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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轨道车辆地板和侧

墙组合结构，包括型材地板和连接于型材地板沿

轨道车辆宽度方向两端的型材侧墙，型材地板的

上表面设有多个朝上凸起的中空刚性支撑座，多

个刚性支撑座沿轨道车辆的宽度方向间隔布置，

相邻两个刚性支撑座之间的型材地板上表面上

铺设有第一吸音棉层，刚性支撑座上设有减振

垫，车内地板铺设于多个减振垫的上表面上，相

邻两个减振垫、车内地板和第一吸音棉层之间围

合形成第一空气层。刚性下支撑座与减振垫形成

弹性支撑座，能有效降低结构振动由下向上的传

递，抑制结构传声。车内地板和型材地板之间铺

设的吸音层和空气层的组合，具有高效的隔声环

保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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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包括型材地板(2)和连接于型材地板(2)沿轨道

车辆宽度方向两端的型材侧墙(12)，所述型材地板(2)的上方设有车内地板(10)，其特征在

于，所述型材地板(2)的上表面设有多个朝上凸起的刚性支撑座(6)，所述刚性支撑座(6)为

中空结构，多个刚性支撑座(6)沿轨道车辆的宽度方向间隔布置，相邻两个刚性支撑座(6)

之间的型材地板(2)上表面上铺设有第一吸音棉层(4)，刚性支撑座(6)上设有减振垫(8)，

车内地板(10)铺设于多个减振垫(8)的上表面上，相邻两个减振垫(8)、车内地板(10)和第

一吸音棉层(4)之间围合形成第一空气层(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型材地板

(2)的下表面上设有抑制中高频振动声的第一阻尼层(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型材地板

(2)和第一吸音棉层(4)之间设有约束型材地板(2)的第二阻尼层(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减振垫(8)

和车内地板(10)之间设有第一隔音毡层(9)。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刚性支撑座

(6)和减振垫(8)之间连接有橡胶垫层(7)。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车内地板

(10)的上表面上铺设有第一内饰层(11)。

7.根据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型

材侧墙(12)的内壁面铺设有第二吸音棉层(15)，第二吸音棉层(15)向下延伸至与型材地板

(2)相应端部的第一吸音棉层(4)相连。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吸音棉

层(15)和型材侧墙(12)之间设有第二隔音毡层(14)。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隔音毡

层(14)和型材侧墙(12)通过第三阻尼层(13)相连。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隔音

毡层(14)的内侧设有与第二隔音毡层(14)平行布置的第二内饰层(17)，所述第二内饰层

(17)连接于型材地板(2)和轨道车辆顶板之间，所述第二隔音毡层(14)、第二内饰层(17)、

型材地板(2)和轨道车辆顶板之间围合形成第二空气层(16)。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3705430 U

2



一种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轨道车辆降噪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

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轨道交通车辆车内噪声严重影响旅客的乘坐舒适性以及司机的驾驶情绪，已成为

制约列车提速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车内噪声来源主要包括轮轨噪声、空气动力噪声、集

电系统的集电噪声和结构体噪声,其中轮轨噪声仍是高速铁路噪声的重要来源。研究表明，

底架设备及轮轨产生的振动通过地板与侧墙的结构传声，以及轮轨噪声、气动噪声和牵引

传动系统噪声通过地板和侧墙的空气传声是影响车内噪声的重要影响因素，底架振动噪声

源设备(转向架、变压器和变流器等)上方客室区域的振动噪声比其他客室区域都高。提高

底架振动噪声源区域地板和侧墙的减振隔声性能，对改善司乘人员的声学舒适性具有重要

意义。

[0003] 随着铝合金挤压型材车体的推广，各种以中空铝型材为主体的复合地板和侧墙结

构也应运而生，列车地板和侧墙结构在考虑轻量化的同时，也逐渐向减振降噪方向发展。但

针对列车底架振动噪声源特殊振动和声场环境，目前还没有一种能有效解决底架振动噪声

源设备上方客室振动噪声局部过大，同时满足轻量化设计要求的地板和侧墙的组合结构。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有效消弱底架振

动噪声源设备上方客室振动噪声的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包括型材地板和连接于型材地板沿轨道车辆

宽度方向两端的型材侧墙，所述型材地板的上方设有车内地板，所述型材地板的上表面设

有多个朝上凸起的刚性支撑座，所述刚性支撑座为中空结构，多个刚性支撑座沿轨道车辆

的宽度方向间隔布置，相邻两个刚性支撑座之间的型材地板上表面上铺设有第一吸音棉

层，刚性支撑座上设有减振垫，车内地板铺设于多个减振垫的上表面上，相邻两个减振垫、

车内地板和第一吸音棉层之间围合形成第一空气层。

[0007] 地板型材顶板上表面设置的型腔刚性下支撑座，与减振垫上支撑相连形成弹性支

撑座，能有效降低结构振动由下向上的传递，抑制结构传声，而且支撑座安装简单稳定牢

固。

[0008] 车内地板和型材地板之间铺设的吸音层和空气层的组合，具有高效的隔声环保性

能，含有空气层的复合结构在提高隔声量的同时降低了结构的总体重量，满足地板轻量化

设计要求。

[0009]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10] 所述型材地板的下表面上设有抑制中高频振动声的第一阻尼层。第一阻尼层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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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性阻尼涂料层。

[0011] 所述型材地板和第一吸音棉层之间设有约束型材地板的第二阻尼层。第二阻尼层

优选粘弹性阻尼材料制成，在低频和高频均有较好的隔声效果。

[0012] 所述减振垫和车内地板之间设有第一隔音毡层。

[0013] 所述刚性支撑座和减振垫之间连接有橡胶垫层。

[0014] 所述车内地板的上表面上铺设有第一内饰层。

[0015] 所述型材侧墙的内壁面铺设有第二吸音棉层，第二吸音棉层向下延伸至与型材地

板相应端部的第一吸音棉层相连。

[0016] 所述第二吸音棉层和型材侧墙之间设有第二隔音毡层。

[0017] 所述第二隔音毡层和型材侧墙通过第三阻尼层相连。第三阻尼层优选粘弹性阻尼

材料制成，基于转向架区域振动噪声的传递规律，既能增加侧墙低频和高频的隔声效果，同

时能满足侧墙轻量化设计要求。

[0018] 所述第二隔音毡层的内侧设有与第二隔音毡层平行布置的第二内饰层，所述第二

内饰层连接于型材地板和轨道车辆顶板之间，所述第二隔音毡层、第二内饰层、型材地板和

轨道车辆顶板之间围合形成第二空气层。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20] 本实用新型的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针对底架振动噪声源区域特殊振动

和声场环境，根据底架振动噪声源设备振动噪声传递的特征、路径及轻量化设计要求，将高

性能阻尼材料、隔声材料、吸声材料和空气层与铝型材按全新组合层次进行验证，获得一种

有效消弱底架振动噪声源设备上方客室振动噪声的地板与侧墙减振隔声复合结构，克服了

单一地板隔声不足或地板侧墙组合等效隔声不良的缺点。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施例的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的剖面图。

[0022] 图2为图1中的地板结构的剖面图。

[0023] 图3为图1中的侧墙结构的剖面图。

[0024] 图4是阻尼贴片隔声频谱曲线试验对比示意图。

[0025] 图5是地板结构隔声频谱曲线试验对比示意图。

[0026] 图例说明：1、第一阻尼层；2、型材地板；3、第二阻尼层；4、第一吸音棉层；5、第一空

气层；6、刚性支撑座；7、橡胶垫层；8、减振垫；9、第一隔音毡层；10、车内地板；11、第一内饰

层；12、型材侧墙；13、第三阻尼层；14、第二隔音毡层；15、第二吸音棉层；16、第二空气层；

17、第二内饰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具体优选的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但并不因此而限制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28] 实施例1：

[0029] 如图1所示，本实施例的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包括地板结构和连接于地

板结构沿轨道车辆宽度方向两端的侧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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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地板结构包括铝制的60‑80mm厚的型材地板2和设于型材地板2上方的车内地板

10。

[0031] 如图2所示，型材地板2的下表面上喷涂有3mm厚的抑制中高频振动声的第一阻尼

层1。第一阻尼层1为水性阻尼涂料层，优选株洲华联高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型号为

SVE005的水性阻尼涂料。

[0032] 型材地板2的上表面设有多个朝上凸起(高度为30‑40mm)的刚性支撑座6，刚性支

撑座6为中空结构且与型材地板2一体成型。多个刚性支撑座6沿轨道车辆的宽度方向间隔

布置，相邻两个刚性支撑座6之间的型材地板2上表面上粘接1mm具有约束型材地板2的第二

阻尼层3，第二阻尼层3优选粘弹性阻尼材料制成，厚度为1mm，粘弹性阻尼材料层厚度为

0.8mm，约束铝板的厚度为0.2mm。在低频和高频均有较好的隔声效果，试验结果表明1mm约

束铝板的粘弹性阻尼材料层使铝型材的隔声量增加约1.6dB，如图4所示。第二阻尼层3上铺

设有30‑40mm厚的具有防寒性能的第一吸音棉层4，第一吸音棉层4优选采用碳纤维棉制成。

[0033] 刚性支撑座6上通过橡胶垫层7层连接有10‑20mm厚的硅胶减振垫8，硅胶减振垫下

支撑通过橡胶垫与刚性支撑座相连接形成弹性支撑座。多个减振垫8的上表面上铺设有1‑

3mm厚的具有防火性能的第一隔音毡层9，如图5所示，铺设隔音毡能使底架振动噪声源设备

上方客室噪声降低0.6dB。车内地板10铺设于第一隔音毡层9上，车内地板10由15‑20mm厚的

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制成，车内地板10的上表面上铺设有第一内饰层11，第一内饰层11为

2.5‑3mm厚的橡胶地板布。相邻两个减振垫8、第一隔音毡层9和第一吸音棉层4之间围合形

成10‑20mm厚的第一空气层5。

[0034] 地板铝型材顶板上表面预留的铝型腔刚性下支撑座，与硅胶减振垫上支撑通过橡

胶减振垫相连形成弹性支撑座，能有效降低结构振动由下向上传递，抑制结构传声，而且支

撑座安装简单稳定牢固。

[0035] 地板弹性阻尼材料层与防火隔音毡层之间铺设的防寒吸音材料层和空气层组合，

具有高效的隔声环保性能，含有空气层的复合结构在提高隔声量的同时降低了结构的总体

重量，满足地板轻量化设计要求。

[0036] 如图3所示，侧墙结构包括连接于型材地板2沿轨道车辆宽度方向相应端部的铝制

型材侧墙12(厚度为40‑60mm)，以及设于型材侧墙12内侧的第二内饰层17，第二内饰层17连

接于第一内饰层11和轨道车辆顶板之间，第二内饰层17为1‑3mm厚的玻璃钢内装层。型材侧

墙12和第二内饰层17之间依次设有第三阻尼层13、第二隔音毡层14(厚度为1‑3mm)、第二吸

音棉层15(厚度为40‑50mm)和第二空气层16(厚度为20‑30mm)。第二隔音毡层14、第二内饰

层17、型材地板2和轨道车辆顶板之间围合形成第二空气层16。

[0037] 其中，第三阻尼层13为约束铝板的粘弹性阻尼材料制成，第三阻尼层13粘接在铝

制型材侧墙12内表面位于车窗下方的区域，厚度优选为1mm，基于转向架区域振动噪声的传

递规律，既能增加侧墙低频和高频的隔声效果，同时能满足侧墙轻量化设计要求。

[0038] 本实施例的本实施例的轨道车辆地板和侧墙组合结构尤其适宜设置在底架振动

噪声源区域，其减振降噪地板和侧墙的纵向铺设区域：沿底架振动噪声源中心向外延伸一

定距离，能使底架振动噪声源设备上方客室噪声降低2‑3dB(A)，因此无需在地板和侧墙上

均设置高质量减振降噪结构，极大提高司乘人员的驾乘舒适性。

[0039] 以上所述，仅是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申请做任何形式的限制，虽然本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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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以较佳实施例揭示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制本申请，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

离本申请技术方案的范围内，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的变动或修饰均等同于等

效实施案例，均属于技术方案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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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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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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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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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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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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