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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中国铁路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列车的速度不断提高，

在对机车乘务员驾驶能力要求提升的同时，对铁路机车设

备要求也不断提高。尤其是为了减少列车运行过程中鸣笛

噪声对铁路沿线群众生活的干扰，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

的服务宗旨，电笛的正常使用尤为重要，它既保证了火车

鸣笛原有的警示作用，又大幅降低了火车两侧鸣笛声的限

值，特别是夜间鸣笛声限值 [1]。

在铁路技术管理规程（普速铁路部分）中规定，铁路

信号分为视觉信号和听觉信号，其中听觉信号包括号角和

口笛。响墩、发出的音响和机车、自轮运转特种设备的鸣

笛声。机车、自轮运转特种设备作业中提示注意、相互联

系等应用使用通信设备方式，遇联系不通或危及行车人身

安全时，应采用鸣笛的方式，而机车鸣笛主要分为风笛和

电笛两种，和谐型电力机车具备这两种发声装置，机车司

机可以通过驾驶室内的“风笛”按钮和“电笛”按钮进控

制机车鸣笛。

风笛是指通过空气压缩产生鸣响，用于机车及动车联

络和警示的发声装置。电笛是指用于机车（轨道车）、动

车联络和报警的电驱动音响设备。列车在穿越城市市区、

沿线居民区、各站段、调车场等地区以及在各站段、段内

调车作业时，为了保证安全和作业联络，机车需要鸣笛的

时机多、频次也高 [2]，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列车在运行作

业时鸣笛产生的噪声，目前大部分列车使用高指向性电

笛来完成各项作业任务。根据相关国家标准的要求 [3]，铁

路线路中心线两侧 30m 噪声限制标准为昼间 70dB，夜间

65dB，突发噪声不超过限值 12dB。这种电笛喇叭声音集

中向前，相比于风笛，大幅降低了列车两侧鸣笛声限值，

且对线路两侧居民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同时列车的示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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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信号对道口周边区域造成的噪声影响低于国家标准的

有关规定 [4]。本文以中国铁路和谐型电力机车电笛为研究

对象，根据机车电笛在铁路运行线上所遇到的故障现象，

分析故障原因、排除故障，并通过总结提炼，提出解决和

谐型电力机车电笛故障处理的措施，并为机车出库前确保

机车电笛正常工作提出建议，为中国铁路机车运行安全提

供了有力保障。

1    和谐型电力机车电笛相关技术要求

电笛按功能分为控制器和扬声器两部分。

电笛的额定工作电压为 DC 110V。

电笛在下列使用环境条件下，应能正常工作：

（1）海拔不超过 2500m ；

（2）最低环境温度为 -40℃，最高环境温度为 70℃，

允许在 -50℃存放；

（3）最湿月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小于或等于 90%（该

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为 25℃）；

（4） 振 动 和 冲 击 环 境 符 合 GB/T 21563-2008/IEC 
61373:1999 中的 1 类 A 级车安装设备的规定；

（5）机车外界的雨、雪、风、沙尘环境。

电笛功能要求：

（1）电笛各控制键、按钮等机构应正常；

（2）无杂音及电啸声。

2    和谐型电力机车电笛故障现象

中国铁路和谐型电力机车在铁路线路上正常行驶的时

候，机车车顶电笛出现不响的情况，机车缺失了鸣笛警示

笛功能，尤其是在进出站或者通过道口时，影响了机车运

行安全。机车乘务员在合电的状态下，再次闭合驾驶工作

台面鸣笛按钮开关，机车车顶电笛不响。在《铁路技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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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规程》（普速铁路部分）第 460 条规定了听觉信号的鸣

示方式，听觉信号，长声为 3s，短声为 1s，音响间隔为

1s，重复鸣示时，须间隔 5s 以上 [5]。机车、自轮运转特种

设备在遇联系不通或危及行车人身安全的时候，应采用鸣

笛方式。在驾驶机车过程中，机车电笛不能正常鸣示，严

重影响到了机车乘务员对路口行人及进出站的警示，给铁

路运行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3    和谐型电力机车电笛故障原因分析

3.1    确认是否有 110V 电源输出
在机车合电的状态下，检查驾驶员台面电笛按钮开关

=74-S185（图 1）是否正常，检测是否有 110V 直流电电

源输出。

3.2    确认电笛是否损坏
机车合电状态下，将驾驶员台面电笛按钮开关闭合，

查看机车车顶电笛插头是否有 12V 交流电。若有电，检

查电笛（图 2）；若无电，检查相关线路，确认自带线

740427.04 和 740422.07 之间是否有 12V 交流电。

3.3    确认电笛相关线路是否有电
机车合电状态下，将驾驶员台面电笛按钮开关闭合

上，查看车顶电笛插头是否有 12V 交流电。若无电，检

查相关线路。结合图纸查看中柜门处插头与插座 =91-
X111.11 的 K4 点和 =91-X111.21 的 D4 点之间是否有

12V 交流电（图 3）。

3.4    确认限鸣控制器状态是否正常
机车合电状态下，将驾驶员台面电笛按钮开关闭合，

查看机车的机械间限鸣控制器状态是否正常（图 4）。

3.5    确认低压柜是否有电源输出
机车合电状态下，将驾驶员台面电笛按钮开关闭合，

检查机车的机械间低压柜内 =92-X143.37 端子排的 68 点、

67 点、73 点（图 5），确认是否存在虚接或接触不良等现象。

并使用万用表检查是否有电压输出。

3.6    确认接触器是否正常
在机车合电状态下，将驾驶员台面电笛按钮开关闭合，

检查机车的机械间低压柜内 +143.02 处的 =74-k11 接触器

是否正常（图 6）。

4    和谐型电力机车电笛故障处理措施流程

第一步，在机车合电状态下，检查驾驶员台面电笛按

图 1    电笛按钮开关

图 2    电笛

图 3    插头与插座

图 4    限鸣控制器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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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重新连接紧固。第六步，检查机械间低压柜内 +143.02
处的 =74-k11 接触器是否正常，如果接触器故障，则进行

更换接触器。

5    结语

从全国铁路路网建设现状来看，2020 年全国铁路营业

里程 14.63 万千米，截至 2021 年底，铁路营业里程突破 15
万千米。但从我国铁路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铁路

里程发展仍处于一个上升阶段。不仅如此，其中高铁里程

3.79 万千米，位居世界第一。随着我国铁路行业的迅速发

展，中国铁路不断走出国门，中国高速铁路也成为中国在

世界上的一张名片。因此，确保铁路行车安全至关重要。

铁路机车车辆驾驶员在驾驶机车时，要不间断地瞭

望，同时要“手比眼看，呼唤应答”，识别色灯信号、

机车信号，观看仪表，车机联控，注视线路是否正

常等工作，尤其是在通过路口的时候，遇到行人、

车辆和线路作业员要及时鸣笛警示 [7]，确保不出现

人身事故的发生。本文从机车电笛按钮开关、限鸣

器、接触器状态等多方面分析了导致风笛不响的原

因，在机车出库之前，能够将此类问题防患于未然，

认真做好机车风笛定期检修和保养工作，及时处理

机车风笛线路及绝缘老化问题，降低机车风笛故障

的发生。风笛不响的情况彻底消除，才能发挥机车

风笛的作用，确保铁路安全运输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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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低压柜内接线端子

图 6    线路图

钮开关是否正常，是否有 110V 直流电电源输出，如电笛

开关损坏，则更换开关。第二步，上一步若有电源输出，

将驾驶员台面电笛按钮开关闭合，查看车顶电笛插头是否

有 12V 交流电。若有电，检查电笛，如电笛损坏，则需要

更换电笛 [6] ；若无电，检查相关线路，自带线 740427.04
和740422.07之间是否有12V交流电。第三步，结合第二步，

若车顶电笛插头无 12V 交流电，检查相关线路。结合图

纸查看中柜门处插头与插座 =91-X111.11 的 K4 点和 =91-
X111.21 的 D4 点之间是否有 12V 交流电，如线路虚接或

中断，则进行更换线路。第四步，将驾驶员台面电笛按钮

开关闭合，查看机械间限鸣控制器状态是否正常，如限鸣

控制器状态异常，则将限鸣器恢复为正常状态。第五步，

检查机械间低压柜内 =92-X143.37 端子排的 68 点、67 点、

73 点是否存在虚接或接触不良等现象，并使用万用表检

查是否有电压输出，如无输出电压，则将虚接或接触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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