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590285.2

(22)申请日 2017.07.1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26418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0.20

(73)专利权人 广州市威来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10000 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

溪秀路38号西侧首层38-8号

(72)发明人 许业伟　韦勇坚　伍华东　潘经定　

黄海明　张绍彬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一锐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44369

代理人 杨昕昕　董云

(51)Int.Cl.

B60B 17/02(2006.01)

(56)对比文件

GB 1001561 A,1965.08.18,说明书第230页

第2栏第2段-第231页第1栏及附图1-3.

JP S6110140 A,1986.01.17,说明书第

[0012]-[0017]段及附图1.

CN 104280250 A,2015.01.14,说明书第

[0012]-[0017]段及附图1.

GB 1001561 A,1965.08.18,说明书摘要及

说明书第2栏第54行-第3栏第17行及附图2.

CN 106706343 A,2017.05.24,说明书第

[0029]-[0050]段及附图1-3、10.

CN 106092621 A,2016.11.09,全文.

审查员 邓瑞

 

(54)发明名称

一种具有弹性的车轮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弹性的车轮，车轮底

板和车轮端板由Q235材料制成，其化学成分能够

满足要求，且橡胶采用天然橡胶为主体，通过对

橡胶件单独测试和整体车轮的轴向刚度和剪切

刚度标准测试计算，保证其能够满足应用需求。

本发明的具有弹性的车轮，车轮底板和车轮端板

由Q235材料制成，其化学成分能够满足要求，且

橡胶采用天然橡胶为主体，通过对橡胶件单独测

试和整体车轮的轴向刚度和剪切刚度标准测试

计算，保证其能够满足应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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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弹性的车轮，其特征在于：包括车轮底板和车轮端板；及安装于车轮底板和

车轮端板之间的橡胶；所述车轮底板和车轮端板均由Q235材料制成；所述橡胶由天然橡胶

为主体材料构成；

所述橡胶其要求如下：硬度63±3°Sha，拉伸强度≥15Mpa，扯断伸长率≥300%；

所述车轮其轴向刚度如下：

以1mm/min的加载速度轴向加载2.5mm后卸载，如此预加载2次，停顿3~5min,进行第3次

加载，同时记录第3次加载0.1mm时的载荷F1及2.5mm时的载荷F2；车轮轴向加载0.1~2.5mm

时刚度值KA为10.5±20%kN/mm；计算公式为：KA=（F2-F1）/（2.5-0.1）；

所述车轮其剪切刚度如下：

以1mm/min的加载速度横向加载0～6.875kN的剪切力后卸载，如此预加载2次，停顿3~
5min,进行第3次加载，同时记录第3次加载0.4kN的挠度S1及6.875kN时的挠度S2；车轮横向

加载0.4～6.875kN时剪切刚度值KS为1.125±30%kN/mm；计算公式为：KS=（（6.875-0.4）/

（S2-S1））/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弹性的车轮,其特征还在于：所述车轮底板和车轮端板外

露金属喷涂有灰色防锈油漆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弹性的车轮,其特征还在于：所述车轮底板和车轮端板轴

向设置有弧形凹凸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弹性的车轮,其特征还在于：所述车轮其轴向刚度其测试

夹具包括轴向夹持车轮的上板和下板；所述上板与车轮中心轴处安装有施力组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弹性的车轮,其特征还在于：所述车轮其剪切刚度其测试

夹具包括轴向夹持车轮的两端板；所述两端板之间通过螺栓固定；所述两端板底部之间安

装有下支板；所述下支板顶部正对安装有隔板；所述隔板连接到施力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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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弹性的车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有轨电车组件，具体涉及一种具有弹性的车轮，属于有轨电车组

件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人口的持续增加和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原有的公共交通模式已不能满

足城市发展的需要，城市交通正在向多元化发展，新型环保有轨电车系统正被各大城市推

广使用；该系统采用嵌入式的轨道设计，可实现和地面汽车、行人的混全通行等优点；车辆

运行时噪声的产生及钢轮－钢轨的疲劳破坏的关键因素在于轮轨间的相互作用力；由于线

路不平顺激扰，车辆在运行过程中随着簧下质量的增加轮轨间的作用力增大，故应在保证

车辆稳定运行的情况下，尽可能降低簧下质量；弹性车轮是在轮箍和轮芯之间镶嵌一个弹

性元件，轮箍与车轮弹性装配在一起，则大幅降低了簧下质量；从而降低车辆在运行过程中

产生的轮轨间作用力，轮对上非弹性构件的振动也随之降低，磨损减少，同时由于线路不平

顺激扰所产生的噪声降低；由于这些优点，弹性车轮在国外轻轨低地板有轨电车、地铁车

辆、城际列车上得到了广泛应用；现有的弹性车轮容易磨损，减噪效果差，另外，没有一套完

成的生产检测标准。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出了一种具有弹性的车轮，车轮底板和车轮端板由

Q235材料制成，其化学成分能够满足要求，且橡胶采用天然橡胶为主体，通过对橡胶件单独

测试和整体车轮的轴向刚度和剪切刚度标准测试计算，保证其能够满足应用需求。

[0004] 本发明的具有弹性的车轮，包括车轮底板和车轮端板；及安装于车轮底板和车轮

端板之间的橡胶；所述车轮底板和车轮端板均由Q235材料制成；所述橡胶由天然橡胶为主

体材料构成；

[0005] 进一步地，所述车轮底板和车轮端板外露金属喷涂有灰色防锈油漆层。

[0006] 进一步地，所述车轮底板和车轮端板轴向设置有弧形凹凸面。

[0007] 进一步地，所述橡胶其要求如下：硬度63±3°Sha，拉伸强度≥15Mpa，扯断伸长率

≥300%。

[0008] 进一步地，所述车轮其轴向刚度如下：

[0009] 以1mm/min的加载速度轴向加载2.5mm后卸载，如此预加载2次，停顿3~5min,进行

第3次加载，同时记录第3次加载0.1mm时的载荷F1及2.5mm时的载荷F2；车轮轴向加载0.1~
2.5mm时刚度值KA为10.5±20%kN/mm；计算公式为：KA=（F2-F1）/（2.5-0.1）。

[0010] 进一步地，所述车轮其剪切刚度如下：

[0011] 以1mm/min的加载速度横向加载0～6.875kN的剪切力后卸载，如此预加载2次，停

顿3~5min,进行第3次加载，同时记录第3次加载0.4kN的挠度S1及6.875kN时的挠度S2；车轮

横向加载0.4～6.875kN时剪切刚度值KS为1.125±30%kN/mm；计算公式为：KS=（（6.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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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S2-S1））/2。

[0012] 进一步地，所述车轮其轴向刚度其测试夹具包括轴向夹持车轮的上板和下板；所

述上板与车轮中心轴处安装有施力组件。

[0013] 进一步地，所述车轮其剪切刚度其测试夹具包括轴向夹持车轮的两端板；所述两

端板之间通过螺栓固定；所述两端板底部之间安装有下支板；所述下支板顶部正对安装有

隔板；所述隔板连接到施力组件。

[0014]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较，本发明的具有弹性的车轮，车轮底板和车轮端板由

Q235材料制成，其化学成分能够满足要求，且橡胶采用天然橡胶为主体，通过对橡胶件单独

测试和整体车轮的轴向刚度和剪切刚度标准测试计算，保证其能够满足应用需求。

附图说明

[0015] 图1是本发明的正面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是本发明的侧面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3是本发明的轴向刚度其测试夹具结构示意图。

[0018] 图4是本发明的剪切刚度其测试夹具结构示意图。

[0019] 图5是本发明的试品一轴向刚度结果示意图。

[0020] 图6是本发明的试品二轴向刚度结果示意图。

[0021] 图7是本发明的试品一和二剪切刚度结果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实施例1：

[0023]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发明的具有弹性的车轮，包括车轮底板1和车轮端板2；及安装

于车轮底板和车轮端板之间的橡胶3；所述车轮底板1和车轮端板2均由Q235材料制成；所述

橡胶3由天然橡胶为主体材料构成；

[0024] 再一实施例中，所述车轮底板1和车轮端板2外露金属喷涂有灰色防锈油漆层。

[0025] 再一实施例中，所述车轮底板1和车轮端板2轴向设置有弧形凹凸面。

[0026] 其中，所述橡胶3其要求如下：硬度63±3°Sha，拉伸强度≥15Mpa，扯断伸长率≥

300%。

[0027] 其中，所述车轮其轴向刚度如下：

[0028] 以1mm/min的加载速度轴向加载2.5mm后卸载，如此预加载2次，停顿3~5min,进行

第3次加载，同时记录第3次加载0.1mm时的载荷F1及2.5mm时的载荷F2；车轮轴向加载0.1~
2.5mm时刚度值KA为10.5±20%kN/mm；计算公式为：KA=（F2-F1）/（2.5-0.1）。

[0029] 其中，所述车轮其剪切刚度如下：

[0030] 以1mm/min的加载速度横向加载0～6.875kN的剪切力后卸载，如此预加载2次，停

顿3~5min,进行第3次加载，同时记录第3次加载0.4kN的挠度S1及6.875kN时的挠度S2；车轮

横向加载0.4～6.875kN时剪切刚度值KS为1.125±30%kN/mm；计算公式为：KS=（（6.875-

0.4）/（S2-S1））/2。

[0031] 如图3所示，所述车轮其轴向刚度其测试夹具包括轴向夹持车轮的上板4和下板5；

所述上板4与车轮中心轴处安装有施力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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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如图4所示，所述车轮其剪切刚度其测试夹具包括轴向夹持车轮的两端板7；所述

两端板7之间通过螺栓8固定；所述两端板7底部之间安装有下支板9；所述下支板9顶部正对

安装有隔板10；所述隔板10连接到施力组件11。

[0033] 实施例2：

[0034] 随机选取两成品车轮，装载到如图3所示夹具上，分两次测试，每次将一车轮装载

到测试夹具上，轴向加载  2.5mm  时刚度为  10.5±20%  kN/mm；其测试结果如图5和图6所

示，样品一轴向刚度为11.16kN/mm，样品二轴向刚度为10.10  kN/mm。

[0035] 实施例3：

[0036] 随机选取两成品车轮，装载到如图4所示夹具上，两样品同时测试，产品两受力面

距离压缩至32mm时，横向加载6.875kN，剪切刚度值为1.125±30%kN/mm；其测试结果如图7

所示，剪切刚度为1.255kN/mm。

[0037] 本发明的具有弹性的车轮，车轮底板和车轮端板由Q235材料制成，其化学成分能

够满足要求，且橡胶采用天然橡胶为主体，通过对橡胶件单独测试和整体车轮的轴向刚度

和剪切刚度标准测试计算，保证其能够满足应用需求。

[0038] 以上述依据本发明的理想实施例为启示，通过上述的说明内容，相关工作人员完

全可以在不偏离本项发明技术思想的范围内，进行多样的变更以及修改。本项发明的技术

性范围并不局限于说明书上的内容，必须要根据权利要求范围来确定其技术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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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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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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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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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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