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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直线电机驱动及混

合电磁减重的悬挂式列车，包括厢体和套装在厢

体内部的两个以上的转向架，相邻的两个转向架

分别通过转轴连接到连接平板；厢体顶板的下方

设置有直线电机次级铝板，连接平板上方设置有

直线电机初级；每个转向架的上方设置有混合减

重电磁铁及混合减重电磁铁气隙传感器；每个转

向架的下方设置有轮轴，轮轴的两端分别套装车

轮；每个转向架的下方还分别通过连杆悬挂车

体；还包括设置在转向架内部的混合减重电磁铁

控制器和直线电机控制器。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

果在于，可以有效降低系统的能耗，减低系统的

运营成本，有效提高悬挂式列车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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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直线电机驱动及混合电磁减重的悬挂式列车，其特征在于，包括厢体(4)和套装

在厢体(4)内部的两个以上的转向架(5)，相邻的两个转向架(5)分别通过转轴(8)连接到连

接平板(9)；厢体(4)顶板的下方设置有直线电机次级铝板(201)，连接平板(9)上方设置有

直线电机初级(200)；每个转向架(5)的上方设置有混合减重电磁铁(100)及混合减重电磁

铁气隙传感器(102)；每个转向架(5)的下方设置有轮轴，轮轴的两端分别套装车轮(6)；每

个转向架(5)的下方还分别通过连杆悬挂车体(7)；还包括设置在转向架(5)内部的混合减

重电磁铁控制器(101)和直线电机控制器(202)。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直线电机驱动及混合电磁减重的悬挂式列车，其特征在于，

转向架(5)或连接平板(9)的左侧和右侧还分别设置有导向电磁铁(300)及导向电磁铁间隙

传感器(302)，还包括设置在转向架(5)内部的导向电磁铁控制器(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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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直线电机驱动及混合电磁减重的悬挂式列车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轨道交通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直线电机驱动及混合电磁减重

的悬挂式列车。

背景技术

[0002] 悬挂式悬浮减重列车是一种新制式轨道交通工具，作为一种城市轨道交通是对现

有城市交通系统的良好补充，建设成本低，建筑使用面积小，在短期内建设便可使用。基于

以上的优点，在城市交通中，目前的立体交通多是高架立交，悬挂式悬浮列车对立体交通有

着显著的作用。悬挂式列车的方式满足这样的要求，可以良好的服务于城市交通中。

[0003] 目前，由于悬挂式列车属于城市交通行列，会进行降噪，故多采用胶轮行进的方

式。在实际的运行中，轮子和轨道唯一接触会承受列车的全部承重，牵引力是通过轮周对地

面摩擦的方式进行的，重力越大轮子的摩擦力愈大，轮子的磨损会愈加严重，维护和运行成

本都会增加。其牵引方式采用的是电力传动牵引的方式。传统的牵引方式是通过轮周和轨

道的摩擦来进行提供牵引力，会有最大粘着力限制。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直线电机驱动及混合电磁减重的悬挂式列车。

[0005] 实现本实用新型目的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直线电机驱动及混合电磁减重的悬挂式列车，包括厢体和套装在厢体内部的

两个以上的转向架，相邻的两个转向架分别通过转轴连接到连接平板；厢体顶板的下方设

置有直线电机次级铝板，连接平板上方设置有直线电机初级；每个转向架的上方设置有混

合减重电磁铁及混合减重电磁铁气隙传感器；每个转向架的下方设置有轮轴，轮轴的两端

分别套装车轮；每个转向架的下方还分别通过连杆悬挂车体；还包括设置在转向架内部的

混合减重电磁铁控制器和直线电机控制器。

[0007] 进一步地，转向架或连接平板的左侧和右侧还分别设置有导向电磁铁及导向电磁

铁间隙传感器，还包括设置在转向架内部的导向电磁铁控制器。

[000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可以有效降低系统的能耗，减低系统的运营成本，有

效提高悬挂式列车的性能。

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系统整体结构的侧视图。

[0010] 图2是系统整体结构的正视图。

[0011] 图3是混合减重电磁铁的截面示意图。

[0012] 图4是转向架连接示意图。

[0013] 图5是直线电机示意图。

[0014] 图6是导向电磁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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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图中标记为：混合减重电磁铁100、混合减重电磁铁控制器101、混合减重电磁铁气

隙传感器102、混合减重电磁铁永磁103、混合减重电磁铁磁极104、混合减重电磁铁漆包线

包105、直线电机初级200、直线电机次级铝板201、直线电机控制器202、直线电机初级绕组

203、直线电机初级铁芯204、导向电磁铁300、导向电磁铁控制器301、导向电磁铁间隙传感

器302、导向电磁铁磁极  303、导向电磁铁漆包线包304、轨道面3、厢体4、转向架5、车轮6、车

体7、转轴8和连接平板9。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在磁悬浮交通中，通过磁悬浮的方式，实现列车与轨道的零接触。本发明借鉴磁悬

浮，通过悬浮减重的方式，减小胶轮与轨道之间的正压力，实现减少胶轮所受的机械冲击和

摩擦阻力，达到增加胶轮的使用寿命的目的，适用于低速交通。本发明还采用直线电机驱动

的方式。

[0017] 具体的实施例如下：

[0018] 如图1所示，系统包括混合减重电磁铁100,混合减重电磁铁气隙传感器102  和混

合减重电磁铁控制器101。其中，混合减重电磁铁100固定在悬挂式列车的转向架5上部，与

厢体4的顶部和侧面都有一定的间隙，且侧面的距离要选取适当的距离，防止侧面的漏磁，

尽可能多地将磁吸引力作用于厢体4的顶部以此来抵消重力。混合减重电磁铁气隙传感器

102安装于与电磁铁磁极齐平的位置以此来检测磁极与厢体上部的距离。直线电机初级200

安装于两个转向架5  之间的连接平板9上部，直线电机次级铝板201安装于厢体上位于初级

正上方的位置。导向电磁铁300位于转向架5或者连接平板9的侧边，同时导向电磁铁间隙传

感器302位置也位于此。混合减重电磁铁控制器101，直线电机控制器  202和导向电磁铁控

制器301在控制器厢内。

[0019] 直线电机初级200上方为直线电机次级铝板201，次级铝板的宽度应大于初级的宽

度。直线电机和混合减重电磁铁100应相间分布，在满足减重的情况下，尽量采用定子的长

度更长，减少电机的边端效应。导向电磁铁300安装于转向架5或者连接平板9的侧边，在转

向架5触厢体4时作用。同时，为了避免混合减重电磁铁与厢体4碰撞，在混合减重电磁铁100

磁极齐平位置安装混合减重电磁铁气隙传感器102。

[0020] 列车的正视图如图2所示，混合减重电磁铁100和直线电机位于同一方向，呈相间

分布。

[0021] 混合减重电磁铁100的组成如图3所示。混合减重电磁铁100由三部分组成，包括永

磁铁、磁极和漆包铜线组成的线包。磁极呈“山字型”，永磁铁位于山字型中央位置，在山字

型中央的磁极较两端磁极短，是由于直线电机次级铝板201 的影响。永磁可以提供一直提

供吸力，减少电磁吸力。但永磁的体积要按照车体的重量计算。

[0022] 混合减重电磁铁的意义在于在减轻车体以及整个列车结构对轨道面的压力，具体

分为两种方式，其一是固定减重的方式，由于本发明的结构采用混合减重的方式，永磁结构

会提供一部分固定的吸力。通过同样的方式，在电磁结构中通一固定电流，这样会产生固定

的吸力。这样的好处是控制方式简单比较稳定，不受外界的因素影响如速度。具体为，在固

定电流下，混合减重电磁铁产生一固定的电磁吸力，其与厢体耦合产生厢体对混合减重电

磁铁的拉力，厢体通过机械结构与地面连接，电磁铁位于列车的转向架上，转向架与列车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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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从而减少车体对轨道面的压力。其二，混合电磁铁的控制器纳入速度因素，在不同的速

度下，通过与牵引曲线的拟，在不同的速度下通不同的电流提供电磁吸力。

[0023] 传统的电力牵引方式，通过轮周与地面的摩擦产生牵引力，会受到粘着限制。采用

直线电机的驱动方式会摆脱限制，并且驱动方式更加简单。具体为，本发明结构采用短定子

感应式直线电机，感应直线电机运动方式是将传统异步电机的旋转运动改变为直线运动的

方式。为减少直线电机的端部效应的影响，尽量采用直线电机定子结构较长，直线电机的定

子位于转向架之间的连接平板上，其长度与连接平板相当。直线电机次级采用铝板固定安

装与厢体上方与直线电机初级相平行的位置，直线电机的固定装置采用机械解耦的方式，

其具体实现的方式如图4所示，连接平板9位于转向架5之间连接两个转向架，转轴8实现机

械解耦，这样有利于列车的转向。即，在遇到路线带有一定的曲率，直线电机由于自身结构

的原因不能变形，通过转向架上之间的机械结构实现机械上的解耦。传统的电力牵引列车

的牵引结构复杂，采用直线电机的结构有利于简化牵引结构。

[0024] 直线电机初级与混合电磁铁在列车运行方向上的空间结构采用相间分布的方式，

即在满足列车的减重要求后，尽量保持定子的空间长度。在混合电磁铁经过减重后列车对

轨道面的正压力减小，摩擦阻力会减小。直线电机的驱动时，克服阻力做功减少。

[0025] 本发明的特点是能有效降低胶轮负担，延长胶轮使用寿命，减少维护工作量，并且

对于驱动方式进行了改进，由以前的传统的电力传动牵引方式改为直线电机驱动的方式，

不再受传统电力牵引的粘着力限制，在运行上更加的方便。

[0026] 上述说明已阐述本发明的各个系统组成以及其放置的空间位置，下面详细描述系

统的工作方式。首先是混合减重电磁铁100，在启动阶段便输出固定电流，这样的电流是根

据减重电磁铁气隙传感器102和减重质量决定，即在控制加上前馈控制为决定的减重质量，

其次是根据机械安装的结果保持列车的受力点还是处于轨道面，加入实时的气隙反馈。二

者合二为一，减重电磁铁控制器101  完成上述工作。系统减重完成的同时，列车的驱动系统

改变为直线电机初级200  和直线电机次级201完成，根据需要速度完成直线电机电流是由

直线电机控制器202完成。在转向时，由转向电磁铁300系统完成，转向电磁铁气隙传感器 

302检测列车与厢体侧壁的距离控制列车转向，同时由于本结构的直线电机的安装的特殊

情况，在转向时会进行机械解耦。

[0027] 如图3，混合减重电磁铁的参数为长650mm,宽200，两边的磁极为50mm,同时中间永

磁体长度100mm。两边的磁极长度为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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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隙为8mm，选择每平方毫米通过的电流分别为0A，

0.4A,0.6A,0.8A,1A,1.2A,1.4A。直线电机的参数，异步短定子直线电机铁芯宽220mm，极距

为216mm，电机极数8，电机长  11604mm，每极每相槽数3，总槽数80，气隙磁密0.18T，等效气

隙19.28mm，绕组材料为铜，铁芯选用硅钢片。导向电磁铁的截面尺寸为150mm*150mm，极板

厚15mm，长度为600mm，材料为Q235，线包材料为铜，填充率0.6，工作气隙6mm。通过有限元仿

真分析得出在这些减重电流的情况下，减重电磁铁与减重轨之间的电磁吸力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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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0029] 如假设的直线电机参数和导向电磁参数，有限元仿真结果如下：

[0030] 异步短定子直线电机30825N推力。

[0031] 导向电磁铁导向力15344N导向力。

[0032] 由上表参数可知，永磁可以提供1029.49Kg的力，运用混合电磁铁可以合理的节约

能量，给电磁铁固定电流，可以获得固定的力，在运行时可以使用直线电机作为驱动。

[0033] 综上所述，本发明可以有效的降低系统的能耗，减低系统的运营成本，有效提高悬

挂式列车的性能。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1494032 U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211494032 U

7



图3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211494032 U

8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211494032 U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