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975663.0

(22)申请日 2020.09.1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2060834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12.11

(73)专利权人 宝武集团马钢轨交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地址 243000 安徽省马鞍山市马鞍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银黄东路700号

(72)发明人 刘智　谢峰　黄孝卿　

(74)专利代理机构 芜湖安汇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4107

专利代理师 吴慧

(51)Int.Cl.

B60B 17/00(2006.01)

审查员 周小丹

 

(54)发明名称

一种机车整体车轮及其设计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机车整体车轮，包括轮

毂、辐板和轮辋，所述辐板为弯曲结构，辐板的一

端与轮毂连接，辐板的另一端与轮辋连接，轮辋

上远离辐板的一端设有轮缘和踏面。本发明的车

轮可应用于铁路机车上，适用于踏面制动或轴盘

制动，且易于批量生产。辐板包括轮毂‑辐板过渡

区、辐板主体和轮辋‑辐板过渡区，轮毂‑辐板过

渡区位于轮毂与辐板主体之间，轮辋‑辐板过渡

区位于轮辋与辐板主体之间。轮毂‑辐板过渡区

和轮辋‑辐板过渡区均为圆弧结构，轮毂‑辐板过

渡区的圆弧方向与轮辋‑辐板过渡区的圆弧方向

相反，辐板主体为斜直结构，辐板主体的两端部

分别与轮毂‑辐板过渡区和轮辋‑辐板过渡区相

切。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机车整体车轮的设计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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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机车整体车轮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机车整体车轮包括轮毂（1）、辐板（5）

和轮辋（7），所述辐板（5）为弯曲结构，辐板（5）的一端与轮毂（1）连接，辐板（5）的另一端与

轮辋（7）连接，轮辋（7）上远离辐板（5）的一端设有轮缘（10）和踏面（11）；所述辐板（5）包括

轮毂‑辐板过渡区（4）、辐板主体（51）和轮辋‑辐板过渡区（6），轮毂‑辐板过渡区（4）位于轮

毂（1）与辐板主体（51）之间，轮辋‑辐板过渡区（6）位于轮辋（7）与辐板主体（51）之间；所述

轮毂‑辐板过渡区（4）包括圆弧曲线R1、圆弧曲线R2、圆弧曲线R3、圆弧曲线R4，圆弧曲线R1

与圆弧曲线R2连接位于轮毂‑辐板过渡区（4）的轴线B的一侧，圆弧曲线R3与圆弧曲线R4连

接位于轮毂‑辐板过渡区（4）的轴线B的另一侧，圆弧曲线R1、圆弧曲线R2、圆弧曲线R4的弧

度方向相同且均与圆弧曲线R3的弧度方向相反；所述轮辋‑辐板过渡区（6）包括圆弧曲线

R8、圆弧曲线R7、圆弧曲线R6、圆弧曲线R5，圆弧曲线R8与圆弧曲线R7连接位于轮辋‑辐板过

渡区（6）的轴线A的一侧，圆弧曲线R6与圆弧曲线R5连接位于轮辋‑辐板过渡区（6）的轴线A

的另一侧，圆弧曲线R8、圆弧曲线R7、圆弧曲线R5的弧度方向相同且均与圆弧曲线R6的弧度

方向相反；

所述设计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1.  辅助线设置：X‑X轴线为车轮旋转轴线，也称为轴向，Y轴线为轮毂中间轴线，指

示垂直于X‑X轴向的径向，X‑X轴线箭头所指方向为外侧，X‑X轴线箭头的反方向为内侧；X‑X

轴向上，轮毂‑辐板过渡区4的轴线B位于轮辋‑辐板过渡区6的轴线A的反方向，且轴线A与轴

线B的轴向距离X3≥36mm；

步骤2.  设计轮毂‑辐板过渡区：以轮辋（7）的内辋面（8）定位轴向尺寸X2，绘制轴线B，

将轴线B沿轴向，向两侧平移相等距离，形成轮毂‑辐板过渡区的辐板厚度S2，分别绘制圆弧

曲线R1、圆弧曲线R2、圆弧曲线R4、圆弧曲线R3；

步骤3.  设计轮辋‑辐板过渡区：以轮辋（7）的内辋面（8）定位轴向尺寸X1，绘制轴线A，

将轴线A沿轴向，向两侧平移相等距离，形成轮辋‑辐板过渡区的辐板厚度S1，分别绘制圆弧

曲线R8、圆弧曲线R7、圆弧曲线R6、圆弧曲线R5；

步骤4：设计辐板主体：辐板主体（51）位于轮毂‑辐板过渡区（4）与轮辋‑辐板过渡区（6）

之间，辐板主体（51）的轮廓线分别与轮毂‑辐板过渡区（4）及轮辋‑辐板过渡区（6）处的相应

曲线相切；辐板（5）的厚度由轮毂‑辐板过渡区（4）至轮辋‑辐板过渡区（6）逐渐变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机车整体车轮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轮毂‑辐板过渡

区（4）和轮辋‑辐板过渡区（6）均为圆弧结构，轮毂‑辐板过渡区（4）的圆弧方向与轮辋‑辐板

过渡区（6）的圆弧方向相反，辐板主体（51）为斜直结构，辐板主体（51）的两端部分别与轮

毂‑辐板过渡区（4）和轮辋‑辐板过渡区（6）相切。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机车整体车轮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辐板（5）的厚度

自辐板轮毂结合处至辐板轮辋结合处逐渐由厚变薄，轮毂‑辐板过渡区（4）的厚度为S2≥

26mm，轮辋‑辐板过渡区（6）的厚度为S1≥20mm。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机车整体车轮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轮毂（1）的外侧

上设有注油孔（12），轮毂（1）的内孔面上设有导油槽（13），注油孔（12）的外端设有与油杯外

螺纹相适配的内螺纹，注油孔（12）的另一端与导油槽（13）连通。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机车整体车轮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圆弧曲

线R1尺寸在40mm～60mm范围内，圆弧曲线R2尺寸在110mm～200mm范围内，圆弧曲线R4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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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0mm～240mm范围内，圆弧曲线R3尺寸在40mm～120mm范围内，S1≥20mm；所述步骤3中，

圆弧曲线  R8尺寸在40mm～60mm范围内，圆弧曲线R7尺寸在70mm～150mm范围内，圆弧曲线

R5尺寸在100mm～180mm范围内，圆弧曲线R6尺寸在40mm～80mm范围内，S2≥2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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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机车整体车轮及其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车车轮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机车整体车轮及其设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轨道车辆的车体重量直接影响能耗，车辆组成构件通过结构的优化设计及新材料

的运用可有效降低重量，进而减少能耗。

[0003] 轨道车轮主要由轮毂，辐板，轮辋三部分组成，车轮结构主要指的是辐板结构。辐

板结构主要分为5种：S型辐板(分为正向S型辐板及反向S型辐板)，铃形辐板(又称双S型辐

板)，盆型辐板，直辐板，斜辐板。S型辐板，铃型辐板(又称双S型辐板)，盆型辐板又可归类于

弯曲辐板。

[0004] 设计踏面制动轨道车轮，须同时考虑应力及变形。辐板结构对轨道车辆车轮的刚

度、强度及变形有直接影响。直辐板因便于安装制动盘，常用于轮盘制动的轨道客车车辆，

但其力学性能较差，导致重量较重。弯曲辐板因具有较小的径向刚度及最优的热力学性能，

常用于踏面制动轨道车辆，也可用于轴盘制动轨道车辆。

[0005] 欧洲的车轮设计校核标准UIC  510‑5和EN  13979‑1对由车轮‑轨道接触产生的机

械载荷及由踏面制动产生的热载荷方面对轨道车轮的设计做出了规定。正向S型辐板车轮

及盆型辐板车轮因在踏面制动条件下，轴向变形超出UIC  510‑5及EN  13979‑1标准规定范

围，故不适用于UIC  510‑5及EN  13979‑1标准。欧洲的ORE920车轮是典型的铃形辐板踏面制

动车轮，定型于UIC  510‑5及EN  13979‑1标准问世前，目前，已安全运行几十年，运用UIC 

510‑5及EN  13979‑1对其结构进行有限元计算，其静强度及疲劳强度均超出标准规定范围。

直辐板车轮在踏面制动条件下，轴向变形较易符合UIC  510‑5及EN  13979‑1标准规定范围，

但因重量较重，不利于节能减排，故不推荐将其运用于踏面制动条件下。

[0006] 美国的车轮设计校核标准AAR‑S660及AAR‑S669对由车轮‑轨道接触产生的机械载

荷及由踏面制动产生的热载荷方面对轨道车轮的设计做出了规定。在同等轴重载荷及车轮

重量条件下，S型辐板(包括正向S型辐板及反向S型辐板)的计算结果符合AAR‑S660及AAR‑

S669标准之规定，直辐板、斜辐板及铃型辐板的计算结果很难符合AAR‑S660及AAR‑S669标

准之规定。

[0007] 设计轨道车轮，也需考虑其结构适合批量生产，特别是易于锻造。在生产中发现，

某些轨道车轮，力学性能优异，但锻造有较大难度，锻造合格率较低，导致成本升高、交货期

延迟。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简单、使用方便的

机车整体车轮，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机车整体车轮的设计方法。

[0009]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一种机车整体车轮，其特征在于：包括轮

毂、辐板和轮辋，所述辐板为弯曲结构，辐板的一端与轮毂连接，辐板的另一端与轮辋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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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辋上远离辐板的一端设有轮缘和踏面。

[0010] 进一步的，所述辐板包括轮毂‑辐板过渡区、辐板主体和轮辋‑辐板过渡区，轮毂‑

辐板过渡区位于轮毂与辐板主体之间，轮辋‑辐板过渡区位于轮辋与辐板主体之间。

[0011] 进一步的，所述轮毂‑辐板过渡区和轮辋‑辐板过渡区均为圆弧结构，轮毂‑辐板过

渡区的圆弧方向与轮辋‑辐板过渡区的圆弧方向相反，辐板主体为斜直结构，辐板主体的两

端部分别与轮毂‑辐板过渡区和轮辋‑辐板过渡区相切。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轮毂‑辐板过渡区包括圆弧曲线R1、R2、R3、R4，圆弧曲线R1与R2连

接位于轮毂‑辐板过渡区的轴线B的一侧，圆弧曲线R3与R4连接位于轮毂‑辐板过渡区的轴

线B的另一侧，圆弧曲线R1、R2、R4的弧度方向相同且均与R3的弧度方向相反。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轮辋‑辐板过渡区包括圆弧曲线R8、R7、R6、R5，圆弧曲线R8与R7连

接位于轮辋‑辐板过渡区的轴线A的一侧，圆弧曲线R6与R5连接位于轮辋‑辐板过渡区的轴

线A的另一侧，圆弧曲线R8、R7、R5的弧度方向相同且均与R6的弧度方向相反。

[0014] 进一步的，所述轮毂‑辐板过渡区的轴线B与轮辋‑辐板过渡区的轴线A之间的距离

X3≥36mm。

[0015] 进一步的，所述辐板的厚度自辐板轮毂结合处至辐板轮辋结合处逐渐由厚变薄，

轮毂‑辐板过渡区的厚度为S1≥20mm，轮辋‑辐板过渡区的厚度为S2≥26m。

[0016] 进一步的，所述轮毂的外侧上设有注油孔，轮毂的内孔面上设有导油槽，注油孔的

外端设有与油杯外螺纹相适配的内螺纹，注油孔的另一端与导油槽连通。

[0017] 基于上述一种机车整体车轮，本发明还涉及一种机车整体车轮的设计方法，所述

设计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8] 步骤1.辅助线设置：X‑X轴线为车轮旋转轴线，也称为轴向。Y轴线为轮毂中间轴

线，指示垂直于X‑X轴向的径向，X‑X轴线箭头所指方向为外侧，X‑X轴线箭头的反方向为内

侧；X‑X轴向上，轮毂‑辐板过渡区4的轴线B位于轮辋‑辐板过渡区6的轴线A的反方向，且轴

线A与轴线B的轴向距离X3≥36mm；

[0019] 步骤2.设计轮毂‑辐板过渡区：以轮辋的内辋面定位轴向尺寸X2，绘制轴线B，将轴

线B沿轴向，向两侧平移相等距离，形成轮毂‑辐板过渡区的辐板厚度S2，分别绘制曲线R1、

R2、R4、R3；

[0020] 步骤3.设计轮辋‑辐板过渡区：以轮辋的内辋面定位轴向尺寸X1，绘制轴线A，将轴

线A沿轴向，向两侧平移相等距离，形成轮辋‑辐板过渡区的辐板厚度S1，分别绘制曲线R8、

R7、R6、R5；

[0021] 步骤4：设计辐板主体：辐板主体位于轮毂‑辐板过渡区与轮辋‑辐板过渡区之间，

辐板主体的轮廓线分别与轮毂‑辐板过渡区及轮辋‑辐板过渡区处的相应曲线相切；辐板的

厚度由轮毂‑辐板过渡区至轮辋‑辐板过渡区逐渐变薄。

[0022]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2中，R1尺寸在40mm～60mm范围内，R2尺寸在110mm～200mm范

围内，R4尺寸在150mm～240mm范围内，R3尺寸在40mm～120mm范围内，S2≥26mm；所述步骤3

中，R8尺寸在40mm～60mm范围内，R7尺寸在70mm～150mm范围内，R5尺寸在100mm～180mm范

围内，R6尺寸在40mm～80mm范围内，S1≥20mm。

[0023] 采用本发明技术方案的优点为：

[0024] 1 .应用本发明设计的车轮，制动热力学及机械强度校核结果符合UIC  510‑5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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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N  13979‑1标准及AAR‑S660标准及AAR‑S669标准相关规定。应用本发明设计的车轮，可

实现轻量化。以外径Φ1220mm机车轮为例，新车轮外径Φ1220mm，报废车轮外径Φ1140mm，

轴重26t，用本发明设计的车轮，重量小于610kg，相较同类机车轮，重量降低10％以上。本发

明适用于滚动圆直径Φ950mm‑Φ1250mm的所有机车车轮。

[0025] 2.本发明的目标是提供一种轻量化机车车轮，该车轮易于制造，并且具有足够高

的径向刚度和轴向刚度。本发明通过在轮毂及轮辋间引入一种新型弯曲辐板实现。该辐板

可调整设计，以在低应力与小的轮辋轴向变形与重量间获得平衡。

[0026] 3.本发明的车轮可应用于铁路机车上，适用于踏面制动或轴盘制动，且易于批量

生产。

[0027] 4.本发明从合理化轨道车轮辐板结构出发，发展出了一种新型的、轻量化的、具有

良好制动性能的、易于批量化生产的弯曲辐板结构车轮。保证车轮具有合理的强度、刚度及

制动热力学性能，车轮强度校核结果符合UIC  510‑5标准及EN  13979‑1标准及AAR‑S660标

准及AAR‑S669标准相关要求。

附图说明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机车整体车轮结构示意图。

[0030] 上述图中的标记分别为：1‑轮毂；4‑轮毂‑辐板过渡区；5‑辐板；51‑辐板主体；6‑轮

辋‑辐板过渡区；7‑轮辋；8‑内辋面；10‑轮缘；11‑踏面；12‑注油孔；13‑导油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在本发明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长度”、“宽度”、“上”、“下”、“前”、“后”、“左”、

“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顺时针”、“逆时针”、“轴向”、“平面方向”、“周

向”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了便于描述本发

明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装置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方位、以特定的方位

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32] 如图1所示，一种机车整体车轮，包括轮毂1、辐板5和轮辋7，所述辐板5为弯曲结

构，辐板5的一端与轮毂1连接，辐板5的另一端与轮辋7连接，轮辋7上远离辐板5的一端设有

轮缘10和踏面11。本发明的车轮可应用于铁路机车上，适用于踏面制动或轴盘制动，且易于

批量生产。

[0033] 辐板5包括轮毂‑辐板过渡区4、辐板主体51和轮辋‑辐板过渡区6，轮毂‑辐板过渡

区4位于轮毂1与辐板主体51之间，轮辋‑辐板过渡区6位于轮辋7与辐板主体51之间。轮毂‑

辐板过渡区4和轮辋‑辐板过渡区6均为圆弧结构，轮毂‑辐板过渡区4的圆弧方向与轮辋‑辐

板过渡区6的圆弧方向相反，辐板主体51为斜直结构，辐板主体51的两端部分别与轮毂‑辐

板过渡区4和轮辋‑辐板过渡区6相切。

[0034] 轮毂‑辐板过渡区4包括圆弧曲线R1、R2、R3、R4，圆弧曲线R1与R2连接位于轮毂‑辐

板过渡区4的轴线B的一侧，圆弧曲线R3与R4连接位于轮毂‑辐板过渡区4的轴线B的另一侧，

圆弧曲线R1、R2、R4的弧度方向相同且均与R3的弧度方向相反。

[0035] 轮辋‑辐板过渡区6包括圆弧曲线R8、R7、R6、R5，圆弧曲线R8与R7连接位于轮辋‑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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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过渡区6的轴线A的一侧，圆弧曲线R6与R5连接位于轮辋‑辐板过渡区6的轴线A的另一侧，

圆弧曲线R8、R7、R5的弧度方向相同且均与R6的弧度方向相反。轮毂‑辐板过渡区4的轴线B

与轮辋‑辐板过渡区6的轴线A之间的距离X3≥36mm。

[0036] 辐板5的厚度自辐板轮毂结合处至辐板轮辋结合处逐渐由厚变薄，轮毂‑辐板过渡

区4的厚度为S1≥20mm，轮辋‑辐板过渡区6的厚度为S2≥26m。

[0037] 轮毂1的外侧上设有注油孔12，轮毂1的内孔面上设有导油槽13，注油孔12的外端

设有与油杯外螺纹相适配的内螺纹，注油孔12的另一端与导油槽13连通，导油槽13为环状

导油槽。具体使用时，可将油杯直接旋进注油孔12内并向其中注油，油进入导油槽15内，这

时将车轮从车轴上拆卸下来。注油孔12的外端开口大于注油孔12的内端开口，注油孔12与

导油槽13连接的一端为注油孔12的内端，注油孔12远离导油槽13的一端为注油孔12的外

端。

[0038] 本发明的辐板为弯曲的结构形式，辐板有两条直的轴线为轴线A和轴线B，用于辐

板定位及辅助作图。辐板第一条直的轴线位于辐板与轮辋结合处，有轴向定位尺寸用于确

定其轴向位置；辐板第二条直的轴线位于辐板与轮毂结合处，轮毂轴向中线靠近外毂面一

侧，有轴向定位尺寸用于确定其轴向位置。两条直的轴线，轴向距离大于等于36mm，且在轴

线方向上，辐板第一条直的轴线位于辐板第二条直的轴线负方向。在辐板与轮毂结合处，辐

板厚度方向两侧均由两条弧线构成；在辐板与轮辋结合处，辐板厚度方向两侧均由两条弧

线构成。辐板轮毂结合处与辐板轮辋结合处之间由直线连接。辐板厚度，自辐板轮毂结合处

至辐板轮辋结合处，由厚变薄。在满足结构强度要求的同时，实现轻量化。

[0039] 基于上述一种机车整体车轮，本发明还涉及一种机车整体车轮的设计方法，该设

计方法包括：

[0040] 步骤1.辅助线设置：X‑X轴线为车轮旋转轴线，也称为轴向。Y轴线为轮毂中间轴

线，指示垂直于X‑X轴向的径向，X‑X轴线箭头所指方向为外侧，X‑X轴线箭头的反方向为内

侧；X‑X轴向上，轮毂‑辐板过渡区4的轴线B位于轮辋‑辐板过渡区6的轴线A的反方向，且轴

线A与轴线B的轴向距离X3≥36mm；

[0041] 步骤2.设计轮毂‑辐板过渡区：以轮辋7的内辋面8定位轴向尺寸X2，绘制轴线B，将

轴线B沿轴向，向两侧平移相等距离，形成轮毂‑辐板过渡区的辐板厚度S2，分别绘制曲线

R1、R2、R4、R3；其中，R1尺寸在40mm～60mm范围内，R2尺寸在110mm～200mm范围内，R4尺寸在

150mm～240mm范围内，R3尺寸在40mm～120mm范围内，S2≥26mm。

[0042] 步骤3.设计轮辋‑辐板过渡区：以轮辋7的内辋面8定位轴向尺寸X1，绘制轴线A，将

轴线A沿轴向，向两侧平移相等距离，形成轮辋‑辐板过渡区的辐板厚度S1，分别绘制曲线

R8、R7、R6、R5；其中，R8尺寸在40mm～60mm范围内，R7尺寸在70mm～150mm范围内，R5尺寸在

100mm～180mm范围内，R6尺寸在40mm～80mm范围内，S1≥20mm。

[0043] 步骤4：设计辐板主体：辐板主体51位于轮毂‑辐板过渡区4与轮辋‑辐板过渡区6之

间，辐板主体51的轮廓线分别与轮毂‑辐板过渡区4及轮辋‑辐板过渡区6处的相应曲线相

切；辐板51的厚度由轮毂‑辐板过渡区4至轮辋‑辐板过渡区6逐渐变薄。

[0044] 应用本发明设计的车轮，制动热力学及机械强度校核结果符合UIC  510‑5标准及

EN  13979‑1标准及AAR‑S660标准及AAR‑S669标准相关规定。应用本发明设计的车轮，可实

现轻量化。以外径Φ1220mm机车轮为例，新车轮外径Φ1220mm，报废车轮外径Φ1140mm，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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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26t，用本发明设计的车轮，重量小于610kg，相较同类机车轮，重量降低10％以上。本发明

适用于滚动圆直径Φ950mm‑Φ1250mm的所有机车车轮。

[0045] 本发明的目标是提供一种轻量化机车车轮，该车轮易于制造，并且具有足够高的

径向刚度和轴向刚度。本发明通过在轮毂及轮辋间引入一种新型弯曲辐板实现。该辐板可

调整设计，以在低应力与小的轮辋轴向变形与重量间获得平衡。

[0046] 本发明车轮的设计极大降低了车轮重量，车轮辐板力学性能优于直辐板、S形辐板

及铃形辐板。一款正在南非线路运用的外径Φ1220机车轮，轴重22t，重量为684kg。运用此

专利设计的Φ1220mm机车轮，轴重26t，车轮重量为610kg，在适用轴重高于现有机车轮的条

件下，重量轻于现有机车轮。

[0047]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式

的限制，只要采用了本发明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质性的改进，或未经改进将本发明的

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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