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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l塑造床密度诗

离锺祥方吉东章雪娟张瑞麟高万蕃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摘要

铁路道床窑实度是衡量道床工作状态的主要参数之一。它对轨道的

稳定性、轨道残余变形的识累及轨道养护维修工作量都有重要影响，

SM-l型道床密度计是利用V射线穿过石磕时的吸收效应来确定道床密

度的.本文叙述了道床密度计的原理、结构、性能指标、应用及取得的显

著经济效益.

. J



M()D~L SM- i BALLAST DENSI''tY GAUGE

Gao W~ixian& Fane Jidon~ Zhu& Xll~juan

Zhanc Reilia Gao Wanshan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ABSTRACT

The ballast density is one of the principal pafamelers for roadbed operal

iag slale. It lreally arrecl! Ihe railroad slahilil,-, Ihe accumulalion of railroad

r臼id.al defor8latioa and lhe a8loanl of work for railroad maialenAnce. SM-\

ballast deasity ,au,e is desilD~d to delermiDe the densily of ballast by USiDI

tlae effect of Y-ray passed tlaroulla the baHasl. lis fuadamenlals, conslruction,
specific.tioas, application and eeo.o8lic profi t are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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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军胀的百院古~rrt~--个!·分;囔雯的鞠~参戳，它且畏E响嚣铁路的运行安全和运肯

放事.回It古出了 :k 午运行矗哇与道J.f;密噎位三间的孟ZE央军.驳回巾吁rt百出遭床需度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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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军建~与遭床需1':f关系

ρ.鞠ρ，之间时，央军才能高速行费.科学地确定ρ. .内的侦个分尊雯.i!~雪对矗胀的需度

Q:~二阴观事，从需度的变化中确定一个合w的PI. PI俄.在新修、大修或贱底渭箭的路段，

在;如闺秀拍过程中茸j对密度假进行随时监测，以便使鹏在这到一个合适的需度幢.随萄铁路

建设的II.憾化和现代化，逐渐网芽'英机'民取代人工魏圄加密.对菇实凯的性能损标测试初露

It工作条件选捺是很重妻l内，这也言:变·在操作i宣布:中~-t遵床密度徽实时测踵，

对于铁路道床的?跨度E画，同际上50年代*用的是水取代iJJ·-1，这种田雹方H;劳动强度

大，通常一次测:It两个λ哩-ιIh. 莫测雹精度也只能追到+IO~ ，t，正在.由于测量的破坏性，

无注实现屯旦旦囔测和连续同南.随着钱技术院用的发!踵， :H现( ~，射线 itt.'. 但由于温床石菌

的'真植大而咒形状不规则，所以这种ljj)~直到60年代/j'fj人用于温床密度翩筐'I. 这种方法

揭然取向 f较好的结果，如l测~辅!哇 i主士 2惕，一次到精只贺~5min ， 'lfr.l实现作破坏性翻

罩，但这主仪器使用的放射~强度大. {这嚣体事l大，使用本方便，对..些有草义的点无11与商

喧.段，由!研制的数字化温床常~计克服(上遣仪器的快点，恻啧精1ft ~~. "Wi 士1.0~.使用幢

射璋的强噎低，使王阳护，使用安全 "r 啦，它可以在变通繁忙的路民作业，也 "r L.:11t: j且胀的

任何仪回遇将测点， ;t·t剖点能做长 I~i :\;i 测和l费垣测:，L

罔 t

测量基本原理

vq.;· 线是-种内{庭的先(;riL， .~与物质性，f1 i:ln uri!庄严佐克也.踉片顿和电-f~·F二种妓

院.吨Y光(fit 唱较低时 ， j(; r且放向也，J:.导作用.哈Y光 f能 Ij主 jllMeV肘，席阿静;妓院占

优势，叫Y光 (f~ 回扭过l.ozMeV时才:I:~r也 (.j 放，.;~ 注:仲放院郁ft使Y射线穿过物质时

在'Mot纯强度就树现钗[41. ~要验证明，刊i 作川物质((.lr'!1吏 "i，立时，射f曳强度随穿过物Jet的手跨

度刷加而榄树，扣l用这个结i~i'T以用v o.H比测!毒物质的?的1ft 0 罔2/:J需F.t 溯坡的原则!同.从阳

~II "f 以.(.1111'(( ~ i'部分 (H线穿过了物质，而i If ·r:部分 flit\(，被物质毗收.呢事是如喂夜IJ)，通过的

射线强匪"r Fl.川I F:K·在-':，; :

.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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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μ..ρ.J (1)

式中I.为撞射羁的射纯强度; 1 为遁讲过被费物盾的Q{fX强度，庐，为被割鞠的质量砸曲系数，

ρ为植副物质密度: tl为植回物的邱庄. l1T射线徨:.t(1:0.5~2MeV范网内的YSf纯~带领妓

院占:-l:寻地位.这时醺黑咂收系曹~lIfm下式12;ι

ι=n·N..主 (2)

式中σ为一个咆-f的攘咛顿反应舷而: N .]OJ间再加毡罗常数 ; Z. A分萌为被割鞠鹏的原子

市戴和原乎量.对于Z<30的轻Ii:素(除军以外〉其Z/A~0.5. 边样t.\t f-草种确革能量的

射窍，集庐，倪-，ilj[似为→?常重，如I' J7Cs((.jvqH变与Ii耐(1，用，舆严.埠。.075. 者腹取爵的

神费和强度一茬，被测1i盹«.1 /i/.度也 a屯， '-1/ (I) 式 Jf' 只 1i1 在Ip足变化的. "t! (I) 式取对

数，得到

InJ.
ρ=33 11..0

(3)

从 (3) 式 "I L-:J. IW:被测物质的需r:un噎刑的fj-rf;'强 f茸的付f{ <I~.~性关系，英巾H半是负的.

这条It纯是比较在功际屯的.

2 方案设计

2.1 .....量'
用于探测γ~t纯的掠测器日前使用$~~的:(j G-M骨、闪烁探头在 J Jl!.~瑞.在 1 列出了 j主三

种部部嚣的情况对此.从在 rlZ HIUEf;; 来， G· MfHUi使用力使.成本;低和维修容易- .大

优点，而在的族向性f在做为温床?跨度调珑的费求足次'要的，!听以选用G-M管做探测'是比较

合适的，在矗1日，具体Y计费竹时， .塑造取 tf 丘 l二. tf·抖 'J、 .M:能险也.工作电n，低的，为 r 嘱:

孙计t骨翻横梢度低的缺点， (E测精华问: i t': i牛的的况 F ， J;! ~费远取几何 14 、J-);.((.J 骨{-.在众

多计散骨比较 rlr玫们 j量川的足 J408.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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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章'
窜度商量中所用的跑lt~主要有U1CsfP"Co雨f'.章主给出了这两仲匾ft. 剧性锺比

篝. JA寝2司以苦出UfCS源使用寿命r..:.能~~艇， l.J' f髓量ft!离段恒的工作比篝含章，所

使用的屏矗体休职也可口字些，这一点正是便离式同位素民亵所Ki嗖的.辑们矗用Tlues蕃.

在便离式仪表中矗取植qt源罪度的原嗣足，在满足测量制度安求的曾提下8小8~f. 骂外还安

考虑所矗计数曹的几何尺寸初测量的几何r~·-t.根噩上连几-tj面的琼合考虑，在囊们的仪器

中鲤过计算求H:源曾为9..Ci，章f]i章用IO.Ci的血引fl.

-犀Jf申

窝....世.It..2
iIdMM""..OO/r.幢襄寰申

严呈fly壳子.
T 隐匿..蜜".驹.

1001.11MeV

1.33MeV
1.5T5.3J""C?

Eω

。."MeV
b

O.ft

在同位章仪在巾，战时i:的安全使用足币夭啧~i(.l. 为此在们选用的脑Qf雷是用回事标

准严格桂量过的?，1. 踵1ft源的司司防护体的大小是恨Me破附件.耐.ff'撞来标准，中的'曾求量

行谩计的，对操作人的的破明性防护安全是有保证的.肢唱:霉的铅舅矗窑嚣有足够的机幢幢

度稳I院矗性佳，哀而精哑:};低于回来规屯的工业用源运输标准.四3为源脾矗客嚣的示意回

2.1 主篝最讲"

主帆'费完成 f."r I} 址~.脉冲职5f.计敦中蔽，);，..脉冲计放在 1 w. ;J~. 实现仨嚣的幢翩功能，

并提供各种也源也阪.为此 .J::'U豆.J[j Il!.r;r ~;. 'i刚成形.. ，t分、 lt货.译码.显示.控酬.电

源变换自哼部分 • J.J 了降低仪器的 I}J 陀，所(j!l'. JI:.电路部设计成低 III 陡的，嚣件全部矗 m高速

CMOS靠成电路， ~~.~J~ 黯选m:使{JI ~~. ,..;h1. J.J (旺长 II!池使用时间. II!源变模昂的工作咆 t但

是可词的. f展个变换电路1<丰岛.

IS30J

2.. 幌.":1:8煌'
团4为仪梧的旦1.}jJ~同，员工作i:tf~ 如I f":也地纯 I~~ /I~变模嚣，市 'I~:IIG-M营所帘的自定

直流尚压，绕过电缆纯i主人探头供 it· 敏节使用.费时源l':'I:.:(.JY克 F穿过 6'龄的进入计数臂，

在计徽啻阳愤产't也流脉冲， i! 1~脉冲r;r 号 t~H电现足入:I::机e 这吨电脉冲绕过预址.，电路

产生宽度和尚度·屯的序列脉冲供给，!分电盼，在J!分电路I~I变成与脉陪戴成正比萨~，囊"也

隘，真倪由在).;~.i.·;. IE控刷电路的段却IF计f<门锁i量屯的时间JfrJ. (Elf门 IV!间厅，刑.'"

. 1 •



矗过门遭人计.21计'量，一次访I'{结禀显示喜~示，垣p后哥哥一次进行计1'(.计f( 21 ~~

但f量割的.衰失压吁:去量括:电撞幅高陀屯?正缸. --e与.臼段.功篝-起自1t fl嚣的窍'晴在

篝.为了适应不同计慧啻的正常王作雯萃，自 r~1i.白 rr电商咆 rf皂言If Jl i(.J.

国.-
3

阳s if舅矗窑lS i~章罔

1-.. %-一事童孔 3一-窟....

3 标定

!到4 安吃:1-主攻时

5.1 .童.幢

表3. 表4结 :HT 两ffl标屯'生嚣，恨'自选民ftMM词用5j(.J栋屯而If~.

1.2 ....
在It射性衰变菌罩巾，既使两次翻白条件完全嗣同，测植结果也不E呀!在.;~1吃饭l耳. JIr. i~

证明，各种戴值出现的几字是街南斯分布的，这洗出现 f 测:是民Y，:: .在 ~11·r~·l 用传1(1;~ 是来

表示倪嚣的回南辅『霎.在考虑本底计数的情况 h 英相对摆在 I·f用 F式在 ~J'~ :

I II. ..‘‘/-.-'+丁二
E= ι'一 'r一-~， - (4)

11, -11,

.1 蜀·为ISc..时篝震..

'度(I·C.-') 三次计It 平均值

1.48 口1138. 17125. li:\51 li438

2 1.59 15100. 阳i4. 1!;/l.4Z 15105

s I.n 『筒90. II咱们. 10622 111638

4 仁" 7990 , 阳凹， 酬M lIOOIJ

' 2.00 &i49. 6621. 6&.15 6i拓

' 2.05 61".. 6210. 6fll1l1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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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 " ~. • ~. i ~. , :. g z. I

富.. Ii'"
剧s 标定曲线

式巾·.h(:H~尔威的总计敷，贝克J测唱时间， ,,_ J-J本成计敷， '_J-J';':'戚测量时间.恨握在3月『

列最握在ρ==1.ii!峙， £<1.04‘-
~.:S蒂固 .st.雹.对........

在们{t:推寻公式 (S) 时是以μ.航是常政 J.J 条(1:的. (fij I'.饱的确在是认 J-J 在Z<3(1的轻

J已 ~r~'(Z/A 士 0.5) .实际 I: ti:j主吨 I i; *I f! Z / A ({i.J j: r二昂足0.5 ，而桂 (1:0.47 主 0.3的范围内.

i且~使不同成 r~，构成 I(.Hi峨的μ. (fi.{~忘食的 i 肘， J主吨'卜的法异自然.22佳k;巫曲线的使用抱回

去刽事响.庭的时四钟f:i峰造 if实验~J:IJ罔6听 'J~((.J阿1:标，江曲线.叭标 4曲统呼以垂出毡 '1

之间的"大民洼 '1、 r 土O.5~. (I: 销噎安 ;~I:坞的崎 ~i ， ti;屯刷~哩技 IE.

事 .4 *st....
水中包布在It;章， fll r骂的Z/A=I ， j!使水 ~·ty射击的萌踵畹收珉l'L堂大，μ.-0.086.

为 f 弄清水，(·t测霞的'三响，在们做(F温可;验z 在O. '2m3!f.J(.;~枭捕中测跟不~水时的窜幢计

数，然的两分明i1:人在同马 t (('J * If. 测 ~t:* ~f£ iI'戳. &;;列:II{吭'含量据，从巾 "f 1:.1胃 m il:水

3.56kKR·t常哩Jft IAI fO.l 惕，规l水j .IZkKI J.t 帘 I~ Jft /JI fo.H~. J.J (j排除测:此 iZ 段， ft=. lr水路

段副量时 Ht1;屯仙钱呢遭 fj院正式把水tlH"P， 'j 网测: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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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量

"京'.51岖

.本1.I:zk1

.水7.12la.I_ia后

石于

技术指标

蕾，.副量也嗣， 1.4-%.5 I·c..-a,

回量距离事:lD-5DCID ，

j{敏厦: >1.5:

辅度z 士 1.0* (ρ-I.i 葛.c.-Jti·t) :

诗'事量11"'0;

显示W: 3+"-1液晶v.，;":I :
工作温厦: O.....40 't:,

工作量度: RH 邸.:

供咆咆露: 4节152 咆池:

工作电流: <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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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重量: 2kg;

主机尺寸: 140 X 180 X260( m;
放射源 2 ， aTCs， IOmCiz

探测器: J408 G-M管。

5 使用方法

5、1一 tiff苦苦哽汁 0401) ~气吨，
开吨"、 , l{2&5丰飞飞、 t、\\咽，-aa

@飞 /，r

b 电 \

?费

O
(\
"I 仿

m
自
V
M川

呵。 100

IltFli........汁{'吃事、J日30/户吨\120
。。 。

• •@ 。 。。 G ' 。:。
输入 ;主 [I'll ‘) N!ll 归功

til 快 ，:':jl巨.

图7 前面板节日图

6.1 到量准备

将主机电源开关打开，置仪器在"自险"状态，自动计数后仪器应 E常计数 o IE时时间

为305时，一次计数显示数为 "7680" 。确认主机工作正常后，再用"转换耳关'检查高压是

否正常。这一切部正常后关机待用。将阿根空心钢忏通过也位导管打入道床中，打入深度为

60cm.

6.2 ~位靡测量

天然放射性会给测旺带来影响 ， -~i在数据处理 i叶将这些影响扣除，所以贤先做木底测量·

用电揽统将主机与探头连接起来，并将探头放入巳打入道床巾的--.个 tf<i忏理，然后用计

数器计数，即可得到本底计数，备用-

6.3 .鹰'量
在本底测;1((.]1;乌 Mil二，将放射源放入打入 ill床中的另一根恫忏月1.，放入深度费与计数臂

的巾点在同一水平而 L，放射源的准;直孔正好对准计数管。

如果一次计数血泊路_~~.ij~~溢出，则坚适可调'摆在时时间或者盟"倍乘'一耳关于.. X 10" •

将密度计数换算成每分钟计数，再减去水底计数，从四5的标起曲线 k市找对院的密度

假。为了提高测!草树度，可以反且多次测吐，取其平均{fl作为密度计放。

'j.~麓"项

(I) 使用时品好把而:假节目调整奸后再开电源，开电视 lomin !l"i 即可进行E常测哇。

(2) 使用时显示屏不能被太阳光且按照射。

(3)测陡的间欣向关押电源，这样-力而延长也地位用寿命，还可以延长计数臂的使

用时间。

. ll, I.



(4) 环境温度大于RH 909&时应停Jl:夜雨.

。〉连接或拆去主机与探头间连线电缆时民关掉电源。

(的调换计数管时要调费高压，使其处在计数管i乎曲线平坦部分的前半部分.

(7) 放射源的使用要严格按有关操作规程进行。平时不准将放射源从醉、容器巾取 ttl .操

作人员最好离1ti射源远些，一般超过0.5m为宜。

6 应用

研制成功的SM-I 道床密度计，对于铁路的建设和维修都是很有用的.由于铁路建设的

迫切需要，它巴多次应用于重大生产建设和科研课题，取得了很好的科研成果，产生了很大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在衡广铁路复线的施工中，迫切需要解决里排便线的开通提

速问题.按常规新修路段要以45km·h- ' 的速度试运行一年，然后再提速到60km·b- ' 正常运

营.但里排地处衡广铁路大动脉上，不允许限速，必须在开通24h后就要以60km.h- '速度运

营.在这次攻关提速过程中靠SM-l 道尿密度计随时快速准确的提供密度数据，施工人员根

据这些数据不断采取各种加固压实措施，终于达到了开通提速要求，从而攻克了小半径自1线

开通提璋的难关。它是我国铁路史上重大的技术突破I川，得到了铁道部制导和衡广铁路复线

指挥部的表扬和嘉奖.这项技术进步产生了十分可观内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测算，可以

减少经济损失上千万元.

SM-I 遵尿密度计还成功地用于QHP-l液压小型全断面道床弃实机的性能指标测试I'l ，

在事实机事拍进理中实行定点实时测量，得到了道床密度变化与激振力、频率、静压力.穷

拍时间之间的关系。肯定了QHP-I小型穿实帆的穷实性能，从不同的基木作业参赞组合的

穷实效果对比中找到了最佳工作状在参数组合.用户按这种组合工作能以最少的人力.物力，

得到最好的效果，为劳实机的推广应用做出了贡献，得到了科研单位和用户的好评。

本仪器除用于道床密度测量外，还可以用于堆场的粉料.粒料的密度测!是，也可以用于

土墓和混鞭土构件的密度测量.

参加本课题工作的有快理科'于1研究院铁建F斤的目树谷'1f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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