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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合培训教学

的实训方法，根据制动机常规培训教学的试验内

容，利用仿真与真实部件相结合，在地面上通过

模拟仿真制动单元、仿真制动柜和仿真司机操作

控制台组合实现制动机的实训教学；在模拟仿真

制动单元上设置有仿形制动执行单元和仿真制

动盘，仿形制动执行单元设置在仿真制动盘的侧

面，仿形制动执行单元由仿真制动柜进行控制，

仿真制动柜又与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连通控制，

通过模拟仿真实现制动单元的实训教学。本发明

通过模拟仿真的方式，在地面将模拟仿真制动单

元、仿真制动柜和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组合成一

个仿真的制动机实训系统，具有教学直观，容易

理解，可到达现场实际操作的真实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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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合培训教学的实训方法，其特征在于：根据制动机常

规培训教学的试验内容，利用仿真与真实部件相结合，在地面上设置模拟仿真制动单元、仿

真制动柜和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模拟仿真制动单元上设有仿形制动执行单元和仿真制动

盘，仿形制动执行单元由仿真制动柜进行控制，仿真制动柜又与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连通

控制，通过模拟仿真制动单元、仿真制动柜和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组合完成制动机各项制

动工况操作及自检试验，实现模拟仿真制动单元实训教学培训。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合培训教学的实训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利用仿真与真实部件相结合是分别在模拟仿真制动单元、仿真制动柜和仿真司机操

作控制台采用仿真部件与真实部件相结合形成简化的功能模块，再将简化的功能模块组合

起来形成模拟仿真制动单元、仿真制动柜和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利用仿真部件与真实部

件相结合的模拟仿真制动单元、仿真制动柜和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进行制动机的各种工况

试验。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合培训教学的实训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模拟仿真制动单元上设置有仿形制动执行单元和仿真制动盘，仿形制动执行单元设

置在仿真制动盘的侧面，仿真制动盘垂直放置在一个支撑底座上，在仿真制动盘旁边按照

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的位置设置一个吊架，将仿形的制动机制动执行元件模仿在铁路机

车及车辆上的位置安装在吊架上，所述的吊架上设有制动机制动执行元件安装板，制动机

制动执行元件安装板上安装有制动机所需的仿真制动执行元件，通过仿真制动执行元件与

仿真制动盘配合进行各种制动机操作的实训教学培训。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合培训教学的实训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仿真制动盘与铁路机车及车辆上的实际制动盘相仿，具有圆环形的结构，在圆环的

下部分连接有制动盘安装块，制动盘安装块为长条形平面块；所述的制动盘安装块与圆环

形的制动仿真盘连接在一起，制动盘安装块安放在支撑底座上，并由支撑底座上的制动盘

卡条卡住，使得制动仿真盘在支撑底座上垂直地面竖立。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合培训教学的实训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仿真制动柜采用真实部件与仿形部件相结合的结构，通过PLC控制替代制动机的电-

空制动控制单元（BCU），仿真制动柜内安装有仿形电空控制单元EPCU，仿形电空控制单元

EPCU与电空调制器（EPM）和制动控制器（大闸+小闸）连接，并通过RS485与司机室制动屏连

接接收制动控制器发出的制动指令。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合培训教学的实训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仿形电空控制单元EPCU为仿真模块化结构，仿真模块统一安装在一个仿形壳体上，

仿形壳体内设置有气路进行各个模块的功能实现，由PLC控制模拟主管、均衡管、列车管和

制动缸管的压力输出，通过各个仿真控制模块组合，在PLC控制下，模拟实现制动机的操控。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合培训教学的实训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仿真控制模块包括：

（a）列车管控制模块BPCP：主要控制列车管的压力；

（b）均衡风缸控制模块ERCP：本务铁路机车及车辆状态时，根据自动制动手柄位置产生

均衡风缸压力来提供列车管控制压力；

（c）13控制模块（13CP）：相当于操作小闸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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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6控制模块（16CP）：相当于DK-1制动机分配阀的主阀的作用；

（e）20控制模块（20CP）：相当于重联阀。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合培训教学的实训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仿真制动柜采用传感器和PLC模拟车况信号，仿集成计算机M-IPM控制模式，并用集

成管路柜组装，将仿形的电空控制单元EPCU、信号控制柜X-IPM、中继接口模块RIM、和真实

的停车制动、撒砂装置、升弓控制模块等安装在制动柜中，方便操作和检修；所述的仿真制

动柜在管路柜集成柜内背面安装可控气路替代实际的司机制动阀，通过可控气路实现列车

管压力控制、均衡风缸压力控制、阶段缓解模式、一次缓解模式和故障处理模式的仿真控

制。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合培训教学的实训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阶段缓解模式包括控制初充风、再充风、初制动、常用制动、断钩保护功能、缓解、制

动或缓解后保压、快速缓解、中立、紧急制动、总风低压保护；所述的一次缓解模式包括控制

初充风、再充风、初制动、常用制动、断钩保护功能、缓解（初制动后缓解、常用制动后缓解、

开始缓解）、制动或缓解后的稳定性、中立位、紧急制动、总风低压保护；所述的故障处理模

式包括备用制动、转换并启动备用制动、惰行、初制动、常用制动、断钩保护功能、缓解、制动

或缓解后保压、紧急与安全制动、中立过程、司机制动阀隔离、多级重联、司机室先导压力信

息、快速缓解、备用模块的诊断。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合培训教学的实训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外形为仿真城轨车辆司机操作台，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上

配置有高性能工业控制计算机、大屏幕液晶触摸显示器、可编程控制器（PLC），并提供了并

提供了模拟制动操作的仿真板腱和仿真开关，以及配合教学的高度智能化与人性化的人机

交互模块化教学软件；所述的高性能工业控制计算机、大屏幕液晶触摸显示器、可编程控制

器（PLC）属于该教学试验台的上位机构，用于对下位机构的控制与显示；所述的教学软件采

用面向对象的可视化开发工具作为主开发平台、辅以三维动画制作和图形处理软件，建成

了由高度仿真的制动机各部件三维立体模型、动画、软件管理系统等众多部分组成的高度

智能化与人性化的人机交互模块化教学软件；软件用于与实物模型、投影仪等配合来演示

制动机组成、控制原理、以及制动机的综合作用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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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合培训教学的实训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一种铁路机车及车辆部件现场培训教学实训装置，尤其是指一种铁

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合培训方法，主要用于更快更好地提升铁路机车及车辆司乘人员、

检修人员的故障判断和处理能力培训，适用各铁路局、铁路院校对于机车、动车、城轨或地

铁制动机专业技能培训，属于教学培训方法及教具技术领域。

[0002] 背景技术：

随着铁路电气化的全面推广，电力铁路机车及车辆已经在全国范围得到了普遍的推广

使用，尤其是在我们国内的高铁技术走向世界以后，在电气化铁路的电力铁路机车及车辆

操作、维修和保养等方面急需培训大量的人才，培养大量合格的司乘人员和检修人员迫在

眉睫。然而，经过调研，目前针对铁路和谐型电力铁路机车及车辆乘务员应急处置及检修人

员的技能实训，各铁路局、大专院校、机务段普遍缺乏系统直观的实训设施、设备，完全还是

靠传统的跟车或现场检修进行学习培训，没有系统的培训手段和现代化的培训设施、设备，

这样一则培训的机会很有限，只有在于设备检修的时候才能相应的培训学习，二则是这样

的现场培训只能是根据现场实际所发生的状况来进行相应的培训学习，不能系统全面的进

行培训学习，因此对铁路机车及车辆乘务员、检修人员的故障判断和处理能力亟待提高。

[0003] 通过专利检索没发现有与本发明相同技术的专利文献报道，与本发明有一定关系

的专利主要有以下几个：

1、专利号为CN201510191287.5，名称为“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模拟及培训方法” 的

发明专利，该专利公开了一种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模拟及培训方法，旨在将现有实车铁

路机车及车辆复杂的控制方式，通过电子模拟出与实车制动机相似的动作和显示，达到培

训学员的目的，把所有的故障现象，列入模拟系统中，使学员切实学会和掌握正常操作，故

障的分析，判断，及处理方法。在学习过程中随机建立学员学习档案和教学过程的管理档

案。

[0004] 2、专利号为CN201521068137.7，名称为“交流传动内燃铁路机车及车辆培训用模

拟操纵系统” 的发明专利，该专利公开了一种交流传动内燃铁路机车及车辆培训用模拟操

纵系统，包括操纵台总成(1)、电气控制设备(2)、柴油机模拟设备(3)、空气制动设备(4)、辅

助电源设备(5)和空气辅助设备(6)，操纵台总成(1)控制电气控制设备(2)和空气制动设备

(4)，辅助电源设备(5)为柴油机模拟设备(3)和空气辅助设备(6)供电，电气控制设备(2)控

制柴油机模拟设备(3)和空气辅助设备(6)；采用了原有铁路机车及车辆的设备，减少了开

发费用，同时更能接近真实的铁路机车及车辆，使乘务员在培训时身临其境，克服了传统模

拟驾驶装置的缺点，使铁路机车及车辆乘务员不但能够接触整车大部分真实部件，进行故

障处理也是真实的部件，提高了该模拟驾驶装置的模拟真实度。

[0005] 3、专利号为CN201510627767.1，  名称为“铁路机车及车辆及轨道监控装置仿真培

训系统”的发明专利，该专利公开了一种铁路机车及车辆及轨道监控装置仿真培训系统，属

于铁路职教培训领域。该系统由监控装置仿真模拟培训操作设备组成的培训考试模块，独

立的培训题目设置模块，监控装置仿真模拟培训操作设备链接铁路前方线路实景视频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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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监控装置仿真模拟培训操作设备链接铁路站场3D电子沙盘同步控制模块组成。该专

利解决了目前机务系统在铁路机车及车辆监控装置仿真模拟培训方面存在的问题，机务人

员通过对本系统的操作与练习，能更好的学习、熟悉与应对实际操作中的各种操作手法与

突发状况。

[0006] 4、专利号为CN201320200031.2，  名称为“铁路机车及车辆乘务员车上模拟培训考

试装置”的实用新型专利，该专利公开了一种铁路机车及车辆乘务员车上模拟培训考试装

置，提供了一种连接在铁路机车及车辆列车管上就可以对铁路机车及车辆乘务员进行制动

机试验、非正常情况下行车办法及LKJ装置培训及考试、连接简单、方便操作的教学设备，包

括检测装置、数据处理装置、执行机构和、人机对话板和地面信号装置，乘务员可以在不挂

车列时，通过日常的制动机试验或操作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系统，通过对列车管的排风时

间，准确判断出折角塞门的状态及列车管的保压能力，并可根据地面信号的模拟，进行铁路

机车及车辆运行操作，提高铁路机车及车辆乘务员对制动机的操作水平及判断能力，提高

乘务员的非正常情况下行车办法的运用能力，提高乘务员LKJ的运用能力，满足铁路机务系

统铁路机车及车辆乘务员培训的需求

上述这些专利虽然都涉及到一些有关铁路机车及车辆事务的培训，而且名称为“铁路

机车及车辆乘务员车上模拟培训考试装置”，专利号为CN201320200031.2，实用新型专利公

开了一种利用连接在铁路机车及车辆列车管上的教学设备，对铁路机车及车辆乘务员进行

制动机试验、非正常情况下行车办法及LKJ装置培训及考试的教学设备，但通过仔细分析，

这种设备必须通过实际的铁路机车及车辆来进行作业，而且只是通过对列车管的排风时

间，准确判断出折角塞门的状态及列车管的保压能力，并可根据地面信号的模拟，进行铁路

机车及车辆运行操作培训，所以应用十分有限，尚没有关于电力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

合实训教育的培训方法及系统，因此仍有待进一步加以改进。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铁路机车及车辆乘务员、检修人员的制动机综合培训

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一种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合培训教学的实训方法，该种铁路机车

及车辆制动机综合培训教学的实训方法配合其它仿真设备，实现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

合培训教学，可以不用去现场就可以知道制动机的结构和工作原理，互动性强，提高了学员

的兴趣，使学员不再被动地学习，而是主动地参与练习，强化学习效果。

[0008]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合培训教学的实

训方法，根据制动机常规培训教学的试验内容，利用仿真与真实部件相结合，在地面上设置

模拟仿真制动单元、仿真制动柜和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模拟仿真制动单元上设有仿形制

动执行单元，仿形制动执行单元由仿真制动柜进行控制，仿真制动柜又与仿真司机操作控

制台连通控制，通过模拟仿真制动单元、仿真制动柜和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组合完成制动

机各项制动工况操作及自检试验，实现模拟仿真制动单元实训教学培训。

[0009] 进一步地，所述的利用仿真与真实部件相结合是分别在模拟仿真制动单元、仿真

制动柜和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采用仿真部件与真实部件相结合形成简化的功能模块，再将

简化的功能模块组合起来形成模拟仿真制动单元、仿真制动柜和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利

用仿真部件与真实部件相结合的模拟仿真制动单元、仿真制动柜和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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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制动机的各种工况试验。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的模拟仿真制动单元上设置有仿形制动执行单元和仿真制动盘，

仿形制动执行单元设置在仿真制动盘的侧面，仿真制动盘垂直放置在一个支撑底座上，在

仿真制动盘旁边按照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的位置设置一个吊架，将仿形的制动机制动执

行元件模仿在铁路机车及车辆上的位置安装在吊架上，所述的吊架上设有制动机制动执行

元件安装板，制动机制动执行元件安装板上安装有制动机所需的仿真制动执行元件，通过

仿真制动执行元件与仿真制动盘配合进行各种制动机操作的实训教学培训。

[0011] 进一步地，所述的仿真制动盘与铁路机车及车辆上的实际制动盘相仿，具有圆环

形的结构，在圆环的下部分连接有制动盘安装块，制动盘安装块为长条形平面块；所述的制

动盘安装块与圆环形的制动仿真盘连接在一起，制动盘安装块安放在支撑底座上，并由支

撑底座上的制动盘卡条卡住，使得制动仿真盘在支撑底座上垂直地面竖立。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仿真制动柜采用真实部件与仿形部件相结合的结构，通过PLC控

制替代制动机的电-空制动控制单元（BCU），仿真制动柜内安装有仿形电空控制单元EPCU，

仿形电空控制单元EPCU与电空调制器（EPM）和制动控制器（大闸+小闸）连接，并通过RS485

与司机室制动屏连接接收制动控制器发出的制动指令。

[0013] 进一步地，所述的仿形电空控制单元EPCU为仿真模块化结构，仿真模块统一安装

在一个仿形壳体上，仿形壳体内设置有气路进行各个模块的功能实现，由PLC控制模拟主

管、均衡管、列车管和制动缸管的压力输出，通过各个仿真控制模块组合，在PLC控制下，模

拟实现制动机的操控。

[0014] 进一步地，所述的仿真控制模块包括：

（a）列车管控制模块BPCP：主要控制列车管的压力；

（b）均衡风缸控制模块ERCP：本务铁路机车及车辆状态时，根据自动制动手柄位置产生

均衡风缸压力来提供列车管控制压力；

（c）13控制模块（13CP）：相当于操作小闸的作用；

（d）16控制模块（16CP）：相当于DK-1制动机分配阀的主阀的作用；

（e）20控制模块（20CP）：相当于重联阀。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的仿真制动柜采用传感器和PLC模拟车况信号，仿集成计算机M-

IPM控制模式，并用集成管路柜组装，将仿形的电空控制单元EPCU、信号控制柜X-IPM、中继

接口模块RIM、和真实的停车制动、撒砂装置、升弓控制模块等安装在制动柜中，方便操作和

检修；所述的仿真制动柜在管路柜集成柜内背面安装可控气路替代实际的司机制动阀，通

过可控气路实现列车管压力控制、均衡风缸压力控制、阶段缓解模式、一次缓解模式和故障

处理模式的仿真控制。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的阶段缓解模式包括控制初充风、再充风、初制动、常用制动、断钩

保护功能、缓解、制动或缓解后保压、快速缓解、中立、紧急制动、总风低压保护；所述的一次

缓解模式包括控制初充风、再充风、初制动、常用制动、断钩保护功能、缓解（初制动后缓解、

常用制动后缓解、开始缓解）、制动或缓解后的稳定性、中立位、紧急制动、总风低压保护；所

述的故障处理模式包括备用制动、转换并启动备用制动、惰行、初制动、常用制动、断钩保护

功能、缓解、制动或缓解后保压、紧急与安全制动、中立过程、司机制动阀隔离、多级重联、司

机室先导压力信息、快速缓解、备用模块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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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进一步地，所述的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外形为仿真城轨车辆司机操作台，仿真司

机操作控制台上配置有高性能工业控制计算机、大屏幕液晶触摸显示器、可编程控制器

（PLC），并提供了并提供了模拟制动操作的仿真板腱和仿真开关，还有真实的制动控制器俗

称大小闸这个是铁路机车及车辆原件，它与制动屏通讯联络发送指令，以及配合教学的高

度智能化与人性化的人机交互模块化教学软件；所述的高性能工业控制计算机、大屏幕液

晶触摸显示器、可编程控制器（PLC）属于该教学试验台的上位机构，用于对下位机构的控制

与显示；所述的教学软件采用面向对象的可视化开发工具作为主开发平台、辅以三维动画

制作和图形处理软件，建成了由高度仿真的制动机各部件三维立体模型、动画、软件管理系

统等众多部分组成的高度智能化与人性化的人机交互模块化教学软件；软件用于与实物模

型、投影仪等配合来演示制动机组成、控制原理、以及制动机的综合作用原理。

[0018]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本发明通过本发明通过模拟的方式，将制动机的各种制动操作通过模拟制动单元进行

再现，具有教学直观，容易理解，可到达现场实际操作的真实感觉，通过模拟仿真演练操作，

可完成制动机各项制动工况操作及自检试验的综合培训教学，以此来对学员进行模拟现场

的培训教学，具有真实程度高，可以集中将各种结构原理和动作再现，有利于解决目前现场

教学中的诸多难题；主要有以下一些优点：

1、可以在一台仿真试验台上将实施制动机的部件结构和动作原理模拟再现，便于学生

全面了解制动机的全面情况，互动性强，提高了学员的兴趣，使学员不再被动地学习，而是

主动地参与练习，强化学习效果；

2、通过剖开式设计的制动机实物模型，可以直观的看到制动机内部结构，便于学员对

制动机的内部结构、安装方式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3、仿真仿真试验台设置在培训室，便于在室内进行制动机的实训，不受现场条件的影

响；

4、投影设备与操作台配合使用，主要用于制动机各模块和阀的原理和动作演示。投影

仪将计算机上的原理和动画投射到幕墙上，给学员一个直观的认识。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系统结构框图；

图2是本发明模拟仿真制动单元结构示意图；

图3是本发明模拟仿真制动单元的电空控制单元EPCU部件布置示意图；

图4是本发明仿真制动柜结构示意图；

图5是本发明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1] 实施例一

通过附图1可以看出，本发明涉及一种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综合培训教学的实训方

法，根据制动机常规培训教学的试验内容，利用仿真与真实部件相结合，在地面上设置模拟

仿真制动单元1、仿真制动柜2和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3，模拟仿真制动单元1上设有仿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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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执行单元6，仿形制动执行单元6由仿真制动柜2进行控制，仿真制动柜2又由仿真司机操

作控制台3进行控制，通过模拟仿真制动单元1、仿真制动柜2和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3组合

完成制动机各项制动工况操作及自检试验，实现模拟仿真制动单元实训教学培训。

[0022] 进一步地，所述的利用仿真与真实部件相结合是分别在模拟仿真制动单元1、仿真

制动柜2和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3采用仿真部件与真实部件相结合形成简化的功能模块，再

将简化的功能模块组合起来形成模拟仿真制动单元、仿真制动柜和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

利用仿真部件与真实部件相结合的模拟仿真制动单元、仿真制动柜和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

进行制动机的各种工况试验。

[0023] 进一步地，所述的模拟仿真制动单元1上设置有仿形制动执行单元6和仿真制动盘

5（见附图2所示），仿形制动执行单元6设置在仿真制动盘5的侧面，仿真制动盘5垂直放置在

一个支撑底座7上，在仿真制动盘5旁边按照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机的位置设置一个吊架8，

将仿形的仿形制动执行单元6模仿在铁路机车及车辆上的位置安装在吊架8上；所述的吊架

5上设有仿形制动执行元件安装板9，仿形制动执行元件安装板9上安装有制动机所需的仿

形制动执行元件6，通过仿形制动执行元件6与仿真制动盘5配合进行各种制动机操作的实

训教学培训。

[0024] 进一步地，所述的仿真制动盘5与铁路机车及车辆上的实际制动盘相仿，具有圆环

形的结构，在圆环的下部分连接有制动盘安装块11，制动盘安装块为长条形平面块；所述的

制动盘安装块与圆环形的制动仿真盘连接在一起，制动盘安装块安放在支撑底座7上，并由

支撑底座上的制动盘卡条12卡住，使得制动仿真盘在支撑底座上垂直地面竖立。在仿真制

动盘5的上环下面吊装有反映制动机工作工况的显示器10，显示器10与仿真司机操作控制

台3的制动控制系统连接，通过显示器10反映出所正在进行制动试验及其相关状态，以便学

员直观了解制动的工况。

[0025] 进一步地，所述的仿真制动柜2采用真实部件与仿形部件相结合的结构（如附图3

所示），通过PLC控制替代制动机的电-空制动控制单元（BCU），仿真制动柜2内安装有仿形制

动执行单元（EPCU）13，仿形制动执行单元（EPCU）13与电空调制器（EPM）和制动控制器（大闸

+小闸）连接，并通过RS485与司机室制动屏连接接收制动控制器发出的制动指令。

[0026] 进一步地，所述的仿形制动执行单元（EPCU）13为仿真模块化结构（如附图4所示），

仿真模块统一安装在一个仿形壳体19上，仿形壳体19内设置有气路进行各个仿真控制模块

17的连接，并由PLC控制模拟主管、均衡管、列车管和制动缸管18的压力输出；通过各个仿真

控制模块17组合，在PLC控制下，模拟实现仿真制动机的操控。

[0027] 进一步地，所述的仿真控制模块17包括：

（a）列车管控制模块（BPCP）20：主要控制列车管的压力；

（b）均衡风缸控制模块（ERCP）21：本务铁路机车及车辆状态时，根据自动制动手柄位置

产生均衡风缸压力来提供列车管控制压力；

（c）13控制模块（13CP）22：相当于操作小闸的作用；

（d）16控制模块（16CP）23：相当于DK-1制动机分配阀的主阀的作用；

（e）20控制模块（20CP）24：相当于重联阀。

[0028] 在仿形制动执行单元（EPCU）13上还设有（BCPC）25对铁路机车及车辆制动缸控制，

以及电源分线盒26，连接所有节点，为连接器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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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进一步地，所述的仿真制动柜采用传感器和PLC模拟车况信号，仿集成计算机M-

IPM控制模式，并用集成管路柜组装，将仿形的电空控制单元（EPCU）13、信号控制柜X-IPM、

中继接口模块RIM、和真实的停车制动、撒砂装置、升弓控制模块等安装在制动柜中，方便操

作和检修；所述的仿真制动柜在管路柜集成柜内背面安装可控气路替代实际的司机制动

阀，通过可控气路实现列车管压力控制、均衡风缸压力控制、阶段缓解模式、一次缓解模式

和故障处理模式的仿真控制。

[0030] 进一步地，所述的阶段缓解模式包括控制初充风、再充风、初制动、常用制动、断钩

保护功能、缓解、制动或缓解后保压、快速缓解、中立、紧急制动、总风低压保护；所述的一次

缓解模式包括控制初充风、再充风、初制动、常用制动、断钩保护功能、缓解（初制动后缓解、

常用制动后缓解、开始缓解）、制动或缓解后的稳定性、中立位、紧急制动、总风低压保护；所

述的故障处理模式包括备用制动、转换并启动备用制动、惰行、初制动、常用制动、断钩保护

功能、缓解、制动或缓解后保压、紧急与安全制动、中立过程、司机制动阀隔离、多级重联、司

机室先导压力信息、快速缓解、备用模块的诊断。

[0031] 进一步地，所述的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3外形为仿真城轨车辆司机操作台（如附图

5所示），仿真司机操作控制台3上配置有制动机试验所需的高性能工业控制计算机（图中未

显示）、大屏幕液晶触摸显示器14、可编程控制器（PLC）（图中未显示），并提供了模拟制动操

作的仿真板腱15和仿真开关16，还有真实的制动控制器俗称大小闸这个是铁路机车及车辆

原件，它与制动屏通讯联络发送指令，以及配合教学的高度智能化与人性化的人机交互模

块化教学软件（图中未显示）；所述的高性能工业控制计算机、大屏幕液晶触摸显示器、可编

程控制器（PLC）属于该教学试验台的上位机构，用于对下位机构的控制与显示；所述的教学

软件采用面向对象的可视化开发工具作为主开发平台、辅以三维动画制作和图形处理软

件，建成了由高度仿真的制动机各部件三维立体模型、动画、软件管理系统等众多部分组成

的高度智能化与人性化的人机交互模块化教学软件；软件用于与实物模型、投影仪等配合

来演示制动机组成、控制原理、以及制动机的综合作用原理。

[0032] 上述所列实施例，只是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的描述；显

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

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

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3]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本发明通过仿真操作台、制动机实物模型和投影设备的配合，以及人机交互模块化教

学软件协调软件模拟动画系统与制动机实物模型和投影设备三者的联锁动作，来演示制动

机组成、控制原理、以及制动机的综合作用原理的综合培训教学，以此来对学员进行模拟现

场的培训教学，具有真实程度高，可以集中将各种结构原理和动作再现，有利于解决目前现

场教学中的诸多难题；主要有以下一些优点：

1、可以在一台仿真试验台上将实施制动机的部件结构和动作原理模拟再现，便于学生

全面了解制动机的全面情况，互动性强，提高了学员的兴趣，使学员不再被动地学习，而是

主动地参与练习，强化学习效果；

2、通过剖开式设计的制动机实物模型，可以直观的看到制动机内部结构，便于学员对

制动机的内部结构、安装方式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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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仿真仿真试验台设置在培训室，便于在室内进行制动机的实训，不受现场条件的影

响；

4、投影设备与操作台配合使用，主要用于制动机各模块和阀的原理和动作演示。投影

仪将计算机上的原理和动画投射到幕墙上，给学员一个直观的认识。

说　明　书 7/7 页

10

CN 109461341 A

10



图 1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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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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