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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式永磁磁浮轨道交通机械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悬挂式永磁磁浮轨道交通机

械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立柱、天梁、悬浮系统、

直线电机、导向系统、转向架、吊厢系统及安全保

障系统，所述立柱站立在地面上，天梁悬挂在立

柱下方，天梁呈底部开口的环抱式结构，所述悬

浮系统、直线电机、导向系统、转向架及安全保障

系统均设置在天梁内，所述吊厢系统悬挂在转向

架下方，所述导向系统设置在转向架的左右两

侧，引导转向架的运行方向，所述安全保障系统

设置于天梁靠近下部开口中，用于防止转向架与

天梁碰撞，所述转向架通过下端两侧安装永磁阵

列装置实现悬浮。本发明具有拐弯半径小、爬坡

能力强、占地面积小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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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悬挂式永磁磁浮轨道交通机械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立柱、天梁、悬浮系统、直线电

机、导向系统、转向架、吊厢系统及安全保障系统，

所述立柱站立在地面上，天梁悬挂在立柱下方，天梁呈底部开口的环抱式结构，

所述悬浮系统、直线电机、导向系统、转向架及安全保障系统均设置在天梁内，

所述吊厢系统悬挂在转向架下方，

所述导向系统设置在转向架的左右两侧，引导转向架的运行方向，

所述安全保障系统设置于天梁靠近下部开口中，用于防止转向架与天梁碰撞，所述转

向架通过下端两侧安装永磁阵列装置实现悬浮；

所述天梁内还设置有车架梁，所述车架梁的顶部靠近天梁的顶部，车架梁的顶部设置

有电机，电机的动子与车架梁固定，电机的定子与天梁顶部固定，所述车架梁的底部靠近天

梁的开口，吊厢系统通过吊杆悬挂在车架梁下方，车架梁的顶部和底部通过若干个竖向布

置的连接件连接固定；

每个所述车架梁的前后两端均设置有转向架，所述转向架的竖直面呈“工”字形，所述

转向架的俯视面也呈“工”字形；车架梁两端依靠销轴分别连接一组转向架；

所述导向系统包括设置在转向架的左右两侧的水平轮组，水平轮组包括两个通过曲臂

同轴连接的水平布置的水平轮，每个曲臂均连接有弹簧，弹簧的另一端连接到附近的转向

架；

所述转向架的8个拐角处均设置有水平轮组；

所述悬浮系统包括上永磁阵列，所述上永磁阵列布置在转向架的下方，靠近左右两侧，

位于转向架的前后两侧的下表面；

所述上永磁阵列的垂直下方设置有下永磁阵列，下永磁阵列通过底座安装在天梁的下

端向内弯曲形成的托臂梁上，

所述转向架的下面一层水平轮组均位于托臂梁的下方；

所述安全保障系统包括设置在转向架内的限位轮，所述限位轮位于托臂梁下方；正常

运行状态下，限位轮保持不动，与托臂梁起到限位，保护电机的作用；紧急情况下，传感器检

测转向架位置异常会控制电机使限位轮向上弹出，与托臂梁接触，起到刹车的作用；

所述转向架的前后两面均设置有用于安装水平轮和曲臂的安装板，以及用于钩挂弹簧

的钩挂板，所述安装板位于对应面的靠近两侧边缘，上下两个安装板为一组，曲臂位于上下

两个安装板之间，两个水平轮位于对应的安装板的上方或下方；

所述钩挂板位于水平相邻的两组安装板之间；

所述吊厢系统包括吊厢和吊架，所述吊架设置于吊厢的顶部，吊架沿吊厢的前进方向

均匀分布；吊架之间安置有阻尼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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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式永磁磁浮轨道交通机械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悬挂式永磁磁浮轨道交通机械结构，属于轨道交通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磁浮技术作为上世纪一项新兴的技术革新，随着电子技术、控制工程、信号处理技

术、电磁理论以及电动力学等学科的发展，使得磁浮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同时，磁浮技

术在交通，冶金、机械、材料等领域有着广泛的研究与应用，如磁悬浮列车、磁浮轴承等。其

中对磁悬浮列车的研究更具有技术代表性，并且在国内外实现了磁悬浮列车的商业运行。

因此，磁悬浮技术的发展不仅是对轨道交通领域有着重要意义，更是对社会民生、经济发

展、城市布局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0003] 目前国内轨道交通领域的交通运输方式有很多种类型，如：高铁、地铁等类型。就

铁路运输而言，铁路在带来越来越便捷、高效的服务之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能源。据悉，国

家铁路2017年能源消耗折算标准煤高达1621.65万吨，国家铁路化学需氧量排放量1901吨，

二氧化硫排放量15817吨。因此，在促进轨道交通的节能减排工作的同时，提出节能环保的

新型轨道交通系统无论是对于经济效益还是对于生态环境保护都是非常重要的策略。

[0004] 另一方面，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一直是城市发展的诟病。以北京、上海和广州为典型

的大型都市交通拥堵问题尤其严重，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城市运行效率和宜居性。同时，随

着中小城市的发展，交通拥堵问题也日益明显。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

2020)》、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十三五规划纲要等对建设宜居城市提出了专门论说，宜居城

市建设已变成当下我国城市建设的重要目标。因此，建设一套完善地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尤

为必要，也是彻底解决城市拥堵问题的有效手段。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轨道交通领域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悬挂式永磁

磁浮轨道交通机械结构，其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6] 悬挂式永磁磁浮轨道交通机械结构，包括立柱、天梁、悬浮系统、直线电机、导向系

统、转向架、吊厢系统及安全保障系统，

[0007] 所述立柱站立在地面上，天梁悬挂在立柱下方，天梁呈底部开口的环抱式结构，

[0008] 所述悬浮系统、直线电机、导向系统、转向架及安全保障系统均设置在天梁内，

[0009] 所述吊厢系统悬挂在转向架下方，

[0010] 所述导向系统设置在转向架的左右两侧，引导转向架的运行方向，

[0011] 所述安全保障系统设置于天梁靠近下部开口中，用于防止转向架与天梁碰撞，所

述转向架通过下端两侧安装永磁阵列装置实现悬浮。

[0012] 所述天梁内还设置有车架梁，所述车架梁的顶部靠近天梁的顶部，车架梁的顶部

设置有电机，电机的动子与车辆梁固定，电机的定子与天梁顶部固定，所述车架梁的底部靠

近天梁的开口，吊箱系统通过吊杆悬挂在车辆梁下方，车架梁的顶部和底部通过若干个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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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布置的连接件连接固定。

[0013] 每个所述车架梁的前后两端均设置有转向架，所述转向架的竖直面呈“工”字形，

所述转向架的俯视面也呈“工”字形，所述转向架的上端与转向架的顶部连接，所述转向架

的下端与转向架的底部连接。

[0014] 所述导向系统包括设置在转向架的左右两侧的水平轮组，水平轮组包括两个通过

曲臂同轴连接的水平布置的水平轮，每个曲臂均连接有弹簧，弹簧的另一端连接到附近的

转向架；

[0015] 所述转向架的8个拐角处均设置有水平轮组。

[0016] 所述悬浮系统包括上永磁阵列，所述上永磁阵列布置在转向架的下方，靠近左右

两侧，位于转向架的前后两侧的下表面；

[0017] 所述上永磁阵列的垂直下方设置有下永磁阵列，下永磁阵列通过底座安装在天梁

的下端向内弯曲形成的托臂梁上，

[0018] 所述转向架的下面一层水平轮组均位于托臂梁的下方。

[0019] 所述安全保障系统包括设置在转向架内的限位轮，所述限位轮位于托臂梁下方。

[0020] 所述转向架的前后两面均设置有用于安装水平轮和曲臂的安装板，以及用于钩挂

弹簧的钩挂板，所述安装板位于对应面的靠近两侧边缘，上下两个安装板为一组，曲臂位于

上下两个安装板之间，两个水平轮位于对应的安装板的上方或下方；

[0021] 所述钩挂板位于水平相邻的两组安装板之间。

[0022] 所述悬浮系统包括上永磁阵列，所述上永磁阵列布置在转向架的下方，靠近左右

两侧，位于转向架的前后两侧的下表面；

[0023] 所述上永磁阵列的垂直下方设置有下永磁阵列，下永磁阵列通过底座安装在天梁

的下端向内弯曲形成的水平台上。

[0024] 所述吊厢系统包括吊厢和吊架，所述吊架设置于吊厢的顶部，吊架沿吊厢的前进

方向均匀分布；吊架之间安置有阻尼装置。

[0025]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是：

[0026] 本发明转向架通过下端两侧安装永磁阵列装置实现悬浮；所述转向架底部通过吊

杆与吊厢系统相连悬挂于空中；所述转向架左右两侧安装导向系统，能引导转向架的运行

方向；所述转向架顶部设有直线电机，直线电机定子部分安装于转向架上，结合天梁顶部铺

设的感应板，驱动车厢行进；所述转向架底部两侧安装有机械式安全保障装置，紧急情况下

可以起到列车制动的作用。

[0027] 机械结构采用悬挂式结构，天梁悬挂于立柱架上，使得专利所述的悬浮系统、直线

电机、导向系统、转向架等结构在天梁之上运行。

[0028] 天梁采用环抱式结构，两侧设置呈L型的托臂式轨道梁结构，使得专利所述的悬浮

系统、直线电机、导向系统、转向架等结构均在凹型槽里实现；所述天梁内侧轨道梁上安装

有永磁阵列装置（采用海尔贝克永磁阵列及其他阵列装置），为转向架提供悬浮力。

[0029] 悬浮系统通过固定在天梁内侧托臂上的永磁阵列与转向架下端安装的永磁阵列

相互作用，产生斥力，从而为转向架提供悬浮力。

[0030] 直线电机部分包括：固定在转向架顶部的定子部分；置于天梁内侧上壁的动子（感

应板）。通过电机上的电枢绕组，结合天梁顶部铺设的感应板，绕组在逆变器的控制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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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波磁场，在感应板上感应出电磁牵引力，推动车厢行进。

[0031] 导向系统采用机械式导向和电磁式导向两种结构：机械式导向结构通过安装在转

向架两侧的水平轮曲臂和水平轮，对天梁内壁的滑动作用来实现导向功能；悬浮电磁导向

结构安装于转向架左右两侧，通过电磁绕组通电产生磁力，与L轨道壁构成闭环磁路，控制

绕组电流或者磁通等控制导向力。

[0032] 转向架结构可采用三角形转向架构架或方形转向架构架，转向架可分为前后端架

及中间横梁架部分，与专利所述的悬浮系统、直线电机、导向系统、吊厢系统、安全保障装置

等结构相连接置于天梁内部。

[0033] 吊厢系统采用高架式设计悬挂于空中，车厢与转向架之间设置吊架衔接，并且在

吊架之间安置有阻尼装置，使吊厢更加平稳。吊厢内部设置有座椅储物柜等。

[0034] 安全保障装置部分包括：固定在转向架上的机械式安全保障装置（置于转向架底

部两侧，通过水平轮曲臂和水平轮连接），紧急情况下能控制水平轮与天梁内壁作用，能起

到制动及保护电机的作用；在转向架顶部的直线电机通过电磁牵引力来实现制动。

[003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6] 本发明整体机械结构采用悬挂式结构，天梁采用环抱式结构，利用永磁阵列提供

悬浮力，具有拐弯半径小、爬坡能力强、占地面积小等特点。

附图说明

[0037]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8] 图2为本发明的天梁内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3为本发明的导向系统和安全保障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4为本发明的转向架的结构示意图，

[0041] 图5为本发明的悬浮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42] 图6为本发明的上永磁阵列的结构示意图，

[0043] 图7为本发明的图3的局部放大图，

[0044] 图8为图7的局部放大图，

[0045] 图9为系统限位结构示意图。

[0046] 图中：1、立柱；2、天梁；3、悬浮系统；4、车架梁；5、导向系统；6、转向架；7、吊厢系

统；8、安全保障系统；9、电机；10、水平轮曲臂；11、弹簧系统；12、水平轮、13、限位轮；14、上

永磁阵列；15、下永磁阵列；16、托臂梁。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下述具体实施方式仅

用于说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48]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结合附图可见，本悬挂式永磁磁浮轨道交通机械结

构，包括立柱1、天梁2、悬浮系统3、车架梁4、导向系统5、转向架6、吊厢系统7及安全保障系

统8等几个大系统，下面就本发明的具体实施，加以说明。

[0049] 如图1所示，所述立柱1采用U型独立钢立柱梁结构。整体高度在8000-9000mm，立柱

1长宽为400-600mm，整体结构由立柱1支撑，立柱1底座通过水泥、混泥土填埋于地表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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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1利用梁接头与天梁2衔接，天梁2及吊厢系统7悬挂与立柱上。

[0050] 所述天梁2采用环抱式结构，由厚度为20mm的板材组成，内部空间长宽为600-

800mm，两侧设置呈L型的托臂式轨道梁结构，轨道梁宽为100-200mm，厚度为50-100mm，使得

内部悬浮系统3、直线电机9、导向系统5、转向架6等结构在天梁2之上运行。

[0051] 如图1所示，所述的悬挂式永磁磁浮轨道交通机械结构的内部结构由转向架6与车

架梁4构成，车架梁4两端依靠销轴分别连接一组转向架6，底部设置有用于衔接吊厢系统7

的安装孔。

[0052] 如图3所示，所述的悬挂式永磁磁浮轨道交通机械结构的悬浮系统3，是利用永久

磁铁同极相斥原理，在转向架6两侧的海尔贝克永磁阵列装置与天梁内侧托臂上的海尔贝

克永磁阵列装置之间产生相互排斥的力，使吊厢悬挂运行于天梁之下。所述永磁阵列分上

下两部分，下永磁阵列15通过螺栓连接组合，并通过螺栓固定在天梁内侧托臂，沿天梁延

伸；如图4所示，上永磁阵列14通过螺栓连接于转向架6两侧。

[0053]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中的电机选用直线电机9，直线电机的定子部分固定在转向架

顶部直线电机安装位，直线电机长为500-600mm，宽为200mm，厚为30mm，动子（感应板）置于

天梁内侧上壁，沿天梁长度方向铺设，宽为200mm，厚为20-30mm。通过电机上的电枢绕组，结

合天梁顶部铺设的感应板，绕组在逆变器的控制下产生行波磁场，在感应板上感应出电磁

牵引力，拖动车厢前进及停靠。

[0054] 如图4所示，在转向架前后两端各安装有两组导向系统5，导向系统5包括：水平轮

曲臂10、弹簧11以及水平轮12。转向架6前后端均开设有安装孔，通过销轴连接水平轮曲臂

10与弹簧11，水平轮12安装于水平轮曲臂上，水平轮曲臂10上安装有直径大小为200-300mm

的水平轮12，通过水平轮在天梁内壁上的滑动来实现导向功能。

[0055] 如图2所示，所述转向架6结构采用方形转向架构架，整体结构长宽高大小为500-

700mm，转向架分为前后端架及中间横梁架部分，与悬浮系统3、直线电机9、导向系统5、吊厢

系统7、安全保障装置8等结构相连接置于天梁内部。所述转向架底部通过吊架与吊厢系统7

相连悬挂于空中；所述转向架前后两端安装导向系统5，能引导转向架6的运行方向；所述车

架梁4顶部设有直线电机9，直线电机定子部分安装于车架梁4上，结合天梁顶部铺设的感应

板，驱动车厢行进；所述转向架底部两侧安装有机械式安全保障装置8，紧急情况下可以起

到列车制动的作用。

[0056] 如图1所示，所述吊厢系统7采用高架式设计悬挂于空中，车厢通过吊架衔接，吊架

连接于车架梁底部，并且吊厢顶部于吊架之间安置有阻尼装置，使吊厢更加平稳。吊厢整体

长宽高为1000-3000mm，吊厢系统内部设置4至8人座位，在座位下方设置行李储物柜，以供

乘客放置行李等。在吊厢边线均可圆润化处理，由下而上呈现下宽上窄结构。厢门选用左右

打开的自动门。

[0057] 如图5所示，所述安全保障装置8由限位轮13组成，限位轮13安装于转向架底部延

伸处，轮支座通过销轴固定于转向架6上，限位轮13安装于轮支座上，如图9所示在紧急情况

下，限位轮13与托臂梁16接触，起到刹车作用，正常情况下能够在竖直方向上起到限位作

用，保障电机安全运行；所述的导向系统5能够起到在水平方向上的限位作用，保证悬浮系

统3的正常工作。在正常运行情况下，通过直线电机的电磁牵引力进行减速，达到制动效果。

[0058] 当直线电机启动时，绕组在逆变器的控制下产生行波磁场，在感应板上感应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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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牵引力，拖动车架梁前行，与车架梁连接的转向架开始工作。在整车运行的整个期间内，

转向架两侧的海尔贝克永磁阵列装置与天梁内侧托臂上的海尔贝克永磁阵列装置之间产

生相互排斥的力，使整车悬挂于天梁之上运行。当整车进行转弯时，导向系统中的水平轮会

与天梁内壁接触，依靠弹簧系统进行状态回调，使得转向架上各系统能够稳定运行。由于采

用永磁阵列装置，所述悬浮系统的上下两永磁阵列能够永久保持一定的间距。正常运行状

态下，限位轮保持不动，与凸出的托臂梁能起到限位，保护电机的作用。紧急情况下，传感器

检测转向架位置异常会控制电机使限位轮向上弹出，与托臂梁接触，起到刹车的作用。

[0059] 本发明方案所公开的技术手段不仅限于上述技术手段所公开的技术手段，还包括

由以上技术特征任意组合所组成的技术方案。

[0060]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

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

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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