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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内嵌式磁浮交通轨道系

统，包括槽型梁，所述槽型梁的左右两侧腹板的

上部均设有用于将槽型梁上部开口围成半封闭

结构的顶板，所述顶板上固设有用于与磁浮车辆

悬浮架系统的U型电磁铁相配合的导磁轨和用于

与磁浮车辆悬浮架系统的直线电机相配合的电

机感应板，所述槽型梁的内部还设有用于给磁浮

车辆供电的供电系统。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用于上

述轨道系统相配合的悬浮架系统、包括上述悬浮

架系统的磁浮车辆和包括上述轨道系统及上述

磁浮车辆的磁浮系统。本发明的磁浮系统具有成

本低、安全隐患小、噪音小等优点。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2页

CN 109795334 B

2020.03.24

CN
 1
09
79
53
34
 B



1.一种用于与轨道系统相配合的悬浮架系统，所述轨道系统包括槽型梁（16），所述槽

型梁（16）的左右两侧腹板（1601）的上部均设有用于将槽型梁（16）上部开口围成半封闭结

构的顶板（1602），所述顶板（1602）上固设有用于与磁浮车辆悬浮架系统的U型电磁铁（9）相

配合的导磁轨和用于与磁浮车辆悬浮架系统的直线电机（5）相配合的电机感应板，所述槽

型梁（16）的内部还设有用于给磁浮车辆供电的供电系统；所述导磁轨为设于所述顶板

（1602）下表面的U型导磁轨（7），所述U型导磁轨（7）的U型开口朝下，所述电机感应板为设于

所述顶板（1602）上表面的铝感应板（6）；

其特征在于，所述悬浮架系统包括用于环抱所述顶板（1602）的转向架（21），所述转向

架（21）沿槽型梁（16）的竖向中轴线对称设置，对称设置的转向架（21）通过用于保证磁浮车

辆过曲线能力的抗扭转装置（3）连接，所述转向架（21）包括上纵梁（15）、下纵梁（8）与多个

托臂（4），所述托臂（4）通过上纵梁（15）与下纵梁（8）连接，所述上纵梁（15）上设有用于与铝

感应板（6）相配合的直线电机（5），所述下纵梁（8）上设有与U型导磁轨（7）相配合的U型电磁

铁（9），所述转向架（21）上还设有用于与供电系统相配合以给磁浮车辆供电的受流系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悬浮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U型导磁轨（7）通过调节螺栓

（11）位置可调节的固设于所述顶板（1602）的下表面，  所述铝感应板（6）通过铝板安装轨

（12）固设于所述顶板（1602）的上表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悬浮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供电系统包括承轨台（20）、供

电轨（19）与受流摩擦面（18），所述承轨台（20）固设于所述槽型梁（16）的底部，所述供电轨

（19）设于所述承轨台（20）上，所述受流摩擦面（18）设于供电轨（19）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悬浮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U型电磁铁（9）上还设有一可钳

夹抱死U型导磁轨（7）、用于磁浮车辆制动的磁悬浮制动器（1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悬浮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上纵梁（15）上还设有一用于磁

浮车辆停车时给磁浮车辆提供支撑的支撑轮（13）。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悬浮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受流系统包括与供电系统相配

合的受流器（17），所述受流器（17）通过一可伸缩组件与转向架（21）连接。

7.一种磁浮车辆，其特征在于，包括车体（1）以及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所述的悬浮架

系统，所述车体（1）与悬浮架系统通过多个空气弹簧（2）连接。

8.一种磁浮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7中所述的磁浮车辆，所述磁浮车辆的转

向架（21）环抱于所述顶板（1602）上将磁浮车辆与轨道系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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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内嵌式磁浮交通轨道系统、悬浮架系统、磁浮车辆及磁浮

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磁浮交通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磁浮交通的轨道系统、悬浮架系统、磁浮

车辆及磁浮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磁浮列车是一种采用无接触的悬浮、导向和驱动系统的交通模式。磁浮列车作为

一种新型的地面交通工具已从实验阶段走向了商业运营，并且有速度快、爬坡能力强、能耗

低、运行时噪音小、安全舒适、无排放、污染少等优点。它从根本上克服了传统列车轮轨黏着

限制、机械噪音和磨损等问题，成了人们梦寐以求的陆上交通工具。

[0003] 目前磁浮交通在市场上呈快速发展的趋势，市场上已经建成的日本爱知、北京S1、

长沙磁浮快线等中低速磁浮项目运行良好，有很好的市场口碑。这类系统都是中低速磁浮

系统，属于短定子磁浮系统。但是这类系统目前存在一些问题，如：1、现有中低速磁悬浮列

车基本采用悬浮架外抱F轨形式，F轨下面需要轨枕和箱梁支撑，建造成本高；2、受流器接触

箱梁外部受流，受流器长期裸露在外，存在安全隐患；3、噪声较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以上背景技术中提到的不足和缺陷，提供一种

成本低、安全隐患小、噪音小的内嵌式磁浮交通轨道系统、悬浮架系统、磁浮车辆及磁浮系

统。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内嵌式磁浮交通轨道系统，包括槽型梁，所述槽型梁的左右两侧腹板的上部

均设有用于将槽型梁上部开口围成半封闭结构的顶板，所述顶板上固设有用于与磁浮车辆

悬浮架系统的U型电磁铁相配合的导磁轨和用于与磁浮车辆悬浮架系统的直线电机相配合

的电机感应板，所述槽型梁的内部还设有用于给磁浮车辆供电的供电系统。

[0006] 上述轨道系统中，优选的，所述导磁轨为设于所述顶板下表面的U型导磁轨，所述U

型导磁轨的U型开口朝下，所述电机感应板为设于所述顶板上表面的铝感应板。此种结构的

设计，悬浮架系统呈环抱顶板的形式，整个磁浮系统的安全性能更高。

[0007] 上述轨道系统中，优选的，所述U型导磁轨通过调节螺栓位置可调节的固设于所述

顶板的下表面，所述铝感应板通过铝板安装轨固设于所述顶板的上表面。U型导磁轨通过调

节螺栓固设于顶板上，U型导磁轨的位置可以微调，可根据工程实际需求调节U型导磁轨的

位置。

[0008] 上述轨道系统中，优选的，所述供电系统包括承轨台、供电轨与受流摩擦面，所述

承轨台固设于所述槽型梁的底部，所述供电轨设于所述承轨台上，所述受流摩擦面设于供

电轨上。承轨台一定的高度，可保证供电轨不被雨水浸泡侵蚀，且安全性能更高。

[0009] 上述轨道系统中，优选的，所述顶板由槽型梁的左右两侧腹板向槽型梁内部延伸

得到，所述槽型梁的强度需要得到保证，可采用填埋钢束等措施。槽型梁与顶板可在工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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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成型制备，可保证槽型梁的精度。

[0010] 作为一个总的技术构思，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用于上述轨道系统相配合的悬浮架系

统，包括用于环抱所述顶板的转向架，所述转向架沿槽型梁的竖向中轴线对称设置，对称设

置的转向架通过用于保证磁浮车辆过曲线能力的抗扭转装置连接，所述转向架包括上纵

梁、下纵梁与多个托臂，所述托臂通过上纵梁与下纵梁连接，所述上纵梁上设有用于与铝感

应板相配合的直线电机，所述下纵梁上设有与U型导磁轨相配合的U型电磁铁，所述转向架

上还设有用于与供电系统相配合以给磁浮车辆供电的受流系统。

[0011] 上述悬浮架系统中，优选的，所述U型电磁铁上还设有一可钳夹抱死U型导磁轨、用

于磁浮车辆制动的磁悬浮制动器。当磁浮车辆需要紧急制动时，磁悬浮制动器的制动钳可

以钳夹抱死U型导磁轨，使磁浮车辆紧急停车。

[0012] 上述悬浮架系统中，优选的，所述上纵梁上还设有一用于磁浮车辆停车时给磁浮

车辆提供支撑的支撑轮。当磁浮车辆停止运行时，U型电磁铁与U型导磁轨之间没有吸力保

证磁浮车辆呈悬浮状态，此时可由支撑轮给磁浮车辆提供支撑，将力传递至槽型梁。本发明

中，铝板安装轨的上表面呈台阶状，具有一个高平面与一个低平面，高平面用于安装铝感应

板，低平面用于停车时接触支撑轮。

[0013] 上述悬浮架系统中，优选的，所述受流系统包括与供电系统相配合的受流器，更优

选的，所述受流器通过一可伸缩组件与转向架连接，以满足磁浮车辆悬浮和停车时的上下

位置变动。受流器通过受流摩擦面与供电轨完成磁浮车辆受流。

[0014] 作为一个总的技术构思，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磁浮车辆，包括车体以及上述悬浮架

系统，所述车体与悬浮架系统通过多个空气弹簧连接。空气弹簧在磁浮车辆在运行过程中

可起到减小振动和传递力的作用。

[0015] 作为一个总的技术构思，本发明还提供一种磁浮系统，包括上述轨道系统及上述

磁浮车辆，所述磁浮车辆的转向架环抱于所述顶板上将磁浮车辆与轨道系统连接。

[0016] 本发明中，当U型电磁铁通电时，U型导磁轨的U型两侧与U型电磁铁的U型两侧产生

相反的磁极，通过吸力将磁浮车辆吸起与U型导磁轨保持一定的距离，此时，磁浮车辆呈悬

浮状态。当直线电机通电时，与铝感应板作用，可驱动磁浮车辆前进。磁浮车辆在运行过程。

当磁浮车辆需要停车或紧急停电时，支撑轮可对磁浮车辆提供支撑，保证运营的安全稳定。

本发明磁浮系统可广泛应用于中低速磁浮交通，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8] 1、本发明一改以往磁悬浮列车采用的悬浮架外抱F轨的运行方式，安全性能更高，

将U型导磁轨装设于槽型梁上，可减小F轨的安装时需要的轨枕和箱梁支撑结构，轨道系统

的结构自重更低，建造成本更低。

[0019] 2、以往磁悬系统的供电系统位于梁的外侧，不仅受到外界恶劣环境的影响，使用

寿命短，同时安全隐患高，社会人士可能会误磁误伤，本发明供电系统位于槽型梁内部，安

全性能更高，使用寿命更长。

[0020] 3、本发明的供电系统位于槽型梁内部，槽型梁的存在可减小磁浮车辆由于受流而

产生的噪音，整个磁浮系统的噪音更小。

[0021] 4、本发明的悬浮架系统位于槽型梁内部，槽型梁可起到隔离内部磁场的作用，减

小磁场辐射，从而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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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是本发明

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这些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23] 图1为实施例中磁浮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图1中A的局部放大图。

[0025] 图例说明：

[0026] 1、车体；2、空气弹簧；3、抗扭转装置；4、托臂；5、直线电机；6、铝感应板；7、U型导磁

轨；8、下纵梁；9、U型电磁铁；10、磁悬浮制动器；11、调节螺栓；12、铝板安装轨；13、支撑轮；

14、安装螺栓；15、上纵梁；16、槽型梁；1601、腹板；1602、顶板；17、受流器；18、受流摩擦面；

19、供电轨；20、承轨台；21、转向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文将结合说明书附图和较佳的实施例对本发明作更全

面、细致地描述，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限于以下具体的实施例。

[0028] 除非另有定义，下文中所使用的所有专业术语与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

相同。本文中所使用的专业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例的目的，并不是旨在限制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29] 实施例：

[0030] 本实施例的内嵌式磁浮交通轨道系统，包括槽型梁16，槽型梁16的左右两侧腹板

1601的上部均设有用于将槽型梁16上部开口围成半封闭结构的顶板1602，顶板1602上固设

有用于与磁浮车辆悬浮架系统的U型电磁铁9相配合的导磁轨和用于与磁浮车辆悬浮架系

统的直线电机5相配合的电机感应板，槽型梁16的内部还设有用于给磁浮车辆供电的供电

系统。

[0031] 具体的，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施例中，导磁轨为设于顶板1602下表面的U型导磁

轨7，U型导磁轨7通过调节螺栓11位置可调节的固设于顶板1602的下表面，U型导磁轨7的U

型开口朝下，电机感应板为设于顶板1602上表面的铝感应板6，铝感应板6通过铝板安装轨

12(铝板安装轨12通过安装螺栓14装设于顶板1602上)固设于顶板1602的上表面。

[0032] 本实施例中，供电系统包括承轨台20、供电轨19与受流摩擦面18，承轨台20固设于

槽型梁16的底部，供电轨19设于承轨台20上，受流摩擦面18设于供电轨19上。承轨台20应该

具有一定的高度，以保证供电轨19不被雨水浸泡侵蚀，且安全性能更高。

[0033] 本实施例中，顶板1602由槽型梁16的左右两侧腹板1601向槽型梁16内部延伸得

到，由工厂一体成型制备而成，精度更高。

[0034]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用于与上述轨道系统相配合的悬浮架系统，包括用于环抱顶

板1602的转向架21，转向架21沿槽型梁16的竖向中轴线对称设置，对称设置的转向架21通

过用于保证磁浮车辆过曲线能力的抗扭转装置3连接，转向架21包括上纵梁15、下纵梁8与

多个托臂4(本实施例中为4个)，托臂4通过上纵梁15与下纵梁8连接，上纵梁15上设有用于

与铝感应板6相配合的直线电机5，下纵梁8上设有与U型导磁轨7相配合的U型电磁铁9，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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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21上还设有用于与供电系统相配合以给磁浮车辆供电的受流系统。

[0035] 本实施例中，U型电磁铁9上还设有一可钳夹抱死U型导磁轨7、用于磁浮车辆制动

的磁悬浮制动器10。

[0036] 本实施例中，上纵梁15上还设有一用于磁浮车辆停车时给磁浮车辆提供支撑的支

撑轮13。当磁浮车辆停止运行时，U型电磁铁9与U型导磁轨7之间没有吸力保证磁浮车辆呈

悬浮状态，此时可由支撑轮13给磁浮车辆提供支撑，将力传递至槽型梁16。本实施例中，铝

板安装轨12的上表面呈台阶状，具有一个高平面与一个低平面，高平面用于安装铝感应板

6，低平面用于停车时接触支撑轮13。

[0037] 本实施例中，受流系统包括与供电系统相配合的受流器17，受流器17通过一可伸

缩组件与转向架21连接，以满足磁浮车辆悬浮和停车时的上下位置变动。

[0038] 本实施例中，U型电磁铁9上还可设有一用于检测U型电磁铁9与U型导磁轨7之间的

距离的气隙传感器。气隙传感器可实时检测悬浮间隙，以便磁浮列车控制系统实时调节U型

电磁铁9的通电电流，保持磁浮车辆悬浮稳定。

[0039]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磁浮车辆，包括车体1以及上述悬浮架系统，车体1与悬浮架

系统通过多个(如4个)空气弹簧2连接。

[0040] 本实施例还提供一种磁浮系统，包括上述轨道系统及上述磁浮车辆，磁浮车辆的

转向架21环抱于顶板1602上将磁浮车辆与轨道系统连接。

[0041] 本实施例中，当U型电磁铁9通电时，U型导磁轨7的U型两侧与U型电磁铁9的U型两

侧产生相反的磁极，通过吸力将磁浮车辆吸起与U型导磁轨7保持一定的距离，此时，磁浮车

辆呈悬浮状态。当直线电机5通电时，与铝感应板6作用，可驱动磁浮车辆前进。

[0042] 本实施例中，供电系统的位置还可设于槽型梁16的腹板1601上，只需对受流器17

的位置进行相应改变即可。本实施例中，槽型梁16的底部可以开口以便于雨水的排出。

[0043] 本实施例的磁浮系统具有造价低、安全性能高、噪音污染小与磁场辐射小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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