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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微轨车辆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微轨车辆系统，所述微轨车

辆系统包括走行机构和车厢，所述走行机构安装

在悬挂式轨道内，所述走行机构包括安装在其下

方的吊挂装置，所述车厢的顶部与吊挂装置相连

接；所述走行机构通过吊挂装置驱动车厢沿悬挂

式轨道行进。本发明的微轨车辆系统，主要包括

作为动力提供装置的走行机构、乘客乘坐的车

厢，模块化设计，结构合理，整体轻量化，占用空

间小，易于制造、安装和拆卸；微轨车辆系统具有

智能性的特点，受调度系统的控制进行运营，更

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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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微轨车辆系统包括走行机构和车厢，所述走行

机构安装在悬挂式轨道内，所述走行机构包括安装在其下方的吊挂装置，所述车厢的顶部

与吊挂装置相连接；所述走行机构通过吊挂装置驱动车厢沿悬挂式轨道行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走行机构包括车架和轮

对，所述车架为走行机构的框架结构，所述轮对安装在车架上。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车架上设有转向机构，所

述转向机构用于辅助走行机构过道岔时转向。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向机构包括上转向装置

和转向驱动装置，所述上转向装置安装在车架上表面，所述转向驱动装置安装在车架内，用

于驱动所述上转向装置运行。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转向装置包括上转向套

筒、上转向轴、上转向臂、上转向轮和两个定位止挡，

所述上转向套筒竖直设置车架上；

所述上转向轴，竖直设置在上转向套筒内，其底端与转向驱动装置连接，其顶端穿过上

转向套筒的外端向外伸出；

所述上转向臂水平设置，其一端与所述上转向轴的顶端相连接，另一端与所述上转向

轮的轮轴相连接；

两个所述定位止挡分别设置在所述上转向套筒的顶端上，所述上转向轮能够在两个定

位止挡之间的范围内转动，且在转向到所述定位止挡时为转向到位状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向机构还包括下转向装

置，所述下转向装置安装在车架下表面，所述转向驱动装置驱动下转向装置运行。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下转向装置包括下转向套

筒、下转向轴、下转向臂和下转向轮，所述下转向套筒竖直设置车架上，所述下转向轴竖直

设置在下转向套筒内，所述下转向轴的顶端与转向驱动装置连接，底端穿过下转向套筒的

外端向外伸出；所述下转向臂水平设置，其一端与下转向轴的底端相连，另一端与下转向轮

的轮轴相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转向机构还包括转向监测

装置，所述转向监测装置用于感应转向机构是否转向到位。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走行机构为动力走行部，

所述动力走行部包括驱动装置，所述驱动装置安装在车架上，用于驱动所述轮对行进。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牵引电机

和减速器，所述减速器安装在车架上，所述牵引电机与减去器相连接。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减速器上设有抗扭支

臂，所述抗扭支臂与车架相连接，所述抗扭支臂用于限制减速器晃动。

12.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走行机构为非动力走行

部，所述非动力走行部包括制动机构，所述制动机构安装在车架上，且与所述轮对的轮轴相

连接。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车厢包括车体和车厢控

制系统，所述车体构成车厢的外部轮廓；所述车厢控制系统安装在车体内，用于控制车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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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车厢还包括电动平移

门。

15.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车厢控制系统包括车门

控制系统和车门防夹系统。

1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吊挂装置包括承重杆和

吊销，所述承重杆竖直设置，其顶端向上穿过所述车架且与车架固定，其底端安装有吊销；

所述吊销与车厢顶部的连接座相连接。

17.根据权利要求16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吊挂装置上设有重力传

感器，所述重力传感器用于监测微轨车辆系统的整体重力。

1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吊挂装置底部设有防倾

摆限位装置。

19.根据权利要求1或9或12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走行机构有两

个，两个所述走行机构之间通过连接件相连接。

2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走行机构上设有导向轮

组，所述导向轮组安装在走行机构上，且与所述悬挂式轨道的侧壁相贴合。

2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车厢底部设有防晃装置

或接地装置，所述防晃装置或接地装置用于车厢进站台时稳定接地。

2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走行机构上设有测距装

置，所述测距装置用于对相邻的微轨车辆系统之间的间距进行监测。

2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微轨车辆系统还包括车

辆供电系统，用于为走行机构提供驱动力和为车厢内电气设备提供正常工作的电力；所述

车辆供电系统包括：

受流器，用于接受滑触线提供的电力；

蓄电池供电系统，用于微轨车辆系统在通过悬挂式轨道的道岔处行进时提供电力。

2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走行机构在行进方向的

前端上设有缓冲橡胶。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09532870 A

3



一种微轨车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轨道交通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微轨车辆系统。本申请所述微轨是指：轨

道宽度为600mm以下的悬挂式交通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PRT是Personal  Rapid  Transit(个人快速交通)的缩写，是以满足个性化交通需

求为目的的一种交通解决方案。这个系统能够满足每一个具体的个人不同出行时间，同出

发地、目的地，不同的路线的交通需求。使用PRT不需要按照车辆时刻表制定出行计划，也不

需要中途换车。只要坐进车内，车会自动把乘客送到目的地，就像使用电梯一样方便。

[0003] 当前世界上几种主要的PRT方案都是采用专用轨道作为车辆行驶的载体。按照车

辆和轨道的关系可分为跨座式、悬挂式和侧挂式。目前，只有ULTra在英国西斯罗机场，以及

Skytran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有应用。

[0004] 我国是一个人口数量众多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需求增加，现有的

交通还不能很好的满足人们的需求，特别是在轨道交通领域，轻质、智能、便捷的交通工具

还很缺乏，目前的高铁、普快等列车，建设环境要受到很多限制，造价成本很高，列车集中控

制并不能很灵活的适应人们的出行需要，运营形式的单一也使的现有列车的功能形式单

一。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提供了一种微轨车辆系统，以解决现有技术中的至少一

种技术问题。

[0006]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技术方案如下：一种微轨车辆系统，所述微轨车辆系

统包括走行机构和车厢，所述走行机构安装在悬挂式轨道内，所述走行机构包括安装在其

下方的吊挂装置，所述车厢的顶部与吊挂装置相连接；所述走行机构通过吊挂装置驱动车

厢沿悬挂式轨道行进。

[0007] 在上述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发明还可以做如下改进：

[0008] 优选的，所述走行机构包括车架和轮对，所述车架为走行机构的框架结构，所述轮

对安装在车架上。

[0009] 优选的，所述车架上设有转向机构，所述转向机构用于辅助走行机构过道岔时转

向。

[0010] 优选的，所述转向机构包括上转向装置和转向驱动装置，所述上转向装置安装在

车架上表面，所述转向驱动装置安装在车架内，用于驱动所述上转向装置运行。

[0011] 优选的，所述上转向装置包括上转向套筒、上转向轴、上转向臂、上转向轮和两个

定位止挡，所述上转向套筒竖直设置车架上；所述上转向轴，竖直设置在上转向套筒内，其

底端与转向驱动装置连接，其顶端穿过上转向套筒的外端向外伸出；所述上转向臂水平设

置，其一端与所述上转向轴的顶端相连接，另一端与所述上转向轮的轮轴相连接；两个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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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止挡分别设置在所述上转向套筒的顶端上，所述上转向轮能够在两个定位止挡之间的

范围内转动，且在转向到所述定位止挡时为转向到位状态。

[0012] 优选的，所述转向机构还包括下转向装置，所述下转向装置安装在车架下表面，所

述转向驱动装置驱动下转向装置运行。

[0013] 优选的，所述下转向装置包括下转向套筒、下转向轴、下转向臂和下转向轮，所述

下转向套筒竖直设置车架上，所述下转向轴竖直设置在下转向套筒内，所述下转向轴的顶

端与转向驱动装置连接，底端穿过下转向套筒的外端向外伸出；所述下转向臂水平设置，其

一端与下转向轴的底端相连，另一端与下转向轮的轮轴相连接。

[0014] 优选的，所述转向机构还包括转向监测装置，所述转向监测装置用于感应转向机

构是否转向到位。

[0015] 优选的，所述走行机构为动力走行部，所述动力走行部包括驱动装置，所述驱动装

置安装在车架上，用于驱动所述轮对行进。

[0016] 优选的，所述驱动装置包括牵引电机和减速器，所述减速器安装在车架上，所述牵

引电机与减速器相连接。

[0017] 优选的，所述减速器上设有抗扭支臂，所述抗扭支臂与车架相连接，所述抗扭支臂

用于限制减速器晃动。

[0018] 优选的，所述走行机构为非动力走行部，所述非动力走行部包括制动机构，所述制

动机构安装在车架上，且与所述轮对的轮轴相连接。

[0019] 优选的，所述车厢包括车体和车厢控制系统，所述车体构成车厢的外部轮廓；所述

车厢控制系统安装在车体内，用于控制车厢运行。

[0020] 优选的，所述车厢还包括电动平移门。

[0021] 优选的，所述车厢控制系统包括车门控制系统和车门防夹系统。

[0022] 优选的，所述吊挂装置包括承重杆和吊销，所述承重杆竖直设置，其顶端向上穿过

所述车架且与车架固定，其底端安装有吊销；所述吊销与车厢顶部的连接座相连接。

[0023] 优选的，所述吊挂装置上设有重力传感器，所述重力传感器用于监测微轨车辆系

统的整体重力。

[0024] 优选的，所述吊挂装置底部设有防倾摆限位装置。

[0025] 优选的，所述走行机构有两个，两个所述走行机构之间通过连接件相连接。

[0026] 优选的，所述走行机构上设有导向轮组，所述导向轮组安装在走行机构上，且与所

述悬挂式轨道的侧壁贴合。

[0027] 优选的，所述车厢底部设有防晃装置或接地装置，所述防晃装置或接地装置用于

车厢进站台时稳定接地。

[0028] 优选的，所述走行机构上设有测距装置，所述测距装置用于对相邻的微轨车辆系

统之间的间距进行监测。

[0029] 优选的，所述微轨车辆系统还包括车辆供电系统，用于为走行机构提供驱动力和

为车厢内电气设备提供正常工作的电力；所述车辆供电系统包括：

[0030] 受流器，用于接受滑触线提供的电力；

[0031] 蓄电池供电系统，用于微轨车辆系统在通过悬挂式轨道的道岔处行进时提供电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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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优选的，所述走行机构在行进方向的前端上设有缓冲橡胶。

[003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的微轨车辆系统，主要包括作为动力提供装置的走

行机构、乘客乘坐的车厢，本发明为模块化设计，结构合理，整体轻量化，占用空间小，易于

制造、安装和拆卸；微轨车辆系统具有智能性的特点，受调度系统的控制进行运营，更加便

捷。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5] 图2为本发明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6] 图3为本发明走行机构结构示意图；

[0037] 图4为图3的A-A剖面结构示意图；

[0038] 图5为图3的B-B剖面结构示意图；

[0039] 图6为本发明的左视结构示意图；

[0040] 图7为本发明的动力走行部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1] 图8为本发明的非动力走行部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2] 图9为图8的I区域局部放大结构示意图；

[0043] 图10为本发明的吊挂装置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4] 图11为本发明的抗扭支臂在车架上的安装示意图；

[0045] 图12为本发明的去掉车架后抗扭支臂的仰视安装示意图；

[0046] 图13为本发明的去掉车架后抗扭支臂的俯视安装示意图；

[0047] 图14为本发明车厢部分结构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48] 图15为本发明车厢部分结构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49] 图16为图15的C-C剖面结构示意图；

[0050] 图17为本发明车体的仰视结构示意图；

[0051] 图18为本发明车厢进站状态下的行进方向上的纵向剖面结构示意图；

[0052] 图19为本发明车厢进站状态下的垂直于行进方向上的纵向剖面结构示意图；

[0053] 图20为图19的II区域局部放大图；

[0054] 图21为本发明防晃装置的仰视安装结构示意图；

[0055] 图22为图21的III区域局部放大图；

[0056] 图23为本发明的承载骨架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57] 图24为本发明车体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58] 图25为本发明去掉侧墙板后车厢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59] 图26为本发明去掉前观光窗后车厢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60] 图27为本发明接地装置安装结构示意图；

[0061] 图28为本发明接地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62] 图29为本发明滑触靴的结构示意图；

[0063] 图30为本发明中微轨系统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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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原理和特征进行描述，所举实例只用于解释本发明，并

非用于限定本发明的范围。

[0065] 如图1至图30所示，本发明涉及一种微轨车辆系统，微轨车辆系统包括：走行机构

100，走行机构100安装在悬挂式轨道300内，走行机构100包括安装在其下方的吊挂装置

130，车厢200的顶部与吊挂装置130相连接；走行机构100通过吊挂装置130驱动车厢200沿

悬挂式轨道300行进。

[0066] 本发明的微轨车辆系统，为微轨系统的一部分，微轨系统还包括轨道300和用于悬

挂轨道的悬挑梁600和立柱500等结构，微轨系统是为了满足如今人们出行多样化，缓解交

通压力而新研发的轨道交通工具，微轨系统具有轻量化、智能化的特点，可应用于众多的场

景中，例如社区、景区、工业园区等，为人们提供便利，由于微轨系统整体占地面积较小、占

用空间较小，利于建设和布局，降低了整体的投入，运营更加灵活；微轨系统作为新式交通，

是目前我国在世界上首创的，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0067] 本发明的微轨车辆系统，主要包括作为动力提供装置的走行机构100、乘客乘坐的

车厢200，模块化设计，结构合理，整体轻量化，占用空间小，易于制造、安装和拆卸；微轨车

辆系统具有智能性的特点，受调度系统的控制进行运营，更加便捷。

[0068] 具体的，走行机构100包括车架和轮对，车架为走行机构100的框架结构，轮对安装

在车架上。车架的宽度小于悬挂式轨道300的宽度，车架与轮对装完完成后，可沿着悬挂式

轨道300运行。这里对车架的形状、结构不做限制。实际中，单个车厢200可对应一个走行机

构100，也可以对应两个走行机构100，本发明在此不做限制。

[0069] 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所述走行机构100为动力走行部110，动力走行部110包括

车架、轮对和驱动装置，为方便描述，现命名动力走行部110的车架为第一车架111，第一车

架111为动力走行部110的框架结构；其轮对为第一轮对112，第一轮对112安装在第一车架

111上；驱动装置安装在第一车架111上，用于驱动第一轮对112行进。

[0070] 具体的，驱动装置包括牵引电机113和减速器114，减速器114安装在第一车架111

的后轮轴上，牵引电机113设于减速器114后方；减速器114也可为齿轮箱，同时，减速器114

也可以安装在第一车架111的前齿轮上，本发明在此不做限制。

[0071] 优选的，在一个具体实施例中，减速器114上设有抗扭支臂700，抗扭支臂700套设

且固定在减速器114上，同时抗扭支臂700与车架固定连接，这样的结构设置使抗扭支臂700

限定了减速器114的活动，保证了其在第一车架111上的稳定性。抗扭支臂700的个数在此不

做限制。

[0072] 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走行机构100包括上述的动力走行部110和非动力走行部

120，其中，非动力走行部120包括车架、轮对和制动机构123，为方便描述，现命名非动力走

行部120的车架为第二车架121，第二车架121为非动力走行部120的框架结构；其轮对为第

二轮对122，第二轮对122安装在第二车架121上；制动机构123，制动机构123安装在第二车

架121的后轮轴上，当然，制动机构123也可以安装前轮轴上，制动机构123可以为电磁制动

器、液压制动器或气压制动器等，本发明对此不做限制。

[0073] 微轨车辆系统还包括车辆供电系统，用于为走行机构100提供驱动力和为车厢200

内电气设备提供正常工作的电力；车辆供电系统包括：受流器150，用于接受安装在悬挂式

轨道300上的滑触线提供的电力；蓄电池供电系统，用于微轨车辆系统在通过悬挂式轨道

说　明　书 4/8 页

7

CN 109532870 A

7



300的道岔处行进时提供电力，蓄电池供电系统按装在车厢200内。

[0074] 微轨系统的具体运营中，悬挂式轨道300上会设置道岔来为微轨车辆系统转向提

供路径，相对应的，走行机构100上设有用于辅助走行机构过道岔时转向的转向机构170，转

向机构170包括上转向装置171和

[0075] 转向驱动装置，上转向装置171安装在车架上表面，这里的车架可以为上述的第一

车架111，也可以为第二车架121，这里不做限制；转向驱动装置安装在车架内，用于驱动上

转向装置171运行。优选的，转向驱动装置为步进电机173，步进电机173有两个输出轴，两个

输出轴同步输出。

[0076] 优选的，上转向装置171包括上转向套筒1711、上转向轴1712、上转向臂1713、上转

向轮1714和两个定位止挡1715；上转向套筒1711竖直设置车架上，上转向轴1712竖直设置

在上转向套筒1711内，上转向轴1712的底端与步进电机173的顶部的输出端连接，上转向轴

1712的顶端伸出上转向套筒1711的顶端；上转向臂1713水平设置，其一端与上转向轴1712

外端相连，另一端与上转向轮1714相连接；两个定位止挡1715分别设置在上转向套筒1711

的顶端上，上转向轮1714能够在两个定位止挡1715之间的范围内转动，且在碰触到定位止

挡1715时为转向到位状态；

[0077] 需要说明的是，悬挂式轨道300位于道岔处的部分，顶部设有导向板，上转向轮

1714在转向时，其轮壁紧密贴合在导向板上。导向板的一种具体实施方式中，导向板设于悬

挂式轨道300中部，且与道岔的走向相同。本发明中导向板的位置不限于悬挂式轨道300中

部。

[0078] 为进一步的保证微轨车辆过道岔时平稳、安全的运行，悬挂式轨道300位于道岔处

的部分，底部向下设有导向板，相对应的，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中，与上述转向机构170不同

的是，转向机构170还包括下转向装置172，下转向装置172安装在车架下表面，且位于上转

向装置171的正下方；这里的车架可以为上述的第一车架111，也可以为第二车架121，这里

不做限制；

[0079] 具体的，下转向装置172包括下转向套筒1721、下转向轴1722、下转向臂1723、下转

向轮1724；下转向套筒1721竖直设置车架上，内部中空；下转向轴1722竖直设置在下转向套

筒1721内，一端与步进电机173的底部的输出端连接，另一端伸出下转向套筒1721外端；下

转向臂1723水平设置，一端与下转向轴1722外端相连，另一端与下转向轮1724的轮轴相连

接；下转向轮1724在转向时，其轮壁紧密贴合在道岔底部的导向板上。

[0080] 优选的，转向机构170还包括转向监测装置173，转向监测装置173用于监测上转向

装置171转向是否到位；在转向机构170还设有下转向装置172时，可同时监测上转向装置

171和下转向装置172转向是否到位。

[0081] 转向监测装置173包括转向传感器1731，转向传感器1731安装在上转向套筒1711

的顶部，用于感应上转向轮1714与下转向轮1724是否转向到位。优选的，转向传感器1731有

两个，两个转向传感器1731分别对应一个定位止挡1715，转向传感器1731安装在上转向套

筒1711的顶部且位于相对应的定位止挡1715的一侧。

[0082] 具体的，在本发明的另一种具体实施例中，转向监测装置173包括设置在上转向套

筒1711上的两个转向传感器1731，还包括安装在下转向轴1722与步进电机173之间转向传

感器1731，优选的，安装在在下转向轴1722与步进电机173之间转向传感器1731为霍尔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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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5，霍尔盘1725用于监测上转向轮1714和下转向轮1724是否转向到位。此处利用霍尔盘

1725设置备份以确保万一，去掉霍尔盘1725也可实现功能；如果安装在上转向套筒1711的

转向传感器1731和安装在下转向轴1722的霍尔盘1725传出的信息不一致就可以认定发生

故障，需要停车检测，如果检测结果一致且信号显示以转向到位，则可正常运行。

[0083] 实际运行中，当车辆行驶在道岔前方一定距离时通过信号系统发出信号，控制车

辆减速慢行，同时两个走行机构100的步进电机173工作，通过止挡定位1715，转向传感器

1731、霍尔盘1732返回信号，检测转向是否到位，转向到位之后，车辆平稳的通过道岔，完成

换线工作。转向机构170可实现自动驾驶换线功能，操作简便，避免了主动道岔的复杂结构，

稳定性高通过传感器检测传递信号自动控制，实现了自动驾驶功能。

[0084] 本发明中，吊挂装置130作为连接车厢200和走行机构100的连接装置，结构涉及合

理，强度高，安全性能好。

[0085] 具体的，吊挂装置130包括：承重杆131和吊销133，承重杆131竖直设置，其顶端向

上穿过车架且与车架固定，底端安装有吊销133，吊销133与车厢200顶部的连接座214相连

接；这里的车架可以为上述的第一车架111，也可以为第二车架121，本发明对比不做限制。

优选的，所述吊销133有两个，对称安装在承重杆131的两侧，两个吊销133之间通过螺栓与

开口销或螺母(未在图中标出)连接在一起。

[0086] 承重杆131与车架上表面通过双螺母134或单螺母138，和开口销135固定在一起；

承重杆131与车架之间设有阻尼件136，阻尼件136套设在承重杆131上，阻尼件136的外壁与

车架紧密配合，阻尼件136具有隔振减振的作用，提高车厢200的稳定性，保证乘客的乘坐体

验。

[0087] 优选的，吊挂装置130的底部设有防倾摆限位装置137，吊销133的两侧分别设有限

位臂1331，限位臂1331靠近连接座214的侧边安装有防倾摆限位装置137。优选的，防倾摆限

位装置137为橡胶阻尼件。

[0088] 另外一些实施例中，所述吊挂装置130还包括重力传感器132，所述重力传感器132

安装在承重杆131顶部，用于监测微轨车辆系统的整体重力。

[0089] 当走行机构100有两个时，两个走行机构100之间通过连接件相连，连接件可以为

牵引杆140，牵引杆140的两端分别与走行机构100对应的吊销133相连接。由于微轨车辆设

置两个独立的走行机构100，且在车辆通过曲线状态下的悬挂式轨道300时两个走行机构

100互相独立，所以可以保证走行机构100通过小曲线半径曲线，同时由于两个走行机构100

共同承担乘客和车厢200的重量，使走行机构100运行更加的平稳，受力更加合理，使用寿命

更长。相比于一个走行机构100此设计有效的缓解了走行机构100运行中的晃动及振动情

况。同时由于吊挂装置170与车厢200之间塞入阻尼元件使车厢200在运动当中产生的晃动

及振动，通过阻尼元件消除，保证了走行部运行的安全平稳性。

[0090] 优选的，走行机构100在行进方向前方的一端上设有缓冲橡胶160，缓冲橡胶160用

于防止相邻两个微轨车辆系统直接碰撞。

[0091] 本发明中，车厢200是用于载运乘客的主要装置，车厢200通过顶部的连接座214，

与走行机构100相连接，车厢200包括车体210和车厢控制系统，车体210包括承载骨架218和

包覆在承载骨架218外的蒙皮；车厢控制系统安装在车体210内，用于控制车厢运行，受中央

控制系统控制。承载骨架218包括顶梁2181和底梁2182，顶梁2181和底梁2182之间通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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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2184相连接；蒙皮包括内蒙皮216和外蒙皮217，内蒙皮216安装在承载骨架218内侧；外蒙

皮217安装在承载骨架218外侧；内蒙皮216和外蒙皮217之间留有间隙，所述间隙内能够用

来布置线路。将线路安装在间隙内，不仅使车体210内更加美观、整洁，也减少了线路外露容

易引发的漏电事故。相应的，可以在内蒙皮217上开设检修口，方便进行检修。

[0092] 承载骨架218位于行进方向上的两侧分别设有侧墙板212。其中一个侧墙板212上

开设有通风窗221，另一个侧墙板上安装有门体211，承载骨架218位于行进方向上的前侧和

后侧设有观光窗213。优选的，门体211为电动平移门。

[0093] 所述承载骨架218位于底梁2182上方设有底板2183，底板2183上设有电气安装箱

230，电气安装箱230用于放置车厢200内的电气设备，如蓄电池、电控箱等，电气安装箱230

上部安装有坐垫231，坐垫231与电气安装箱230组合形成乘客座椅，坐垫231可以集成靠背、

扶手等结构，本发明对此不做限制。

[0094] 车体210的顶部设有裙板215，裙板215为环形结构，其竖直设置在车顶，裙板215的

高度小于或等于车体210顶部到轨道300的距离。裙板215位于行进方向上的前后两侧壁顶

部均向下凹陷形成裙板凹槽2151。优选的，裙板215底部设有排水孔(未在图中标出)或者排

水通道，用于将裙板215内的积水排空，排水结构不限于此两种。

[0095] 优选的，车厢200底部设有防晃装置220，防晃装置220用于车厢200进站台400时稳

定接地。具体的，外蒙皮216底部的中部沿行进方向上凹陷形成接地凹槽2161，防晃装置220

安装在接地凹槽2161两侧，防晃装置220为接地导轮222，在一些实施例中还包括接地夹片

223。接地导轮222和接地夹片223分别通过安装板安装在接地凹槽2161两侧，车厢200进站

时，接地导轮222和接地夹片223夹设在接地导轨410的两侧，完成稳定接地。

[0096] 另外，为保证车厢200进站时稳定接地，车厢200底部设有接地装置240，具体的，接

地装置240为安装在接地凹槽2161前端或后端的滑触靴241，当然，滑触靴241不限个数，可

以设置在接地凹槽2161的前端或后端，以及中部；车厢200进站时，滑触靴241与接地导轨

410顶部相接触，完成稳定接地。

[0097] 需要注意的是，接地凹槽221与接地导轨410的形状结构相匹配，接地凹槽221的宽

度大于或等于接地导轨410的宽度；滑触靴241的底部与接地导轨410的上表面相接触，在一

种具体实施例中，站台400垂直于车厢200行进方向布置多个接地板420，支撑型钢440沿着

与接地板420垂直的方向安装在多个接地板420上，支撑型钢440上沿长度方向设有多个并

列设置的防晃稳定轮430，接地导轨410安装在多个防晃稳定轮430的轮轴上；防晃稳定轮

430水平设置，其宽度与接地凹槽221的宽度相同。当车辆进站时，接地凹槽2161与防晃稳定

轮430相接触，起到车辆防晃稳定的作用，滑触靴241与接地导轨410相接触，把车厢200接

地，保护了乘客的乘车安全。此套系统既起到了防晃稳定的作用同时又有车辆接地的功能。

[0098] 优选的，车厢控制系统可以设置多种控制系统，如车门控制系统和车门防夹系统；

车门控制系统控制车门的开启和关闭，车门防夹系统用于防止车门误夹乘客；烟雾监测系

统，用于监测车厢内烟雾情况，遇到险情及时反馈至中央控制系统，旅客信息系统可以及时

采集乘客信息，优选的，可以设置人机交互屏，方便乘客与中央控制系统进行沟通，照明系

统等，还可以与乘客移动端的APP进行信号传输，方便乘客进行预约。本发明还可以设置其

他系统，不局限于上述系统。

[0099] 本发明的又一些实施例中，走行机构100的车架上设有导向轮组180，导向轮组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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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车架上，且与悬挂式轨道300侧壁贴合。导向轮组180包括分别安装在车架四角处的导

向轮。

[0100] 走行机构100上设有测距装置190。测距装置190为测距传感器191，安装在走行机

构100沿行进方向的前端，具体的，测距传感器191安装在动力走行部110或非动力走向部

120的前端。所述测距装置190用于对相邻的微轨车辆系统之间的间距进行监测。

[0101] 本发明的另一种具体实施例中，测距装置190包括测距传感器191和测距板192，其

中，测距传感器191安装在动力走行部110沿行进方向的前端，实际中要求测距传感器191在

动力走行部110安装时，测距传感器191的前端无遮挡，测距板192安装在动力走行部110沿

行进方向的后端；

[0102] 本发明的又一种具体实施例中，测距装置190包括测距传感器191和测距板192，其

中，测距传感器191安装在动力走行部110沿行进方向的前端，实际中要求测距传感器191在

动力走行部110安装时，测距传感器191的前端无遮挡，测距板192安装在非动力走行部110

沿行进方向的后端。

[0103] 本发明的再一种具体实施例中，测距装置190包括测距传感器191和测距板192，其

中，测距传感器191安装在非动力走行部110沿行进方向的前端，实际中要求测距传感器191

在非动力走行部110安装时，测距传感器191的前端无遮挡，测距板192安装在非动力走行部

110沿行进方向的后端。

[010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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