

（4）建议北京唐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通过软件升级对

图 1    DF8B-0090 样本分析图

图 2    DF8B-0090 第 4 电机小齿轮故障图

图 3    DF8B-0241 报警数据浏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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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车传感器冲击异常和测温异常及时做出

提醒，并将相关信息保存在行车数据包中，

以便于检修作业人员分析数据时及时发现

问题并做好故障处理。

（5）建议北京唐智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对装置主机进行升级改造，在其前

面板上加装一个光源感应器，这样装

置主机的系统就会根据光源感应器的感

光强度来调节屏幕亮度，实现装置主机

屏幕亮度的自动控制。在实际工作中，

JK00430 装置主机的屏幕亮度需要车载

监测作业人员人为进行调节，然而这种

调节方式存在一定的弊端。白天作业时

光线较强，要想装置主机的屏幕亮度能

够清晰可见，就得把屏幕亮度调节到很

高，而到了夜间行车时，这样的屏幕亮

度就显得过亮，甚至有些刺眼，这就可

能会给乘务员的瞭望带来一定的影响。

如果车载监测作业人员按照夜间司机室

亮度来调节装置主机的屏幕亮度，在白

天行车时大部分装置主机的屏幕亮度就

会显得过暗，甚至看不清装置主机的轴

温信息和报警信息，更重要的是绝大多

数乘务员都不会调节装置主机的屏幕亮

度。装置主机屏幕亮度过亮或者过暗都

会给行车安全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建

议贵公司能够对 JK00430 装置主机进行

升级改造，以实现屏幕亮度自动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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