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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

构架，包括前端梁、底横梁、上牵引横梁、右侧梁、

制动支座、后端梁、扭力臂座、左侧梁，前端梁、右

侧梁、后端梁和左侧梁依次首尾焊接围成一个上

下开口的中空框体，底横梁设于框体底部，底横

梁的两端分别与右侧梁和左侧梁焊接，上牵引横

梁设于框体的顶部并位于底横梁的正上方，上牵

引横梁的两端分别与右侧梁和左侧梁固连，制动

支座和扭力臂座均焊接于框体内壁。本发明结构

简单，工作可靠，安全性能好，使用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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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构架，其特征在于，包括前端梁、底横梁、

上牵引横梁、右侧梁、制动支座、后端梁、扭力臂座、左侧梁，前端梁、右侧梁、后端梁和左侧

梁依次首尾焊接围成一个上下开口的中空框体，底横梁设于中空框体的底部，底横梁的两

端分别与右侧梁和左侧梁焊接，上牵引横梁设于中空框体的顶部并位于底横梁的正上方，

上牵引横梁的两端分别与右侧梁和左侧梁固连，制动支座和扭力臂座均焊接于框体内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构架，其特征在于，前端

梁和后端梁的高度相等，左侧梁和右侧梁的高度相等，后端梁的高度小于左侧梁的高度，前

端梁的顶面、后端梁的顶面、左侧梁的顶面和右侧梁的顶面在同一水平面上，转向架构架的

顶部截面呈“日“字形，转向架构架的中部截面呈“口”  字形，转向架构架的底部截面呈“H

“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构架，其特征在于，所述

右侧梁、左侧梁均为实心板式梁，具体为叠合板式的变截面梁。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构架，其特征在于，

所述前端梁、后端梁亦均为实心板式梁。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构架，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旁承座，旁承座为由钢板焊接而成的支架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构架，其特征在于，

所述制动支座、扭力臂座均由钢板焊接而成。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构架，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牵引横梁为由钢板焊接而成的截面为扁长方形的梁，上牵引横梁的两端分别通过螺

栓实现与右侧梁和左侧梁的固连。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构架，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横梁为U形箱式焊接梁，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的电机装于U形箱式焊接梁与

上牵引横梁之间并固定于U形箱式焊接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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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构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构架。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城市交通发展的调控，隧道工程车辆的发展随着城市的发展而

扩展，城市交通压力增大，地铁成为大中型城市的主力交通工具，隧道施工窄轨工程车辆的

需求增加；大型盾构机投产，传统小吨位隧道工程车匹配力不足，55吨~70吨窄轨隧道工程

车辆成为地铁施工的主力运输车型，作为机车的脊梁—转向架构架，其安全和使用寿命代

表机车的使用性能。转向架构架不仅要满足机车各系统及总成的联接安装，而且必须满足

机车的使用寿命愈来愈高的要求。

[0003] 现有转向架基本都是宽轨、准轨和米轨的，而900轨距以下的窄轨转向架在市场上

少有。转向架构架是众多部件的机体，也是承载和传力的机体，通过轴箱拉杆和一系悬挂与

传动装置相连，传递车体的垂直载荷和承受轮向上传来的作用力。机车以各种工况运行时，

它承受来自车体及其上部设备的垂直载荷和由于机车振动引起的垂直附加动载荷；承受机

车牵引或制动产生的牵引力或制动力；承受机车通过曲线时的水平横向力和离心力等。因

而它必须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现有机车构架均是先由截面薄板焊接成箱型结构梁，箱

型结构梁自身为空心结构，为保证构架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再在箱型梁体中间适当焊

接加强筋板，结构相对复杂，工艺难度和成本较高。依据机车整车设计参数和结构及重量的

分配，考虑到整车的运行低速及重载牵引、稳定性和重心的高度位置，箱式梁结构特点难以

满足粘重匹配，以及低速状态下的工作可靠性、安全性能及使用寿命要求。

[0004] 现有转向架构架采用的牵引梁基本上是焊接固定结构，无法满足窄轨转向架的空

间小和布置紧凑的结构要求。侧梁采用近似等强度梁，不同的截面用圆弧过渡，其缺陷是结

构复杂，工艺加工难度大，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结构简单，

低成本、使用寿命长的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构架。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构架，包括前端梁、底横梁、上牵引横梁、右

侧梁、制动支座、后端梁、扭力臂座、左侧梁，前端梁、右侧梁、后端梁和左侧梁依次首尾焊接

围成一个上下开口的中空框体，底横梁设于框体底部，底横梁的两端分别与右侧梁和左侧

梁焊接，上牵引横梁设于框体的顶部并位于底横梁的正上方，上牵引横梁的两端分别与右

侧梁和左侧梁固连，制动支座和扭力臂座均焊接于框体内壁。

[0007] 进一步，前端梁和后端梁的高度相等，左侧梁和右侧梁的高度相等，后端梁的高度

小于左侧梁的高度，前端梁的顶面、后端梁的顶面、左侧梁的顶面和右侧梁的顶面在同一水

平面上，转向架构架的顶部截面呈“日“字形，转向架构架的中部截面呈“口”  字形，转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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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架的底部截面呈“H“形。

[0008] 进一步，所述右侧梁、左侧梁均为实心板式梁，具体为叠合板式的变截面梁。

[0009] 进一步，所述前端梁、后端梁亦均为实心板式梁。

[0010] 进一步，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构架还包括旁承座，旁承座为由钢

板焊接而成的支架结构。

[0011] 进一步，所述制动支座、扭力臂座均由钢板焊接而成。

[0012] 进一步，所述上牵引横梁为由钢板焊接而成的截面为扁长方形的梁。上牵引横梁

的中部设有内置式弹性套，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的中心销一端伸入弹性套内并与

弹性套底部连，中心销的另一端与列车的车体连接。

[0013] 进一步，所述上牵引横梁的两端分别通过螺栓实现与右侧梁和左侧梁的固连。

[0014] 进一步，所述底横梁为U形箱式焊接梁，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的电机装于

U形箱式焊接梁与上牵引横梁之间并固定于U形箱式焊接梁上。

[0015] 本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构架的前端梁、右侧梁、后端梁和左侧梁

依次首尾焊接围成一个上下开口的中空框体，以利于降低制造成本。转向架构架的右侧梁、

左侧梁、前端梁、后端梁均为实心板式梁，无需增设加强筋板，制造成本低，既能满足粘重匹

配，又有足够的强度和刚性，可靠性高、安全性能优。对于转向架构架的底横梁，其不仅具备

连接右侧梁、左侧梁的作用，使得构架的强度增大，同时还承担着电机的安装。上牵引横梁

采用内置式弹性套，通过中心销与车体连接，且上牵引横梁与左右侧梁采用螺栓固定连接，

把转向架构架上产生的牵引力和制动力传给中心销，中心销把此力传给车体。转向架构架

的中空框体的底部和顶部分别设置有底横梁和上牵引横梁，转向架构架的顶部截面呈“日

“字形、中部截面呈“口”  字形、底部截面呈“H“形，为电机提供安装空间的同时，实现左侧梁

和右测量的双重稳固连接以及稳定地实现转向架构架上牵引力和制动力的传递，转向架构

架结构牢固，制造成本低、工作可靠，安全性能好，使用寿命长；且上牵引横梁与左右侧梁采

用螺栓固定连接，所以便于电机的拆解安装和维修。使用本发明，能有效节省安装空间，结

构简单又满足布置要求。

[0016] 本发明结构简单，工作可靠，安全性能高，便于机车各系统及总成的联接安装，主

要受力件左侧梁右侧梁由厚钢板叠合焊接再加工而成，与箱式梁相比，整体框架结构更简

单，工艺难度小及加工成本低，且在强度和刚度方面均有提高，可有效延长重载列车的使用

寿命。

附图说明

[0017] 图1 为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的结构示意图；

图2 为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的左侧梁结构示意图；

图3 为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的前端梁结构示意图；

图4 为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的旁承座结构示意图；

图5为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的制动支座结构示意图；

图6为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的扭力臂座结构示意图；

图7 为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的上牵引横梁结构示意图；

图8 为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的底横梁结构示意图。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9109899 A

4



[0018] 图中：前端梁1、旁承座2、底横梁3、上牵引横梁4、右侧梁5、制动支座6、后端梁7、扭

力臂座8、左侧梁9、窗口10。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以下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0] 参照图1，本实施例之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构架，包括前端梁1、底

横梁3、上牵引横梁4、右侧梁5、制动支座6、后端梁7、扭力臂座8、左侧梁9，前端梁1、右侧梁

5、后端梁7和左侧梁9依次首尾焊接围成一个上下开口的中空框体，底横梁3设于框体底部，

底横梁3的两端分别与右侧梁5和左侧梁9焊接，上牵引横梁4设于框体顶部并位于底横梁3

正上方，上牵引横梁4的两端分别与右侧梁5和左侧梁9固连，制动支座6和扭力臂座8均焊接

于框体内壁。

[0021] 制动支座6的数量为四个，其中两个制动支座6分别焊接于前端梁1的两端，另两个

制动支座6分别焊接于后端梁7的两端。制动支座6上开有销孔。制动支座6用于连接大吨位

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的制动吊杆，制动支座6和制动吊杆之间采用销连接，实现拆装灵活

和维修方便。

[0022] 扭力臂座8的数量为两个，其中一个扭力臂座8焊接于前端梁1的中部，另一个扭力

臂座8焊接于后端梁7的中部。扭力臂座上亦开有销孔。扭力臂座用于安装大吨位窄轨隧道

工程重载列车的轮对驱动装置的减速箱的悬吊装置，减速箱的悬吊装置与扭力臂座8通过

销连接。

[0023] 参照图2，本实施例中，右侧梁5和左侧梁9的结构相同，右侧梁5、左侧梁9均为实心

板式梁，具体为叠合板式的变截面梁。叠合板式结构是采用不同厚度的钢板预先粗加工，再

进行叠合焊接再精加工，变形程度低，结构工艺性好，以利于降低加工难度，制造成本低且

质量控制稳定。变截面梁的主受力位置处截面积大，而非受力位置处截面积小，非受力位置

处开有窗口，窗口10用于转向架的安装、观察、维修等。

[0024] 参照图3，本实施例中，前端梁1和后端梁7的结构相同，前端梁1、后端梁7均为实心

板式梁。

[0025] 参照图4，本实施例中，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构架还包括旁承座2，

旁承座2为由钢板焊接而成的支架结构。

[0026] 参照图5和图6，制动支座6、扭力臂座8均由钢板焊接而成。

[0027] 参照图7，上牵引横梁4为由钢板焊接而成的截面为扁长方形的梁，以利于增大框

体中空空间，满足满足使用空间需要。上牵引横梁4的中部设有内置式弹性套（图中未示

出），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的中心销（图中未示出）一端伸入弹性套内并与弹性套

底部连，中心销的另一端与列车的车体（图中未示出）连接，工艺性能好，使用拆卸方便。

[0028] 参照图8，底横梁3是U形箱式焊接梁，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的电机（图中

未示出）装于U形箱式焊接梁与上牵引横梁之间并固定于U形箱式焊接梁上。底横梁3的两端

分别与左右侧梁焊接固定，不仅使构架的强度增大，同时也承担着电机的安装，空间使用效

率高。

[0029] 前端梁1和后端梁7的高度相等，左侧梁9和右侧梁5的高度相等，后端梁7的高度小

于左侧梁9的高度，前端梁1的顶面、后端梁7的顶面、左侧梁9的顶面和右侧梁5的顶面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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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平面上，转向架构架的顶部截面呈“日“字形，转向架构架的中部截面呈“口”  字形，转

向架构架的底部截面呈“H“形，为电机提供安装空间的同时，实现左侧梁和右测量的双重稳

固连接以及稳定地实现转向架构架上牵引力和制动力的传递，使得转向架构架结构牢固，

制造成本低、工作可靠，安全性能好，使用寿命长。

[0030] 本发明之大吨位窄轨隧道工程重载列车转向架构架，实现了隧道施工窄轨大吨位

牵引机车应用，转向架构架结构简单，成本低廉，加工工艺性优良，使用性能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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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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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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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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