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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起落的悬挂式磁浮列

车单轨电磁悬浮机构，包括悬浮部件(100)，走行

部件(300)和联接于走行部件(300)与悬浮部件

(100)间的牵引部件(200)。悬浮架上置有与悬浮

轨(101)形成电磁耦合的两个悬浮电磁铁，悬浮

架下部置有卡位块组(110)。本发明使胶轮运行

过程中与轨道之间的正压力有效减少，缓解胶轮

磨损问题；利用胶轮的不同受力状态调节启动和

制动的有效摩擦，并依据悬浮传感器提供的距离

值和速度传感器提供的速度值来控制输入悬浮

电磁铁中的电流，实现起浮、降落、减重、故障应

急等功能。具有结构简洁，造价低，运营能耗小，

维护工作量小，可靠性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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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起落的悬挂式磁浮列车单轨电磁悬浮机构，包括悬浮部件(100)，走行部件

(300)和联接于走行部件(300)与悬浮部件(100)间的牵引部件(200)，其特征在于，所述悬

浮部件(100)包括置于轨道箱梁内的上表面正中位置的悬浮轨(101)和置于悬浮轨(101)下

部的悬浮架(108)，悬浮架上置有与悬浮轨(101)形成电磁耦合的两个悬浮电磁铁，悬浮架

下部置有卡位块组(110)；所述走行部件(300)的胶轮组(301)安装在走行架(302)上，与悬

挂式磁浮列车系统的轨道箱梁下部的两条轨道作用实现摩擦走行，走行架(302)的上部设

置有可与所述卡位块组(110)形成上下卡合的卡位槽组(30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起落的悬挂式磁浮列车单轨电磁悬浮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悬浮架(108)中部两侧设置有可沿轨道箱梁内侧壁滚动的悬挂导向轮组(11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起落的悬挂式磁浮列车单轨电磁悬浮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走行架(302)设置有走行导向轮组(30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起落的悬挂式磁浮列车单轨电磁悬浮机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悬浮电磁铁配置有控制其电流强度的悬浮控制器和监测其悬浮距离的悬浮传感器；悬浮

控制器根据悬浮传感器提供的悬浮距离值和速度传感器提供的列车速度值来控制输入悬

浮电磁铁中的电流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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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起落的悬挂式磁浮列车单轨电磁悬浮机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轨道交通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可起落的悬挂式磁浮列车单轨电磁

悬浮机构。

背景技术

[0002] 悬挂式磁浮列车是一种新制式轨道交通工具，作为一种多元化的城市轨道交通系

统，具有占地面积少，建设周期短，投资成本低等诸多优点，可服务于旅游区的观光揽胜、城

市楼宇之间的立体交通、高架立交的补充交通等，凭借其自身诸多优点预计将在我国有着

广阔的发展及应用前景。

[0003] 目前，现有的悬挂式单轨车辆为达到降噪目的，其走行轮大多采用胶轮。而走行轮

本身承载车辆重力，在实际运营过程中胶轮的磨耗较为严重，进而造成系统运营维护成本

增高。现有的中低速磁浮列车采用直线电机驱动运行，由于直线电机工作间隙大，存在边端

效应，导致能耗大。而无论采用胶轮还是采用直线电机，均需有效降噪，适应城市交通。

[0004] 鉴于此，如何更好地利用悬浮技术使胶轮运行过程中与轨道之间的正压力有效调

节，在缓解胶轮磨损的同时利用胶轮的不同受力状态调节启动和制动的有效摩擦；利用胶

轮驱动走行代替传统磁浮列车的直线电机驱动走行，有效降低能耗，是一种全新而有益的

尝试。

[0005] 当前，德国、日本、美国、中国均开展了对悬挂式单轨列车和磁浮列车的研究，中国

的北京、上海、长沙、深圳清远、贵州黄果树、成都、天津滨海新区等城市均已有项目的规划

和建设，研究优化制式的悬挂式列车，对多元化交通和未来交通模式探索均是迫切而有益

的。

发明内容

[0006] 鉴于现有技术的以上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可起落的悬挂式磁浮列车的

单轨电磁悬浮机构，使其可根据列车速度的情况决定是否起浮，能有效降低胶轮负担，延长

胶轮使用寿命，利用胶轮的不同受力状态调节启动和制动的有效摩擦，有效降低运营能耗。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可起落的悬挂式磁浮列车单轨电磁悬浮机构，包括悬浮部件100，走行部件

300和联接于走行部件300与悬浮部件100间的牵引部件200。所述悬浮部件100包括置于轨

道箱梁内的上表面正中位置的悬浮轨101和置于悬浮轨101下部的悬浮架108，悬浮架上置

有与悬浮轨101形成电磁耦合的两个悬浮电磁铁，悬浮架下部置有卡位块组110；所述走行

部件300的胶轮组301安装在走行架302上，与悬挂式磁浮列车系统的轨道箱梁下部的两条

轨道作用实现摩擦走行，走行架的上部设置有可与所述卡位块组110形成上下卡合的卡位

槽组304。

[0009] 进一步地，所述悬浮架108中部两侧设置有可沿轨道箱梁内侧壁滚动的悬挂导向

轮组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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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地，所述走行架302设置有走行导向轮组303。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悬浮电磁铁配置有控制其电流强度的悬浮控制器和监测其悬浮距

离的悬浮传感器；悬浮控制器根据悬浮传感器提供的悬浮距离值和速度传感器提供的列车

速度值来控制输入悬浮电磁铁中的电流大小。

[0012] 这样，单独的一条悬浮轨固定在悬挂式磁浮列车系统的轨道箱梁内的上表面正中

位置，两个悬浮电磁铁分别安装在悬浮架的上部两侧，并于悬浮轨位置对应；悬浮控制器、

悬浮传感器、速度传感器均安装在悬浮架上，卡位块组安装在悬浮架下部，位置与走行部件

上的卡位槽组对应，所述悬挂导向轮组安装在悬浮架中部两侧，与悬挂式磁浮列车系统的

轨道箱梁内的两侧表面作用起到导向和防止悬浮架侧翻的作用。牵引杆通过轴承与悬浮架

连接，同时通过球轴承与走行部件上的走行架连接。胶轮组安装在走行架上，与悬挂式磁浮

列车系统的轨道箱梁下部的两条轨道作用实现摩擦走行，所述走行导向轮组安装在走行架

上，与悬挂式磁浮列车系统的轨道箱梁内的两侧表面作用起到导向作用。悬浮轨为单独的

一条沿线路布置的轨道，便于制作和安装施工。

[0013] 悬浮部件中的悬浮架通过二次悬挂与悬挂式磁浮列车系统的车体连接，悬浮部件

起浮将带动车体一起起浮，悬浮部件降落的时候将落在走行部件上。所述悬浮部件可根据

列车的运行速度完成减重、起浮、降落三种功能，在悬浮部件出现故障的情况下，可降落在

走行部件上，由走行部件执行故障应急运行。走行部件运行时通过牵引部件带动悬浮部件

一起运行。

[0014] 悬浮部件中的悬浮控制器需根据悬浮传感器提供的悬浮距离值和速度传感器提

供的列车速度值来控制输入悬浮电磁铁中的电流大小。

[0015] 悬浮部件承担实现悬浮的任务，其悬浮电磁铁与悬浮轨形成磁路，当电磁铁的线

包通电的情况下，磁路中就会产生磁场，所以产生电磁吸力，当悬浮轨对悬浮部件的电磁吸

力小于悬浮部件和车体(及其负载)的重量时，悬浮部件不能起浮，此时可以实现减重功能；

当悬浮轨对悬浮部件的电磁吸力大于或等于悬浮部件和车体(及其负载)的重量时，悬浮部

件可以实现起浮功能。为了实现稳定悬浮在某一位置，需要随时控制电磁铁线包内电流的

大小，使悬浮轨对悬浮部件的电磁吸力始终刚好等于悬浮部件和车体(及其负载)的重量，

控制电流大小这一功能由悬浮控制器来实现。悬浮控制器一方面根据悬浮传感器提供的悬

浮距离值来控制电流大小，另一方面根据速度传感器提供的列车运行速度值来控制电流大

小。

[0016] 本发明实现的悬挂式磁浮列车主要有四种工况，启动工况、运行工况、制动工况、

故障工况。

[0017] 在启动工况下，列车速度静止或较低，需要走行部件中的胶轮与轨道之间的摩擦

力来驱动列车速度增加，而大的摩擦力需要大的正压力，所以该工况下，悬浮部件降落在走

行部件上，走行部件的胶轮组承受较大正压力。

[0018] 列车速度达到一定程度后，磁浮列车工作在运行工况，此时将悬浮部件和车体起

浮，走行部件只承担自身重量，摩擦阻力极大降低，胶轮磨损也有效缓解。当列车处于制动

工况时，需将悬浮部件和车体降落，增加摩擦阻力，保障列车实现制动。

[0019] 当悬浮部件出现故障无法正常工作时，可降落在走行部件上，继续由走行部件负

责完成故障情况下的运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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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无论哪种工况下，只要悬浮部件降落在走行部件上，悬浮部件可以实现减重功能，

即在其电磁铁线包中通过一定的电流，产生向上的电磁吸力，减少对走行部件的压力。减重

多少需要综合考虑加速所需摩擦力和运行中摩擦阻力以及胶轮磨损这三个因素。

[0021] 采用本发明的结构，既可以有限缓解悬挂式单轨列车胶轮磨损的问题，也可以避

免传统悬浮列车采用直线电机驱动导致能耗大的问题，还可以在悬浮故障的情况下能够继

续运营，可以有效提高悬挂式单轨磁浮列车的性能。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图2整体结构横向剖面图。

[0023] 图2是系统整体结构的侧视图。

[0024] 图3是悬浮部件起浮和降落的示意图。图a起浮，图b降落。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本发明一种可起落的悬挂式磁浮列车单轨电磁悬浮机构，可服务于景区观光，楼

宇间交通等小运量、低速度情况下的轨道交通运营领域。

[0026] 如图1和图2和图3，系统包括悬浮部件100，牵引部件200，走行部件300。其中悬浮

部件100包括悬浮轨101，悬浮电磁铁102，悬浮电磁铁103，悬浮控制器104，悬浮控制器105，

悬浮传感器106，悬浮传感器107，悬浮架108，速度传感器109，卡位块组110，悬浮导向轮组

111；牵引部件200包括牵引杆201，轴承202，球轴承203；走行部件300包括胶轮组301，走行

架302，走行导向轮组303，卡位槽组304。所述悬浮轨101固定在悬挂式磁浮列车系统的轨道

箱梁内的上表面正中位置，所述悬浮电磁铁(102和103)分别安装在悬浮架108的上部两侧，

并与悬浮轨101位置对应；所述悬浮控制器(104和105)、悬浮传感器(106和107)、速度传感

器109均安装在悬浮架108上，所述卡位块组110安装在悬浮架108下部，位置与走行部件300

上的卡位槽组304对应，所述悬挂导向轮组111安装在悬浮架108中部两侧，与悬挂式磁浮列

车系统的轨道箱梁内的两侧表面作用起到导向和防止悬浮架侧翻的作用。所述牵引杆201

通过轴承202与悬浮架108连接，同时通过球轴承201与走行部件300上的走行架302连接。所

述胶轮组301安装在走行架302上，与悬挂式磁浮列车系统的轨道箱梁下部的两条轨道作用

实现摩擦走行，所述走行导向轮组303安装在走行架302上，与悬挂式磁浮列车系统的轨道

箱梁内的两侧表面作用起到导向作用。

[0027] 悬浮部件100中的悬浮架108通过二次悬挂与悬挂式磁浮列车系统的车体连接，悬

浮部件100起浮后将带动车体一起保持悬浮，悬浮部件降落的时候将落在走行部件300上。

走行部件300运行时通过牵引部件200带动悬浮部件100一起运行。

[0028] 所述悬浮部件100中的悬浮控制器104根据悬浮传感器106提供的悬浮距离值和速

度传感器109提供的列车速度值来控制输入悬浮电磁铁102中的电流大小。悬浮控制器105

根据悬浮传感器107提供的悬浮距离值和速度传感器109提供的列车速度值来控制输入悬

浮电磁铁103中的电流大小。

[0029] 如图2和图3，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悬浮部件100承担实现悬浮的任务，其悬浮电

磁铁(102和103)与悬浮轨101形成磁路，当电磁铁的线包通电的情况下，磁路中就会产生磁

场，所以产生电磁吸力，当悬浮轨101对悬浮部件100的电磁吸力小于悬浮部件100和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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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负载)的重量时，悬浮部件100不能起浮，此时可以实现减重功能；当悬浮轨101对悬浮

部件100的电磁吸力大于或等于悬浮部件100和车体(及其负载)的重量时，悬浮部件100可

以实现起浮功能。为了实现稳定悬浮在某一位置，需要随时控制电磁铁线包内电流的大小，

使悬浮轨101对悬浮部件100的电磁吸力始终刚好等于悬浮部件100和车体(及其负载)的重

量，控制电流大小这一功能由悬浮控制器(104和105)来实现。当悬浮部件100起浮时，牵引

部件200中的轴承202跟着起浮，带动牵引杆201旋转。牵引部件200可传递来自走行部件300

的驱动力，推动悬浮部件100一起走行。悬浮部件100降落时，其卡位块组110将正好落在走

行部件的卡位槽组304中。

[0030] 作为一个实施例，悬浮轨截面为长方形，截面尺寸为300mm*25mm，长度为1000mm，

对应的减重电磁铁的截面尺寸为长300mm，宽125mm，两边磁极宽25mm，中间磁极宽50mm，单

个电磁铁长度为1000mm，悬浮轨和悬浮铁的材料均为Q235，电磁铁线包填充铜线的截面尺

寸为100mm*100mm，电磁铁中铜线的填充率选60％，选择降落气隙为15mm，悬浮气隙为8mm，

选择每平方毫米通过的电流分别为0.4A，0.8A,1.2A,1.6A，通过有限元仿真分析得出在这

些电流的情况下，悬浮电磁铁与悬挂轨之间的电磁吸力以及对应速度和距离情况见下表。

[0031]

[0032] 由上表可知，单位米长度下，该尺寸的悬浮电磁铁可以起浮1.7吨的重量，只要设

计的车体及其载荷和悬浮部件的总重量小于1.7吨，就可实现起浮功能，如果将电磁铁尺寸

增加，就能起浮更大的重量。

[0033] 由上表可知，可根据速度的变化情况，通过控制输入悬浮电磁铁线包的电流的大

小，来控制减重的程度，在启动或制动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不通电流的方式，让悬浮部件和

车体的重量完全压在走行部件上，便于启动或制动。

[0034] 上表中设置的每平方毫米1.6A为考虑散热情况下的保守电流，在优化散热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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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还可增加到2A左右。另外，如果工程质量控制的好，工作距离还能降低到8毫米以

下，这样吸力会更大，所以该最大悬浮重量仅为保守值。

[0035] 由上述分析知，采用单轨电磁悬浮和降落的方式，可以灵活地根据列车运行速度

进行合理起浮、降落、减重，既保证列车正常加速运行，也有效缓解胶轮压力，增加胶轮使用

寿命。

[0036] 综上所述，本发明一种可起落的悬挂式磁浮列车单轨电磁悬浮机构，能够实现起

浮、降落、减重、故障应急等功能，利用该方法实现的悬挂式磁浮列车具有结构简洁，造价

低，运营能耗小，维护工作量小，可靠性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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