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29.280 

CCS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铁 道 行 业 标 准 

TB/T ××××-×××× 
                                                           

电气化铁路供电安全检测监测系统 

总体技术要求 

Technical regulations of inspection and monitoring safety system of 

traction power supply 

 

（征求意见稿） 

2022-3-1 

 

 

 

××××-××-××发布 ××××-××-××实施 

   国家铁路局   发 布  

TB 





TB/T ××××-×××× 

I 

 

 

目  次 

前  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缩略语 ....................................................................... 1 

4  适用环境 ........................................................................... 3 

5  技术要求 ........................................................................... 3 

6  检验方法及规则 .................................................................... 12 

 

 

 

 

 

 

 

 

 

 

 

 

 

 

 

 

 

 

 

 

 

 

 

 

 

 

 



TB/T××××-×××× 

II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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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部，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基础所，西南交通大学，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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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化铁路供电安全检测监测系统总体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电气化铁路供电安全检测监测系统（以下简称 6C 系统）的术语和缩略语、适用环境、

检测监测方法、检测监测装置构成、性能及使用方式。 

本文件适用于电气化铁路供电设备的安全检测监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46.1  标准轨距铁路机车车辆限界 

GB 146.2  标准轨距铁路建筑限界 

3  术语和缩略语 

3.1.   术语 

3.1.1.  

6C 系统  

电气化铁路供电安全检测监测系统 

inspection and monitoring safety system of traction power supply 

3.1.2.  

    1C 装置 

弓网综合检测装置  

comprehensive pantograph and catenary monitor device 

3.1.3.   

2C 装置 

接触网安全巡检装置 

catenary-checking video monitor device 

3.1.4.  

3C 装置 

车载接触网运行状态检测装置 

catenary-checking on-line monitor device 

3.1.5.  

4C 装置 

接触网状态检测监测装置 

catenary-checking high-precision monitor device 

3.1.6.  

5C 装置 

受电弓滑板监测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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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tograph video checking monitor device 

3.1.7.  

6C 装置 

接触网地面检测监测装置 

ground monitor device for catenary equipment 

3.1.8.  

6C 系统信息综合应用 

供电安全检测监测信息综合应用 

comprehensive data processing center 

3.2.   缩略语 

缩  写   英  文  名  称 中  文  名  称 

6C 系统 
inspection and monitoring safety system of 

traction power supply 
电气化铁路供电安全检测监测系统 

1C 装置 
comprehensive pantograph and catenary monitor 

device 
弓网综合检测装置  

2C 装置 catenary-checking video monitor device 接触网安全巡检装置 

3C 装置 catenary-checking on-line monitor device 车载接触网运行状态检测装置 

4C 装置 catenary-checking high-precision monitor device 接触网状态检测监测装置 

5C 装置 pantograph video checking monitor device 受电弓滑板监测装置 

6C 装置 ground monitor device for catenary equipment 接触网地面检测监测装置 

6C 系统信息综

合应用 
comprehensive data processing center 供电安全检测监测信息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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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适用环境 

a）海拔不超过 2500 m； 

b）气温条件： -25 ℃～+45 ℃； 

c）安装在铁路车辆和铁路沿线环境中，设备应能防止风、沙、雨、雪、雷的侵袭； 

d）最湿月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不大于 95%（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为 25 ℃）； 

e）全天候条件下能够正常工作。 

如果使用条件超出上述规定时，由用户根据具体的使用条件另行规定。 

5  技术要求 

5.1.   总体技术构成 

6C 系统包括弓网综合检测装置、接触网安全巡检装置、车载接触网运行状态检测装置、接触网状

态检测监测装置、受电弓滑板监测装置、接触网地面监测装置和 6C 系统信息综合应用。6C 系统构成

图见图 1 所示，6C 系统总体架构见图 2 所示。 

 

 

图 1 6C系统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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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6C 系统总体架构图 

5.2.   系统主要功能 

6C 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对电气化铁路的接触网设备进行全方位、全覆盖的综合检测监测，主要包括

对接触网状态参数和弓网运行参数的检测；在运营的动车组或电力机车上对接触网的技术状态和外部环

境进行检测监测；在运营的动车组或电力机车上对接触网运行状态参数进行实时动态检测；对接触网的

零部件实施成像检测及自动识别，测量接触网几何参数静态值；对受电弓滑板状态实时监测；对接触网

特定位置、特殊地点接触网设备的技术状态实时监测；对 6C 系统各装置检测监测采集的数据及相关基

础数据集中汇集处理、综合分析展示。 

6C 系统应具备的系统功能： 

a) 检测监测功能 

采用多种方式对接触网及供电设备关键参数及技术状态进行检测和监测。 

b) 数据存储功能 

对各类检测监测数据进行安全存储并定时自动备份，方便查询。 

c) 数据通信功能 

现场数据按要求传输到供电安全检测监测信息综合应用，通道安全，信息无泄露，可被远程召唤。 

d) 诊断预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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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分析检测监测数据，及时发现判定接触网异常状态并报警。 

e) 综合分析功能 

对检测数据进行历史对比分析、关联分析，挖掘设备状态变化规律，预测设备状态变化趋势，指导

设备运行维修。 

f) 数据展示功能 

对检测监测数据的变化趋势、分布特征和装置运用状态等进行综合展示。 

5.3.   总体技术要求 

5.3.1 原则与要求 

a) 整体性 

6C 系统的设计应坚持整体部署、统筹规划、全面覆盖、分步实施的原则，实施过程中要坚持统一

标准、统一接口、统一制式，以满足不同建设时期 6C 系统各装置的兼容需求。 

b) 可靠性 

6C 系统应符合 RAMS 设计要求，主要部件选用成熟、安全、可靠的通用产品，工作稳定性强、适

应运行环境、具备自动纠错能力、维修成本低。 

c) 标准化 

6C 系统在外观设计、接口定义、数据传输、通信协议，以及软、硬件平台配置等方面应遵循相关

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功能定位明确，便于安装，具备良好的互换性，能与其它相关系统

进行信息交互。 

d) 先进性 

6C 系统建设应超前规划，适应发展，积极采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 

e) 扩展性 

6C 系统保持开放性，可随技术水平的发展进行扩展。 

5.3.2 总体架构 

a) 6C 系统应用架构 

6C 系统采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接触网进行全面检测监测，具有静态检测、

动态检测、等速检测、定点监测等功能。建设资源共享的接触网及供电设备安全检测监测信息网络平台，

实现检测监测数据的分散检测、精准定位、自动收集、集中管理、诊断预警、信息共享，便于各级管理

人员及时、准确、全面掌握设备运行状态，指导运行维修。6C 系统应用架构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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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6C 系统应用架构图 

b) 6C 系统功能分类 

6C 系统各装置的安装位置、应用条件、检测对象、检测周期各不相同，功能独立，互不替代。检

测数据从不同角度反映接触网的状态，通过对数据的关联分析、历史对比、趋势分析、综合分析，指导

接触网的运行维修。6C 系统功能分类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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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C 系统功能分类表 

名称 
系 统 搭

载平台 
主要功能及用途 

弓网综合检测装置 车载 

对接触网参数和弓网运行状态进行线路实速动态检测，

判定缺陷等级，评价接触网质量，为接触网运行维修提

供依据。 

用于新建铁路联调联试和既有铁路动态检测。 

接触网安全巡检装置 车载 
对接触网状态及外部环境进行巡视检测。 

用于接触网登乘巡视检查和非常规检查。 

车载接触网运行状态检测装

置 
车载 

对接触网及受电弓状态进行实时动态检测，监测预警异

常状态。 

用于接触网实时动态检测和巡视检查。 

接触网状态检测监测装置 车载 

对接触网的零部件实施成像检测及自动识别，测量接触

网几何参数静态值。 

用于接触网静态检测及全面检查。 

受电弓滑板监测装置 地面 
监测受电弓滑板技术状态。 

及时发现受电弓滑板的异常状态，指导接触网维修。 

接触网地面监测装置 地面 

实时监测接触网特殊断面和地点特定位置、特殊地点的

设备技术状态。 

及时发现接触网设备的异常状态，指导接触网设备维

修。 

6C 系统信息综合应用 地面 
6C 系统各装置所采集数据及相关基础数据的集中汇集

处理与综合分析展示平台。 

5.3.3 安装要求 

a) 满足 GB 146.1 规定的机车车辆限界和 GB 146.2 规定的铁路建筑限界要求； 

b) 装置与带电体的距离、装置的接地应满足相关规定； 

c) 不影响接触网及供电设备的正常运行状态； 

d) 不影响所安装移动装备的正常运行。 

5.4.   6C系统装置功能 

5.4.1. 弓网综合检测装置（1C装置） 

5.4.1.1 功能 

弓网综合检测装置包括高速弓网综合检测装置（简称高速 1C 装置）和普速弓网综合检测装置（简

称普速 1C 装置）。高速 1C 装置是安装在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上的固定检测设备，随着高速综合检测列

车的运行测量接触网的状态参数及弓网受流参数；普速 1C 装置是安装在接触网检测车、检修作业车或

其他专用轨道车辆上的固定检测设备，随着车辆的运行测量接触网的状态参数、几何参数。测量结果用

于指导接触网的运行维修。 

检测参数主要包括：接触线高度、拉出值、硬点、弓网接触力、速度和公里标等。 

1C 装置应具有双向检测、综合定位功能；装置的弓网视频监测系统应能同步显示主要检测数据和

速度、公里标；视频应能实时存储，具备实时记录、回放功能，且回放不影响视频的记录和存储；应具

备指定公里标范围内视频导出功能。装置应具有实时处理、分析和存储原始检测数据、读取标准格式线

路资料的功能，并可连续实时显示检测数据和波形；能形成一杆一档的检测数据库，可根据检测数据生

成缺陷报表和检测报告，能对同一位置的历史检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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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2 基本组成 

装置主要由检测传感设备、弓网视频监控设备、信号传输设备、电源设备、信号采集设备、数据处

理、显示和存储设备等构成。 

5.4.1.3 主要技术指标要求 

装置的主要技术指标见表 2： 

表 2 弓网综合检测装置主要技术指标 

序号 测量项目 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 

1 接触线高度 5000 mm～7000 mm ±10 mm 

2 拉出值 -625 mm～625 mm ±10 mm 

3 接触线间水平距离 0～800 mm ±20 mm 

4 接触线间垂直距离 0～500 mm ±20 mm 

5 硬点 0～980 m/s
2
 ±10 m/s

2
 

6 弓网接触力 0～500 N ±5 N 

7 燃弧时间 0～500 ms ±2 ms 

8 速度 0～400 km/h ±0.1 km/h 

5.4.2.  接触网安全巡检装置（2C 装置） 

5.4.2.1 功能 

接触网安全巡检装置（简称 2C 装置）是安装在运营动车组或机车上的便携式检测设备，对接触网

的技术状态和外部环境进行检测，指导接触网的运行维修。 

2C 装置应能有效判断接触网设备有无明显脱落、断裂等异常情况，能自动识别危及接触网设备安

全运行的外部环境；能根据接触网支柱（或吊柱）信息分割视频；记录所发现的缺陷及其对应的公里标

和（或）支柱号等定位信息，统计并形成缺陷库，自动生成报告（报表）；形成一杆一档的图像数据库，

能对同一位置的历史巡检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具备图像浏览、视频检索、图像标记、支柱（吊柱）定位

等功能；具备巡视过程遥控标记缺陷、切换站区功能。装置设计应轻量化、小型化、便携化，应能适应

较强的光线变化。 

5.4.2.2 基本组成 

主要由前端采集装置和后端分析软件组成。 

前端采集装置包括安装支架、高清成像、图像处理、显示操作、手持遥控、图像存储及电源管理等

模块。 

后端分析软件安装于计算机上，统计分析接触网技术状态。 

5.4.2.3 主要技术指标要求 

高清成像模块至少包括接触网全景成像和关键区域成像，全景成像能够覆盖巡检线路的接触网设备

及相关周边环境，关键区域成像能对接触悬挂、定位支撑装置、附加悬挂等拍摄；能适应较强的光线变

化，能适应隧道区段的巡检要求。全景图像、接触网关键区域图像均不低于 500 万像素，图像清晰度能

够分辨零部件脱落、断裂等明显缺陷。 

全景图像和关键区域图像应同步，装置应提供不小于 5000 km 线路检测图像与数据的存储空间。装

置功率不大于 100 W，电池续航时间不低于 5 h。 

5.4.3.  车载接触网运行状态检测装置（3C装置） 

5.4.3.1 功能 

车载接触网运行状态检测装置包括动车组车载接触网运行状态检测装置（简称动车组 3C 装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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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机车车载接触网运行状态检测装置（简称电力机车 3C 装置），随着运营动车组或电力机车的运行，

实现对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状态的全覆盖、全天候的动态检测。检测参数主要包括：接触线高度、拉出值、

接触线间水平距离、燃弧时间、接触网温度等。 

3C 装置能对弓网运行状态进行视频监控，录像与线路公里标等数据叠加；根据需求，检测数据可

实时无线传输或无线召唤传输，也可在车上采用移动硬盘方式或无线传输方式转储；准确定位并显示检

测线路的行别、区间（站场）、杆号、公里标、车次等信息；根据车辆运行状态，自动控制检测装置开

启、采集、存储、关闭；能对检测数据和高清视频进行快速查询、分段转储；在动车组机械师室设置触

摸一体机，高清视频监控弓网状态；能实时分析处理燃弧、接触网温度、接触网几何参数动态值等检测

数据及弓网运行状态，自动识别燃弧异常、接触网温度异常、几何参数超限、降弓、打弓等疑似缺陷，

准确定位，实时无线发送。 

5.4.3.2 基本组成 

车载装置主要由测量、数据处理和数据传输等模块组成。 

在地面指定位置设置数据接收、分析终端，一套终端可以对应多台车载装置。地面数据接收分析终

端采用集中部署。 

5.4.3.3 主要技术指标要求 

表 3 主要技术指标 

序号 测量项目 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 

1 接触线高度 5100 mm～6700 mm ±20 mm 

2 拉出值 
动车组为：-600 mm～600 mm； 

电力机车为：-650 mm～650 mm 
±20 mm 

3 接触线间水平距离 0～800 mm ±25 mm 

4 燃弧时间 0～200 ms ±2 ms 

5 接触网温度 0～200 ℃ 
±2 ℃（或测量

值的±2%） 

5.4.4. 接触网状态检测监测装置（4C装置） 

5.4.4.1 功能 

接触网状态检测监测装置（简称 4C 装置）安装在接触网检测车、作业车或其他专用轨道车辆上，

对接触网的零部件实施成像检测及自动识别，测量接触网几何参数静态值，指导接触网的运行维修。 

4C 装置能连续测量接触网几何参数；准确定位接触网腕臂安装支柱（或吊柱）的位置；拍摄支持

装置正反两面的图像；拍摄接触悬挂（吊弦、电连接、线夹等）图像；拍摄附加悬挂区域图像；拍摄吊

柱底座区域图像；记录接触悬挂的连续视频；对成像区域的缺陷进行识别；分析和存储缺陷数据，并提

供分类汇总报告；形成一杆一档的数据库，能对同一位置的历史检测结果（图像、几何参数等）进行对

比分析。 

5.4.4.2 基本组成 

主要由几何参数测量、高清成像检测、数据分析处理等模块组成。 

5.4.4.3 主要技术指标要求 

a) 支持装置区域：成像范围为轨顶连线以上 4800 mm 至 8100 mm 范围与轨顶连线的垂直中心线

左侧 3500 mm 至右侧 3500 mm 范围相交叉区域，应正反面拍摄，图像像素不低于 5000 万。 

b) 接触悬挂（吊弦、电连接、线夹等）区域：成像范围为轨顶连线以上 4800 mm 至 8100 mm 范

围区域，单幅画面幅宽 2000 mm，吊弦整体应左右侧拍摄，吊弦及电连接的承力索线夹和接触线线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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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分别拍摄，图像像素不低于 1600 万。 

c) 附加悬挂（肩架、绝缘子等）区域：成像范围为附加悬挂区域，应正反面拍摄，图像像素不低

于 1600 万。 

d) 吊柱底座区域：成像范围为吊柱底座 2700 mm×2700 mm 区域，应正反面拍摄，图像像素不低

于 1600 万。 

e) 接触悬挂的连续视频：成像范围为轨顶连线以上 4800 mm 至 8100 mm 范围区域，单幅画面幅

宽 2000 mm，应正反面拍摄，图像像素不低于 200 万，采集帧频不低于 25 fps。  

f) 对分段绝缘器等接触网特殊断面的关键零部件拍摄，成像范围为 5000 mm×1500 mm 区域，应

左右两侧拍摄，图像像素不低于 2500 万。 

上述 a-e 项为基本项；第 f 项为可选项，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设计。 

g) 几何参数技术指标要求： 

表 4 几何参数技术指标 

序号 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 

1 接触线高度 5000 mm～7000 mm ±10 mm 

2 拉出值 -625 mm～625 mm ±10 mm 

3 接触线间水平距离 0～800 mm ±20 mm 

4 接触线间垂直距离 0～500 mm ±20 mm 

5 定位器坡度 0～20° ±0.5° 

5.4.5. 受电弓滑板监测装置（5C 装置） 

5.4.5.1 功能 

受电弓滑板监测装置（简称 5C 装置）安装在电气化铁路的局界、段界、联络线、动车组（电力机

车）出入库区、车站等处，用于监测受电弓滑板的技术状态，及时发现受电弓滑板的异常状态，指导接

触网的运行维修。 

5C 装置能采用图像采集设备对工作受电弓滑板、弓角进行状态监测，并可将监测的图像或视频通

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进行远程传输；能对受电弓滑板状态进行自动分析处理，分辨出受电弓滑板的损坏、

断裂和异物等异常情况，并实时报警；能自动确定所监测受电弓的车号。 

5.4.5.2 基本组成 

包括图像采集设备及电源、传输、显示、分析处理存储等模块。 

5.4.5.3 主要技术指标要求 

a) 采集受电弓滑板区域的图片，成像区域不小于 2000 mm×1500 mm，覆盖受电弓滑板及弓角区

域； 

b) 图像分辨率应不低于 1200 万像素；  

c) 在实际线路上，漏检率应不大于 0.1%。 

5.4.6. 接触网地面监测装置（6C装置） 

5.4.6.1 功能 

监测接触网振动特性、线索温度、补偿位移、绝缘状态等参数或特定位置的接触网技术状态，在接

触网的特定位置设置固定式监测装置，并将监测数据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实时传输，发现异常及时报警。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对接触线和承力索的张力、接触线振动、接触线定位点抬升量、线索温度、补偿位移等接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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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能进行监测； 

b) 对接触网的高压绝缘子、高压电缆、避雷器等供电设备状态进行监测； 

c) 对接触网电分相、电分段、隔离开关以及动车所、站场咽喉区、隧道出入口、上跨线桥、大风

区段等关键处所的供电设备运行状态进行视频监测。 

5.4.6.2 基本组成 

接触网地面监测装置主要包括测量传感器、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处理、电源等模块。 

5.4.6.3 主要技术指标要求 

表 5 主要技术指标 

序号 测量项目 测量范围 最大允许误差 

1 接触线振动幅值 0～200 mm ±3 mm 

2 电连接线夹温度 -40℃～200℃ ±2℃ 

3 电连接线夹接触电阻 0～1000 μΩ ±50 μΩ 

4 泄漏电流 1 mA～500 mA ±10 mA 

5 接触网张力补偿器 a、b 值 0～4000 mm ±20 mm 

6 电缆外护层接地环形电流 0.1 A～1000 A ±1 A 

5.5.  6C系统信息综合应用 

5.5.1 架构及功能 

6C 系统信息综合应用部署在铁路综合信息网，采用三级构架，三级 6C 系统信息综合应用根据不

同的需求设置相对应的功能模块。 

    6C 系统信息综合应用是 6C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为铁路供电安全检测监测业务提

供一套整合的数据分析处理、信息展示、数据交换的平台，具备完整的业务流程和自动分析功能，能提

高检测监测数据分析的效率和准确性。6C 系统信息综合应用以一杆一档为基本分析单元，按照统一的

数据接口规范，能实现对 6C 系统各装置所采集数据及相关基础数据的集中汇集处理、智能分析、关联

分析、综合分析、历史数据对比与展示及趋势判断，为供电设备运行维修提供有力支持。 

 

5.5.2 基本组成 

6C 系统信息综合应用按照三级设置。各级 6C 系统信息综合应用硬件平台包括但不限于：局域网

络设备、计算服务器设备、存储设备、网络安全设备、路由交换设备、检测监测 HMI 终端、维护及病

毒防护终端、打印设备、UPS 和大屏幕显示系统等设备。 

各级 6C 系统信息综合应用软件平台由系统软件、平台软件和应用软件构成。系统软件由操作系统、

数据库等软件构成。应用软件支持多种类型的终端设备进行访问。平台软件作为 6C 系统信息综合应用

软件平台的基础支撑层，具备数据采集、数据交换、基础数据管理、报表服务、流程引擎等功能，且易

于扩展，满足中长期检测监测数据管理容量增长、功能扩充的需求。 

5.5.3 网络架构及传输通道 

各级 6C 系统信息综合应用之间采用铁路综合信息网，6C 系统各装置与各级 6C 系统信息综合应用

以及车间/工区终端之间采用铁路综合信息网、移动公网等传输方式。以移动公网接入的信息源，需通

过移动公网安全平台接入铁路综合信息网。6C 系统信息综合应用与其他信息系统的数据通信接口采用

基于 TCP/IP 等网络传输规约和基于 Web Service 规范的应用程序。 

6C 系统网络结构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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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6C系统网络架构及传输通道示意图 

 

5.5.4 数据库 

6C 系统信息综合应用采用关系型或非结构化数据库管理系统，作为应用数据的后台处理系统，便

于实现数据共享以及综合分析和诊断功能。 

5.5.5通信协议 

6C 系统信息综合应用采用统一的数据接口规范，主要包括 6C 系统各装置与 6C 系统信息综合应用

终端之间的通信规约功能、报文格式、报文类型及传输规则等，实现与 6C 系统各装置的数据通讯。 

5.5.6 主要技术指标要求 

a) 主备机自动切换时间：≤30s； 

b) 主要节点 CPU 负载：≤50%（1min 平均值）； 

c) 局域网平均负载：≤30%； 

d) 通道传输时延：≤1 秒； 

e) 系统可用率：≥99.8%； 

f) 在线用户数：段级≥500、局级≥100、国铁集团级≥50； 

g) 并发访问数：≥10； 

h) 检测监测数值及文本数据存储周期：≥3 年； 

i) 检测监测图像/视频数据存储周期：≥1 年； 

j) 缺陷数据存储周期：永久； 

k) 移动硬盘接口速率：≥480Mb/s。 

6  检验方法及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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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C 系统应进行检验。检验方法按相关标准执行，检验项目应包括性能试验、结构及机械性能、安

全性能、气候防护性能、电磁兼容性能等内容，其中性能试验在必要时采用现场检验。检验规则应按照

检验方法进行型式检验、出厂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