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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线路常见病害原因及养护维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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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经济条件的逐渐优化，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很大提升，带动了各行各业快速的发展和改善。尤

其是在铁路工程建设方面，国家一直坚持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和完善，永不停歇地发展并前进着。对铁路等

道路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当前交通事业和铁路行业的首要任务，在进行这项工作的同时也会产生许多线路上

的各类病害问题，因此对铁路的线路进行病害解决和有效养护也是该任务中重要的工作。文章针对铁路线路中容

易出现的病害问题做主要分析和论述，旨在对今后铁路线路的发展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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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铁路线路解决病害及养护维修的意义

通常，我们所常见的大部分铁路的线路主要包括

钢轨、路基以及桥梁等，这对铁路线路的日常使用中

的各个部分产生作用，各个组成部分也会发挥出自身

的功能，从而保证铁路工程的正常运作。而且，这些

组成部分不但能够维持铁路的运行，还对整个铁路线

路的正常使用有着极大的意义。但当铁路线路处于环

境较为危险或恶劣的情景时，很容易会出现一些安全

隐患，这时铁路线路上的特定组成部件会发挥作用，

尽可能地保障车辆的正常行驶，同时应对外部环境的

影响。

在铁路线路的实际工作中，由于各类环境因素的

变化多端以及多方面的限制依然会造成铁路线路出现

问题，例如外表变形、路基移位、桥梁下沉等现象。

因此我们能够认识到对铁路线路的病害处理以及养护

维护是十分必要的，而且铁路工程一旦出现问题就会

造成较为严重的事件 [1]。

因此，为了能够科学合理地保障人们使用铁路线

路时的安全性，同时促进铁路线路能够被安全高效地

使用，人们必须要不断探索和研究相关维护措施，同

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应对方案，从根本上做到防患于

未然，必要时还要结合国家制定相关制度规范或者利

用施工方案手段对铁路线路起到养护的作用，并且还

应该做好对铁路线路运行的监测与管理工作，如果发

生了意外事故能够使相关人员及时知晓并立刻抵达现

场。防止铁路线路出现问题的关键工作就是及时处理

并解决病害问题，同时采取一定措施对铁路线路进行

维护和养护。

2 对铁路线路中常见具体病害分析

2.1 铁路路基易被冲刷

铁路铁道常年会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并且铁路

建造在河流边或常年下雨的地区都会很容易导致铁路

的路基被冲刷，所以铁路路基被冲刷是很常见的病害

类型，再加上铁路一般也会建造于郊外、河滩、水库

的旁边，所以所受到的各种环境影响十分剧烈，通常

还会造成路基被流水渗透，最终发生坍塌现象。对于

这种病害问题，我们还需要针对铁路所处位置的自然

环境进行调查和研究，通过对当地气候特点及温度等

条件的分析，建设相应的路基类型，从而精准地进行

预防工作 [2]。

2.2 铁路轨道不平顺

在对铁路的轨道进行结构建设时，道床一般为碎

石所构成，因此，整个轨道结构会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当车辆重复行驶后会对轨道造成不规律且重复性的荷

载作用，长此以往就会使铁路轨道出现不平顺的现象。

甚至整个轨道还会出现垂向、横向的动态弹性变形等。

这些状况不但会影响车辆的行驶平稳度，还会构成一定

的危险行车现象。所以要随时对铁路线路轨道的平整度

进行观察和监督，必要时及时对轨道结构进行维修。

2.3 铁路路基易被冻害

铁路路基出现冻坏现象主要发生在寒冷地区，例

如我国东北、青藏、西部地区等，在这些地区建设铁

路工程时要十分注重路基冻害问题，这类病害问题能

够直接影响铁路的正常运行，而且在严寒地区是较为

普遍的问题。在冬季时，路面温度较低，寒冷地区的

冻土层较厚，因此土壤内的水分极易形成冰，从而引



Broad Review Of Scientific Stories

2022年 6期 (上 )总第 497期 工业技术

47

起路基冰冻。而且，冰冻土壤之后会发生膨胀作用，

很容易导致路基的崩塌开裂，所以铁路路基的冻害病

害很容易引起路基的断裂、错缝等现象，并且这是一

种十分严重的路基病害。

2.4 钢轨接头病害问题

首先，钢轨接头起到连接钢轨的作用，同时钢轨

接头是铁路线路中的重要部位，因此对钢轨接头病害

问题的处理十分重要，通过对钢轨接头病害的类型及

原因分析，我们能够发现钢轨接头的问题有时是因为

钢轨自身材料的质量出现的问题，钢轨在加工厂加工

的过程中存在问题，从而导致钢轨出厂并投入使用后

很容易出现问题，从而导致钢轨的接头出现病害问题。

其次，对钢轨接头的不及时维护和修理也会导致

钢轨接头出现病害问题，当车辆在钢轨上行驶时，会

对钢轨接头造成摩擦，同时车辆的车轮经过接头就会

导致钢轨接头出现变形或折角，这样就使得车辆的车

轮没有落实到钢轨上，悬空的车轮和钢轨轨道之间还

会产生碰撞，从而长此以往的类似情况就导致了钢轨

出现变形，位置也发生了变化，所以钢轨接头的连接

效果就不好了，同时还造成了钢轨松动。

最后，如果铁路线路处于上坡或下坡的情况时，

或者是车辆对车轨的持续摩擦时都会导致钢轨接头出

现病害问题。当列车在钢轨上行驶时，会对轨道进行

上下挠曲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也就导致了线路内部

发生结构变化，所以在持续的作用和承载下钢轨就会

出现开裂、折断等现象。

2.5 线路爬行病害问题

当对铁路线路进行实际使用时，很容易会导致线

路爬行病害问题，这种问题也是产生其他病害类型的

主要原因，并且导致线路爬行病害问题产生的原因有

很多，一般来说，线路出现爬型病害问题是由于钢轨

线路自身的材质质量不达标，从而在实际使用的过程

中受到荷载容易发生变形，同时在受到摩擦的过程中

由于温度的变化也容易导致钢轨出现凸起或弯曲，这

样的现象使得钢轨在动态负荷下出现线路爬行问题，另

外，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车辆对轨道的纵向力及接

头处的长期摩擦作用都会导致线路爬行病害的产生。

2.6 道床病害

道床是铁路线路结构的基础，也是整个钢轨的框

架，如果轨道发生了变形多半是因为道床变形导致的，

而且道床如果发生了不均匀沉降或断裂等现象不但会

引发轨道变形，还会引起一系列的病害。因此，道床

病害十分严重，直接威胁车辆行驶安全。一般来说，

道床病害类型主要包括道床塌陷、道床翻浆，道床移

位等。

3 铁路线路出现病害的主要原因分析

3.1 铁路线路维护与养护人员对线路的维修

养护工作不够重视

尽管近几年来我国铁路相关部门应对铁路病害问

题制定了许多政策和制度，同时也设立了相关安检部

门对铁路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督和管控，从而

能够科学有效地使专业维修人员和技术人员及时对铁

路线路进行维护和养护，但铁路线路在日常的运作过

程中依然存在了许多不足和问题。因此，我国专门安

排了相关执行人员对铁路线路维护与养护工作及病害

处理工作进行了主要探讨和研究，同时在铁路日常运

行中设立了相关部门并安排了专业的人员进行监督管

控，但在对铁路工程及病害问题进行观测处理的过程

中，很多维护与养护人员不能够及时运用专业的处理

技能和方法进行解决，他们对铁路线路的病害问题不

够重视，并且缺乏对铁路线路维修及养护工作知识的

学习能力，这样的局面很不利于对铁路线路病害进行

及时防治和处理，也阻碍了我国铁路工程和交通事业

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从而为后铁路线路出现病害埋

下了后患。

3.2 铁路线路运输工作的任务负担较重

随着国家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与生产以及国

家的发展都已经离不开铁路运输，并且铁路运输已经

与国家的发展有了紧密地联系。这样的局势无形之中

增加了铁路线路运输工作的任务量。为了能够促进国

家的经济发展，带动高质量的生活水平，近几年来，

我国不断提升列车的运行效率以及对货物的运输量，

从而不断促进各行各业现代化的发展，也为人们的生

活和生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这样的生活与生产方

式直接造成了铁路运输工作量的持续增加，使得我国

铁路线路运输工作的负担加大，从而也提升了铁路线

路上产生病害的概率。

3.3 缺失一定的维修养护与监管制度

通过对以往的铁路线路病害问题的分析以及总结

以往经典案件，我们能够发现现今的铁路线路安全管

理制度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铁路线路安全管理制度是

保障铁路正常运行的关键之一，如果缺乏了科学合理

的安全制度会严重妨碍我国铁路事业的发展。如今在

铁路线路运行的过程中，很多规章制度没有得到实际

的落实和系统的规划，导致很多安全规范制度没有切

实安排，而且相关执行人员对制度的执行力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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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铁路线路常见病害预防及养护维修方法

4.1 对于铁路路基冲刷的解决措施

当路基被冲刷后一般利用防护工程对问题进行处

理。这种防护工程分为两种，其中，直接防护是对被

冲刷的路基进行直接处理并加固，在原有路基的基础

上进行修复加固，还有一种间接防护是改变渗透水或

流水的形势，通过改变水流方向间接地使铁路避开水，

从而避免路基被冲刷。

4.2 对于铁路路基冻害的整治措施

当铁路路基出现冻害问题必须要及时处理，并且

应该事先做好预防工作，在冻害发生之后要对当地冻

土层进行详细的了解和调查，综合分析路基冻害所产

生的后果和其形成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做出合理

的整治措施。通常在寒冷地区修建排水设施，避免铁

路与水流的接触，从而直接防止冻土病害的发生，另外，

设置截水沟、暗沟等设备也能够促进排水，防止铁路

上积水最终完成路基的冻结。再者，可以对易发生路

基冻结的冻害地段进行换土，将原来的土壤换成不易

冻结的物质，从而减少路基冻害的产生。其次，可以

设置保温层，提升路基地表以下的土壤温度，防止土

壤的冻结。最后，可以对路基进行打孔并注射盐物质，

提升路基的抗冻能力。

4.3 对于轨道不平顺的整治办法

可以利用大型养路机械进行铁路维修和整治，主

要工作内容为向施工方提供设计图、线路图以及其他

资料等，施工方通过大型养护机械对铁路进行修复，

其中包括起道、拨道捣固和夯实等工序，完成以后还

要对轨道进行加固和修补，对于磨损较大的轨道区域

可以进行补道工作。再者，还可以进行改道作业，主

要在轨距及其变化率不良时进行该工作，一般对于混

凝土枕线路的改道主要是利用部件调整及轨距挡板来

完成作业的。另外，还有垫板作业和扣件作业，这几种

方式都能够对轨道不平顺的现象进行修复和处理，根据

不同的情况和工作内容来选择适宜的修复方式。

4.4 钢轨接头病害的预防及维修

在铁路线路的实际运行过程中，防止铁道上接头

出现病害的主要工作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在车辆行驶时，要注重对线路内部接头的不断检测和

完善，发现问题时要及时进行修复和强化，这样才能

保证铁路正常运行，也能够保证养护工作得到有效落

实。而且对铁路内接头病害的及时预防和维修能够保

证铁路线路整体的稳定性，防止铁路线路在运行过程

中出现其他类病害问题。同时，在预防与维修工作进

行的过程中，要保证钢轨各个部件的稳定性，及时对

内部各个构件与零件进行加强和优化。

4.5 强化铁路线路爬行维护的方法

在解决铁路线路爬行问题的过程中，要注重对铁

路线路的受力情况进行分析并总结，以加强线路自身

强化为目的，从根本上解决铁路线路爬行病害问题。

一般情况下会采用一定的反向阻力对铁路容易磨损的

区域进行处理，从而达到对铁路线路爬行病害进行预

防和解决的工作，从而有效控制铁路线路上的钢轨与

道床之间的稳定性，必要时还要对钢轨进行加固工作。

另外还要对整个铁路线路及道床进行清洁整理工作。

4.6 道床病害的预防及维修

加强铁路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规范就是防止道床出

现病害的主要工作，在实际预防与维修过程中要注重

对道渣筛选时的辨认工作，要根据实际状况选出优质

的道渣，这项工作能够较好地保障铁路道床的稳定性

和坚固性。同时要格外注重交通运输情况复杂的铁路

线路以及运输频繁的线路，对于这部分线路要进行定

期的检测和处理工作，避免钢轨上存积泥土、垃圾等

物质，防止一些杂乱物质对车辆造成行驶阻力。同时，

对道床病害的预防及维修工作，也是促进铁路线路排

水工作的关键点。

4.7 铁路部门要加强对维护与养护人员的培

养工作

在日常铁路线路的正常运行中，对铁路线路的养

护及病害处理工作的进行主要依靠相关技术人员和操

作人员，如果相关维护与养护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或

专业能力水平不够就会极大地影响这项工作的进行，

并且对铁路工程的维护工作质量也取决于维护与养护

人员的能力与素质。

5 结语

现今我国的发展已经离不开各个领域的带动和促

进，而且我国经济水平也发展到了一定的高度，随之

使得人们的生活条件以及质量都得到了转变和提升，

尤其是交通行业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

于铁路线路的发展来说，它是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关

键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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