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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 《铁路机务设备设计规范》等
    12个铁路工程建设标准的通知

铁建函[1998) 253号

    《铁路机务设备设计规范》(TB 10004-98),<铁路车辆设

备设计规范》(TB 10005-98),《铁路电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
(TB 10009-98),《铁路给水排水设计规范》(TB 10010-98),

《铁路房屋建筑设计标准》(TB 10011-98),《铁路房屋暖通空
调设计标准》(TB 10056-98),《铁路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设计

规范》(TB 10057-98),《铁路工程劳动安全卫生设计规范》
(TB 10061-98),(铁路电力牵引供电远动系统技术规范》(TB
10117--98),《铁路电力牵引供电施Z规范》(TB 10208-98),

《铁路钢桥制造规范》(TB 10212-98)和《铁路工程环境保护设
计规范》(TB 10501-98)计12个标准，经审查，现批准发布，

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届时，(铁路机务设备设计规范》
(TBJ 4-85),(铁路车辆设备设计规范》(TBJ 5-85),《铁路电
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TBJ 9-85),《铁路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门BJ 10-85),《铁路房屋建筑及暖通空调设计规范》(TBJ 11-

85),《铁路电力牵引供电施工规范》(TBJ 208-86),《铁路钢桥
制造规则》(TBJ 212-86)和《铁路工程环境保护技术规定》
(TBJ 501-87)计8个标准废止。

    以上标准由部建设司负责解释，由铁道出版社和建设司标准
科情所组织出版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一九九八年九月七日



前 言

    本规范是根据铁道部铁建函(1995) 181号《关于下达一九

九五年铁路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等六项编制计划的通知》的要求，
在《铁路车辆设备设计规范》(TBJ 5-85)基础上，对其部分内

容补充修订而成。
    本规范共分5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车辆段、车辆运用

设备、车辆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和车轮厂等。
    本次修订重点补充了有关机保段规模及检修间、车辆运用

段、客车空调检修设施、机械保温车加油站、车辆红外线轴温探

测系统和洗罐所等部分条文内容。
    本规范由铁道部建设司负责解释。在执行本规范过程中，如

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及有关资料寄交铁道部第四
勘测设计院(武汉市武昌区杨园街和平大道673号，邮政编码:

430063)，并抄送铁道部建设司标准科情所 (北京市朝阳门外大
街227号，邮政编码:100020)，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规范主编单位: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
    本规范参加单位: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铁道部第二勘测

设计院、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铁道部专业设计院。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黄进昌、蔡援朝、潘锡祺、盛志洪、韩

儒铺、员虎、李怀增、闭永明、张海瑞、李永增、冯全在、孙松

云、刘文俊、覃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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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为统一铁路车辆设备设计技术标准，贯彻国家有关技术
方针政策，使设计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制定本

规范。

1.0.2本规范适用于国家铁路网中标准轨距铁路的车辆设备设
计。

1.0.3 为适应铁路车辆定期检修和运用维修的需要，应设车辆

段、客车技术整备所、列车检修所、站修所、洗罐所、机械保温
车加油站、车辆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车轮厂等车辆设备。
1.0.4铁路车辆设备设计年度同铁路设计年度，分为初、近、

远三期或近、远两期。初期为交付运营后第三年，近期为交付运
营后第五年，远期为交付运营后第十年。车辆设备的设计应初、

近、远三期结合，以近期为主，按远期规模预留发展条件。
    对于可以逐步改、扩建的建筑物和设备，应按近期运量考

虑，其中对运营干扰不大的建筑物和设备，可按初期运量确定。

对于不易改、扩建的建筑物如修车库、主要检修厂房及段、所的
总平面布置等，应按远期运量确定。

1.0.5车辆设备应根据车辆定期检修与运用维修的工作量、扣
车条件、机车交路、运输要求及相关车辆设备等因素，并结合车

辆技术发展和路网规划进行设计。

    确定车辆设备设计方案时，应作技术经济比较，选择最佳方

案。

1.0.6 车辆设备在改扩建时，应充分利用既有设备，力求减少
拆迁、废弃工程。

    对改扩建的车辆设备，应避免或减少施工对既有车辆设备的
影响及干扰。



1.0.7 机械设备的配备，应优先采用国家标准系列产品，严禁
采用国家公布的淘汰产品。选用专用设备，应优先采用标准设

计，其中涉及人身、行车安全者，须经有关部门鉴定，方可采
用。

1.0.8 车辆设备设计，应采用先进合理的检修工艺与作业方式，

提高作业效率，减轻劳动强度，注重经济效益。

1.0.， 车辆设备及其通外道路、供电、供水、排水、通信等设

施，应与所属铁路工程同期设计、施工、验交。

1.0.10 车辆设备在站场上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便于取送车辆或车底，出人段 (所)的线路，避免切割
正线，减少与列车到发进路的干扰;

    z 避开地质不良地段，并注意地形、地貌和环境气象条件;

    3便于各种管线的引人和内外道路相连通;
    4 有良好的自然排水条件;

    5 保障安全、方便生产，并考虑生活的便利条件;
    6 便于远期发展。

1.0.11车辆设备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

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2 车 辆 段

                  2.1 分类布局及规模

2.1.1 车辆段包括客车车辆段、货车车辆段、客货车混合车辆

段、罐车车辆段、机械保温车车辆段、车辆运用段 (以下分别简
称:客车段、货车段、混合段、罐车段、机保段、运用段)。

2.1.2客车段应设在配属客车300辆及以上(包括委修段配属
客车)的客运站地区。

    货车段的设置应根据段管范围的货车保有量、扣车条件、相
邻车辆段的分布情况等因素确定，其位置应设在有车辆解编作

业、空车集结并便于扣车的编组站、港口及厂矿工业站所在地，

必要时也可设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区段站。

    混合段宜设在配属客车200辆及以上 (包括委修段配属客

车)且远期客运量发展不大以及货车段修年工作量1 800辆左右
的地区。

    罐车段、机保段的设置由铁道部确定。
    运用段可设在不宜设车辆段，但运用维修任务较重，又需管

辖一定范围车辆运用设备的区段站或较大客运站。运用段不宜单
独设置，应与站修所或客车技术整备所设置在一起。

2.1.3 车辆段的规模应根据修程、检修周期、修车工作量和修
车时间等因素确定。客车段宜采用6一12台位，但不应小于4台
位;货车段宜采用9一18台位，但不应小于6台位;机保段宜采

用10-15台位，但不应大于20台位。
2.1.4 车辆段 (不含运用段)应按下列工作范围设计:

    1 车辆的段修和加装改造;

    2 车辆的部分事故性临修;
    3 段管范围内设备、机具的中小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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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铁道部规定由车辆段生产的部分车辆零配件及供应段

管的车辆设备所需要的材料、备品;

      5

      6

      7

      S

2.1.5

      1

      2

      3

检修;

      4

客车空调三机的大修基地由铁道部确定;
根据铁道部指定，部分货车段还应承担特种车型的段修;
罐车段还应承担配属罐车的运用维修和洗罐作业;

机保段还应承担配属机械保温车和车组的运用维修。
运用段应按下列工作范围设计:

负责供应段管车辆设备所需的材料、备品;
车辆运用维修;

配属客车的管理、技术整备、乘务以及外属客车出人库

2.2.1

      1

      2

扰;

      3

段管范围内设备、机具的日常维修。

              2.2 总平面布里

车辆段的总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具有先进合理的检修工艺流程;
车辆进出、配件运送、材料存取等应便捷，避免交叉干

各辅助生产间应以修车库和转向架间为中心，根据工艺

流程与生产性质按系统布置。与修车库和转向架间关系密切的辅
助生产间，宜布置在其侧跨或靠近的地点;

动力车间应邻近负荷中心，其房屋建筑宜分别单独设置;

产生噪声、冲击震动的车间应避免影响其他车间，产生

月
，

种乃

粉尘及有毒、有害气体的车间应布置在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6各建筑物之间的布置，除应符合防火、道路、排水、管
线架设及绿化等规定外，尚应考虑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和自然通

风，布置整齐、紧凑，并留有发展用地;
    7 锅炉房附近应设置煤场、渣场;废钢铁堆场应设在便于

装车且较隐蔽的地方;根据环境保护要求，车辆段应设污水处理

设施，其位置应统筹安排，当设在段内时应设在全段较偏僻且污
    ·4



水进出流向方便的地方;
    8 当客车技术整备所或站修所与车辆段设在一起，或机保

车辅修与机保车段修设在一起时，动力车间和性质相同的辅助生
产间，宜兼顾共用。

2.2.2 馄合段宜分别设置客、货车修车库。辅助生产间宜客、
货车兼顾共用。

    远期客、货车有分开建段的可能时，主要建筑物和设备应便

于向单一段过渡。

2.2.3 机保段宜设置机械车、保温车联合修车库，当条件受限
制时也可分别设置机械车、保温车修车库。

                    2.3修 车 库

2.3.1修车库的型式应根据修车工作量、作业方式、检修工艺
等因素并结合地形和气象条件进行设计。

2.3.2 车辆段应根据车种设置不同的修车库— 客车修车库、
货车修车库、罐车修车库、机保车修车库 (以下分别简称:客车

库、货车库、罐车库、机保车库)，其主要尺寸应符合下列要求:

    1修车库跨度应符合表2.3.2的规定:

                      裹2.3.2 修车库踌度

库 别 修车线数且 (条) 跨 度 (m)

客车库、机保车库
2 21

3 27

货车库、姚车库
2 18

3 24

    2 修车库长度应根据修车台位数和作业方式等因素确定:
客车库每线不宜超过4台位;货车库、罐车库每线不宜超过6台
位;机保车库每线不宜超过5台位。

    3 修车台位的车辆计算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客车:26.5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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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车:16.50 m;
    罐车:12.00 m;

    机械车:21.00 m;
    保温车:22.00 m.
    4 桥式起重机走行轨顶面至库内线路轨顶面的高度，应根

据车辆限界、架车高度、车顶作业需要、起重机结构尺寸和操纵

室位置等因素确定。其高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客车库、保温车库不得小于8.40 m;
    货车库、罐车库不得小于7.80 m;
    机械车库不得小于9.00 m.

2.3.3修车库设计其他要求:
    1 修车库宜采用横向天窗;

    2修车线应平直，轨顶面宜高出地面20 mm;
    3 检修罐车和冰保车的修车库，其进出车的库门净空高度

不应小于5.50 m.

2.3.4客车库前的平直线段长度不应小于60.00 m，库前应有
不小于35.00 m长，与库同宽的混凝土地面。

    货车库、罐车库前的平直线段长度不应小于40.00 m，库前

应有不小于25.00 m长，与库同宽的混凝土地面。

    机保车库前的平直线段长度不应小于50.00 m，库前应有不
小于30.00 m长，与库同宽的混凝土地面。

2.3.5客车库、机保车库应设电动架车机和10t电动桥式起重
机。

    货车库应设风动架车机和10 t电动桥式起重机。

2.4 转 向架 间

2.4.1客车段、机保段转向架间宜按定位检修设计，货车段、

罐车段转向架间宜按流水检修设计。转向架检修台位数或工位数

应根据检修工作量、检修时间及不均衡性等因素确定。
2.4.2 客车段、机保段转向架间应设10 t电动桥式起重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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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行轨顶面距转向架检修线轨面的高度宜采用7.20 m.
2.4.3 货车段、罐车段转向架间应设5t电动桥式起重机，其

走行轨顶面距转向架检修线轨顶面的高度宜采用6.60 m.

                    2.5 机保段检修间

2.5.1机保段主要检修间还应包括柴油机、电机、制冷机等检
修间。

2.5.2 柴油机、电机、制冷机检修间应按下列工作范围设计;

    1主、辅柴油机的二级修，三级修和运转试验;
    2主、辅发电机和各种交直流电动机的检修、试验;

    3 制冷机组的检修和试验;

    4 车轴发电机的检修和试验;

    5 电气设备和电冰箱等生产、生活电器的检修;
    6 柴油发电机组、制冷机组的辅修。

2.5.3 机保段检修间的规模应根据检修工作量、作业方式、检

修时间及不均衡性等因素确定。

2.5.4 柴油机检修间应设清洗、检修、试验等分间。

    柴油机检修分间、试验分间应设5t电动桥式起重机，柴油
机清洗分间应设3t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其走行轨顶面距室内

检修线轨顶面或地面高度宜采用6.00 m.
    柴油机清洗分间、试验分间应单独设置，并应设轨道与柴油

机检修分间相通。

2.5.5 电机检修间应设3t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其走行轨顶

面距室内检修线轨顶面或地面高度宜采用5.40 m，与柴油机检

修间合建时宜采用6.00 m.
2.5.6制冷机检修间应设3t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其走行轨
顶面距室内地面的高度宜采用5.40 m，与柴油机检修间合建时

宜采用6.00 m.

2.5.7 柴油机检修间、电机检修间、制冷机检修间，应根据地

形条件和工艺流程采用合建或单建，其跨度宜采用15.00 m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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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m.

2.6 其他检修间及辅助生产间

2.6.1其他检修间应包括钩缓、配件加修、轮轴、滚动轴承、
锻工、机械钳工、木工间等，其面积和设备的配备应与检修工作

量相适应。

    客车段和机保段不宜单独设置电镀间，必须设置时，应征得

铁路和当地环保及有关部门的同意。
    当所在地区有相同的生产、维修中心时，应充分利用。

2.6.2 辅助生产间包括锅炉房、压缩空气站、化验室、计量室、

材料库等，其面积和设备的配备应与段修规模相适应。
2.6.3 各检修间应根据质量标准、检修工艺、检修工作量，按

集中检修和配件互换的原则设计。
2.6.4产生有毒或有害气体的车间，应设通风净化装置。有腐
蚀性气体、液体或有特殊需要的车间，其地面、墙壁、构配件及

有关设施应有防腐、防渗等相应措施。

2.7

2.7.1车辆段应设修车线、
线、整备线、机车走行线、

路，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其他设施

存车线和装卸线，根据需要设牵出

洗罐线、调梁线、调机停留线等线

    1存车线线路坡度不应大于1.5%o，存车线之间及线群外

侧 (距线路中心3.00 m范围)应以细道碴填平至轨底。

    客车段存车线长度应按1.5-2.5倍修车台位数乘车辆计算
长度26.50 m计算确定。

    货车段存车线长度应按2--2.5倍的日修车辆数乘车辆平均
长度14.00 m计算确定。

    机保车存车线长度应按机保段配属机保车组数的20%计算
确定。

    客车段、货车段 (罐车段)存车线不宜少于两条，当规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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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或地形困难时可设一条。

    2 机保车辅修线、存车线宜采用贯通式布置，在条件困难

时应设尾部牵出线。

    机保车辅修线应设两条，并设辅修棚及相应的起重设备。

2.7.2 车辆段宜设调车设备。
2.7.3 车辆段的配件加修、钩缓、设备维修、轮轴、滚动轴承
等检修间和存轮棚，应设相应的起重、运搬设备。

2.7.4 车辆段应设存轮棚，大风砂地区还应设围护结构，其面
积应根据轮对供应情况、修车工作量和自修轮对能力等因素确

定。

2.7.5 检修罐车的车辆段，当附近无洗罐所可利用时，应设洗
罐设备。洗罐设备的内容及要求应符合本规范第3.5节的规定。



              3 车辆运用设备

                  3.1客车技术整备所

3.1.1 客车技术整备所应设在始发、终到旅客列车6对及以上

(不包括市郊列车)或配属客车90辆及以上的客运站附近。

3.1.2 客车技术整备所应按下列工作范围设计:
    1承担本属旅客列车的检车乘务工作;

    2 按铁道部规定的出库质量要求，对人所旅客列车车底进
行检查、修理和试验;

    3 承担本属客车的管理及防寒、防暑和节日前的整备;
    4 承担本属客车的辅修和车电机具、车电固定设备的定期

检修，客车发电机和蓄电池的大修;
    5 承担本、外属客车的摘车临修;

    6 负责本属客车的厂、段修接送和交验时客车技术状态及
备品的交接。

3.1.3 配属空调客车的客车技术整备所应设空调三机中、小修
检修设施，其检修及运用维修应按下列工作范围设计:

    1本属空调客车、发电车的乘务;
    2 本属客车空调三机的日常维修和保养;
    3 人所客车空调三机的临修;

    4人所空调客车、发电车补充燃料油、润滑油和冷却水;
    5 负责办理本属客车空调三机大修的接送和交验时三机技

术状态的检查及备品的交接。

3.1.4 客车技术整备所配属空调客车达50辆及以上时，应设空

调车间;50辆以下设空调间。
3.1.5客车技术整备所应设整备线、存车线和临修线，并根据
需要设转向线、牵出线、装卸线和机车走行线等。配属空调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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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应设空调客车检修线。

3.1.6 整备线数量应按始发、终到旅客列车对数乘表3.1.6的
整备线配置系数确定。

                    表3.1.6 整备线配置系教

始发终到旅客
  列车对数

6-9 10-18 19-26 27-52 53及以上

配置系数 0.7 0.65-0.550.55-0.45 0.45-0.4 <0.4

注:1 市效列车整备线的数量，可按市效列车车底数的50%另行配置;
    2 铁路局、直辖市或省 (自治区)首府所在地的客车技术整备所，宜增设
      临客列车整备线一条。

3.1.7 整备线的长度不应小于整备车底全长加安全距离10.00
m及调车作业连挂的长度20.00 m，并应为平直线路。

    整备线中的一条或两条，尚应增加拉钩检查的距离10.00
mo

3.1.8 整备线与整备线 (或存车线)的线间距宜采用6.00 m;

当线间设有电杆或灯桥柱子时，应采用7.00 m.

3.1.9 存车线的总长度应根据非运用客车辆数乘客车计算长度
26.50 m确定，存车线的线间距宜采用5.00 m，线路以细道碴
填平至轨底。

3.1.10冬季采暖室外计算温度在一20℃及以下地区应设客车
整备库;炎热地区整列空调客车整备线宜设整备棚;其他有特殊

需要的地区亦可设整备库或整备棚。

    整备库 (棚)内的整备线数量可按整备线总数的25%一

35%设计。
3.1.11客车整备作业场地的主要设施及要求:
    1 整备线应采用宽混凝土枕铺设，其线间和线群外侧 (距

线路中心4.00 m范围)的作业场地应设硬化地面，并应有良好
的排水设施;

    2 整备线群的两端或一端，应铺设横向运输道路;

    3 整备线中应根据需要设检修地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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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整备场应设列车制动机试验设备、外接电源、压缩空气
及水管道等设施;
    5 整备线、空调客车检修线、存车线及临修线上应设带脱

轨表示器的固定式脱轨器;

    6整备场应设照明设施，整备线6条及以上时应设灯桥照
明;

    7 整备场两端平交道处适当位置应设消防设施;
    8 当整备场处于落雷地区时，应设防雷装置。

3.1.12 客车技术整备所应设一台位或两台位的临修线一条，其
作业段平直线长度由计算确定，但最长不应大于120.00 m.
    临修线与整备线的线间距宜采用10.00 m，临修线与存车线

间距宜采用8.50 m.
3.1.13 临修线上应设临修棚，室外采暖计算温度在一9℃及以
下地区或大风沙地区应设临修库。棚 (库)跨度一线宜采用

9.00 m，长度应根据临修换轮及车辆计算长度26.50 m计算确
定。

3.1.14客车技术整备所根据检车乘务、技术整备、临修、定期
检修、客车空调三机的中、小修等作业需要，应配置与工作量相
适应的生产及辅助生产房屋。

3.1.15空调客车检修线上应设检修栩，室外采暖计算温度在一
9℃及以下地区或大风沙地区应设检修库。
3.1.16 空调客车检修线的长度，应根据空调客车检修作业范
围、工作量计算确定，并应为平直线路。

3.1.” 空调客车检修棚 (库)和临修棚 (库)合并设计为两线
综合检修棚 (库)时，棚 (库)跨度宜采用18.00 m，长度应根
据作业范围、工作量、车辆计算长度26.50 m计算确定。
    棚 (库)内应设10t电动桥式起重机，当客车段和客车技

术整备所合建在一起，段内具备吊装柴油发电机组的能力时，综
合检修棚 (库)可设5t电动桥式起重机。起重机走行轨顶面至

检修线轨顶面高度宜采用8.4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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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棚 (库)内临修台位应设条型架车基础。空调客车检修线应

设检修地沟，地沟应有良好的排水设施。

    棚 (库)内应设各种管线路和与空调客车用电量相适应的独
立三相电源。

3.1.18 配属空调客车的客车技术整备所宜设卸油、储油和油料
发放设施。储油设施的容量可根据配属发电车数量、运行距离、

贮油天数及耗油综合指标等因素计算确定。

                  3.2 旅客列车检修所

3.2.1旅客列车检修所 (简称客列检所)应设在始发、终到旅

客列车6对及以上的客运站、更换机车的客运站以及有特殊需要
的车站。

3.2.2客列检所的房屋应靠近车站运转室，并根据需要在中间
站台上设置待检室。客列检所房屋室内地面不应低于旅客列车到

发线轨顶面标高。当房屋设置为线下式时其楼层应有通往站台的
平栈桥。

3.2.3 客列检所应设值班员室、待检室、交接班室、料具室、

办公等房屋及设施。列检值班员室宜设于楼上，并应便于FA望现
场。

3.3 货物列车检修所

3.3.1货物列车检修所 (简称列检所)应根据铁路运输发展全
面规划、统筹兼顾，并结合机车交路、站型、线路特点、车辆技
术状态及铁路管理现代化的发展，在保障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合理
设置。

3.3.2列检所根据检修范围、工作性质划分为主要列检所、区
段列检所二类。

3.3.3 列检所及派驻机构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主要列检所应设在解编作业量大的编组站、或距编组站

较远而作业量大的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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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区段列检所应设在解编作业量较少、有调中转列车较多

的车站。实行长交路的区段，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区段列检所;

    3根据车站装卸车数、长大下坡道、工矿企业线 (含地方
铁路线)技术交接情况及有特殊需要的地点可设置装卸检修所、
制动检修所、技术交接所等列检所派驻机构。
3.3.4列检所在站场上的位置，应设于车场外侧中部，并在车

场适当位置设待检室。房屋室内地面不应低于车场线路轨顶面标

高。

3.3.5列检所在站场的主要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列检作业线间 (包括两轨间)及线群外侧 (距线路中心

3.加m范围)应以细道碴填平至轨底;
    2列检作业的车场两端或一端应铺设横向运输道路，并与

列检所、站场道路相连接;
    3在到达场、出发场和到发场及任务量较大的区段列检所

车场到发线范围内应设纵向运输小车轨道或硬质路面道路，所处

相邻到发线的线间距应按6.00 m设计，当列检作业线为6条及
以下时设一条，6条以上时设两条;
    4 列检作业线上应设带脱轨表示器的固定式电动或手动脱

轨器;

    5主要列检所或每班 (12 h)到发列车 (不包括无调中转

列车)8列及以上的区段列检所应设列车制动机试验设备;
    6列检作业的车场应设照明设施，当列检作业线为6条及

以上时应设灯桥照明。

3.3.‘ 列检所根据其种类及规模应设值班员室、交接班室、浴
室、料具室、更衣休息室、办公室、待检室等房屋，并配备相应

的设施。列检值班员室宜设于楼上，并应便于晾望现场。
    列检所尚应根据需要设压缩空气站、‘列车试验器室等房屋及

其配套设施。
    列检所派驻机构应设工作间、料具室、休息室等房屋及必要

的工器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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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每天摘车临修1-3辆且有列检所的车站可设带有架重车
基础的边修线一条，并配备料具间及电焊机、架车机具等房屋及

设备。边修线与相邻线间距不应小于8.00 m.

                    3.4 站 修 所

3.4.1 站修所应设在站修任务量每日9辆以上且摘车临修3辆

以上并有列检所的车站。

3.4.2站修所应设修车线及修车棚，冬季采暖室外计算温度在

一20℃及以下地区或大风沙地区应设修车库。
    20台位及以上的站修所宜设存车线、牵出线和调车设备。

3.4.3 站修所修车棚 (库)应设10 t电动桥式起重机。其走行
轨顶面至修车线轨顶面高度宜采用7.20 m.

3.4.4 修车棚 (库)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修车棚 (库)的跨度应为两线18.00 m，三线24.00 m;

    2 修车棚 (库)长度应按每台位18.00 m计算确定;
    3 修车棚 (库)内线路两侧应设条型架重车基础;
    4 修车棚 (库)内应设各种管线路，严禁利用修车线钢轨

作电焊二次线回路，棚 (库)内应有照明设施。

3.4.5 站修所的房屋和设备，应根据其工作范围、规模以及与
车辆段的距离等因素设置。

3.4.6 站修所应设存轮棚，其位置宜设在修车棚的尾部。当与
车辆段合建时，站修所不宜单独设置存轮棚。

3.4.7 承担专列罐车整备工作的站修所，应设整备线和存车线。
    整备线的数量，应根据配属列数、运行周期、整备时间及运

输不均衡性等因素确定，其平直线段长度应按专列罐车编挂辆

数、车型、安全距离等确定。
    整备线间距离宜采用6.00 m，其线间 (包括两钢轨间)及

线群外侧 (距线路中心线3.00 m范围)应以细道碴填平至轨底，
且排水良好。

    整备作业场应设压缩空气管道和照明设施，当整备线6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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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时应设灯桥照明。

    整备线两端或一端应设宽3.50 m横向运输道路，并与外界

道路相连接。

    存车线的数量及长度，可根据运输不均衡性和配属情况等因

素确定，其线间距离可采用5.oomo

3.5 洗 罐 所

3.5.1洗罐所的设置地点应根据运输要求以及相邻铁路有关洗
罐设备的分布统筹规划，合理设置。

3.5.2 日检修罐车达4辆的货车段及日检修罐车达6辆的站修
所，当附近无洗罐设备可利用时应设洗罐所。

    洗罐所宜与车辆段或站修所合建;当作业量大，不具备合建
条件时亦可单独设置。

3.5.3 洗罐台位数可按日均检修罐车辆数的12进行设计，但
不应小于2台位。

3.5.4 洗罐所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设在车辆段或站修所内较偏僻处;
    2符合防火防爆及环境保护要求;

    3有利污水的处理及排放;
    4布置在常年主导风向的下风侧。

3.5.5洗罐所的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洗罐所平面布置应满足先进合理的洗罐工艺要求;
    2 生产、生活设施应分区布置，并应符合环境保护及安全、

卫生的要求;
    3与车辆段或站修所合建时，设备、动力设施等宜兼顾共

用。

3.5.6 洗罐所应设洗罐线及洗罐棚，位于冬季采暖地区应设洗

罐库或封闭式洗罐台、并应设真空泵、水泵、机具管线维修、擦
拭材料再生、消防器材存放等分间。必要时可设油泵间。

    洗罐所与车辆段合建时，应设待洗车存放线，其长度宜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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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洗罐台位数乘车辆计算长度12.00 m计算确定。

3.5.7洗罐棚 (库)的主要尺寸及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洗罐棚 (库)的跨度:
      1)设一条洗罐线时采用9.00 m;

      2)设两条洗罐线时采用15.00 m.
    2洗罐棚 (库)的长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L二12T+6

式中 L- 洗罐棚 (库)长度，m;
      12— 车辆计算长度，m;

      T— 每条线的洗罐台位数;
      6一一梯子和通道占用的长度，mo

    3洗罐棚 (库)内净高宜采用7.80 m.
    4洗罐棚 (库)内应设洗罐台及排水、排油设施的整体道

床、吊挂设备、真空罐;洗罐台上应设鼓风、真空抽吸和汽、水

管道及渡板;洗罐库还应设置全面通风及局部通风设施。

3.5.8洗罐所应有下列附属设施:
    1洗罐所应设真空泵、水泵及热水罐，根据需要配备贮运

设备及油泵;

    2 洗罐所应设污水隔油处理设施，当附近无污水处理场可

利用时，尚应设污水处理场;

    3 根据需要设置废油收集及处理设备;

    4 当附近无汽源可利用时，应设锅炉房;
    5 当无调机可利用时，应设牵车设备;
    6 单独设置的洗罐所应设设备维修间、化验室。

3.5.9单独设置的洗罐所应设更衣休息室、浴室、就餐间、卫
生室、办公室等房屋。

3.5.10洗罐棚 (库)、油泵间等爆炸、火灾危险的场所，各种
油管及贮油、输油设备均应有防静电和防爆装置;机电设备和电

器应选用防爆型产品;洗罐区范围应有防雷装置和洗罐所的围护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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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机械保温车加油站

3.6.1机械保温车加油站 (简称加油站)应设卸油线、加油线。
当设专用加油线时，卸油线应与之共用。加油线有效长度应按机

保车最大车组长度、机车长度、隔离车辆数及列车安全距离等因
素确定。

3.6.2 加油站应设柴油库和润滑油库，并配备相应的卸油、加
油及计量设备。柴油库储油罐数量应根据日耗油量和贮油天数及

品种规格确定，一般3一4个。每个容积60矽 为宜。柴油库形
式应根据地形地貌和罐体形式确定，卧式油罐宜地上设置。
    设置油库应征得铁路和当地有关部门同意。

3.6.3 加油站应设油泵间、机油库、配电间、储藏室、值班巡
守室等房屋及消防安全设施。

3.6.4 加油站应设生产、辅助生产设施及相应的输水管道系统。
3.6.5 加油站油至间、值班巡守室应设通信设旅。



4 车辆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

4.0.1 红外线轴温探侧系统宜由查询中心、监测中心、探测站、

复示站和探测网构成。

4.0.2探测站站间距离应结合车站位置，线路平、纵断面，长

大隧道、桥梁等综合因素进行设计。在进人干线铁路的其他铁路
线接轨点前方应设置红外线轴温探测站。
4.0.3 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应配备相应的维修设备。
4.0.4 权测 系统 中的列扮 所所在站可设置其他安全枪测设备 。



5 车 轮 厂

5.0.1 车轮厂应设在铁路局管辖范围内使用轮对较集中的地方。
5.0.2 车轮厂的规模应根据轮对修理工作量和工作班制等确定。

工作班制可按两班制设计。
5.0.3 车轮厂应设轮对加工、滚动轴承检修、滚动轴承轮对组

装、设备维修、动力设施、计量、化验等生产房屋和存轮棚 (包
括选料场)，以及辅助生产房屋，并配备相应的设备。
    车轮厂还应设轮对装卸线。

5.0.4 轮对加工间应根据工作量及设备布置形式确定，并满足

铁路车辆的进出要求，其跨度宜采用18.00 m或21.00 m。室内
应设两台5t电动桥式起重机，其走行轨顶面至室内线路轨顶面
的高度宜采用6.60 m.

    存轮棚内应设5t电动桥式起重机，其走行轨顶面至存轮线
轨顶面高度宜采用6.60 m.



          附录A 本规范用词说明

    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
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A.0.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A.0.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A.0.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词: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铁路车辆设备设计规范》
              条 文 说 明

    本条文说明系对重点条文的编制依据、存在的问题

以及在执行中应注意的事项等予以说明。为了减少篇

幅，只列条文号，未妙录原条文。

1.0.1车辆设备设计，应贯彻少占农田、节约用地、节约能源
和合理利用能源的方针。为车辆设备配套的环境保护、工业卫
生、劳动安全等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产。

1.0.3 铁道车辆的定期检修和运用维修应贯彻预防为主，检修

和运用维修并重的方针。铁路基本建设，应按本规范要求，设置

相应的车辆设备。

    本规范是在1985年8月27日以(85)铁基字925号文批准的
部标准《铁路车辆设备设计规范》(TBJ 5-85)基础上，根据车
辆事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原规范进行全面修订，增加

了定期检修和运用维修的部分车辆设备，改写和调整了某些章

节，具体增减情况如下:

    1增加了运用段的有关条文。
    2增加了洗罐所一节。路内罐车虽然没有商务性洗刷，但

仍有检修洗，还需要进行洗罐设备的设计，因此增加洗罐所的名
称及基本设计要求。

    3 改写了机保车加油站和红外线轴温探测设备检测所。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冷藏运输越来越多，机保车加油站的
建设也日益增多，但原规范中仅有3条，内容远不能满足加油站

设计的需要。

    鉴于目前为保证列车行车安全，在各千线铁路上广泛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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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线轴温探测设备，故将原规范 “红外线轴温探测设备检测

所”改写成车辆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
1.0.5 在铁路建设中，是否需要新建或改建车辆设备，主要依
据设计年度的车辆检修工作量。车辆检修工作量一般根据货车保

有量和客车配属辆数确定。

    1货车保有量或客车配属辆数，推荐用下列公式和系数计
算:

      1)货车保有量

                      N=N"(1+。)

式中 N— 货车保有量，辆;

N ’—

  口

平均运用车数，辆;

非运用车系数，0.26，其中备用率为0.23,检修
率为0.030

      2)客车配属辆数
                      P=P'(1+a)

式中 尸— 客车配属辆数，辆;

    P"— 运用客车总数，辆;
      a— 非运用车系数，0.22或 0.25，其中包括检修率

              0.040

    凡铁路局或省 (自治区)首府所在地及旅游地点，非运用车

系数宜采用0.25。
    由于在经济调查和制订行车组织时，已确定了运量和考虑了

不平衡因素，故非运用车系数仅包括备用率和检修率。

    非运用车系数取值，系根据近几年各段的实际情况，并考虑
了今后客货运的发展、变化进行调整推荐的。

    2 考虑扣车条件、机车交路、运输要求 ，系指有调空车较

多则扣修方便，在更换机车地点，可充分利用列车停留时间进行
列检作业，对直达车流、固定车组等以不打乱运输计划为宜。

    3 “相关车辆设备”，系指与新建或改建的项目有直接相关
的既有车辆设备的性质、规模和检修能力技术状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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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结合车辆技术发展”，系指车辆设备设计时，应结合我
国主型客、货车辆的构造性能的发展情况进行统盘考虑。

    5 “结合路网规划”，系指车辆设备布点时，应结合路网构

成、枢纽兴建等相互间的有机联系考虑设备的设计。
    以上诸因素必须综合分析研究，当所在地区扣修条件不好或

设点不利时，应适当减小本地区车辆设备的规模或由相邻车辆设

备承担其全部检修工作量，但必须在设计文件中提出相应措施，
以保障全路车辆设备的检修能力与检修工作量相适应。

1.0.8 随着文明生产的提高，不仅要提高经济效益，更重要的

是确保车辆检修质量和生产安全，在提高作业效率时还需减轻工
人的体力劳动，改善劳动环境，这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设计车辆

设备必须给生产创造良好的条件。为达到这个目的，新建或改建
车辆设备必须做到下面两个方面:
    1设计应符合铁道部颁发的现行规程、规范及有关的其他

规定。

    2设计应采用先进合理的检修工艺与作业方式。
1.0.10 车辆设备在站场上的位置，设计时应进行方案比较，选

择出最佳方案，重点说明如下:
    1选择车辆设备在站场上的位置，首先要强调取送车辆或

车底方便 (或作业方便)，进出段线和调车作业不要与正线相切。

对于到、发进路，首先应减少与车站到达列车的干扰;当受地
形、地貌或站型所限，不能避免切割或无法减少干扰时，则应检

算通过能力和分析影响程度，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以确保及时

取送车辆或车底。
    2地质不良主要指滑坡、崩塌、泥石流、岩溶、活断层、

流沙，淤泥、软土、高地下水位、洪水威胁、多年冻土等。在上

述地段设置车辆设备，将增加工程造价，影响厂房和设备的稳定

与安全，故应避开。
    气象条件主要指日照、常年主导风向等。

    3要便于电力线、上水管、供热管路的引人，要有汽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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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与站场，段 (所)相连通，以便材料运送，人员通行和消防汽

车的出人等。

排水强调“自然”二字，主要是避免机械抽升排水。
保障安全、方便生产的条件下，应充分考虑到职工上下

月
，

﹄乃

班以及与城市联系的便利。

    6 远期发展应按设计年度的需要，预留足够的发展用地。
2.1.1在车辆设备的车辆段中增加了运用段这一行政机构。鉴

于目前各路局设置这一行政机构的实际情况，本次修订将运用段
列人规范，其设置应按2.1.2条件分析研究确定。

2.1.2本条文前部分同原条文，后一段叙述了运用段的设置条

件及设置地点。

    1 鉴于当前的检修制度、管理水平、检修能力并结合车辆

段的远期发展，规定配属客车达到300辆为独立建设客车段的起

码条件。

    配属客车达300辆时，需要3一4个客车检修台位，已初具

独立建段的规模，并考虑应有一定的发展，避免了委修客车的往
返取送 。

    2 货车的检修周期虽然对部分车辆有所调整，但绝大多数

车辆未变，所以设置条件仍按原规定。

    车辆段设置条件中确定的地点，应有调空车较多，扣车方

便，对检修、运输都有利，能减少休车时间，提高车辆运用效
率。

    “必要时也可设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区段站”。原因在于有的区

段站距编组站较远，如不建段将给本线上的车辆检修与运用维修

带来困难，亦不便对所辖车辆设备的管理，对边远地区的长大干

线尤其是这样。因此，对具备上述条件的区段站，可考虑建段，
但必须慎重。

    3 关于混合段应控制其兴建。混合段在生产管理、修车质

量与效率等方面不如专业化的单一段，只有同时具备条文规定的

三个条件的情况下，才宜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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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车段修年工作量1 800辆左右，可按1 800士100辆掌握。
    4 罐车段、机保段的设置 “由铁道部确定”。这是因为这两

种车辆段比较特殊，数量也很少，局部考虑难以把握，根据需要
应全国统筹安排，由铁道部全面规划确定。

    设计上述两种段时，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对其特殊需要的厂

房、车间及设备可进行个别设计，报部审批。

    5运用段是本次修订规范新设的一个段别，是段级行政机
构，它的职责是负责客、货车的运用维修和管理，没有段修能

力，但它又需供应段管车辆设备所需的材料、配件、备品，负责

设备机具的维修保养，因此它不能单独设立，必须附设在站修所
或客车技术整备所内。在设计运用段时必须按规范条件慎重处
置 。

2.1.3条文中规定了几种段规模的上下限，这是基于如下情况
确定的:

    1 客车段规模从近些年新建客车段的实际出发，6-12台

位这个范围较为合适，能够满足当前和今后发展的需要，且可采
用两线修车库，有利于阶段作业，作业方便。客车段不应小于4

台位，这是与单独建段的起码条件— 配属客车达300辆基本相
对应的。避免配属分散，有利集中建段。

    2货车段 (包括罐车段)宜采用9-18台位，这样可以充
分发挥3线库的优越性 (库长适中，材料配件运送方便，采光通
风条件好、经济适用)。

    3 “机保段宜采用10-15台位，但不应大于20台位”，其

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的B&6-B20型等机保车已逐步淘汰，今后配属
的B21一B23型机保车均为5辆一组，可采用合库检修，一次人库
定位检修新工艺，一线5个检修台位不需重新调车对位，所以机
保段宜采用 10台位或15台位 (2线或3线)，如采用机械车、

保温车分库检修，其总台位数亦应控制在10--15台位，不应大
于20台位，主要考虑一个机保段配属车不宜过多，有利于运输
调配和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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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车辆段规模是以修车库台位数来衡量的，条文所指车辆
段规模，即指修车库内的修车台位而言，客车段尚包括客车油漆
库台位或修车库内的油漆台位。

    总之，建段规模太小，不经济，设备不能充分利用;规模太
大，不便于管理和组织生产。

2.1.4 车辆段设计应按照本条文所列工作范围进行车间设计和
配备相应的设备。

    客车段取消了原规范中的客车发电机和蓄电池的大修、配属

空调客车的空调设备的检修内容，改写在客车技术整备所部分。
    关于客车空调三机的大修基地，目前新型空调客车发展还不

普遍，一般都集中在较大的城市和东南沿海地区，虽然客车空调

三机需要大修，但因数量少尚未有统一的规定，同时又缺少一个
量的概念，设计难以确定在何处设基地，所以应由铁道部根据空

调客车的实际分布情况，统一考虑设置大修基地，在有关的工程
项目设计任务书中确定。

    客车空调三机系指柴油机、发电机、空调机组。

2.2.1 车辆段的总平面布置涉及的因素较多，本次修订条文更
明确了车辆段辅助车间应以修车库和转向架间为中心，围绕布

置。现就本条各款的要求，重点说明如下:
    1 “先进合理的检修工艺流程”是指检修工艺流程先进、

布置合理、辅助作业时间结合紧凑作业效率高、安全性好;

    2 “避免产生交叉干扰”是指在同一作业时间内不发生两

种作业之间的相互干扰，并非指布置上的平面交叉;

    3 “按系统布置”系指与检修作业有直接联系的车间，应
按照性质相近、材料供应方便等原则，在布置上协调地组成系
统;

    4 “动力车间”系指压缩空气站、锅炉房、变配电所等;
    5 产生噪声、冲击震动的车间系指锻工间、压缩空气站，

产生粉尘及有害气体的车间系指锅炉房及蓄电池间、电镀间和化

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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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设计年度远期工作量的需要，布置预留用地;

本款为新增内容，因原条文没有对煤场、渣场、废钢铁

6

7

堆场、污水处理场等设置的要求，而这些场地在车辆段内所占面

积又较大，对环境影响较大，因此在条文中明确，防止遗漏;
    8 本款规定的目的在于充分利用设备，少占地，节省基建

投资。

2.2.2混合段客、货车修车库分别布置，目的在于使客、货车
检修互不干扰，有利于组织生产和保障修车质量。
    “辅助车间宜客、货车兼顾共用”中的辅助车间系指性质相

同，客、货车检修都需要的车间，如锻工弹簧间、钩缓间、制动
间、木工机械间、设备维修间、利材、计量、化验以及压缩空气

站、锅炉房等。

    对仅为客、货车专用的辅助车间，如车电、水暖、门窗，逆
变器，轴温报警器等则应分别单独设置。
    当远期发展由于工作量增加而具备客、货车单独建段的混合

段其主要建筑物和设备应便于向单一段过渡，近期则应按客车或

货车一种段为主进行设计，以减少或避免远期废弃工程。

2.2.3 机械车、保温车分库检修是我国沿袭多年的传统检修方
式，其缺点是占地多、铺轨长、投资大，工艺布局松散、配件运

送距离长以及调车作业频繁。由于目前国产车和进口车制造工艺
水平的提高以及配属车较为统一，今后设计机保段宜采用联合修

车库。

2.3.1修车库的布置型式很多，其分类如说明表2.3.10

2.3.2 修车库的主要尺寸说明
    1 跨度:

    本款表2.3.2所列尺寸，是根据客、货车检修作业的需要及
实际使用情况，并按建筑模数确定的。本次修订修车库跨度作了

个别调整，并增加了罐车库、机保车库的跨度内容。在第1款的

表格中两线客车库跨度由原规范的18 m改为21 m。因实际两线
客车库18 m不敷使用，从70年代开始新建的两线客车库均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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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lm，这是因为客车上的配件较多，需要临时存放在库内，影

响通道和检修作业，加之近年来空调客车越来越多，修车库内场

地更加拥挤，如新建的锦州、长沙和徐州等客车段均采用21m

跨。因此从实际使用出发确定为Zlm。

说明表2.3.1 修车库型式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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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说明衰2.3.1

类别 型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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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工— 修车库;
      Q- 向架间;
      班— 其他辅助车间

说明:1.修车库名称统一按 (一)、(二)、(三)顺序标出，如:“单侧跨、线群
      贯通式、并列式;
      2.客车段、棍合段修车库库型名称中应说明是否包括油漆库。

  经1975年制定车辆设备设计规范以来采用3线27 m客车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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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本尺寸是合适的，符合实际使用要求。因此本次修订规
范仍维持此标准。3线客车库、机保车库采用27 m跨度考虑的
基本因素如下:

      1)吊运转向架所需两线间的净空要求;
      2)客车、机保车台位两侧设置电动架车机或工作台、架

的位置;

      3)客车、机保车检修拆下较大的部件与设备，如水箱、

门、窗、茶炉、温水炉、空调设备等暂时放置在两线间或侧面的
占地面积;

      4)设有侧跨的车库侧面，为适应电瓶车、叉车及小车搬

运作业需留出适当的宽度。
    关于线间距的分配，可根据检修作业的要求、吊运转向架、纵

向主要运输通道、起重机操纵室位置及有无侧跨等因素合理确定。
    线路间距分配示意详见说明图2.3.2-1和说明图2.3.2-2a

说明图2.3.2-1两线客车库线路间距分配示意图(单位: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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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图2.3.2-2三线货车库线路间距分配示意图(单位:mm)

    起重机操纵室设在修车库一侧时，要注意库侧面与线路的间

距，详见说明图2.3.2-3和说明图2.3.2-4。为避免架棚车
(机保车)、罐车与操纵室相碰，而又不增加修车库的高度，可将
操纵室设在两线间。

    2 长度:

    本条文中仅规定了修车库长度计算的原则。考虑到影响修车

库长度的因素较多，不仅与修车台位、车辆类型有关，而且与修
车作业方式有关，不同的作业方式，其台位间距要求也不同。如

定位作业时，每台位之间要有推出一个转向架及拆装钩缓装置的

距离，当采用其他作业方式时，则应随之改变。
    计算修车库长度还与横向通道的数量和宽度，进出转向架的

横向线路数量以及桥式起重机宽度与其止车挡、安全尺的位置和

长度等有关。

    修车库的长度还应符合建筑模数。

    不同修车库每线台位数的限制是考虑台位太多会造成修车作

业线过长，起重机走行、配件运搬距离太远，作业联系及生产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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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不便等后果。

转向架从
姗分别推
时，架高为

弓阅mm

说明图2.3.2-3客车库起重机操纵室位置判别图(单位:mm)
                    (转向架从一端推出时)

    3 本条文规定的 “车辆计算长度”，客车是按25型，此型
客车是今后发展的方向，现有空调客车、双层客车、准高速客车

均采用此型车;货车是按P60 (P13)型;罐车是按Go M选定的;

机械车和保温车是按照我国配属的主型B21 , B22型确定的。
    如单独设计冰保车修车库，其车辆计算长度可按18 m确定。

2.3.3 修车库的各项要求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修车库宜采用横向天窗”，目的是充分利用自然采光以

适应修车作业的特点。车辆沿修车库纵向停放，若采用纵向采
光，遮光情况严重，产生的阴影都落在工作场地上，影响视线，

对作业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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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图2.3.2-4货车库起重机操纵室位置判别图(单位:nun )
                    (转向架从一端推出时)

    2 库内线路应平直，不得带弯道，否则难以架车和落车。

“轨面宜高出地面20 mm",是为轨面保持洁净，以及钢轨经长

期使用有少量下沉时仍能稍高于地面，有利于测量车钩高度和推
动转向架。但若轨面过高则不利于横向运搬车的通行。

    3修车库大门高度及宽度，按照GB 146-83《标准轨距铁
路机车车辆限界和建筑限界》建限一2的规定为5 m X 4 m，与

机车车辆限界的差值高和宽仅有200 mm的安全距离，而实际需

修的车辆都有缺陷，存在侧板歪斜，立柱、边梁外涨等问题，可
能发生进库车碰挂库门事故，对调车人员进出库门也构成威胁，

因此库门必须放宽尺寸。车库门高 (净空)一般为5.00 m，对

承担罐车或冰保车检修的车辆段，为保证车辆开盖进库的安全，

库门高度不应小于5.50 m。这是根据实测与罐开盖时高度达
5.37 m确定的。门宽采用4.20 m.

2.3.4库前线路应有一定的平直线段长度，是考虑车辆在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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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交验和返修作业以及通道、调车OF望、连挂等需要。
    库前直线段长度的计算:

          L二车辆计算长度x2+3.50+2.10 (m)

    按照以上计算结果取整，确定库前直线段长度。

    计算式中考虑两辆车的长度通道3.50 m，库门开启所占距

离2.10 m，各种车库库前混凝土地面长度是按停放一辆车另加
通道和开库库门所需的尺寸确定的。

2.3.5 客车库、机保车库设电动架车机是供架、落车体，设10

t电动桥式起重机是供吊运转向架、柴油发电机组等用。
    货车库设风动架车机供各台位架、落车用。设10 t电动桥

式起重机供吊运转向架等用。

2.4.1 “台位或工位数”系指大分解 (构架与轮对分开)后的
构架检修位置数:定位作业时系指固定的检修台位数;流水作业

时系指流水线上的检修工位数。设计中尚应考虑大分解前的等

待、冲洗、小分解等所占用的位置。

2.4.2 客车、机保车转向架重量一般不应超过10t，因此转向

架间设置 10 t电动桥式起重机。

2.4.3 货车转向架一般不应超过5t(指两轴转向架)，因此转

向架间应设st电动桥式起重机。

2.5.2 根据 《铁路机械冷藏车段修规程》和《铁路机械冷藏车
辅修规程》所规定的修程和检修范围编制本条文。

2.5.3 根据铁路机械冷藏车段修规程要求，柴油发电机组须做
试运转，燃油系统须检修、试验，柴油机必须清洗，因此柴油机

检修间应单独设置柴油机清洗、检修、试验等分间。

    清洗分间产生蒸汽和污水，对周围环境和其他工种产生影
响，应单独设置。

    柴油机试验分间产生强噪声和热量，对周围环境和其他工种
影响较大，应单独设置。
    我国目前主型机械车柴油发电机组重量为3t多，因此柴油

机检修分间和柴油机试验分间应设st电动桥式起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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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油机清洗分间因需吊装柴油机机体，其重量一般不超过3

t，因此清洗分间应设3t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
    由于柴油机笨重，且柴油机清洗、试验分间与柴油机检修分

间联系密切，应设轨道与柴油机检修分间相通，以保证柴油机机
体等重大部件的往返运输。

2.5.5 机保车主发电机重量为690掩，主柴油机重量为1 525

掩，主柴油发电机组净重为3 100吨，当电机检修间与柴油机检
修间合建时，电机检修间应设3t电动单梁桥式起重机，柴油机

检修间设一台5t电动桥式起重机，二台起重机在一个车间内共
用，更好地发挥起重机的能力。当单独设置电机检修间时，起重

机按3t考虑。

2.5.6 制冷机组重量一般不超过3t，因此在制冷机检修间设3
t单梁桥式起重机。

2.6.1 “当所在地区有相同的生产、维修中心时，应充分利

用”，这是根据国家统一要求提出的。如电镀、动力及供热设施
等。采取集中设置，不仅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而且可避免搞 “小而全”，节约投资。所以本次修订条文明
确了客车段和机保段不宜单独设置电镀间。

2.6.3各检修间的设计，主要是根据车辆零配件检修质量标准，

确定相应的检修工艺，并根据检修工作量大小，选用恰当的设备
类型和数量，进行合理的工艺布置。平面布置中，除应考虑机械

设备本身所占用的面积外，尚应考虑必要的安全间隔和检修操
作、工件存放、工具柜以及通风除尘、噪声控制、配电装置等随
机设备和室内通道等所占用的面积。

    “集中检修和配件互换”是当前车辆修理中一种有效的作业
方式与生产组织形式。采用这种方式可提高检修质量，提高修车

效率。

2.6.4产生有毒气体的车间系指轴瓦间(到2005年基本全部淘
汰)、电镀间、化验室等。产生有害气体的生产间系指油线间

(到2005年基本全部淘汰)、蓄电池间、锻工弹簧间、煮洗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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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生产车间(室)宜设通风天窗或局部通风装置，以减轻有害
物质对作业人员的影响，除正常的通风条件外，对部分有毒或有

害气体还应设净化处理装置。

    “有腐蚀性气体、液体或有特殊需要的车间”系指蓄电池间、

电镀间、油线间、化验室等。对这些车间，与气体或液体接触的
建筑物表面应作防腐处理，地面应作防渗漏处理或采取其他相应

措施，以延长建筑物的使用寿命，保障安全，保护环境和适应作
业需要 。

2.7.1修车线、存车线和装卸线是每个车辆段的必备线路，其
数量应与检修工作量相适应。其他线路则根据不同性质和布置型

式，按实际需要配置。

    本条文线路设置增加了客车段和机保段内线路的内容，确定
了客车段、机保段存车线长度的计算方法和对线路的要求。
    客车段存车线长度应按1.5-2.5倍修车台位数乘车辆计算

长度26.50 m计算确定。主要供待修车、修竣车、残车、公务
车、待报废车的存放。

    当客车段与客车技术整备所设在一起时，存车线长度应按
1.5-2.0倍计算;当分开设置时应按1.5--2.5倍计算。
    货车段存车线长度应按2--2.5倍乘日修车辆数，再乘车辆

平均长度14.00 m确定。其中日修车辆数为修车台位数乘以1.2
的台位利用系数;“车辆平均长度14.00 m'，是根据 〔1987〕铁

基字1498号文 《关于1995年和2000年设计年度各车型百分比
及有关数据的通知》中的规定13.991 m圆整而成。
    机保段内存车线总有效长应按配属机保车组数确定。因为机

保车是以组为单位，不是以辆为单位。其总有效长应按机保车组

数的20%计算确定。每组车数乘保温车的长度22.00 m确定机
保车组的长度。

    “客车段、货车段存车线”不宜少于两条”是为便于车辆段
组织修车和段内调车有较大的灵活性。本条文中“规模较小”系

指9台位以下的段。

                                                                      ·37 ·



    “机保车辅修线、存车线宜采用贯通式布置.在条件困难时
应设尾部牵出线”，系为便于取送辅修车组或存放车组，不贯通
就无法进行转线调车。

2.7.3 “相应的起重、运搬设备”系指按各车间检修工作性质，
并根据其检修零部件的重量、数量、运搬次数与距离等，选用与
其相适应的起重机、平衡吊、叉式车或蓄电池运搬车及固定的传

送带等。

2.7.4本条文将 “车辆段应设存轮场”改写为 “车辆段应设存
轮棚”。铁道部 (87)工机字第78号文，(87)辆技字第20号文

联合发出的《关于试行货车无轴箱，197726型圆锥滚动轴承检
修技术条件 (草案)及厂修检查验收技术条件 (草案)的通知》

中11.1条要求:“经过检修的滚动轴承轮对应放置在专门的轮对
存放厂房内。露天存放的轮对，轴承必须有保护装置。”但过去
一直未能执行，一是投资所限，二是以往滑动轴承多，现铁道车

辆滚动轴承已占80%以上，而且每年生产滚动轴承车2万一3万
辆，对滚动轴承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滚动轴承是确保车辆运行

安全的重要部件，轴承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行车安全，过去轮

对均存放在露天，日晒雨淋，风砂霜雪，腐蚀严重。为了改变这

种状态，提高轮对运用质量，有必要存轮场上架设棚。
    存轮棚面积应由备用轮对保有量确定，备用量可按 (78)铁

辆字第927号文《关于公布车辆备用轮对管理办法的通知》的规

定进行计算。

2.7.5 检修罐车的车辆段系指罐车段、承担罐车段修的货车段

或混合段。

    条文中 “附近”是指车辆段与洗罐所同处于一枢纽内或两者
之间有小运转、固定专列运行的区域内，详细内容及要求见第

3.5节的规定。
3.1.1客车技术整备所是进行客车运用维修及车底改编、整备、

转向 (包括个别车辆转向)、卫生消毒等作业的基地。本次修订
仍以原规范规定的条件为准。这是贯彻了“客车要集中管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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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方便”的原则，经过十多年的使用实践证明所定标准是合适
的，没有出现到处设置客车技术整备所的现象。

    “始发、终到旅客列车6对及以上”的规定，主要考虑列车
对数太少而设置客车技术整备所，将造成整备基地过于分散，设
备利用率不高，投资大、效率低，不利于运用维修水平的提高。

但是考虑到目前客车配属的现状，有些客运站列车对数虽不足6
对，而由于运用的需要，已有一定数量的配属客车，尤其是长途
客车，虽客车对数少，但车底套数不少，运用车数多，因此为加

强对这些客车的运用维修，增加了“配属客车90辆及以上”也
作为设置客车技术整备所的另一个条件。

    对不具备上述条件而始发、终到旅客列车的车站，只设客车
车底停留线。当这些车底在车站无条件整备时，则可配置必要的
房屋和设备，以便对客车进行运用维修的处理。

3.1.2此两条是新增条文。工作范围是设计工作的依据，条文
中明确了客车技术整备所的工作范围。

3.1.3 目前由于配属空调客车越来越多，故规定了设置空调三
机中、小修检修设施，并规定了检修及运用维修的工作范围。
    车电机具主要指发电机、蓄电池、日光灯逆变器和各种电扇

等。

3.1.4 本条文为新增。随着我国铁道车辆事业的发展，全国各

主要客车技术整备所都已配属空调客车，空调客车的检修和日常
维修已必不可少，为适应实际的需要，应在客车技术整备所内根

据配属空调客车数量设立检修车间，为了统一设置条件而确定配

属空调客车50辆为界限。空调客车是新型客车，它比普通客车

增加了柴油机、发电机和空调机组等设备，其技术复杂程度和维
修保养要求均高于普通客车。为集中检修，确保检修质量，配属

空调客车50辆及以上的客车技术整备所设立空调车间，以便由

车间一级领导机构直接抓检修，有利于空调客车的维修保养。配

属空调客车50辆以下的客车技术整备所虽然配属的空调客车检
修内容相同，但空调客车数量少，无须单独设立空调三机检修

                                                                      ·39 ·



间，故仅设空调间，不设车间一级机构，空调间则由车电车间领
导。

3.1.5 整备线、存车线和临修线是客车技术整备所的基本线路，
各种线路的用途如下:
    1整备线是客车车底进行车辆技术整备、客运整备和到发

停留的线路;

    2 存车线是存放非运用客车的线路;

    3 临修线是专供客车进行摘车临修的线路;
    4 转向线是供车底或个别客车转向的线路，主要是为解决

单辆客车转向而设置。“根据需要设”系指在大型客运站的客车

技术整备所。如所在地区有机车转向设备或铁路环线 (三角线)
可利用时，则不再单独设置。

3.1.6 整备线配置系数是根据1978一1980年的全国旅客列车时
刻表，对全国28个主要客站的412对旅客列车的到发时间 (对

立即折返者除外)，按列车到站后一小时人库，始发前一小时出

库的原则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的，经过十多年的使用验证，这个配
置系数是可行的，符合我国旅客列车始发、终到的规律。

    整备线的数量本条文仍按始发、终到客车对数乘配置系数确

定，但因我国人口众多，许多大站远远超过27对，且每年都在

增加旅客列车对数，因此本次修订在配置系数表中增加了2个档

次，即27-52对和53对及以上。为方便查找，采用插人法计算
出不同对数的整备线数量列表于说明表3.1.6“整备线数量选配

表”。

    对于市郊列车，由于其运行区间距离很短，不必每次终到都
人库整备，往往一组车底连续跑几个车次。因此，市郊列车的整

备线或存车线可按车底组数的50%配置，不足一条亦配一条。



说明表3.1.6 整备线数，选配表

始发终到旅客列车

对数 (对/M夜)
整备线数量 (条)

始发终到旅客列车

对数 (对户昼夜)
整备线数量 (条)

6-7     } 30-31 14

8     } 32-34 15

9--10

                              一

7 } 16

11一13     」} 38-40 17

14-15     } 41-43 18

16-18 10 44-46 19

19-22 11 } 47-49 20

23-26     } 50-52 21

27-29 13

3.1.7 确定整备线的长度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整备车底全长L

              L=编组辆数x客车计算长度
式中 编组辆数— ~按经行资料办理，但远期预留不应小于18辆;
  客车计算长度— 目前我国生产的主型客车为25型，两车钩

                连接线间的距离应为26.575 m和26.60 m,
                为计算方便，客车计算长度应按26.50 m
                  计。

    2安全距离:根据 (铁路技术管理规程》第194条规定，

尽头线终端应有10.00 m安全距离。
    3 调车作业连挂平直线长度:主要考虑调机 (或车辆)与

待挂车辆能顺利连挂或解钩。连接长度按国产大型机车考虑:东

风‘全轴距及至车钩距离15 600 + 2 750 -- 18 350 mm，取20.00

nlo

    4 拉钩检查距离:根据铁道部颁布的《铁路客车运用维修
规程》中关于定期组织质量鉴定的规定，进行定期整修的需要而

设。

    拉钩检查的距离应按10.00 m计算，可将车底分段，拉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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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距离并逐辆检修。此项作业每年只进行两次，只需有一条或两

条线路。

3.1.8 整备线的线间距离是根据车辆限界、直线建筑接近限界
(建限-2)和运搬车辆通行的要求等确定的。运搬车辆按使用最
大宽度1 850 mm轻型汽车考虑。线间距离如说明图3.1.8所示。

1700,  500
375 . 375

51p
u m 二 IS% .  31W  , 2600 11700

          说明图3.1.8 客车整备线间距尺寸图 (单位:二 )

    在改、扩建工程中如既有整备线的线间距离不小于5.50 m,

设有电杆或灯桥柱子的不小于6.50 m者，尚能满足蓄电池运搬
车 (最大宽度为1 250 mm)的通行，可维持既有线间距离不变。

不足上述规定的应按本规范标准距离改建。

3.1.9客车技术整备所存放的非运用客车系指备用车、专用车

和检修回送车等。

    在设计中，考虑客车的运用现状，非运用客车辆数可按本属

运用客车辆数的22%或25%计算，铁路局、省 (自治区)首府
所在地或旅游较集中的地点，宜采用25%.

    存车线的长度应按有效长计算。

    存车线上除对个别车辆施行补充电和辅修作业外，一般不进

行其他作业。因此，线间距可采用5.00 m.

3.1.10 本条文基本沿用原规范，设客车整备库的条件仍为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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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暖室外计算温度一20℃及以下地区，但取消了应按铁道部指
示办理字样，其理由是设计前由部指示的可能性不大，不写人条
文亦不排除由部指示，也给设计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设计的主

动性。是否设置整备库 (棚)最终还需通过设计鉴定。这次修订
后的条文将原条文说明中整备库 (棚)25%-35%的整备线数量

直接纳人正文中，有利于在设计中执行。
    北方寒冷地区设整备库，主要解决重点列车车底的解冻和整

备作业。考虑到本属客车与外属客车作业时间上的不同，以及短

途客车车底的要求不同，必要时可采取轮流人库作业的办法。另

外，由于整备库 (棚)建筑投资大，尚应根据国家经济条件和新
型客车的发展情况综合考虑。因此整备库 (棚)内整备线数量仅
按整备线总数的25%-35%设计。其他有特殊需要的地区设整

备库 (棚)时，设计必须经铁道部鉴定批准。
    关于冬季采暖室外计算温度，根据国家标准 《采暖通风与空

气调节设计规范》(GBJ 19-87)第2.2.1条的规定 “采暖室外
计算温度，应采用历年平均不保证5天的日平均温度”。

3.1.11客车整备作业场地，应有相应的设施，以保障客车整备
作业的正常运行。

    1 采用宽混凝土枕铺设的整备线表面无道碴，场地平整，

便于清扫与排水，尤其是技术整备与客运整备不分场作业时更有
利于整备场的清理。整备作业时，车底的两侧都要进行车电机具

设备的装卸，材料、配件、工具的运送和车辆检修等作业，因此
条文规定整备线间和线群外侧 (距线路中心4.00 m范围)作业
场地应设硬化地面。

    2 整备线的横向运输通道，主要考虑轻型汽车或蓄电池运

搬车运送材料、配件及车电机具、设备等。

    整备线群的 “一端”系指在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可在一端铺

设横向运输道路。但一般情况下应为 “两端”(尽头端可以不平
交)。

    3 整备线的检修地沟，用于对车辆下部进行检查、修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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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十一”节前定期整修和鉴定，一般结合拉钩检查线路
设置。配属双层客车或25Z型包边型客车应设深1.0一1.40 m,

宽0.9一1.10 m的检修地沟。
    4列车制动机试验设备是供列车试风用的，宜采用固定式

安装在列车试验器室内。

    外接电源包括交流电源和低压直流电源。交流电源一般为客

车检修时电动工具、移动式电焊机或硅整流设备的电源，根据配
属空调客车情况还可为空调客车的检修和试验用电源，其电压为

380 V220 V。低压直流电源，用于列车蓄电池的补充电和列车
在所停留时间供车上个别电器的用电，其电压为48 V24 Ve
    为保证库检工作中对车辆施焊，应在整备线设电焊电源线路

和插座。目前有设二次电焊线和移动式电焊机两种方式。采用何

种方式应根据客车技术整备所的规模和任务量选定。

    压缩空气管道— 为提供车列试验，客车单车试验和风动工

具等用风而设置。

    水管道— 为提供客车水箱上水和车内外清扫洗刷等用水而

设置 。

    5为保障库检、临修人员的作业安全，客车技术整备所的
各种线路上 (牵出线除外)在进车方向应设带脱轨表示器的固定

式 (电动或手动)脱轨器。其安全程度、安装位置和信号显示方

式，必须符合《铁路技术管理规程》(1992年版)第323条、第

332条的规定。
    6 为保证夜间客车整备作业的需要，整备场应有良好的照

明，在满足照度标准的前提下应采用最佳照明方式。灯桥照明效

果较好，避免了在线路之间设电杆和对通道的影响，而且维修简
便。整备线6条及以上时整备场应设灯桥照明。

    整备场上照度标准应按铁道部 《铁路电气照明照度标准》

(TB 494-87)的有关规定执行。
    7整备场是停放客车车底和库检作业的地方，客车联挂在

一起，且车体都为易燃材料，当意外事故引起客车火灾时，火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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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及时扑灭，会造成巨大损失，以往设计均未注意到这个间题
的严重性，随着新型客车的发展和现实发生火灾的情况，整备场

上的消防设施 (包括消火栓、消防器材)必须设置。在落雷地

区，因无避雷装置造成车辆雷击，引起火灾时有发生，因此，必

须对该地区进行考察，如为落雷区，必须设防雷装置。
3.1.12 根据调查，客车技术整备所的摘车临修辆数，一般日均
少于一辆，但每天发生的临修辆数却是不均衡的，且冬季比夏季
要多。考虑到这种不均衡性，同时也考虑到摘车临修的停修时间

不长，因此临修台位规定应为一台位或两台位。

    临修线作业段的平直线长度，如按两台位计算，其中一台位

为换轮台位，另一台位为检修台位。换轮台位的长度应能更换临
修客车的第一位至第四位轮对;检修台位的长度应能在一对架车

基础上推出第一位或第二位转向架。具体布置如说明图3.1.12
所示 。

                                      架车基础中心线
                      22.5   1.0       25\   1.0.4.5

3.5. 一8.0

  45.0

换轮台位

          说明图3.1.12客车临修线台位尺寸图(单位:m)

    根据图示尺寸计算结果应为45十44=89 m，考虑安全距离

等因素，其作业段平直线长度不应大于120 m。若临修线仅设一
台位，则可分别选用换轮台位或检修台位计算长度。
3.1.13 采暖计算温度一9℃是引自机务设备中检库的设置条

件。

3.1.14 客车技术整备所的辅助生产房屋包括:发电机检修间、
电扇间、蓄电池间、机钳间、制动间、锻工间、木工间及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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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熔焊间、锅炉房、压缩空气站、变配电所等，一以及各种备
品、配件、材料存放的仓库和棚。配属有空调客车的还应设空调

三机检修间和空调设备存放库等。
    客车技术整备所与客车段合并设置时，按本规范第2.2.1条

第8款办理。
    客车技术整备所工作量较小时，各辅助生产房屋可适当合

并。

    客车技术整备所应设置各车间 (班组)的更衣室、休息室、
整备组的间休室和乘务员休息、待班室等。

    办公房屋包括:主任室、办公室、值班室、技术教育室 (兼
会议室)和验收室等。

    此外，尚应根据需要设食堂、浴室。

3.1.15 空调客车检修线上设库条件同第3.1.13条。

3.1.17空调客车检修棚与临修棚 (库)合并设置时，可以充分
利用棚 (库)内设备，便于检修人员的调配。棚 (库)内应设
10 t电动桥式起重机主要考虑起吊客车内的柴油机、发电机、空
调机组和其他零部件。8V396柴油发电机组总重为6.2 t。当段

所合建在一起，且段内起吊条件允许时 (即库内起重机轨面高度
)8.4 m时)，综合检修棚内可设5t电动桥式起重机。此时柴油

发电机组吊装在段内进行。

3.1.18新增条文。一般设有空调车间的客车技术整备所应设储
油设施，贮油天数可按15 d计。

    油库要求可参照机保车加油站设置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小

型石油库及汽车加油站设计规范》(GB 50156-92)的有关规
定。

3.2.1 客列检所承担旅客列车的技术检查和不摘车修理。
    客列检所一般应设在始发、终到旅客列车6对及以上的客运

站，主要指设有客车技术整备所的客运站。对终到列车或通过列

车经客列检检查后，发现故障可及时送客车技术整备所进行临
修，故强调始发、终到6对及以上的客运站设客列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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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客列检所的位置应靠近车站运转室，是因旅客列车停站
时间较短，为加强与车站运转室的联系，了解到发列车的情况，
保证列检人员按时到达检车位置作好准备及时进行列检作业，确

保列车安全正点始发。

    “在中间站台上设置待检室”。其含义是必须有两个及以上中

间站台时，才允许在中间站台上设置待检室。
3.2.3 “办公等房屋及设施”，其内容系指办公、食堂、浴室、
茶水间等，但从集中设置和保持站内清洁、减少污染源等原则出

发，一般应由客站统一解决。

3.3.1列检所是货车运用维修的基地之一，是为保障车辆运行
安全和提高运输效率而设置。
    本条文强调 “结合机车交路”，因为更换机车的(或换乘的)

车站上，可充分利用更换机车 (或换乘)时间进行列检作业;
“站型”系指车站到发线或车站的相互配置形式;“线路特点”系

指特大桥和长大下坡道地段;“铁路管理现代化的发展”系指列
检所安装红外线轴温探测设备及其控制系统等先进设备后，可使

列检所作业技术管理实现现代化。

3.3.2 列检所根据检修范围和工作性质来划分种类。原规范划
分为主要列检所、区段列检所、一般列检所。本次修订根据 《铁

路工程建设设计暂行规定》(铁建函〔1996) 431号)第45条的
规定取消一般列检所，将列检所划分为主要列检所和区段列检所

两类。

3.3.3 本条文为新增。根据使用部门意见，本规范明确了各类
列检所的设置条件和地点，防止盲目设置。

    条文中采用装卸检修所名称，“爱车点”的名称不再使用。
装卸检修所隶属列检所领导，是列检所的派出机构，它的工作是
对装车前和卸车后的车辆施行技术检查和处理力所能及而对装货

或运行安全有影响的故障，并对使用部门进行爱车宣传工作。
    “特殊需要的地点”系指装卸车不足100辆但损坏车辆较严

重的车站或使用翻车机、解冻库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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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列检所应设于车场外侧中部，主要考虑列检人员向列车
两端走行距离适中，也便于与本部联系，便于和外界道路相连

通，有利于列检人员的活动和列检所的远期发展。

    当到发线有效长为850 m及以上时，应在车场适当位置设待

检室。当列检所设在外侧中部时，可在其两侧设两处或三处待检
室，当列检所偏一端时可在列检所一侧适当位置设三处待检室。

因为列检人员从列检所本部到达最远检车点至少要走200一400
m以上 (单程)，尤其在车流密度大时，就不便再回到列检所。

故设待检室两处或三处，这样平均每200多米就有一个点，可以
就近休息，不必再回本部。

    关于列检所室内地坪标高的要求，其目的是要保证在下雨时

列检房屋不因室外排水不良，而使雨水侵人室内。
    若由于地形的限制，当房屋设置为线下式时，为便于列检人

员到车场作业和材料配件的运送，故要求房屋设计成楼房，同时

要求从楼层设有通往车场的平栈桥，并配备材料、配件的提升或

卷扬设备。

3.3.5 列检所为进行正常作业，主要设施的设置要求从以下几
方面考虑:

    1列检作业线间(包括两轨间)及线群外侧 (距线路中心
3.00 m范围)为列检人员进行车辆检修的作业场地，道碴铺设
是否平整，直接影响车辆检修效率与作业人员的安全，故应以细

道碴填平至轨底。细道碴的粒度应为3一20 mm(部颁标准 “铁

69-59").

    为便于列检作业中的起轴验瓦，轨枕应铺设平头枕，以保证
列检作业安全。

    2 横向运输道路主要为列检所与作业场地之间的交通和运

送材料、配件而设置。

    “两端或一端，，应根据列检工作量、车场布置、地形条件及

通站道路位置等确定。
    3 在列检作业的到达场、出发场和到发场上。为便于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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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笨重工具的纵向运搬，要求设纵向列检运输小车轨道或硬质路
面道路。但客货混合的到发线不计人线路数。

    关于铺设纵向列检运输小车轨道线路间距的规定:

      1)根据1992年9月1日起施行的《铁路技术管理规程》
第14条第1表的规定，铺设列检小车轨道的两到发线间最小距

离为5 500 mm.
      2)根据《铁路车站及枢纽设计规范》 (GB 91-85)第

2.1.3条表2.1.3注②的规定，编组站的到达场、出发场和到发
场铺设列检运输小车轨道的相邻线的线间距不应小于5 500 mm.
    按照上述两条规定，铺设列检运输小车轨道的两到发线间距

的最小距离不应小于5.50 m。本次修订规范经多次会议讨论研
究和运营单位的实践经验，决定采用6.00 m整数。另外在原规

范 “不应小于5.50 m的执行过程中发现，采用5.50 m线间距，

运输小车采用800 mm宽则小车两侧距 《标准轨距铁路机车车辆
限界和建筑限界》建限一2仅有350 mm，这个距离对列检人员
在一条线上进行列检作业而另一条线有列车运行的情况下，是极

其危险的，另外，峰前到达场咽喉区设复式信号机的机柱也影响

小车通过，故必须定为6.00 ma

    4 为了确保列检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必须在列检作业线

上安装可靠的带有脱轨表示器的固定式 (电动或手动)脱轨器，

其要求同第3.1.11条说明6

    5 主要和区段列检所，对解体、编组的列车，于到达后及
发车前规定要施行列车制动机的全部试验。由于车流密度大和作

业本身的要求，应设置列车制动机;}o设备以取代机车做全部试
验。从而可缩短机车出库时间，提前发现并消除制动故障，保障
列车安全正点。

    6有关列检作车场上的照明，应按 《铁路电气照明照度标
准》(TB 494-87)中有关列检作业到发线上31x的照度标准执
行。

3.3.7 每天摘车临修1-3辆的车站，因只有列检所，为处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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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故障，可在车站设带有架重车基础的边修线一条。在原规范条

文中没有规定边修线与相邻线间的距离，本次修订参照 <技规》
第14条第1表“编组站、区段站的站修线与相邻线间最小距离
为8 000 mm"，规定边修线与相邻线间距离不应小于8.00 m.

3.4.1本条文为设置站修所的必备条件，否则只设边修线。为
了较集中地设置站修所，在考虑站修台位利用系数1.5的情况
下，站修所的最小规模应为6台位。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可以缓

建或预留。

    有列检所的车站才有扣车条件，所以也是一个设置站修所必

备条件。

    站修所规模以修车台位数表示。

    关于临修率，影响货车临修率的因素较多，随着货车滚动轴
承化，红外线轴温探测设备的普遍推广，货车临修率相对在下

降，为了统一计算方法，推荐按货车保有量为基本依据，每辆车

每年平均发生一次摘车临修计算，并用货车保有量临修率0.296
计算核对，结合相邻站修所规模，全面分析后确定站修所的规

模。既有线 (或枢纽)的改扩建，则可用所在铁路局 (分局)近

三年的临修率统计数字，取平均值进行比较，以恰当地确定站修

所的规模。

    滚动轴承化后，辅修、轴检全部在站修所内进行，辅修和轴

检都为6个月，因此轴检和辅修同时进行，站修台位数计算只有

辅修和临修。

3.4.2设修车棚时，设计的修车台位利用系数推荐应按1.5计
算，即有50%的修车台位每日两次出车。
    设修车库时，设计的修车台位利用系数推荐应按2.0计算，

即全部台位每日两次出车。

    关于20台位及以上还应设存车线、牵出线和调车设备问题。

本条文的主要根据如下:
    1 根据铁道部铁辆 (1994) 63号文 《铁路货车站修规程》

第3.2.1条的要求。这个要求自1994年公布以来，在站修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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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中一直未能实现，这次修订规范，各运营单位一致强烈要求

设置存车线、牵出线和调车设备，结合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确

定增加这部分的内容，但并不是每个站修所不分大小都设置，而

是确定在20台位及以上站修所才能设置。

    2 在铁辆 (1994) 63号文 《铁路货车站修规程》第2.3条

中规定:车站应根据站修日修车计划做到按时取送检修车，并纳

人车站日班计划。由于车站一般只能做到一取一送，使站修所常

常处于停工待料状态，影响了修车效率。另外较大编组站车站调

机一般都较繁忙，能保证每天取送一次就很不容易。因此为了不

使站修所停工待料，增加站修所自己的存车线和调车设备是必要
的。

3.4.3原规范规定16台位以下站修所应设3t起重机。此规定
实践证明不尽合理，因为站修所不管规模大小，修车工作内容都

是一样的，所需吊装的工件也是一样的，所区别的仅仅是忙闲程

度不同，工作量大小的不同，因此本次修订修车棚 (库)内应按

10t起重机设计。
    修车棚 (库)起重机轨顶面高度的确定因素如下:

    1 敞车装、卸轮对的要求;
    2不考虑起重机通过时车体顶上站人作业;

    3车辆不架高;
    4不吊运转向架从车顶上经过;
    5起重机操纵室不侵入车辆限界。
    按上述五种因素确定起重机走行轨顶面至修车线轨面高度应

为7.20 m.
3.4.4修车棚 (库)长度，系按下述基本因素确定:

    1车辆计算长度:应按车辆平均长度14.00 m;
    2每条站修线按能同时推出一个转向架进行检修作业，并

推出其中一个轮对 (间隔所需的长度应为5.50 m);

    3车辆之间 (或车辆与转向架之间)的间隔距离应为1.00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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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机动车横向通道两到三处，每处宽应为3.0 m.

3.4.5 站修所房屋除修车棚 (库)外，尚应有:机械钳工间、

配件加修间、锻工熔焊间、木工间、制动间、压缩空气站、料具

间、材料库 (棚)、锅炉房等生产房屋以及办公生活房屋。当站
修所与货车段合并设置时，按本规范第2.2.1条第8款办理。
3.4.6 站修所设存轮棚的要求详见第2.7.4条说明。

3.4.， 专列罐车 (俗称油龙)的整备工作由配属该专列罐车所
在站的站修所承担。如需设洗罐设备时，按本章第3.5节设洗罐
设备。

    整备工作包括辅修、轴检、车列整修。
    整备线的平直线段长度包括:车列长度、供辅修拉开车钩或

个别临修作业的长度10.00 m、尽头线终端的安全距离10.00 mo

    在整备线上进行整备作业，其整备线间距宜采用6.00 m.
    整备线照度及要求见本章第3.1.11条第6款说明。
    “横向运输道路”说明详见本章第3.3.5条第2款。

    存车线存放的车辆系指需要存放的非运用车，其数量计算参

照本规范第1.0.5条的有关规定与说明，并考虑运输不均衡性或

临时停运的专列，但不包括长时间停运或封存车列的存放。
    存车线因无检修作业，其线间距离应采用5.00 m.

3.5 本节为原规范第2.6.5条的修订条文，铁道部虽然不做商
务性洗罐，但铁路内部的检修洗还是需要的，因此单独编写一
节。

3.5.2 “附近”是指车辆段与洗罐所在同一枢纽内或两者之间
有小运转、固定专列运行的区内。

3.5.3 由于洗罐作业需各种配套的设备及设施，从投人产出的
经济性出发，为提高设备利用率，洗罐所台位数不应小于2台
位。

3.5.5洗罐所的总平面布置应以洗罐台为主体进行设计。
    1根据洗罐作业量，可采用定位或阶段流水作业流程;

    2洗罐作业中产生大量的易燃易爆及有毒气体，总平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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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应充分考虑风向和生产房屋、生活设施的关系，合理布置。
3.5.6在冬季采暖地区，由于洗罐作业时罐内外温差可达70℃

左右，故应设洗罐库或封闭式洗罐台。封闭式洗罐台系指洗罐台
加设围护结构并设集中采暖装置。

3.5.7本条文明确了洗罐棚 (库)的主要技术标准。

    1 洗罐棚 (库)的跨度系考虑车辆限界及洗罐台的宽度和

小车运输的需要等因素确定的，详见说明图3.5.7-1和说明图

3.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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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图3.5.7-1 双线洗罐库线间距示意图 (单位:mm)

    2 罐车长度12.0 m是按Gso型罐车确定的。

    3 洗罐棚 (库)高度系考虑悬吊洗罐器和操作人员在车顶

站立高度而确定的，详见说明图3.5.7-10
    4为进行正常的洗罐作业，必须设洗罐台及混凝土地坪，

并带有排油、排水设施，洗罐线在洗罐台位部分应为整体道床。

设整体道床和混凝土地坪是为了保证场地整洁，便于排除罐内残

油和冲洗水，保持线路的稳定性。

    为排除无底部排油阀罐车内的残油，应设真空抽油装置和排

除冲洗水的管道和设备，采用蒸汽冲洗应设蒸汽管道、热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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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图3.5.7-2 单线洗罐库线间距示意图 (单位:mm)

及相应的设备;为排除油罐内的易燃、易爆和有毒气体，降低罐

内温度，通风换气，应设鼓风管道及相应的设备;此外尚应设渡

板、洗罐器及各类管道的悬吊装置等。洗罐器已普遍推广采用，

应配备热水池 (罐)和水泵。洗罐库内应设置全面通风和局部通

风装置，以便及时排出易燃气体及蒸汽。

3.5.8 对于洗罐作业中排出的残油和污水，应设废油收集装置

和污水处理设施。如附近有污水处理系统能承担洗罐污水的处理

时，宜集中处理。此时洗罐所仅设简单的隔油装置。
3.5.， 洗罐所的更衣休息室应配备床铺。

3.6.1 “加油线”供机保列车进行加油用。可以利用机保列车
到发线，亦可单独设置专用加油线。加油线的长度按机保车最大

车组长度、辆数、机车长度及列车安全距离确定，如有隔离车还
应加隔离车长度。目前我国的主型机保车为残I . B22及B23型5

节式，每节长度应按22.00 m计。
3.6.2 加油站柴油的卸车和贮存，应考虑铁路罐车整车卸、贮

的条件。储量一般应按30 d计。
3.6.5 加油站是有火灾危险的场所，除设置消防安全设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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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在紧急情况下及时与外界取得联系，加油站应在油泵间、
值班巡守室设置通信联络设施，确保加油站的安全。

4 鉴于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这一车辆运行安全检测设备在各干
线铁路广泛使用，故将原规范红外线轴温探测设备检测所改写成

车辆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

4.0.2探测站的探测设备安装位置，应在进车方向咽喉区外的
直线段部分，其道床应坚实、稳定、线路质量良好。

4.0.3 维修设备系指红外线轴温探测设备检修车间。
4.0.4 其他安全检测设备包括:热轴、热轮、平轮、垂下品、

偏载等安全检测设备。

5.0.1铁路局所属车轮厂设置地点应合理选择，以减少轮对的
运送距离，便于轮对供应，保障车辆定期检修和运用维修的需

要。故规定应将车轮厂设在铁路局管内使用轮对较集中的地方。
5.0.2 为提高机械设备利用率，保证轮对的及时修理和供应，

近期按两班制计算能力，远期工作量增加时，可采用三班制。
5.0.3 轮对加工间的设备应能满足以下要求:坯料的加工、轮
轴的新组装、拼修、换件修、退检和超声波探伤等。

    滚动轴承间的设备应能满足以下要求:
    滚动轴承及滚动轴承轴箱的清洗、检测、选配、组装、微机

管理等。组装新的滚动轴承轮对，滑动轴承轮对改装成滚动轴承

轮对，进行滚动轴承轮对的厂修。

    存轮场应与车轮厂生产能力相适应，供人厂待修轮对存放、

修竣待发轮对存放及轮、轴坯料的堆放等使用。整个场地应硬

化，排水良好。为防止修竣滚动轴承轮对的锈蚀，宜设存轮棚。

设棚理由见本规范第2.7.4条文说明。
5.0.4 由于轮对加工间的大型机械设备比较多，加工和堆放的
工件体积比较大，许多半成品的工件精度比较高，需要用专门架
子与场地来存放，应考虑沿轮对加工间纵向铺设轮对存放及走行

线路，并在线路两侧布置设备。当轮对修理工作量较大时，轮对
存放及走行线路可按两条铺设，此时轮对加工间的跨度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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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m，其余则应采用18.00 m.

    鉴于滚动轴承间与轮对加工间联系密切，宜修建在同一建筑

内，如因地形地貌的限制，滚动轴承间亦可单建，其跨度则根据
工艺流程需要确定。

    轮对加工间应考虑车辆进出，是为了能利用敞车或平车进人

厂房装卸坯料和大型机械设备外送大修。故厂房内的线路、大
门、起重机走行轨顶面标高等都应满足这一要求。

    轮对加工间应设两台5t起重机，是综合考虑了轮对加工和

大型机械设备检修两方面的需要。机床分解后，最大的部件是轴

颈车磨床CA8311B，床身的一半重量 (机床由两部分组成)，重

7.8 t，可用两台5t起重机同时起吊。若采用一台10t起重机，

则在日常生产中吊运轮对及配件既不经济又不灵活。

    存轮棚内应设5t起重机，是因为当前的客、货车轮对除A
轴、B轴、C轴滑动轴承轮对以外，其计算重量均大于1.24 t,
而小于1.98 t，为提高作业效率，按能同时起吊两条轮对而确定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