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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超高速超导磁浮轨

道交通系统，包括低压管道、道床、车辆、轨道、导

轨、供电装置、牵引装置、列控装置等。本实用新

型的磁浮轨道交通系统采用了超导型磁浮技术，

车辆连同转向架在运行过程中不与低压管道内

其它设施接触，无摩擦，无磨损；同时采用了低压

管道作为系统主体结构，又应用了磁悬浮与线性

驱动技术，可减小车辆横截面的尺寸，进而可适

用于小断面的低压管道工程；车辆横截面为圆形

结构，车头设计为子弹头型，气动性能好、风阻

小、噪音小，适用于小断面低压管道的磁浮轨道

交通系统。本实用新型可适用于管道直径不超过

5m、管道内气压不高于0.2个标准大气压、运行速

度不低于1000km/h的浮轨道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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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低压管道、道床、车辆、轨道、

列控装置、牵引装置和供电装置，其中：

所述低压管道横截面为圆形或类圆形，直径不超过5m、管道内气压不高于0.2个标准大

气压；

所述道床位于低压管道内的底部，沿低压管道连续敷设；道床上部两侧为站台，底部为

内凹平台；

所述车辆包括车头、前挡风车窗、侧窗、车门、车体和转向架，其中：每辆车辆设置两套

转向架，每套转向架包括空气弹簧、中央构架、稳定旁呈、端架、超导悬浮模块和直线电机模

块，其中：所述空气弹簧设置于转向架的上部两侧，与车体连接；所述稳定旁呈设置于中央

构架的两侧与两端；所述端架为两套，分别与中央构架的前后端销接连接；所述直线电机模

块设置于转向架的两侧；所述超导悬浮模块安装于端架底部；

所述轨道为永磁轨道，双轨连续铺设于道床的内凹平台两侧；

所述列控装置设置于内凹平台的中部、沿道床连续铺设；

所述牵引装置设置于内凹平台的两侧、高度相同，沿道床连续铺设；

所述供电装置设置于内凹平台的两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端架的底

部安装有垂向防护轮和横向防护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垂向防护轮

为可升降的垂向防护轮。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内凹平台

两侧沿道床连续铺设有导轨，所述导轨横截面为工字型。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轨道与导

轨的两侧下部设置有扣板，所述扣板沿道床每隔0.6～1m成组安装。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转向架上

设置有横向减振器、纵向减振器和垂向减振器，其中：所述横向减振器一端安装于中央构架

的两侧，另一端与车体连接；所述纵向减振器和垂向减振器设置于中央构架与端架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转向架上

设置有缓冲阻尼器，所述缓冲阻尼器一端安装于中央构架的两侧，另一端与车体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车体横截面

为圆形；所述车头连同前挡风车窗为子弹头型，整体为大流线型；所述侧窗与车门为外圆弧

形结构。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永磁轨道横

向中心距为2000mm，每侧永磁轨道的上表面可产生强度不低于1.5T的磁场。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超导悬浮

模块的工作悬浮高度为10～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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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铁路作为高速、重载的陆上交通方式，在二十一世纪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获得了众

多发达国家的青睐。但是传统轮轨的铁路交通受到自身结构特点的限制，无法突破超高速

交通的速率要求、达到空中交通的速度等级。而目前在磁浮轨道交通中进行商业应用的均

为常导型磁浮技术，其速度可达到高速轨道交通的标准，但受制于自身悬浮制式的约束，也

无法突破超高速交通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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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

系统，将超导磁浮、低气压、直线驱动技术同时应用于本实用新型的系统中。将管道内抽空

至较低气压，以减少超高速列车的运行阻力；采用超导磁浮技术，较之现有的轮轨式、常导

磁浮交通更加先进、高效、环保，本实用新型不但采用了线性驱动技术，而且将直线电机分

置于车辆的两侧，增强系统的驱动能力，保障系统可达到超高速的预期。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

系统，包括低压管道、道床、车辆、轨道、列控装置、牵引装置和供电装置，其中：

[0005] 所述低压管道横截面为圆形或类圆形，直径不超过5m、管道内气压不高于0.2个标

准大气压；

[0006] 所述道床位于低压管道内的底部，沿低压管道连续敷设；道床上部两侧为站台，底

部为内凹平台；

[0007] 所述车辆包括车头、前挡风车窗、侧窗、车门、车体和转向架，其中：每辆车辆设置

两套转向架，每套转向架包括空气弹簧、中央构架、稳定旁呈、端架、超导悬浮模块和直线电

机模块，其中：所述空气弹簧设置于转向架的上部两侧，与车体连接；所述稳定旁呈设置于

中央构架的两侧与两端；所述端架为两套，分别与中央构架的前后端销接连接；所述直线电

机模块设置于转向架的两侧；所述超导悬浮模块安装于端架底部；

[0008] 所述轨道为永磁轨道，双轨连续铺设于道床的内凹平台两侧；

[0009] 所述列控装置设置于内凹平台的中部、沿道床连续铺设；

[0010] 所述牵引装置设置于内凹平台的两侧、高度相同，沿道床连续铺设；

[0011] 所述供电装置设置于内凹平台的两侧。

[001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积极效果是：

[0013] 本实用新型将超导磁浮、低气压、直线驱动技术同时应用于轨道交通领域，采用先

进技术解决传统陆上交通无法突破超高速等级的技术瓶颈。

[0014] 本实用新型所公开的磁浮轨道交通系统全线采用低压管道敷设。本系统的低压管

道断面直径不超过5m；低压管道内气压维持在0.2个标准大气压以下，即可将车辆运行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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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至较低水平。

[0015] 本实用新型所公开的磁浮轨道交通系统采用超导磁浮技术，超导磁浮技术优于常

导磁浮与轮轨技术，可实现悬浮系统的自稳定悬浮以及自导向功能，无轮轨摩擦、无磨损，

节能环保，是超导磁浮技术与轨道交通相结合的新产品。

[0016] 本实用新型所公开的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采用直线驱动技术，无轮轨接触噪

音，双侧布置的直线驱动装置动力强，加速快，可有效保证列车达到1000km/h的速度要求。

[0017] 本实用新型所公开的车辆横截面为圆形结构，车头为子弹头型，车辆系统的空气

动力学性能优异，再配合超导磁浮与直线驱动技术，可完美应用于低气压的磁浮轨道交通

系统。

[0018] 本实用新型所公开的转向架将悬浮、导向、牵引、运行执行功能集于一身，转向架

上设置了多套减振、缓冲、安全装置，使车辆系统具有了优异的动力学性能，平稳运行、保障

车辆安全。

附图说明

[0019] 本实用新型将通过例子并参照附图的方式说明，其中：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轴测立体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22] 图3为图2的左视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道床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车辆主视图。

[0025] 图6为图5的左视图。

[0026] 图7为转向架的主视图。

[0027] 图8为图7的左视图。

[0028] 图9为图7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本实用新型的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主要包括低压管道1、道床2、车辆3、

轨道4、导轨5、扣板6、列控装置7、牵引装置8、供电装置9等，如图1、2、3、4所示。

[0030] 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的低压管道1为本实用新型系统的工程主体结构，

横截面呈现圆形或类圆形。低压管道的直径不超过5m，低压管道内气压维持在0.2个标准大

气压以下。

[0031] 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的道床2位于低压管道1之内的底部，沿低压管道连

续敷设；道床2为整体结构，上部两侧为供乘客进出、货物上下车的站台2.1，底部为供线路

设施安装的内凹平台2.2，如图4所示。整体道床2具有结构强度高、稳定性好、整体性强等优

点。

[0032] 如图5和图6所示，车辆3包括车头3.1、前挡风车窗3.2、侧窗3.3、车门3.4、车体

3.5、转向架3.6等。本实用新型的车辆3横截面为圆形结构，车头3.1连同前挡风车窗3.2设

计为子弹头型，整体大流线型、风阻系数小；侧窗3.3与车门3.4配合车辆3的整体轮廓，设计

为外圆弧形结构；每辆车设置8～12套大弧面侧窗3.3、6～10套内藏式车门3.4；车体3.5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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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部件连同转向架3.6集成为一整体。车辆3车长为10～20m，宽2.2～3m、高为2～3.2m；车

辆3可根据运营需求2～4节编组，每辆车可乘坐20～100人(全座位)。

[0033] 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的转向架3.6主要包括空气弹簧3.61、横向减振器

3.62、中央构架3.63、稳定旁呈3.64、直线电机模块3.65、超导悬浮模块3.66、垂向防护轮

3.67、横向防护轮3.68、端架3.69、纵向减振器3.70、垂向减振器3.71、缓冲阻尼器3.72等，

上述各部件之间通过栓接或销接连接配合，如图7、8、9所示。空气弹簧3.61设置于转向架的

上部两侧，每侧数量各1套，可与车体3.5连接，用于吸收转向架3.6运行中的振动及冲击；横

向减振器3.62一端安装于中央构架3.63的两侧，另一端与车体3.5连接，用于缓解车辆3在

运行过程中的侧倾，每套转向架上数量2套；稳定旁呈3.64设置于中央构架3.63的两侧与两

端，共计4套，用于防止车辆3在运行时的浮沉与共振；两套端架3.69与同一中央构架3.63销

接连接配合，三者之间可相对转动，共同实现转向架系统3.6的转向功能；直线电机模块

3.65位于转向架3.6的两侧，负责牵引转向架3.6、带动车辆3启动、运行、加减速及制动，每

套转向架设置4套；超导悬浮模块3.66安装于端架3.69的底部，通过超导悬浮模块3.66在工

作状态时的悬浮功能，可实现转向架3.6与车辆3的悬浮，每套转向架设置4套超导悬浮模块

3.66。垂向防护轮3.67与横向防护轮3.68安装于端架3.69的底部，可升降的垂向防护轮

3.67可在驻车时支持车辆3，避免滑移，横向防护轮3.68用于防止车辆3在运行过程中的偏

移，每套转向架各设置4套；纵向减振器3.70设置于中央构架3.63与端架3.69之间，用于缓

和转向架系统3.6的纵向冲动，防止转向架系统3.6的菱形变形，每套转向架设置4套；垂向

减振器3.71设置于中央构架3.63与端架3.69之间，以降低转向架系统3.6的垂向冲动，防止

转向架系统3.6的扭曲变形，每套转向架设置4套；缓冲阻尼器3.72一端安装于中央构架

3.63的两侧，另一端与车体3.5连接，用于防止车辆3在运行中的屈曲变形，使车辆运行更加

平稳、速度更高，每套转向架设置2套；每辆车辆3设置2套转向架3.6。

[0034] 如图3、图4和图8所示，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的轨道4为永磁型轨道，双轨

连续铺设于道床2的内凹平台2.2两侧，轨道4用于产生供超导磁浮模块3.67悬浮的高强度

磁场。本实用新型的双轨轨道4横向中心距(轨距)设计为2000mm。每侧永磁轨道的上表面可

产生强度不低于1.5T的磁场。

[0035] 如图3、图4和图8所示，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的导轨5横截面为工字型，双

轨连续铺设于道床内凹平台2.2两侧，用于配合转向架系统3.6中的垂向防护轮3.67、横向

防护轮3.68作用，限制车辆3过多的偏移、倾斜或浮沉，同时在系统驻车时用以支撑车辆3。

[0036] 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的扣板6，用于扣压轨道4与导轨5，并调整轨道4与

导轨5沿道床2的平顺度。本实用新型的扣板6设置于轨道4与导轨5的两侧下部，沿道床2每

隔0.6～1m成组安装。

[0037] 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的列控装置7，设置于内凹平台2.2的中部、沿道床2

连续铺设，通过时刻定位车辆的位置，获取车辆的运行信息并实施实时控制。

[0038] 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的牵引装置8是系统的驱动及制动系统，设置于道

床2的内凹平台2.2的两侧、高度相同，沿道床2连续铺设；牵引装置8通过驱动转向架上的直

线电机模块3.65，进而实现车辆3以及列车的牵引与制动。

[0039] 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的供电装置9，设置于内凹平台2.2的两侧，负责对

两侧的牵引装置8分别供电、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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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上述磁浮轨道交通系统全线采用管道敷设、低气压的运行环境。低压管道横截面

为圆形或类圆形，低压管道尺寸小，面积小，工程量小，兼顾了系统性能与经济性。

[0041] 上述磁浮轨道交通系统的悬浮与导向采用的超导磁浮技术，优选高温超导技术或

低温超导技术，超导悬浮模块的工作悬浮高度为10～20mm；超导悬浮模块承载转向架与车

辆，无摩擦运行，节能环保。

[0042] 上述磁浮轨道交通系统的牵引与制动采用直线驱动技术，并创新性地采用双侧驱

动模式，将电机布设于车辆的两侧。双侧驱动的直线驱动装置动力强、加速快、性能稳定，牵

引高效、制动灵敏；本实用新型的超高速超导磁浮轨道交通系统加速时间短、达速比例高，

最高运行速度可达到1000km/h。

[0043] 为更好地适用于低压管道，本实用新型的车辆横截面设计为圆形结构，车头设计

为子弹头型，使车辆系统具有了优异的空气动力学性能、风阻系数小、气动阻力小，再配合

超导磁浮与直线驱动技术，可完美应用于超高速轨道交通系统。

[0044] 上述磁浮轨道交通系统的转向架是系统走行、转向与运行执行部件，并且，系统的

悬浮与牵引执行部件也集成于转向架上；同时，本实用新型的转向架上设置了丰富的减振、

缓冲、安全装置，使车辆系统具有了优异的动力学性能，保障车辆安全、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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