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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

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超导型磁浮嵌入式

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包括线路系统、列车、

走行装置、供电系统、悬浮导向装置、牵引制动系

统和运控信号系统，其中：所述线路及列车系统

采用超导型磁浮制式；所述线路系统包括高架桥

墩和开口向上、截面呈现倒置Ω形的槽型道床；

所述走行装置包括转向装置、减振机构、构架、悬

浮架和滑撬；所述悬浮导向装置包括永磁轨道和

超导磁浮装置，所述永磁轨道铺设于槽型道床的

底部，所述超导磁浮装置安装于走行装置的底部

两侧。本实用新型的线路及列车系统应用了超导

磁浮系统，可实现无接触悬浮，无噪音，无摩擦磨

损，无电磁辐射，安全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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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线路系统、列

车、走行装置、供电系统、悬浮导向装置、牵引制动系统和运控信号系统，其中：

所述线路及列车系统采用超导型磁浮制式；

所述线路系统包括高架桥墩和开口向上、截面呈现倒置Ω形的槽型道床；

所述列车由至少两节车辆通过车间连接装置编组，每节车辆配置两套走行装置，所述

走行装置包括转向装置、减振机构、构架、悬浮架和滑撬；

所述供电系统沿线路系统铺设于槽型道床内侧、嵌入线路系统中；

所述悬浮导向装置包括永磁轨道和超导磁浮装置，所述永磁轨道铺设于槽型道床的底

部，所述超导磁浮装置安装于走行装置的底部两侧；

所述牵引制动系统包括线路定子和车载动子，所述线路定子连续铺设于槽型道床的内

壁，嵌入式地吊挂于线路内壁上方，所述车载动子安装于走行装置的悬浮架上，每套走行装

置配置四套车载动子；

所述运控信号系统包括轨道线缆和车载信号器，所述轨道线缆内嵌于槽型道床底部，

沿线路连续铺设，每节车辆配置一台车载信号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槽型道床为单槽道床或双槽连体组合，通过纵向可滑移的桥床支座与高架桥墩连接，桥

墩高度为5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走行装置完全内嵌于线路中的倒置Ω形道床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其特征在于：每

节车辆车长为10～22m，宽为2.4～3.2m、高为2.4～3.8m，载客人数为20～200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其特征在于：在

构架和悬浮架之间设置缓冲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滑撬为可升降伸缩的滑撬，在所述槽型道床底部设置有与滑撬配合的滑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永磁轨道为双轨永磁轨道，磁轨横向中心距为600～2400mm，每套超导磁浮装置在永磁轨

道上最大悬浮力为2000N～5000N，每节车辆设置32～64套超导磁浮装置。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其特征在于：所

述悬浮导向装置的工作悬浮高度为10～30mm，所述牵引制动系统的工作驱动间隙为10～

30m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其特征在于：在

所述槽型道床的内凹槽底部设置有给排水环保系统和检修维护通道，所述检修维护通道为

双向四通道。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槽型道床上方设置生命安全通道，所述生命安全通道包括设置在中部的宽度为1.2

～2.4m的中央生命安全通道和设置在两侧的宽度为1～1.2m的独立生命安全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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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属于磁浮轨

道交通系统，适用于铁路行业、轨道交通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轨道交通产业也迎来快速发展机

遇。目前我国轨道交通线路及装备多为轮轨交通，但轮轨技术已发展至瓶颈阶段、停滞不

前；近些年，磁浮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受到广泛的关注，但均为常导型磁浮制式线路，常导

型磁浮轨道交通线路均为开放式结构，轨道外露，安全防护性差，且占地面积大，土地利用

率低，常导型磁浮线路电磁噪音大、辐射强，影响周边环境。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上述缺点，本实用新型提出了一种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

通线路及列车系统，应用创新性的超导磁浮技术，并采用内嵌式的总体结构形式，较之现有

的磁浮轨道交通形式，本实用新型作为一种全新的轨道交通理念及高科技产品，建设并应

用，可解决现阶段轨道交通行业技术发展缓慢的难题。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

通线路及列车系统，包括线路系统、列车、走行装置、供电系统、悬浮导向装置、牵引制动系

统和运控信号系统，其中：

[0005] 所述线路系统包括高架桥墩和开口向上、截面呈现倒置Ω形的槽型道床；

[0006] 所述列车由至少两节车辆通过车间连接装置编组，每节车辆配置两套走行装置，

所述走行装置包括转向装置、减振机构、构架、悬浮架和滑撬；

[0007] 所述供电系统沿线路系统铺设于槽型道床内侧、嵌入线路系统中；

[0008] 所述悬浮导向装置包括永磁轨道和超导磁浮装置，所述永磁轨道铺设于槽型道床

的底部，所述超导磁浮装置安装于走行装置的底部两侧；

[0009] 所述牵引制动系统包括线路定子和车载动子，所述线路定子连续铺设于槽型道床

的内壁，嵌入式地吊挂于线路内壁上方，所述车载动子安装于走行装置的悬浮架上，每套走

行装置配置四套车载动子；

[0010] 所述运控信号系统包括轨道线缆和车载信号器，所述轨道线缆内嵌于槽型道床底

部，沿线路连续铺设，每节车辆配置一台车载信号器。

[001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积极效果是：

[0012] 本实用新型将最先进的超导磁浮技术应用于轨道交通领域，杜绝传统磁浮轨道交

通的电磁辐射与噪音，打造“安静轨道”，创建和谐交通。

[0013] 本实用新型的磁浮列车系统及交通沿线轨道设施等均内嵌于线路主体工程结构

内部，线路外形简洁美观，结构紧凑集约，风阻小，无噪音，占地面积小，适用范围广。

[0014] 同时，嵌入式的线路结构比现有外露型的线路有助于保护沿线机电设施，系统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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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性好，列车内嵌于凹槽形线路结构之中，运行稳定性好，乘坐舒适，安全保障性高。

[0015] 本实用新型的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适用于干线交通，也可

用于支线或专用线；可用于运送乘客，也可为物流交通运输货物；适用于低速、中速、高速的

全速域交通。

[0016] 本实用新型理念领先，设计简约、绿色环保、经济适用、安全可靠，增加了轨道交通

形式的多样性。

[0017]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其结构、组

成，性能、外观极具特点与优势，适用于全速域、多用途的现代轨道交通。

附图说明

[0018] 本实用新型将通过例子并参照附图的方式说明，其中：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轴测立体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21] 图3为图2的左视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线路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车辆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图5的左视图。

[0025] 图7为本实用新型的走行装置的主视图。

[0026] 图8为图7的俯视图。

[0027] 图9为图7的左视图。

[0028] 图10为本实用新型的悬浮导向装置、牵引制动系统和运控信号系统的示意图。

[0029] 图11为本实用新型的悬浮导向系统、牵引制动系统的工作示意图。

[0030] 图12为本实用新型的给排水环保系统和生命安全通道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主要包括线路系统1、列车2、走行装

置3、供电系统4、悬浮导向装置5、牵引制动系统6、运控信号系统7、给排水环保系统8、检修

维护通道9、生命安全通道10等，如图1、2、3所示。

[0032] 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的线路系统1包括高架桥墩1.1、桥床

支座1.2、槽型道床1.3等。高架桥墩1.1在线路横向可以是单桥墩、或是双桥墩组合，桥墩高

度为5m，不影响路面交通；槽型道床1.3截面呈现倒置Ω形结构，开口向上；在线路横向可以

是单槽道床，或是双槽连体组合，通过纵向可滑移的桥床支座1.2与高架桥墩1.1连接，如图

4所示。

[0033] 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的列车2由车辆2.1、车间连接装置

2.2等组成，车辆2.1包括车体2.11、车内设施2.12、车载电源2.13、空调恒温装置2.14、通信

系统2.15等。车内设施2.12用于安置乘客或固定货物；车载电源2.13为车内照明、空调、门

窗等提供电能；空调恒温装置2.14控制车内温度保持在规定的范围内；通信系统2.15接收

运行指令以及反馈车辆2.1实时运用信息；车体2.11承载乘客或货物，并将上述设施设备整

合为一体，如图5、6所示。车辆2.1车长为10～22m，宽2.4～3.2m、高为2.4～3.8m。每辆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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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20～200人。车间连接装置2.2方便列车编组或解编，包括风挡2.21和车钩连接器2.22，

如图5所示。列车2可根据运营需求2～8节编组、或更多节编组。

[0034] 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的走行装置3主要包括转向装置3.1、

减振机构3.2、构架3.3、缓冲装置3.4、悬浮架3.5、滑撬3.6等，上述部件之间通过栓接或销

接连接配合，如图7、8、9所示。转向装置3.1可将车辆2.1与走行装置3连接为一体，并支撑车

辆2.1；构架3.3销接两套或多套悬浮架3.5，悬浮架3.5可相对于构架3.3水平灵活转动；减

振机构3.2与转向装置3.1按照平均比例、共同起到承载车辆2.1的作用，可减少车辆运行过

程中的振动，使车辆2.1平稳运行；缓冲装置3.4可缓和走行装置3在运行过程中的冲击，保

障列车2运行稳定；滑撬3.6在列车2制动过程中，辅助列车制动，可升降伸缩的滑撬3.6在车

辆非悬浮状态时可用于支撑车辆2.1。嵌入式超导磁浮轨道列车2每辆车配置两套走行装置

3。

[0035] 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的供电系统4沿线路系统1铺设于槽

型道床1.3内侧、嵌入线路系统1中，安全可靠，如图3所示。

[0036] 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的悬浮导向装置5主要由永磁轨道

5.1及超导磁浮装置5.2组成，如图10所示。永磁轨道5.1用于产生稳定的磁场，沿线路连续

铺设于线路系统1槽型道床1.3的底部。超导磁浮装置5.2安装于走行装置3的底部两侧，当

超导磁浮装置5.2进入超导状态后，配合永磁轨道5.1产生的磁场作用，可使其具有稳定悬

浮及自导向功能。本实用新型采用双轨永磁轨道5.1，磁轨横向中心距(轨距)根据需求可设

计为600～2400mm。每套超导磁浮装置5.2在永磁轨道5.1上最大悬浮力可选型2000N～

5000N。每辆车根据需要可设置32～64套超导磁浮装置。

[0037] 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的牵引制动系统6主要分为线路定子

6.1及车载动子6.2两部分，如图10所示。线路定子6.1连续铺设于线路系统1槽型道床1.3的

内壁，嵌入式地吊挂于线路内壁上方。车载动子6.2安装于走行装置3的悬浮架3.5上，每个

走行装置3配置四套车载动子6.2。设置于线路系统1槽型道床1.3底部的滑轨6.3用于配合

走行装置3的滑撬3.6，辅助列车2制动或驻车。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

最大爬坡坡度可达100‰。

[0038] 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的运控信号系统7控制列车2的启动、

加速、运行、制动及停车。运控信号系统7由轨道线缆7.1及车载信号器7.2组成。轨道线缆

7.1内嵌于线路系统1槽型道床1.3底部，沿线路连续铺设；车载信号器7.2于每辆车配置一

台，如图10所示。本实用新型的列车2可按设定自动驾驶程序，也可由人工控制。

[0039] 嵌入式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线路系统1的内凹型槽型道床1.3需要设置排水系统

8.1；同时，为确保线路、列车及其沿途装置的清洁、卫生，应设置给水装置8.2用于去污、集

污，维护系统的绿色、环保，如图12所示。

[0040] 超导型磁浮嵌入式轨道交通线路及列车系统的检修维护通道9设置在槽型道床

1.3的内凹槽底部，供列检人员及检测、维修、养护仪器或设备对线路及附属设施进行检修、

维护及保养。检修维护通道9在槽型道床1.3中为双通道，在线路系统1中为双线四通道设

计，可供大型机械、装置通过，完成复杂的工程作业。

[0041] 本实用新型中的中央生命安全通道10 .1宽度为1.2～2.4m。独立生命安全通道

10.2的宽度不小于1m，符合轨道交通设计规范的要求，如图12所示。在紧急情况下，检修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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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通道9也可作为生命安全通道用于疏散乘客，生命安全通道10与检修维护通道9构成“安

全双通道”，可有效地降低安全风险，确保乘客生命安全。

[0042] 上述线路及列车系统全线采用高架敷设、全封闭的结构。线路系统可根据需求采

用单线，亦可双线施工。线路系统采用独特的倒置Ω形或双倒置Ω形凹槽型道床，在线路横

向可以是单槽道床，或是双槽连体组合道床。

[0043] 本实用新型的列车是搭载乘客、托运行李，亦或装载货物的主要承载装置，列车与

轨道系统及附属设施无接触、无摩擦、无磨损，且二者之间保持10～30mm的间隙，风阻小，无

噪音，符合现代轨道列车的设计理念。

[0044] 上述线路及列车系统的走行装置是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的走行与转向执行部

件，用于支撑车辆，减少车辆运行过程中的振动，使车辆平稳运行；走行装置完全内嵌于线

路中的倒置Ω形道床内，实现稳定悬浮，并安静运行，嵌入式超导磁浮轨道列车的最小转弯

半径可设计为50m，甚至更小，以适用于特殊或复杂区域环境的运用需要。

[0045] 上述线路及列车系统的供电系统负责对牵引制动系统供电。本实用新型中的供电

系统可采用分段式供电模式，供电效率高、损耗小，优于集中供电模式。供电电压可选择

DC1500V或DC750V。

[0046] 上述线路及列车系统的悬浮导向装置是磁浮轨道交通系统的悬浮、导向主体，本

实用新型采用的超导磁浮装置首选高温超导技术，根据需求也可选择低温超导技术。超导

磁浮技术优于常导磁浮，可实现无源自稳定悬浮以及自导向功能，无电磁噪音、无辐射，是

新一代磁浮轨道交通的首选。本实用新型的悬浮导向装置的工作悬浮高度D为10～30mm，如

图11所示。

[0047] 上述线路及列车系统的牵引制动系统是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的驱动及制动部

件。本实用新型所述的牵引制动装置分布于列车的两侧，驱动能力强；同时可有效减小列车

运行中的水平转矩，减少车辆的摇头，提高运行平稳性及运行品质，有别于中置式单一的驱

动方式。本实用新型的牵引制动系统的工作驱动间隙d为10～30mm，如图11所示。

[0048] 上述线路及列车系统的检修维护通道一改以往磁浮轨道外放的检修模式，本实用

新型的检修维护通道设置在槽型道床的内凹槽底部，方便列检人员安全、集中地对线路及

附属设施进行检修作业及维修养护，工作人员只需操作小型的检修设备或便携式仪器，即

可完成复杂繁琐的检测修理工作，无需大型的道路养护机械或车辆，本实用新型的技术创

新性与先进性突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经济高效的理念。

[0049] 本实用新型的生命安全通道采用“双保险”的设计模式：双线槽型道床的生命安全

通道设置在线路中间、两个槽型道床之间的公共区域，称为中央生命安全通道；单线槽型道

床的生命安全通道设置在线路两侧，称为独立生命安全通道。同时，检修维护通道也可作为

生命安全通道用于疏散乘客，有效地降低安全风险，确保人身生命安全。本实用新型在安全

可靠性上集中并充分体现了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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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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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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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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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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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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