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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专利申请提供了一种高效无停歇运行公

共交通系统。本高效无停歇运行公共交通系统为

轨道交通系统，动力机车沿主轨行驶，站点处的

主轨外侧平行设有脱车轨，披挂车体两侧厢之间

构成动力机车穿行的通行槽，脱车轨于纵立面

上，其两端由不高于主轨平滑向上至中部呈弧形

凸起，最高凸起高度不低于披挂车体和动力机车

间推挂机构脱离的脱离作业高度。本技术方案使

乘客在机车持续运行中上下车变成了现实，为公

众提供了一种无拥堵、无靠站停车等待、无红绿

灯等待、无加速减速用时的高运输效率的新型交

通模式。使乘客在机车持续运行中上下车变成了

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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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效无停歇运行公共交通系统，为轨道交通系统，包括串行沿途各站点（5）的主

轨（1）、主轨上行驶的动力机车（3），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披挂车体（9）和各站点（5）的脱车

轨（2），所述的披挂车体（9）由顶梁架（A5）连接两对称侧厢（A1、A2）构成，侧厢（A1、A2）下部

是对应于脱车轨（2）的车轮（A4），两侧厢（A1、A2）之间是与动力机车外轮廓一致、动力机车

穿行的通行槽（A3），披挂车体（9）披挂在动力机车（3）上，经两车之间的推挂机构由动力机

车（3）带动运行；所述的脱车轨（2）是主轨（1）外侧平行于主轨的导轨，该轨道于纵立面上，

其两端由不高于主轨平滑向上至中部呈弧形凸起，最高凸起高度不低于披挂车体（9）相对

动力机车（3）高度提升至两车之间的推挂机构脱离的脱离作业高度（h）。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效无停歇运行公共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主轨（1）为首尾

衔接的环形轨道。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效无停歇运行公共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由上、下分层

的横纵主轨空间交叉构成立体交通网络，站点（5）处于各交叉点处，层间设置转乘电梯、辅

助步梯。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效无停歇运行公共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披挂车体(9)

的前、后端固定有极性相同的磁体（19）。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效无停歇运行公共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推挂机构包

括挡板（61）和顶盘（62），挡板（61）和顶盘（62）沿行进方向对应、分别安装在披挂车体（9）和

动力机车（3）之上，顶盘（62）后部滑杆上设有缓冲压簧（63）、组装在滑动支架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效无停歇运行公共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顶盘（62）的端面

上设有缓冲胶垫（64）或外包胶圏的定滑轮。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效无停歇运行公共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推挂机构设置在

动力机车两侧与披挂车体侧厢的配合安装位或动力机车顶部与披挂车体顶梁架配合安装

位。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高效无停歇运行公共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披挂车体侧

厢（A1、A2）长度方向上由分隔框架（17）分隔成若干单体空间（18），每个单体空间（18）的内

侧、外侧均设置车门（12、13），动力机车（3）两侧设有与披挂车体（9）车门位置对应的乘客车

门（33）。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高效无停歇运行公共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披挂车体(9)多

个车门一组，相邻车门组之间设置独立空间(16)，该独立空间(16)的内侧车体上设置气流

孔或铰接设置向侧厢（A1、A2）开启的气流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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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无停歇运行公共交通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专利申请涉及公共运输交通系统及其运行方法，尤其涉及联合有车辆、引导车

辆运行的轨道线路、车站的公共轨道交通运输系统及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公共交通为大众提供了开放的交通运输车辆和交通运输网络，通过优化整合线

路、站点，以批量化搭载方式有效的提高了地区间的运输效率。公共交通设立的深远意义还

在于在人口较为密集、覆盖区域较为庞大的城市、乡镇减少对私有交通车辆的使用率、有效

减轻道路运行压力、燃料损耗，通过整合的方式是人们环保出行的交通选择。

[0003] 尽管先进技术手段不断涌出和深入应用，公共交通在运行优先级别上也优于很多

车辆，许多城市中还设置有公共交通专用通道，但是已有的各类公共交通系统仍难以成为

乘客的首选，其原因在于公共交通运输系统优化整合中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是方便一区域

范围的乘客出行，城区规划线路的沿途设置若干停靠站点，公共车辆必须一站一停接送上

下车乘客，所以其运行时间包含大量的减速停靠、等待上下车、再加速启动的时间，还有在

各个交叉路口处等待红绿灯及其刹车、启动的时间，运行车速有限，运行效率低下，每位乘

客都要为此消耗大量的时间成本，除价格和人均运行成本上略显优势外，均无法与单位用

车、私家车相比，当今人们更为追求快节奏、高效率，公共交通是只是人们出行的一种必要

补充，而绝非最优选择。但各单位和私家车数量的大量增加不仅挤占了有限的交通空间，现

有交通道路因难以承担这些新增荷载而变得越来越雍堵，而且还占用了规模庞大的停车

位，这些停车位进一步蚕食着交通道路空间，使城区交通淤堵不堪，交通高峰时段所有的车

辆都寸步难行，车辆技术性能再高也难以有充分发挥的机会，大家都在为各种个体用车的

增加埋单。居民生活指标因交通出行的不顺畅、低效率而大打折扣，只能靠城区与交通空间

的优化规划，但在已成规模的城区基本无法实现。

[0004] 相比城区公共交通系统，城际间公共交通运输效率也不容乐观，现在的高速铁路

和高速公路的发展虽为迅猛，极大的拉近了各地区间的时空间隔，但要进一步提高高铁、高

速的运行效率，现有的方法只能从提速下手，但依靠再提速的空间有限，而且技术难度大，

提速一分的技术投入、资金投入、工程造价以及面临的环境风险、安全风险将呈几何级数增

长。

发明内容

[0005] 本专利申请的发明目的在于解决无需停车实现乘客上下车的技术难题，乘客在行

驶车辆一直保持运行状态中上下车，提供一种高效无停歇运行公共交通系统，不依靠车速

的提升，亦能从根本上大幅度提高公共交通运输效率，还原交通畅通的运行本质，使公共交

通成为人们出行的真正首选。

[0006] 本专利申请提供的高效无停歇运行公共交通系统技术方案，其主要技术内容是：

一种高效无停歇运行公共交通系统，为轨道交通系统，包括串行沿途各站点的主轨、主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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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的动力机车，还包括有披挂车体和各站点的脱车轨，所述的披挂车体由顶梁架连接两

对称侧厢构成，侧厢下部是对应于脱车轨的车轮，两侧厢之间是与动力机车外轮廓一致、动

力机车穿行的通行槽，披挂车体披挂在动力机车上，经两车之间的推挂机构由动力机车带

动运行；所述的脱车轨是主轨外侧平行于主轨的导轨，该轨道于纵立面上，其两端由不高于

主轨平滑向上至中部呈弧形凸起，最高凸起高度不低于披挂车体相对动力机车高度提升至

两车之间的推挂机构脱离的脱离作业高度。

[0007] 上述整体技术方案的之一优选技术手段，披挂车体的前、后端面固定有极性相同

的磁体。

[0008] 上述整体技术方案的之一优选技术手段，侧厢沿长度方向由分隔框架分隔成若干

单体空间，单体空间的内侧、外侧设置车门，动力机车两侧设有与披挂车体车门位置对应的

乘客车门。

[0009] 上述整体技术方案的之一优选技术手段，推挂机构包括挡板和顶盘，挡板和顶盘

分别安装在披挂车体和动力机车之上，两者沿行进方向位置对应，顶盘后部滑杆上设有缓

冲压簧组装在滑动支架上。推挂机构可设置在动力机车两侧与披挂车体侧厢的配合安装

位，或动力机车顶部与披挂车体顶梁架相配合的安装位。

[0010] 本专利申请公开的高效无停歇运行公共交通系统技术方案，每一站点都停靠一辆

待发披挂车体，动力机车始终保持无停歇的持续运行状态，动力机车车身上披挂一披挂车

体，每进入一站点，动力机车身上的披挂车体就自动脱离，而原停靠在站点的披挂车体受前

行动力推动以及脱车轨下滑趋势作用前行，在出站端之前披挂到刚刚卸载的动力机车上，

两者共同前行，这之中，乘客由脱离的披挂车体下车、由待发披挂车体上车，实现车辆无停

歇运行的乘客上下车，使乘客在机车持续运行中上下车变成了现实，解决了困扰技术人员

们无停顿运行上车、下车的技术难题，为公众提供了一种无拥堵、无靠站停车等待、无红绿

灯等待、无加速减速用时的高运输效率的新型交通模式，使交通运行动力真正成为乘客或

货物的顺畅流动运载工具，运行效率得到最大优化，将人们的交通用时大为缩短，满足了城

市交通提效发展的迫切需要，让现有的地铁交通、私家用车等都望尘莫及，为车密度、客运

量大的城市群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快捷出行的交通模式。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专利申请的每一站点处的系统局部构造图，也是显示披挂车体与动力机

车脱离，再与待发披挂车体相挂接的过程原理图。

[0012] 图2为本专利申请的轨道部分结构示意图。

[0013] 图3为本专利申请覆盖一个城区的示例构造图。

[0014] 图4为显示图3的横纵向主轨高度分层结构图。

[0015] 图5为动力机车与披挂车体配合状态的断面图。

[0016] 图6为推挂机构的一实施例俯视结构图。

[0017] 图7为图6的仰视结构图。

[0018] 图8为披挂车体端部结构图。

[0019] 图9为披挂车体的侧向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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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本专利申请公开的高效无停歇运行公共交通系统，为轨道交通系统，其系统组成

包括串行沿途站点的主轨1、行驶主轨1上的动力机车3，还包括有披挂车体9和设置在各站

点的脱车轨2。主轨1为动力机车3运行轨道，可以是始发站与终点站之间的轨道，为实现连

续不间断运行，最好是首尾衔接的环形轨道，如图2的示意图，该主轨1轨迹可以根据实际城

区建筑或地理条件限制可有绕过直行障碍的角度缓变的方向变化。

[0021] 以城区为例，如图3所示，多道东西向主轨10与多道南北主向轨11空间交叉构成一

套立体交通网络，所述的交通网络还可按地区状况整体相对东西南北向偏转角度后按规划

布局来设置，两向主轨的交叉点建设站点5，两方向主轨上下分层按建筑层高布置，两层间

由电梯、辅助步梯方便乘客上下中转转乘。

[0022] 主轨1是动力机车3的运行导轨。每道主轨1沿途的各站点5间距按交通行政规划布

局、居民集中位、覆盖面等因素来设置，主轨1串行沿途各站点5。每道主轨的站点处均停靠

一待发披挂车体9a，在动力机车3进站之前，欲乘车的乘客及拖运物品已进入待发披挂车体

9a中。

[0023] 所述的披挂车体，由顶梁架A5连接沿轨道方向延伸的两侧厢A1、A2构成，于轨道方

向两侧厢A1、A2位于动力机车3外侧，两侧厢A1、A2之间形成动力机车3的通行槽A3，通行槽3

断面内轮廓与动力机车3断面外轮廓一致，两者的轮廓形状最好为梯形，方便两者搭落、脱

离配合。侧厢A1、A2下部安装对应于脱车轨的车轮A4。

[0024] 推挂机构是与脱车轨2配合，实现披挂车体9和动力机车3相挂接、相脱离的作业机

构。每一站点5的主轨外侧均设有一段脱车轨2，脱车轨2是披挂车体9的行驶导轨，是迫使

“披挂”在动力机车3上的披挂车体9脱离动力机车3、再转换站点5上停靠待发披挂车体9a的

作业导轨，是动力机车3不停顿完成乘客上下车的结构保证之一。脱车轨2是主轨1外侧平行

于主轨1的轨道，由进站端延伸至出站端，如图1所示，于纵立面上，脱车轨2两端相对于主轨

1、由不高于主轨1平滑向上至中部呈弧形凸起，最高凸起高度不低于披挂车体9与动力机车

3间的推挂机构相脱离的脱离作业高度h，该脱离作业高度h实际可设计在20cm左右，也就是

说，脱车轨2相对主轨1的最高凸起高度不低于20cm。

[0025] 每站点的脱车轨2上均应停靠一辆待发披挂车体9a。待发的披挂车体9a最好停靠

在脱车轨2最高凸起与下坡道衔接位处。每辆动力机车3正常运行时，车上均披挂一披挂车

体9。

[0026] 推挂机构是披挂车体9与动力机车3脱离和挂接，实现动力机车3不停顿、继续向下

一站点持续运行的结构保证之二。本实施例抛砖引玉给出了一种推挂机构6的实施结构，本

推挂机构6当然不仅限于本实施所示构造。如图6、图7所示，推挂机构包括挡板61和顶盘62，

挡板61和顶盘62分别安装在披挂车体9和动力机车3上，于行进方向前后位置对应，具体的

如图6、图7所示，披挂车体9披挂动力机车3上的推挂机构配合状态，挡板61安装在披挂车体

9侧厢底部或顶梁架A5上，顶盘62安装在动力机车3两对称侧或与顶梁架A5的挡板61位置对

应的车顶上，为尽可能的缓冲动力机车3和披挂车体9相挂配合时的冲击力，顶盘62滑杆上

缓冲压簧63、安装在滑动支架上,顶盘62的端面上设有缓冲胶垫64，或顶盘62端面安装外包

胶圏的定滑轮，减少挡板61与顶盘62高度方向相对移动的摩擦力。

[0027] 其无停歇行驶乘客转乘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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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1) .  每一站点的脱车轨2最高凸起位停靠一待发披挂车体9a，欲乘车乘客在动力

机车进站前进入待发披挂车体9a内；

[0029] 2) .  由推挂机构联接，披挂着一披挂车体9的动力机车3沿主轨行驶，其进站之前

欲下车的乘客已由两侧进入披挂车体9的侧厢A1、A2，等候进站下车；

[0030] 3）.  第2）步行驶车辆进站，动力机车3继续保持前行状态沿主轨1行驶，车身上的

披挂车体9由进站端驶上脱车轨2，在动力机车3带动下沿脱车轨2上坡道在高度上相对动力

机车3逐渐提升，至脱车轨2最高凸起位时，两车间推挂机构瞬间分离，卸载后动力机车3穿

过披挂车体9的通行槽A3继续向前行驶，披挂车体9即将驶上脱车轨2最高凸起时，待发披挂

车体9a受后方披挂车体9的行进惯性和其下坡运行趋势的综合作用沿脱车轨2下坡道急速

向下前行、离开最高凸起位，从动力机车3上分离的披挂车体9则取代原待发披挂车体9a，可

受辅助刹车装置停靠在站点，成为新一班的待发披挂车体9a。乘客由其侧厢A1、A2下车，欲

乘车的乘客登车，等待下一班动力机车；原待发披挂车体9a沿脱车轨2下滑前行，在高度上

接近后方逐渐追赶而来的卸载动力机车3，在其到达脱车轨2的出站端时，动力机车3已钻入

原待发披挂车体通行槽A3内，推挂机构的顶盘62顶靠在披挂车体9的挡板61，实现两车相

挂，原待发披挂车体9a搭落在动力机车3上，成为随动力机车3一同沿主轨向下一站点前行

的披挂车体9，其上的乘客由侧厢A1、A2进入动力机车3中，下站下车的乘客再进入空的侧厢

A1、A2，等待下车，如此周而复始。

[0031] 动力机车3的披挂车体9在分离前和刚刚分离时具备较强前行惯性，待发披挂车体

9a受该前行惯性和其自身沿脱车轨2下坡道下行趋势的综合作用向前急驶。为避免两披挂

车体间直接机械撞击产生的冲击感和机械损伤，两车间可以采用非直接机械撞击的惯性传

递结构，如图8所示，每辆披挂车体9的前、后端面固定有极性相同的磁体19，通过前、后两车

的同极性磁体19相斥原理非接触传递惯性动能。

[0032] 由上可知，披挂车体9是乘客的乘车、下车的中转车厢，乘客面朝向动力机车3登车

准备，或面朝外下车准备，所以侧厢A1、A2的宽度以人体侧身宽度尺寸的容纳量来设计较为

合适，使披挂车体9满足使用需求的同时整体尺寸小、重量轻。为尽可能缩短乘客转乘用时、

提高乘客上下车效率，披挂车体侧厢A1、A2长度方向上由分隔框架17分隔成若干单体空间

18，每个空间18的内侧、外侧均设置车门12、13，动力机车3两侧设有与披挂车体9车门位置

对应的乘客车门33。动力机车3和披挂车体9的多车门构造使乘客均匀分散在车体两侧，每

个车门处一位乘客，实现顺畅、快速上、下车，欲下车的乘客在进站之间已由动力机车3一步

跨入披挂车体9的侧厢，待披挂车体9停稳后，乘客由侧厢一步跨上站台，由站台出站；欲上

车的乘客已登上停靠在站点5处的待发披挂车体9a，待其与动力机车3结合稳定后，服务人

员打开披挂车体9侧厢内侧车门和动力机车3的车门，乘客可由侧厢一步进入动力机车3车

厢，开始自己的行程。这些车门处最好配备安装占用空间最小的卷帘门，侧厢外侧车门13还

可以是折叠门或对开门等结构门。动力机车3中，车座31排列布置在车厢中央，两侧为乘客

通行的过道30。

[0033] 披挂车体9上，多个车门一组，相邻车门组之间设置独立空间16，该独立空间16的

内侧车体上设置气流孔，或铰接设置向侧厢开启的气流翻板，当动力机车3沿通行槽A3驶进

披挂车体9时，其冲击气流将由气流翻板或气流孔向外泄放，实现气流缓冲，削减通行槽A3

内的气流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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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上述工作过程中，整体过程中动力机车3始终保持着前行状态，解决了动力机车不

停歇的乘客上、下乘车的技术难题，乘客再无需一起等待靠站停车、路口红绿灯、加速、减速

用时，动力机车3的行驶始终保持无障碍、无拥堵状态，是一种新型的高运输效率交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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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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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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