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155978.9

(22)申请日 2017.03.16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44442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2.08

(30)优先权数据

1652538 2016.03.24 FR

(73)专利权人 阿尔斯通运输科技公司

地址 法国圣-图安

(72)发明人 胡提·多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派特恩知识产权代理有

限公司 11270

代理人 胡春光　孟桂超

(51)Int.Cl.

B61F 5/52(2006.01)

(56)对比文件

JP 2004-268605 A,2004.09.30

CN 101670839 A,2010.03.17

US 8479658 B2,2013.07.09

WO 2016/010204 A1,2016.01.21

审查员 黄根

 

(54)发明名称

用于铰接式铁路车辆转向架的整流罩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铰接式铁路车辆转向

架的整流罩(3)，该整流罩包括：能够至少包围转

向架的下部部分的底部壁(30)和侧壁(31)，以及

第一固定区域和第二固定区域(51，52)，该第一

固定区域和第二固定区域中的每个能够分别被

紧固到铁路车辆的相对于彼此铰接的第一车体

和第二车体的一个端部，处于这些第一车体和第

二车体至少部分地置于转向架上的构造。整流罩

(3)包括柔性的连接件(4)，该连接件机械地连结

第一固定区域(51)和第二固定区域(52)，并且该

连接件允许这些第一固定区域和第二固定区域

相对于彼此进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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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铰接式铁路车辆(1)的转向架(2)的整流罩(3；3'；3”)，该整流罩包括：

-能够至少包围所述转向架(2)的下部部分的底部壁(30)和侧壁(31)，以及

-第一固定区域和第二固定区域(51，52；65，66；83，84)，所述第一固定区域和第二固定

区域中的每个能够分别被紧固到铁路车辆的相对于彼此铰接的第一车体(10)和第二车体

(12)的一个端部(11，13)，处于这些第一车体和第二车体(10，12)至少部分地置于所述转向

架(2)上的构造，

该整流罩(3；3'；3”)的特征在于，所述整流罩包括柔性的连接件(4)，所述柔性的连接

件机械地连结所述第一固定区域(51；65；83)和所述第二固定区域(52；66；84)，并且所述柔

性的连接件允许这些第一固定区域和第二固定区域相对于彼此进行移动，

所述整流罩被分为前部部分(81)和后部部分(82)，并且所述第一固定区域和第二固定

区域(83，84)分别被布置在所述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上，以及所述柔性的连接件(4)在所述

前部部分与后部部分之间延伸并且将这些前部部分和后部部分彼此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整流罩，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的连接件(4)包括弹性材料。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整流罩(3)，其特征在于，所述整流罩以不具有自由度的方式

被紧固到所述转向架，并且所述第一固定区域和第二固定区域(51，52)被直接布置在所述

柔性的连接件(4)上，以及所述柔性的连接件在所述整流罩的周缘部分上延伸。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整流罩(3；3'；3”)，其特征在于，所述整流罩由刚性材料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整流罩(3；3'；3”)，其特征在于，所述刚性材料为金属或复合

材料或凯夫拉，或者为高强度的玻璃或透明的塑料材料。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整流罩(3；3'；3”)，其特征在于，所述整流罩包括使得所述转

向架(2)的元件能够穿过的开口(32，33，34，3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整流罩(3；3'；3”)，其特征在于，使用贯穿紧固元件(40)将所

述柔性的连接件(4)紧固到所述整流罩(3；3'；3”)。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整流罩(3；3'；3”)，其特征在于，通过夹紧将所述柔性的连接

件(4)紧固到所述整流罩(3；3'；3”)。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整流罩(3')，其特征在于，所述前部部分和所述后部部分中的

每一个进一步分成中间部分和周缘部分。

10.一种铰接式铁路车辆(1)，所述铰接式铁路车辆包括：

-相对于彼此铰接的第一车体(10)和第二车体(12)，

-转向架(2)，所述第一车体和第二车体至少部分地置于所述转向架上，

-所述转向架的整流罩(3；3'；3”)，所述整流罩包括：

o至少包围所述转向架(2)的下部部分的底部壁(30)和侧壁(31)，以及

o第一固定区域和第二固定区域(51，52；65，66；83，84)，所述第一固定区域和第二固定

区域中的每个能够分别被紧固到所述第一车体(10)和所述第二车体(12)的一个端部(11，

13)，这些第一车体和第二车体至少部分地置于所述转向架(2)上，

该车辆(1)的特征在于，所述整流罩(3；3'；3”)是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整流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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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铰接式铁路车辆转向架的整流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铰接式铁路车辆转向架的整流罩。本发明还涉及一种包括设

有这种整流罩的转向架的铰接式铁路车辆。

背景技术

[0002] 已知诸如客运列车和高速列车的铁路车辆的每个转向架设有整流罩，该整流罩使

得能够改善车辆的空气动力学特性。典型地，每个整流罩包括通常是刚性的底部壁和侧壁，

该底部壁和侧壁至少覆盖转向架的与该底部壁和侧壁相关联的下部部分。这尤其使得当铁

路车辆以高速行进时能够限制对在该铁路车辆下方流通的气流的扰动。因此改善了车辆的

运行性能。

[0003] 然而，这些已知的整流罩具有与下述的铰接式铁路车辆不兼容的缺点：在该铰接

式铁路车辆中，转向架位于该车辆的车体之间的铰接处。这例如是雅各式(Jacobs)转向架

的情况。例如，转向架位于车辆的第一车体与第二车体之间的铰接处，使得这些第一车体和

第二车体中的每一个至少部分地置于转向架上。在这种情况下，当车辆移动时，整流罩的刚

性防止车体在铰接处相对于彼此移动。

发明内容

[0004] 更具体地，本发明目的在于通过提出一种用于铰接式铁路车辆的转向架的整流罩

来解决这些缺陷，该整流罩可用于被置于铁路车辆的车体之间的铰接处的转向架。

[0005] 为此，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铰接式铁路车辆的转向架的整流罩，该整流罩包括：

[0006] -能够至少包围转向架的下部部分的底部壁和侧壁，以及

[0007] -第一固定区域和第二固定区域，该第一固定区域和第二固定区域中的每个能够

分别被紧固到铁路车辆的相对于彼此铰接的第一车体和第二车体的一个端部，处于这些第

一车体和第二车体至少部分地置于转向架上的构造。

[0008] 整流罩包括柔性的连接件，该连接件机械地连结第一固定区域和第二固定区域，

并且该连接件允许这些第一固定区域和第二固定区域相对于彼此进行移动。

[0009] 由于本发明，柔性的连接件使得整流罩的被紧固到第一车体的第一固定区域能够

相对于整流罩的被紧固到车辆的第二车体的第二固定区域进行移动。第一车体和第二车体

在车辆运行期间能够相对于彼此移动，而不损坏整流罩并且整流罩不会阻碍该第一车体和

第二车体的移动。

[0010] 根据本发明的有利的但可选的方面，这种整流罩可包含以技术上允许的任何组合

考虑的以下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

[0011] -柔性的连接件包括优选地处于块或带的形式的弹性材料。

[0012] -整流罩以不具有自由度的方式被紧固到转向架，第一固定区域和第二固定区域

被直接布置在柔性的连接件上并且柔性的连接件在整流罩的周缘部分上延伸。

[0013] -整流罩在被紧固到转向架的中间部分与第一周缘部分和第二周缘部分之间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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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第一固定区域和第二固定区域被布置在第一周缘部分和第二周缘部分上，柔性的连接

件在中间部分与第一周缘部分和第二周缘部分中的每一个之间延伸并且将中间部分连接

到第一周缘部分和第二周缘部分中的每一个。

[0014] -整流罩被分为前部部分和后部部分，第一固定区域和第二固定区域被布置在第

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上，柔性的连接件在前部部分与后部部分之间延伸并且将这些前部部分

和后部部分彼此连接。

[0015] -整流罩由诸如金属或复合材料或凯夫拉的刚性材料制成。

[0016] -整流罩包括使得转向架的元件能够穿过的开口。

[0017] -使用诸如螺栓的贯通紧固(through  fastening)元件将柔性的连接件紧固到整

流罩。

[0018] -通过夹紧，例如使用被布置在整流罩上的夹具来将柔性的连接件紧固到整流罩。

[0019] 根据另一个方面，本发明还涉及一种铰接式铁路车辆，该铰接式铁路车辆包括：

[0020] -相对于彼此铰接的第一车体和第二车体，

[0021] -转向架，第一车体和第二车体至少部分地置于该转向架上，

[0022] -转向架的整流罩，该整流罩包括：

[0023] o至少包围转向架的下部部分的底部壁和侧壁，以及

[0024] o固定区域，该固定区域中的每个能够分别被紧固到第一车体和第二车体的一个

端部，这些第一车体和第二车体至少部分地置于转向架上。

[0025] 这种车辆的整流罩根据本发明制成。

附图说明

[0026] 根据以下对用于铰接式铁路车辆转向架的整流罩的一个实施例进行的、仅作为非

限制性示例提供并且参照附图作出的说明，本发明将被更好地理解，并且本发明的其它优

点将更为清楚，在附图中：

[0027] 图1以透视图的方式示意性地示出了包括设有根据本发明的整流罩的转向架的铰

接式铁路车辆的一部分；

[0028] 图2、图3和图4以透视图的方式示意性地示出了分别根据本发明的第一实施例、第

二实施例和第三实施例的整流罩。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图1示出了铰接式铁路车辆1的局部视图。在该示例中，该车辆1是高速列车的一组

车厢(wagon)。车辆1能够在未示出的基本沿着水平面延伸的铁轨上行进。

[0030] 车辆1包括多个车体，该多个车体相对于彼此铰接以形成车辆1的主体。这些车体

在这里能够接纳车辆1的乘客并且如果铁路车辆1为列车则这些车体构成轨道车。这些车体

基本沿着车辆1的纵向轴线X1彼此对齐。为了简化图1，仅示出了两个车体10和12。在本说明

书中，相对于轴线X1限定术语“前部”和“后部”。

[0031] 车体10和12在分别被指代为11和13的末端端部处通过铰接件14彼此连接。当车体

10和12被安装铰接在转向架2上时车体10和12的各自的末端端部11和13相互面对。

[0032] 在这里，铰接件14包括铰接波纹管15以及铰接机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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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以已知的方式，铰接波纹管15使车体10和12的内部连通。

[0034] 铰接机构16机械地连结车体10和12并且使得车体10和12能够相对于彼此移动。机

构16尤其使得车体10和12能够沿着基本垂直于纵向方向并且平行于轨道平面的方向进行

有限的侧向移动。机构16还使得车体10和12能够围绕旋转轴线相对于彼此旋转，该旋转轴

线垂直于纵向轴线并且在这里基本沿着竖直方向延伸。

[0035] 车辆1进一步包括数个转向架2，每个转向架包括被构造为在铁轨上滚动的轮20，

并且轮20使用轮轴21连接到各自的转向架2。例如，转向架2为雅各式(Jacobs)转向架。

[0036] 转向架2例如通过铰接机构16被紧固到车体10和12。在这里，车体10位于转向架2

的前部，车体12位于转向架2的后面。

[0037] 在该示例中，车体10和12的至少一部分置于转向架2上。“车体的至少一部分置于”

在这里意指每个车体10、12的重量的至少20％，优选地至少40％被施加在转向架2上。

[0038] 车辆1进一步包括保护转向架2的整流罩3。如图2所示，整流罩3包括底部壁30和侧

壁31。当整流罩3处于被安装在转向架2上的构造时，该整流罩至少部分地包围转向架2的下

部部分。

[0039] 底部壁30具有基本平坦的形状并且沿着整流罩3的纵向轴线X3延伸。当整流罩3处

于被安装在转向架2上的构造时，纵向轴线X3平行于纵向轴线X1。底部壁30被构造为被置于

转向架2的底面的下方。为此，底部壁30设有开口32、34，该开口使得转向架2的轮20和/或其

它机械构件能够通过。

[0040] 侧壁31基本从底部壁30竖直向上地延伸。侧壁31基本平行于轴线X3纵向地延伸。

在这里，侧壁31包括开口33和35，例如以使得轮轴21的端部或会从转向架2侧向突出的其它

机械构件能够通过。

[0041] 在这里，侧壁31与底部壁30固定并且形成了单个部件。例如，整流罩3具有基本为U

形的横截面，该横截面被限定为垂直于整流罩3的纵向轴线X3。

[0042] 有利地，侧壁31被构造为与箱体10和12的底部的形状配合(marry)。优选地，侧壁

31还被构造为当整流罩3被安装在转向架2上时该侧壁被装配在车体10和12的外侧壁的延

伸部中。例如，车体10和12包括具有与壁31的形状互补的形状的凹部，使得整流罩3在铰接

件处相对于车体10和12不产生明显过宽的宽度，因为这样将不利于车辆1的空气动力学性

能。

[0043] 优选地，整流罩3由诸如金属的刚性材料制成。替代地，整流罩3包括复合材料或凯

夫拉(注册商标)，或高强度的玻璃或透明的塑料材料。因此，整流罩3还起到了对转向架2进

行机械保护的作用，例如当车辆1以高速行进时抵御道碴凸出物。

[0044] 整流罩3进一步包括固定区域51、52。固定区域51用于被紧固在车体10的端部11

上。固定区域52用于被紧固到车体12的端部13。如在下文更详细地说明的，固定区域51和52

中的每个接纳紧固系统41，该紧固系统将整流罩3固定到车体10和12。

[0045] 整流罩3进一步包括柔性的连接件4，该柔性的连接件将固定区域51机械地连结到

固定区域52，并且该柔性的连接件使得例如当车体10和12由于铰接件14而相对于彼此移动

时这些固定区域51和52能够相对于彼此移动。在这里，连接件4包括弹性材料，诸如用于生

产“减震器”的材料。

[0046] “柔性”意指连接件4具有比整流罩3的刚度低的刚度。例如，整流罩3的杨氏模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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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件4的杨氏模量大10倍，优选地大一百倍，更优选地大五百倍。

[0047] 在该示例中，如图2所示，连接件4呈现被布置在整流罩3的外周长上的两个带4A和

4B的形式。在这里，带4A在侧壁31和底部壁30的被布置在整流罩3的后部部分上的外周边缘

上延伸。在这里，整流罩3的该后部部分被定向为朝向车体12的端部13。相似地，带4B沿着底

部壁30和侧壁31的被布置在整流罩3的前部部分上的外边缘延伸。在这里，整流罩3的该前

部部分被定向为朝向车体10的端部11。替代地，带4A和4B由单个带代替，该单个带在整流罩

3的边缘的整个周界上延伸。

[0048] 连接件4通过紧固系统40被紧固到整流罩。例如，紧固系统40包括贯穿紧固元件，

诸如螺栓。形成连接件4的材料设有通孔，螺栓穿过该通孔被插入紧固在整流罩3的带有对

应冲孔的部分上。

[0049] 替代地，连接件4通过夹紧被紧固到整流罩3。例如，系统40包括夹具，该夹具被布

置在整流罩3上并且被构造为夹紧连接件4且使该连接件固定不动。

[0050] 优选地，紧固系统40是可逆的并且使得连接件4相对于整流罩3能够被拆卸，这有

助于对整流罩3进行维护和/或更换操作。

[0051] 在该示例中，底部壁30直接地和以不具有自由度的方式被紧固到转向架2，在图2

中未示出转向架2。固定区域51由连接件4的带4B形成。相似地，固定区域52由连接件4的带

4A形成。在这里，固定区域51和52中的每个设有紧固系统41，该紧固系统将固定区域51和52

紧固到车体10、12。在这里，该紧固系统41与紧固系统40相似。

[0052] 因此，连接件4间接地通过底部壁30和侧壁31机械地连结固定区域51和52。

[0053] 图3和图4示出了整流罩3的第二实施例和第三实施例。在这些图3和图4中，与图1

和图2的整流罩3的元件相似的元件带有相同的标记并且不更详细地进行说明。

[0054] 图3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的整流罩3'。整流罩3'在中间部分60与周

缘部分61、62、63和64之间被分开，该中间部分以不具有自由度的方式被紧固到转向架2。在

这里，中间部分60包括底部壁和侧壁31的一部分。周缘部分61、62、63和64形成了侧壁31的

另一部分。更具体地，周缘部分61、62在整流罩3'的同一前部侧上被布置在底部壁30的两侧

的侧面上。周缘部分61和62中的每个带有固定区域65，该固定区域朝向车体10的端部11，以

将这些周缘部分61和62以不具有自由度的方式固定地紧固到车体10。固定区域65相对于整

流罩3'起到了与整流罩3的固定区域51相同的作用。在这里，固定区域65由周缘部分61和62

形成。因此，车体10被紧固到这些周缘部分61和62。因此，在这里紧固系统41不必与紧固系

统40相同。

[0055] 相似地，周缘部分63和64被布置在底部壁30的两侧上以及在整流罩3'的后部侧

上，并且因此与周缘部分61和62相对。周缘部分63和64中的每个包括固定区域66，该固定区

域朝向车体12的端部13。固定区域66相对于整流罩3'起到了与整流罩3的固定区域52相同

的作用。在这里，固定区域66由周缘部分63和64形成。

[0056] 在这里，整流罩3'的前部和后部以与用于整流罩3的方式相同的方式来限定。

[0057] 在这里，连接件4包括第一部分4C和第二部分4D。第一部分4C将中间部分60连结到

周缘部分61和63。例如，部分4C呈现沿着整流罩3'的基本平行于轴线X3的一个侧面纵向地

延伸的带或块的形式。同样地，周缘部分62和64通过连接件4的部分4D被连结到中间部分

60。相似地，连接件4D呈现沿着整流罩3'的基本平行于轴线X3的侧面延伸的带或块的形式，

说　明　书 4/5 页

6

CN 107444426 B

6



该侧面与部分4C在其上延伸的侧面相对。

[0058] 替代地，每个部分4C或4D被分为两个单独的子部分，一个子部分仅将周缘部分61

或62连接到中间部分60，另一个子部分仅将周缘部分63或64连接到中间部分60。

[0059] 图4示出了根据本发明的另一个实施例的整流罩3”。该整流罩3”具有与整流罩3相

似的形式。更具体地，整流罩3”被相应地分为前部部分81和后部部分82，该前部部分和后部

部分例如形成了整流罩3'的相等的两半。在这里，整流罩3”的前部和后部以与用于整流罩3

的方式相同的方式来限定。

[0060] 连接件4在部分81和82之间沿着垂直于纵向轴线X3的轴线延伸并且将这些部分彼

此连接。每个部分81和82使用紧固系统40被保持在连接件4处。部分81包括底部壁86，部分

82包括底部壁85，底部壁85和86共同构成了整流罩3”的底部壁30。前部部分81包括固定到

车体10的固定区域83。该固定区域83相对于整流罩3”起到了与相对于整流罩3的固定区域

51相同的作用。相似地，后部部分82包括固定到车体12的固定区域84，该固定区域84相对于

整流罩3”起到了与固定区域52相同的作用。

[0061] 实施例和替代方案以及上文所考虑的实施例可以被组合以产生新的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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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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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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