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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动模型实验方法，主要研究列车头型横截面变化对初始压缩波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列车最大

横截面积和流线型部分长度相同的情况下，列车头部流线型部分的平均横截面积和截面变化率均会对初始压缩
波的压力峰值产生影响，平均横截面积决定了初始压缩波形成时的强度大小，截面变化率则通过影响初始压缩
波的压力梯度，决定在隧道传播过程中初始压缩波压力峰值的衰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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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fluence of the cross section on the initial compression wave is studied by using the moving model
experiment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itial compression wave variation is the combined result of
the average cross-sectional area and the cross-sectional area distribution of a high-speed train streamlined nose
when the train’s max cross section and the streamlined nose length are the same. The average cross-sectional
area affects the magnitude of the initial compression wave, and the cross-sectional area distribution affects
the pressure gradient of the initial compression wave, therefore, affects the pressure dissipation of the initial
compression wave propagating in the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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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高速列车进入隧道时，人们会感觉到车厢

模型实验，以 4 种不同头型的高速列车模型为研究

内的噪音急剧增大，低沉的 “嗡嗡” 声在耳边回响，

对象，对高速列车进入隧道时产生的初始压缩波进

而且耳朵会有压迫感，与此同时，车厢也会出现轻微

行分析，并研究列车单线隧道运行时初始压缩波的

的摆动，列车进入隧道前的乘坐舒适感荡然无存。

差异及影响因素。

这是高速列车通过隧道时的独特现象。车厢内这种
恼人的噪音是由于隧道压力波掠过车体时造成车厢
外部气压在短时间内的急剧波动，形成气动噪声。耳

1 实验方法
1.1 实验设备

朵的压迫感是因为车厢外的压力波动传入车内时，

本文的动模型实验是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车厢内部气压变化，使得乘客耳膜内外气压差出现

先进轨道交通力学研究中心进行的。高速列车动模

变化，形成压迫感。同样的，隧道内气压波掠过车

型实验平台全长 264 m，由加速段、测试段和减速段

身时，会使得列车周围的空气压力场出现短暂的失

组成，实验平台测试段如图 1 所示。模型在加速段

衡，列车车体的受力不均衡，出现轻微摆动。这些现

被高压空气间接加速至实验所需的速度，在测试段

象的 “罪魁祸首” 都是隧道压力波对高速列车车体

无动力滑行，进行相关的实验测量，在减速段由磁涡

的作用，而隧道初始压缩波与作用于列车的隧道压

流制动停止。

力波则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
初始压缩波是由列车从明线运行进入隧道时，
因为受到隧道壁面的限制，列车头部前方空气所处
的空间不断缩小，使得压力逐渐升高而形成的。初
始压缩波在隧道内以音速向出口传播，在传播过程
中，高强度的初始压缩波会威胁隧道内附属设施的
安全。在出口处，大部分的压缩波反射形成膨胀波迎
着列车传播，当其掠过车体表面时，会影响车内乘客
的乘坐舒适性；在极端情况下，还会造成车体结构的

图 1 高速列车动模型实验平台

损坏，危及列车的运行安全。初始压缩波的其余部分
在隧道出口以微气压波的形式向外辐射，这种脉冲

隧道内的气压波由安装在隧道壁面上的压力传

波会造成严重的噪声污染，对周围环境产生不良影

感器测量得到。压力传感器型号为 ULT2911S2，量

响

[1]

程为 7 kPa，该压力传感器具有高响应频率、低温

。

目前，对于初始压缩波的研究多在隧道洞口
微气压波的研究分析中提及，由于初始压缩波在
隧道出口处的压力变化率决定了微气压波的大
小 [2-3] ，初始压缩波在隧道内的传播特性也被研究者

度灵敏性、大信噪比等特点，满足动模型实验中
瞬态气动压力测量的要求。利用数据采集卡接收
隧道壁面上压力传感器的压力信号，并且同步各
类地面数据信号。根据田红旗关于采样频率的研究
[8]

关注 [4-5] 。关于影响初始压缩波的因素，列车进入隧

结果

道时的速度被认为是影响初始压缩波强度的因素之
一 [4-6] ，在列车的几何特征对初始压缩波的影响方

储速度，本文实验中数据采集卡的采样频率设置为

面，目前得到广泛认同的是，列车最大横截面积和

，为了准确捕捉到传感器的有效信号，同

时保证测试系统具有良好的采样速度和数据的存
4 000 Hz。

隧道横截面积之比 (阻塞比) 与初始压缩波的幅值

1.2 实验模型

有直接关系：初始压缩波的幅值和阻塞比的一次方

1.2.1 高速列车模型

成比例

[6]

。关于高速列车头型的其他几何参数对初

始压缩波的影响分析却少有涉及。

本文中的动模型实验对象为三编组高速列车模
型，分为头车、中间车和尾车 3 部分，缩比为 1:8，

动模型作为高速列车空气动力学模型实验的有

全长为 L = 10.08 m。实验模型进行了局部简化与修

效方法之一，是目前进行列车交会和隧道运行工况

改，省略了车顶附属部件，简化了转向架，其他方面

研究的唯一模型实验手段，其可以完全模拟实车的

的几何特征均与实车保持一致。隧道初始压缩波动

运行状态，实现与隧道的相对运动

[7]

。本文通过动

模型实验中的高速列车模型头型共分为 4 种，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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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为 EMU-1, EMU-2, EMU-3 和 EMU-4，如图 2

度 W 为特征长度，则车体高度为 1.27W ，4 种高速

所示。4 种模型有着相同的车体宽度、车体高度和最

列车模型的长宽比均为 L/W = 24， 各个模型的最

大横截面积，其中车体宽度 W = 0.42 m，以车体宽

大横截面积均为 0.21 m2 。

图 2 EMU-1∼EMU-4 高速列车三编组动模型

1.2.2 隧道模型

动模型实验的隧道模型采用单线隧道，其实际
的横截面积为 70 m2 ，本文对其进行了 1:8 的缩比，
隧道模型的横截面形状如图 3(a) 所示。依据欧标
EN14067[9] ，隧道模型的总长确定为 60 m，隧道模型

安装于动模型平台的测试段，如图 3(b) 所示。
为了测量分析初始压缩波在隧道内的传播特
性，在隧道壁面上沿着隧道长度方向布置了 11 个
压力传感器，统一安装在隧道壁面同一侧，高于轨
道顶面 0.4 m 处，如图 4 所示，一个压力传感器作为

(b)

图 3 单线隧道模型

(a)

图 4 隧道壁面压力测点分布

力

498

学

与

实

践

2018 年 第 40 卷

一个压力测点，压力测点间相隔 5 m。根据压力测点

过隧道工况的动模型实验，测量列车模型通过隧道

距隧道入口的距离进行标号，例如 P5 表示距离隧道

时隧道壁面的压力波动，测试方案如表 1 所示。利

入口 5 m 处的压力测点。

用 EMU-1 进行 200 km/h, 250 km/h, 300 km/h 和
350 km/h 四个速度级下的实验测量，其他车型均的

1.3 测试方案

实验速度级均为 200 km/h。模型实验速度与目标设

对 4 种头型的三编组高速列车模型进行单车通

计速度最大相差 2%，该速度误差在合理范围之内。

表 1 初始压缩波实验研究测试方案
车型

目标实验速度/(km·h−1 )

实际实验速度/(km·h−1 )

EMU-1

200，250，300，350

197，248，300，347

EMU-2

200

198

EMU-3

200

200

EMU-4

200

198

2 结果与分析

编组状态

测试内容
列车通过单线

头车 + 中间车 + 尾车

隧道时，隧道
壁面压力波动

图 5 所示的是隧道 P5 压力测点的数据处理过

2.1 隧道压力波实验数据的处理方法

程。从数据采集卡获得的传感器电压信号如图 5(a)

实验结束后，从数据采集卡获取到压力传感器

所示；根据压力传感器的灵敏度将其转换为压力信

的电压信号，要根据传感器灵敏度将传感器的电压

号，并将压力曲线的零点 (没有气流扰动时的压力

信号转换成压力信号，才能获得隧道壁面测点有效

值) 归零，如图 5(b) 所示；利用隧道入口和出口的测

的压力曲线，做进一步的数据分析。

速信号确定列车模型进入隧道和离开隧道的时刻，

(a)

(b)

(c)

(d)
图 5 隧道壁面测点压力曲线处理

第 5 期

郭

易等：高速列车隧道初始压缩波的动模型实验研究

499

如图 5(c) 所示，绿色曲线的下降沿为列车模型头部

4 种高速列车模型以 200 km/h 通过隧道时，按照

进入隧道的时刻，红色曲线的上升沿为列车模型尾

式 (1) 得出的初始压缩波最大值也相同，即 ∆P =

部离开隧道的时刻；取图 5(c) 中列车模型在隧道内

903.6 Pa；由动模型实验测得的初始压缩波最大值位

运行时的压力曲线，并将列车进入隧道的时间设为

于 P15 测点，EMU-1∼EMU-4 对应的初始压缩波最

零时刻，得到图 5(d) 列车模型在隧道内运行时隧道

大值分别为 1 019.56 Pa, 1 032.87 Pa, 1 054.64 Pa 和

壁面 P5 测点的压力随时间变化曲线，图中红色虚线

1 039.97 Pa。由此可知，实验值均高于理论计算值，

框即为隧道壁面 P5 测点捕获的初始压缩波。其他测

这可能是因为 P15 测点距离隧道入口较近，该测点

点的压力信号处理方式均与 P5 测点的一致。

测量的初始压缩波包含了列车在隧道内运行时头部
对前方气流压缩形成的压力增加部分；4 种高速列

2.2 列车运行速度对初始压缩波的影响

利用 EMU-1 高速列车模型进行从 250 km/h 到
350 km/h 四个速度级的动模型实验，测量列车通过

隧道时隧道壁面的压力波动。每个速度级下，都是
P15 测点捕获了最大量值的初始压缩波，图 6 为 P15

车模型的初始压缩波最大值存在差异，说明初始压
缩波的大小不仅与列车的最大横截面积 (阻塞比) 有
关，也与列车头型的差异有关。
2.4 列车头部几何特征对初始压缩波的影响

测点在不同速度下的初始压缩波曲线。列车模型进

为了探究列车头型对初始压缩波的影响，对 4

入隧道的速度从 250 km/h 逐步增加到 350 km/h，初

种车型在同一个压力测点的初始压缩波压力峰值及

始压缩波的最大值分别为 1 017.39 Pa、1 626.76 Pa、

压力梯度进行了比较。首先应获取各个列车模型头

2 434.72 Pa 和 3 269.99 Pa。隧道初始压缩波的大小与

部的最大纵剖面，然后以等距间隔截取列车的横截

列车进入隧道的速度平方成正比。

面。
图 7 是 EMU-1∼EMU-4 流线型车头的最大纵
剖面轮廓图，从轮廓图中可以看出，4 种头型都是双
拱型，驾驶室玻璃在纵剖面上与流线型车头融为一
体，各个车头流线型部分的长度相同，均为 1.60 m。
在沿列车长度方向上，自鼻锥后每一处位置上 EMU3 的轮廓线均高于其他 3 个头型，直至车肩处，之后

与其他头型的轮廓线重合，这说可能明了 EMU-3 自
列车鼻锥至最大横截面处 (流线型部分) 的平均横截
面积大于其他 3 个车型。

图 6 不同速度下的初始压缩波对比

2.3 初始压缩波的理论值与实验值对比
Howe 等 [10-15] 利用声学格林函数推导出了列

车在进入隧道过程中，隧道内压缩波的压力 -- 时间
曲线，并简化曲线得出了隧道内初始压缩波最大值
的计算公式

图 7 EMU-1∼EMU-4 流线型头部最大纵剖面轮廓图

以列车鼻锥顶端为起点，沿着列车长度方向，
2

∆P =

ρV β
(1 + β)
1 − M2

(1)

每隔 0.05 m 获取列车头部的横截面，综合对比 4 种
车头流线型部分横截面积沿车体长度方向的变化情

其中，空气密度 ρ = 1.225 kg/m3 ，列车最大横截面

况，结果如图 8 所示。其中，0.5 m∼0.95 m 处是转向

积与隧道横截面积的比值 (阻塞比) β = 0.192，V 为

架位置，由于没有统计转向架舱的横截面积，在横截

列车的运行速度，M 为列车运行速度的马赫数。

面积的散点折线上，4 种车型在此位置均出现了 “下

因为 EMU-1 ∼ EMU-4 的最大横截面积均为
2

0.21 m ，所以阻塞比相同，均为 β = 0.192，故当

沉”。
以距鼻锥顶端的距离为依据，将 4 种车型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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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面积的散点折线图分为 3 个部分：0∼0.5 m 的鼻
锥区，0.5∼0.95 m 的驾驶室区和 0.95∼1.6 m 的车肩
区。从散点折线图可以看出，EMU-1 和 EMU-2 的
横截面积在鼻锥区和驾驶室区几乎相同，EMU-1 与
EMU-4，EMU-2 与 EMU-3 在车肩区的横截面积基

本一致。EMU-3 的横截面积大于其他车型，EMU-4
次之；EMU-2 的截面变化率，即相邻两横截面的面
积差 (∆S) 与沿列车长度方向上两横截面之间的距
离 (∆L) 之比，明显高于其他车型，EMU-4 的截面
变化率最低。4 种车型的平均横截面积和平均截面
变化率统计如表 2 所示。
(b) P25 局部放大图

图 8 沿列车长度方向车头流线型部分横截面积变化图
(c) P35 局部放大图

图 9 是 P15, P25, P35 和 P45 压力测点处不同
车型的初始压缩波曲线的局部放大图，各车型的曲
线只在波峰位置处存在差异，其余位置基本重合，
各个测点的初始压缩波压力峰值可按照 EMU-1 <
EMU-4 < EMU-2 < EMU-3 的顺序进行排列。可以

看出，在任一测点的曲线中，EMU-2 的初始压缩波
曲线变化特征不同于其他 3 个车型，压力峰值对应

(d) P45 局部放大图
图 9 EMU-1∼EMU-4 在各个测点的初始压缩波曲线局部放大图

的时间也早于其他 3 个车型。
图 10 是 4 种车型在 P15, P25, P35 和 P45 压力
测点处初始压缩波的压力梯度曲线，分析同一个测
点中的压力梯度，可知其均可按照 EMU-1 < EMU(a) P15 局部放大图

4 < EMU-2 < EMU-3 的顺序进行排列。比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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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点的曲线，按照压力梯度的大小将其分为 EMU-2
和 EMU-3 与 EMU-1 和 EMU-4 两组，从图中可以
看出，在隧道入口附近的 P15 测点，每组曲线的峰
值十分接近，并随着测点与隧道入口距离的增加，
压力梯度曲线峰值之间的间隔变得明显，在临近隧
道出口的 P45 测点处又变为接近。

(c) P35 测点

(a) P15 测点

(d) P45 测点
图 10 EMU-1∼EMU-4 在各个测点的初始压缩波的压力梯度曲线

表 2 是列车流线型头部平均截面积、平均截面
变化率、各个测点初始压缩波峰值及其压力梯度的
统计，表中的每一列数据均按照由小到大的顺序进
行排列。

(b) P25 测点

表 2 列车流线型头部几何特征对初始压缩波的影响数值统计
黑色：EMU-1

红色：EMU-2

绿色：EMU-3

蓝色：EMU-4

初始压缩波压力梯度/(kPa·s−1 )

平均横截面积/

平均横截面

m2

变化率/m

P15

P25

P35

P45

P15

P25

P35

P45

0.124

0.144

1 019.56

1 012.20

957.21

846.71

27.11

27.13

26.52

26.24

0.125

0.147

1 030.32

1 026.34

975.30

866.49

27.15

27.31

26.91

26.25

0.127

0.152

1 039.97

1 034.02

984.22

866.87

28.64

28.58

27.92

27.71

0.131

0.154

1 054.58

1 043.10

987.92

870.39

29.05

29.15

28.92

27.91

初始压缩波峰值/Pa

EMU-1, EMU-2 和 EMU-4 的平均横截面积相

EMU-1 和 EMU-4 的平均截面变化率相近，因此将

差较小，在 2% 以内；EMU-3 的平均横截面积大于

其分为 EMU-2 和 EMU-3 与 EMU-1 和 EMU-4 两

其他车型，比 EMU-4 大 3.4%；EMU-2 和 EMU-3、

组，两组间相差 3.14%。综上所述，EMU-2 的截面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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