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21335795.9

(22)申请日 2020.07.08

(73)专利权人 中车长江车辆有限公司

地址 430212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大桥新

区山湖路

(72)发明人 闫瑞　李晓军　吴宇波　陈瑞　

陶德强　王剑　张仙花　沈鹏　

陈洪涛　徐冬华　刘颖菲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开元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42104

代理人 胡镇西　舒景景

(51)Int.Cl.

B61D 45/00(2006.01)

B61D 3/20(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铁路集装箱平车车体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铁路集装箱平车车

体，包括中梁组成、侧梁组成、端梁横梁组成、中

央横梁组成、小横梁组成和枕梁组成；每个所述

侧梁组成上安装有六套集装箱锁闭装置，其中两

套集装箱锁闭装置位于该侧梁组成与中央横梁

组成的连接处，两套集装箱锁闭装置位于该侧梁

组成与两组端梁横梁组成的连接处，余下两套集

装箱锁闭装置位于该侧梁组成与两组小横梁组

成的连接处。该平车车体通过增设两组小横梁组

成和四套集装箱锁闭装置，在保留原单独装载1

个40ft标准集装箱或同时装载2个20ft标准集装

箱功能同时，实现单独装载1个20ft集装箱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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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铁路集装箱平车车体，其特征在于：

包括中梁组成(1)，设置在中梁组成(1)两侧的两个侧梁组成(7)，固定在中梁组成(1)

与两个侧梁组成(7)两端的两组端梁横梁组成(5)，固定在中梁组成(1)与两个侧梁组成(7)

中部的一组中央横梁组成(4)，固定在中梁组成(1)与两个侧梁组成(7)之间并且位于中央

横梁组成(4)与两组端梁横梁组成(5)之间的两组小横梁组成(3)，以及固定在中梁组成(1)

与两个侧梁组成(7)之间并且位于两组小横梁组成(3)与同侧端梁横梁组成(5)之间的两组

枕梁组成(2)；

每个所述侧梁组成(7)上安装有六套集装箱锁闭装置(6)，其中两套集装箱锁闭装置

(6)位于该侧梁组成(7)与中央横梁组成(4)的连接处，两套集装箱锁闭装置(6)位于该侧梁

组成(7)与两组端梁横梁组成(5)的连接处，余下两套集装箱锁闭装置(6)位于该侧梁组成

(7)与两组小横梁组成(3)的连接处；

所述中央横梁组成(4)处的集装箱锁闭装置(6)与两组端梁横梁组成(5)处的集装箱锁

闭装置(6)用于单独装载1个40ft标准集装箱或同时装载2个20ft标准集装箱，两组小横梁

组成(3)处的集装箱锁闭装置(6)用于单独装载1个20ft集装箱。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铁路集装箱平车车体，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梁组成(1)采用钢板件组焊而成的鱼腹型箱型结构；

所述侧梁采用冷弯槽钢；

每组所述端梁横梁组成(5)包括一个L形端梁(5.1)和对称地设置在中梁组成(1)两侧

的两个端部小横梁(5.5)；所述L形端梁(5.1)的横截面为倒L形，固定在中梁组成(1)和两个

侧梁组成(7)的端部；所述端部小横梁(5.5)为钢板件组焊而成的单腹板结构；

所述中央横梁组成(4)包括对称地设置在中梁组成(1)两侧的四个中央横梁，中梁组成

(1)每一侧的两个中央横梁的上部通过中央横梁连接板(4.3)连在一起；所述中央横梁为钢

板件组焊而成的单腹板结构；

每组所述小横梁组成(3)包括两个单腹板小横梁(3.6)和两个L形小横梁(3.2)；两个所

述单腹板小横梁(3.6)和两个所述L形小横梁(3.2)均分别对称地设置在中梁组成(1)的两

侧；所述单腹板小横梁(3.6)为钢板件组焊而成的单腹板结构；所述L形小横梁(3.2)的横截

面呈倒置的L形，其下翼边位于远离车轮的一侧；

每组所述枕梁组成(2)包括对称地设置在中梁组成(1)两侧的两个枕梁，所述枕梁为钢

板件组焊而成的双腹板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铁路集装箱平车车体，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梁组成(1)包括中梁上盖板(1.2)、中梁下盖板(1.7)和设置在二者之间的两个

中梁腹板(1.6)；所述中梁腹板(1.6)沿长度方向中间宽、两端窄，与中梁上盖板(1.2)、中梁

下盖板(1.7)围成变截面的中梁内腔；所述中梁腹板(1.6)较宽处开设有多个大型长圆孔，

并在大型长圆孔处焊接圆环加强板(1.10)进行补强；所述中梁内腔中设置有多块中梁隔板

(1.11)。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铁路集装箱平车车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端部小横梁(5.5)包

括端部小横梁上盖板(5.6)、端部小横梁下盖板(5.8)和设置在二者之间的端部小横梁腹板

(5.7)；所述中梁组成(1)每一侧的端部小横梁上盖板(5.6)与L形端梁(5.1)的上翼边之间

通过端部横梁连接板(5.9)连在一起；所述侧梁组成(7)与每个端部横梁连接板(5.9)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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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处设置有一个所述集装箱锁闭装置(6)。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铁路集装箱平车车体，其特征在于：所述L形端梁(5.1)的内侧

下部设置有两个端梁下加强板(5.4)，并在其上翼边与端梁下加强板(5.4)之间设置有多个

端梁加强筋板(5.3)；每个所述端梁下加强板(5.4)的两端分别与中梁组成(1)和侧梁组成

(7)相连；所述L形端梁(5.1)的外侧设置有用于防止集装箱门意外打开的集装箱门挡(5.2)

和用于在主连接装置(5.11)失效时临时牵引列车的应急连接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铁路集装箱平车车体，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横梁包括中央横

梁上盖板(4.1)、中央横梁下盖板(4.4)和设置在二者之间的中央横梁腹板(4.5)，所述中梁

组成(1)每一侧的两个中央横梁上盖板(4.1)通过中央横梁连接板(4.3)连在一起；所述侧

梁组成(7)与每个中央横梁连接板(4.3)的相连处设置有两个所述集装箱锁闭装置(6)。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铁路集装箱平车车体，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单腹板小横梁

(3 .6)包括小横梁上盖板(3 .1)、小横梁下盖板(3 .4)和设置在二者之间的小横梁腹板

(3.5)；所述中梁组成(1)每一侧的小横梁上盖板(3.1)与L形小横梁(3.2)的上翼边之间通

过小横梁连接板(3.3)连在一起；所述侧梁组成(7)与每个小横梁连接板(3.3)的相连处设

置有一个所述集装箱锁闭装置(6)。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铁路集装箱平车车体，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枕梁包括枕梁上

盖板(2.1)、枕梁下盖板(2.2)和设置在二者之间的两个枕梁腹板(2.3)；所述枕梁上盖板

(2.1)与中梁组成(1)、侧梁组成(7)的连接处采用大圆弧过渡以降低连接处应力，所述枕梁

下盖板(2.2)与侧梁连接处设置有枕梁支板(2.4)以对连接处进行补强。

9.根据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所述的铁路集装箱平车车体，其特征在于：所述中梁组

成(1)的两端部分别设置有采用钢板件组焊而成的组焊式冲击座(1.1)。

10.根据权利要求1～8中任一项所述的铁路集装箱平车车体，其特征在于：所述中梁组

成(1)两头均设有前车轴吊板(1.3)和后车轴吊板(1.5)，并在二者与中梁组成(1)的连接处

设置有吊板加强板(1.4)进行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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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集装箱平车车体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铁路车辆，具体是指一种铁路集装箱平车车体。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主流铁路集装箱平车配置有8套集装箱锁闭装置，其中2套位于车辆前端，2套

位于车辆后端，余下4套位于车辆中间。这种集装箱平车只能满足单独装载1个40ft标准集

装箱，或者同时装载2个20ft标准集装箱的要求，不满足单独装载1个20ft标准集装箱的要

求(强行装载将导致集装箱重心不在中间)。对于部分客户有需求装载1个20ft集装箱的要

求，因此需要对集装箱锁闭装置的布局进行重新设计。另一方面，现有大部分平车中梁或侧

梁一般采用热轧型钢，自重较重，对于一些国家其铁路只能满足小轴重的铁路车辆运行，这

就要求运输集装箱的铁路平车要做的尽可能自重轻，载重大的要求，从而提高运输效益。同

时还要可虑结构简单、制造工艺简单、客户使用维护简单。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够满足多种集装箱装载要求的铁路集装箱平

车车体。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所设计的铁路集装箱平车车体，包括中梁组成，设置

在中梁组成两侧的两个侧梁组成，固定在中梁组成与两个侧梁组成两端的两组端梁横梁组

成，固定在中梁组成与两个侧梁组成中部的一组中央横梁组成，固定在中梁组成与两个侧

梁组成之间并且位于中央横梁组成与两组端梁横梁组成之间的两组小横梁组成，以及固定

在中梁组成与两个侧梁组成之间并且位于两组小横梁组成与同侧端梁横梁组成之间的两

组枕梁组成；

[0005] 每个所述侧梁组成上安装有六套集装箱锁闭装置，其中两套集装箱锁闭装置位于

该侧梁组成与中央横梁组成的连接处，两套集装箱锁闭装置位于该侧梁组成与两组端梁横

梁组成的连接处，余下两套集装箱锁闭装置位于该侧梁组成与两组小横梁组成的连接处；

[0006] 所述中央横梁组成处的集装箱锁闭装置与两组端梁横梁组成处的集装箱锁闭装

置用于单独装载1个40ft标准集装箱或同时装载2个20ft标准集装箱，两组小横梁组成处的

集装箱锁闭装置用于单独装载1个20ft集装箱。

[0007] 优选地，所述中梁组成采用钢板件组焊而成的鱼腹型箱型结构，其主要优势是相

比热轧型材可明显降低车体重量，同时鱼腹型箱型结构为等强度设计，垂向受力及刚度较

好；

[0008] 所述侧梁采用冷弯槽钢；

[0009] 每组所述端梁横梁组成包括一个L形端梁和对称地设置在中梁组成两侧的两个端

部小横梁；所述L形端梁的横截面为倒L形，固定在中梁组成和两个侧梁组成的端部；所述端

部小横梁为钢板件组焊而成的单腹板结构；

[0010] 所述中央横梁组成包括对称地设置在中梁组成两侧的四个中央横梁，中梁组成每

说　明　书 1/6 页

4

CN 212332659 U

4



一侧的两个中央横梁的上部通过中央横梁连接板连在一起；所述中央横梁为钢板件组焊而

成的单腹板结构；

[0011] 每组所述小横梁组成包括两个单腹板小横梁和两个L形小横梁；两个所述单腹板

小横梁和两个所述L形小横梁均分别对称地设置在中梁组成的两侧；所述单腹板小横梁为

钢板件组焊而成的单腹板结构；所述L形小横梁的横截面呈倒置的L形，其下翼边位于远离

车轮的一侧；

[0012] 每组所述枕梁组成包括对称地设置在中梁组成两侧的两个枕梁，所述枕梁为钢板

件组焊而成的双腹板结构。

[0013] 上述方案通过采用鱼腹型箱型结构、单/双腹板结构等技术手段，在满足小轴重、

小牵引吨位铁路车辆的强度要求的同时，达到降低车体自重，简化制造工艺的目的。

[0014] 优选地，所述中梁组成包括中梁上盖板、中梁下盖板和设置在二者之间的两个中

梁腹板；所述中梁腹板沿长度方向中间宽、两端窄，与中梁上盖板、中梁下盖板围成变截面

的中梁内腔；所述中梁腹板较宽处开设有多个大型长圆孔，并在大型长圆孔处焊接圆环加

强板进行补强；所述中梁内腔中设置有多块中梁隔板。大型长圆孔既能减轻重量，又便于车

辆制动系统配件在中梁组成中梁内腔中的安装与维护；而设置中梁隔板可提高中梁组成的

整体刚度。

[0015] 优选地，所述端部小横梁包括端部小横梁上盖板、端部小横梁下盖板和设置在二

者之间的端部小横梁腹板；所述中梁组成每一侧的端部小横梁上盖板与L形端梁的上翼边

之间通过端部横梁连接板连在一起；所述侧梁组成与每个端部横梁连接板的相连处设置有

一个所述集装箱锁闭装置。

[0016] 优选地，所述L形端梁的内侧下部设置有两个端梁下加强板，并在其上翼边与端梁

下加强板之间设置有多个端梁加强筋板；每个所述端梁下加强板的两端分别与中梁组成和

侧梁组成相连；所述L形端梁的外侧设置有用于防止集装箱门意外打开的集装箱门挡和用

于在主连接装置失效时临时牵引列车的应急连接装置。

[0017] 优选地，所述中央横梁包括中央横梁上盖板、中央横梁下盖板和设置在二者之间

的中央横梁腹板，所述中梁组成每一侧的两个中央横梁上盖板通过中央横梁连接板连在一

起；所述侧梁组成与每个中央横梁连接板的相连处设置有两个所述集装箱锁闭装置。

[0018] 优选地，每个所述单腹板小横梁包括小横梁上盖板、小横梁下盖板和设置在二者

之间的小横梁腹板；所述中梁组成每一侧的小横梁上盖板与L形小横梁的上翼边之间通过

小横梁连接板连在一起；所述侧梁组成与每个小横梁连接板的相连处设置有一个所述集装

箱锁闭装置。

[0019] 优选地，每个所述枕梁包括枕梁上盖板、枕梁下盖板和设置在二者之间的两个枕

梁腹板；所述枕梁上盖板与中梁组成、侧梁组成的连接处采用大圆弧过渡以降低连接处应

力，所述枕梁下盖板与侧梁连接处设置有枕梁支板以对连接处进行补强。

[0020] 优选地，所述中梁组成的两端部分别设置有采用钢板件组焊而成的组焊式冲击

座。相比铸造冲击座，重量明显降低，不需制造模具，采购周期较短，可快速满足交付期。

[0021] 优选地，所述中梁组成两头均设有前车轴吊板和后车轴吊板，并在二者与中梁组

成的连接处设置有吊板加强板进行补强。一般运输过程中需要将车体和转向架一起吊运，

通常采用额外的车轴车体连接装置，本方案直接将车轴吊板集成在中梁上，在需要整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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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时，直接安装U型吊连接转向架和平车车体。

[0022]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通过增设两组小横梁

组成和四套集装箱锁闭装置，在保留原单独装载1个40ft标准集装箱或同时装载2个20ft标

准集装箱功能同时，实现单独装载1个20ft集装箱的要求。同时车体结构简单，工艺成熟，方

便运用维护。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设计的平车车体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4] 图2为图1中平车车体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图1中中梁组成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图3中中梁组成移除中梁腹板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为图1中枕梁组成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8] 图6为图1中小横梁组成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9] 图7为图1中中央横梁组成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0] 图8为图1中端梁横梁组成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1] 图9为本发明实施例2所设计的应急连接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10为图9中应急连接装置的分解结构示意图。

[0033] 图11、图12为图9中应急连接装置在L形端梁上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34] 图13为两个图9中应急连接装置相互挂接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14为四个图9中应急连接装置连接在两辆车之间的示意图。

[0036] 其中：

[0037] 中梁组成1、冲击座1.1、中梁上盖板1.2、前车轴吊板1.3、吊板加强板1.4、后车轴

吊板1.5、中梁腹板1.6、中梁下盖板1.7、上心盘1.9、圆环加强板1.10、中梁隔板1.11；

[0038] 枕梁组成2、枕梁上盖板2.1、枕梁下盖板2.2、枕梁腹板2.3、枕梁支板2.4；

[0039] 小横梁组成3、小横梁上盖板3.1、L形小横梁3.2、小横梁连接板3.3、小横梁下盖板

3.4、小横梁腹板3.5、单腹板小横梁3.6；

[0040] 中央横梁组成4、中央横梁上盖板4.1、中央横梁连接板4.3、中央横梁下盖板4.4、

中央横梁腹板4.5；

[0041] 端梁横梁组成5、L形端梁5.1、集装箱门挡5.2、端梁加强筋板5.3、端梁下加强板

5.4、端部小横梁5.5、端部小横梁上盖板5.6、端部小横梁腹板5.7、端部小横梁下盖板5.8、

端部横梁连接板5.9、紧固件安装孔5.10、主连接装置5.11；

[0042] 集装箱锁闭装置6、锁闭装置座板6.1；

[0043] 侧梁组成7；

[0044] 紧固件8、缓冲弹簧8.1、特制螺帽8.2、连接孔8.21、螺杆8.3、螺母8.4、垫圈8.5、销

孔8.6、开口销8.7；

[0045] 柔性连接件9、固定环9.1、挂接环9.2、圆环链9.3、链环9.31；

[0046] 牵引钩10、尾部安装孔10.1、钩形头部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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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48] 实施例1

[0049] 如图1、图2所示，本实施例所设计的铁路集装箱平车车体，包括中梁组成1，设置在

中梁组成1两侧的两个侧梁组成7，固定在中梁组成1与两个侧梁组成7两端的两组端梁横梁

组成5，固定在中梁组成1与两个侧梁组成7中部的一组中央横梁组成4，固定在中梁组成1与

两个侧梁组成7之间并且位于中央横梁组成4与两组端梁横梁组成5之间的两组小横梁组成

3，以及固定在中梁组成1与两个侧梁组成7之间并且位于两组小横梁组成3与同侧端梁横梁

组成5之间的两组枕梁组成2。中梁组成1、枕梁组成2、小横梁组成3、中央横梁组成4、端梁横

梁组成5和侧梁组成7组焊形成框架结构，用于承载集装箱、承受列车纵向牵引力和冲击力。

[0050] 车体两侧共设置12套集装箱锁闭装置6。每个侧梁组成7上安装六套集装箱锁闭装

置6，其中两套集装箱锁闭装置6位于该侧梁组成7与中央横梁组成4的连接处，两套集装箱

锁闭装置6位于该侧梁组成7与两组端梁横梁组成5的连接处，余下两套集装箱锁闭装置6位

于该侧梁组成7与两组小横梁组成3的连接处。中央横梁组成4处的集装箱锁闭装置6与两组

端梁横梁组成5处的集装箱锁闭装置6用于单独装载1个40ft标准集装箱或同时装载2个

20ft标准集装箱，两组小横梁组成3处的集装箱锁闭装置6用于单独装载1个20ft集装箱。集

装箱锁闭装置6的垂向力通过集装箱锁闭装置6的锁闭装置座板6.1传递给车体的整个框架

结构。

[0051] 如图3、图4所示，中梁组成为钢板件组焊而成的鱼腹型箱型结构，主要优势是相比

热轧型材可明显降低车体重量，同时鱼腹型箱型结构为等强度设计，垂向受力及刚度较好。

[0052] 中梁组成1主要由冲击座1.1、中梁上盖板1.2、前车轴吊板1.3、吊板加强板1.4、后

车轴吊板1.5、中梁腹板1.6、中梁下盖板1.7、上心盘1.9、圆环加强板1.10、中梁隔板1.11等

组成。

[0053] 冲击座1.1采用钢板件组焊而成，可连接F型车钩。相比铸造冲击座，组焊式冲击座

1.1重量明显降低，不需制造模具，采购周期较短，可快速满足交付期。

[0054] 中梁下盖板1.7由位于中间两端向上弯曲的一段钢板件和位于两头的两段平直钢

板件通过对接焊连接，两头的钢板件由于受力较大采用相对较厚的钢板，而中间受力较小

采用较薄的钢板。

[0055] 中梁组成1两端设有前车轴吊板1.3和后车轴吊板1.5。前车轴吊板1.3和后车轴吊

板1.5直接与中梁下盖板1.7焊接，并在车轴吊板位置设置吊板加强板1.4，起到补强作用。

一般运输过程中需要将车体和转向架一起吊运，通常采用额外的车轴车体连接装置，本方

案直接将车轴吊板集成在中梁上，在需要整车起吊时，直接安装U型吊连接转向架和平车车

体。

[0056] 为便于车辆制动系统配件在中梁组成1的内腔中的安装和维护，中梁腹板1.6中间

位置开设4个大型长圆孔，并在长圆孔的内侧焊接圆环加强板1.10进行补强。为增加中梁组

成1的刚度，在中梁内腔中的相应位置设置多块中梁隔板1.11，并通过焊接与中梁上盖板

1.2、中梁腹板1.6，以及中梁下盖板1.7进行连接。

[0057] 如图5所示，每组枕梁组成2包括对称地设置在中梁组成两侧的两个枕梁，每个枕

梁主要由枕梁上盖板2.1、枕梁下盖板2.2、枕梁腹板2.3、枕梁支板2.4组成。枕梁也是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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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组焊而成的变截面双腹板结构。枕梁上盖板2.1与双枕梁腹板2.3焊接，并与中梁上盖板

1.2和侧梁7的上翼边对接焊。为降低枕梁上盖板2.1与中梁上盖板1.2和侧梁7的连接焊缝

的应力，在枕梁上盖板2.1与中梁上盖板1.2和侧梁7的连接处设置大圆弧，以有效降低该处

应力水平。枕梁腹板2.3同时还与中梁腹板1.6、侧梁7、以及枕梁下盖板2.2焊接连接。枕梁

下盖板2.2再与中梁下盖板1.7、侧梁7、以及支板2.4焊接连接。枕梁支板2.4主要作用是支

撑枕梁组成2与侧梁7，使结构布局更为合理。

[0058] 如图6所示，小横梁组成3包括单腹板小横梁3.6、L形小横梁3.2和小横梁连接板

3.3，其中单腹板小横梁3.6主要由小横梁上盖板3.1、小横梁下盖板3.4和小横梁腹板3.5组

成。L形小横梁3.2主要考虑在该处车辆转向架车轮在此位置，为避免干涉，设计为L形，并且

L形下翼边远离车轮一侧。小横梁腹板3.5与相应的小横梁上盖板3.1和小横梁下盖板3.4组

成独立的单腹板结构，并与中梁上盖板1.2、中梁腹板1.6、中梁下盖板1.7、侧梁7焊接连接。

单腹板小横梁3.6、L形小横梁3.2之间通过小横梁连接板3.3焊接连接，小横梁连接板3.3上

面设置锁闭装置座板6.1，作为集装箱锁闭装置6安装位置和承载面。采用单腹板结构并通

过小横梁连接板3.3焊接相连的好处是，不需要另外在两个小横梁之间增加连接纵梁，即可

满足小轴重、小牵引吨位铁路车辆的要求，从而达到降低车体自重，简化制造工艺的目的。

[0059] 如图7所示，中央横梁组成4包括对称地设置在中梁组成1两侧的四个中央横梁和

两个中央横梁连接板4.3。中央横梁主要由中央横梁上盖板4.1、中央横梁下盖板4.4、中央

横梁腹板4.5组成。两个中央横梁之间通过一个中央横梁连接板4.3连接，连接板4.3上面设

置锁闭装置座板6.1，作为集装箱锁闭装置6安装位置和承载面。中央横梁上盖板4.1、中央

横梁腹板4.5，以及中央横梁下盖板4.4分别与中梁上盖板1.2、中梁腹板1.6、中梁下盖板

1.7、侧梁7焊接连接。

[0060] 如图8所示，每组端梁横梁组成5包括一个L形端梁5.1和对称地设置在中梁组成1

两侧的两个端部小横梁5.5。L形端梁5.1上设置有端梁加强筋板5.3、端梁下加强板5.4。端

部小横梁5.5由端部小横梁上盖板5.6、端部小横梁腹板5.7、端部小横梁下盖板5.8组成。L

形端梁5.1上设置有集装箱门挡5.2，两侧各一，该门挡为可拆卸式，根据需要可向车辆端部

放倒或完全拆除。集装箱门挡5.2的底座与L形端梁5.1通过焊接连接。L形端梁5.1为倒L形，

与端梁下加强板5.4、端梁加强筋板5.3组焊，并与中梁上盖板1.2、中梁腹板1.6、中梁下盖

板1.7、侧梁7焊接连接。端部小横梁5.5的端部小横梁上盖板5.6、端部小横梁腹板5.7、端部

小横梁下盖板5.8分别与中梁上盖板1.2、中梁腹板1.6、中梁下盖板1.7、侧梁7焊接连接。端

部小横梁5.5与L形端梁5.1之间通过端部横梁连接板5.9焊接连接。锁闭装置座板6.1设置

在端部横梁连接板5.9上方，作为集装箱锁闭装置6安装位置和承载面。

[0061] 每个L形端梁5.1外侧设置有两个应急连接装置，分别位于车体主连接装置5.11的

左右，同侧相互连挂，当车钩等牵引装置失效时，可起到临时牵引列车的作用。

[0062] 实施例2

[0063] 如图9～10所示，本实施例提供了实施例1中采用的应急连接装置的一种具体实施

结构，包括紧固件8、柔性连接件9和牵引钩10。其中：

[0064] 紧固件8用于连接L形端梁5.1，其与L形端梁5.1的连接处设置有缓冲弹簧8.1，其

远离L形端梁5.1的一端设置有连接孔8.21。

[0065] 柔性连接件9的第一端与紧固件8的连接孔8.21相连，该端端部或端部附近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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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环9.1；柔性连接件9的第二端端部或端部附近设置有挂接环9.2。牵引钩10的尾部安装

孔10.1套在固定环9.1内，其钩形头部10.2可挂接在另一个应急连接装置的挂接环9.2内。

[0066] 缓冲弹簧8.1用于对主连接装置5.11失效瞬间产生的冲击进行缓冲，本实施例中

采用截锥涡卷缓冲弹簧8.1。截锥涡卷弹簧主要特点是体积小、荷载大，以及变刚度，适合铁

路货车小空间、大载荷，以及减振缓冲的实际要求。

[0067] 紧固件8采用羊眼型螺栓，羊眼型螺栓包括螺杆8.3、特制螺帽8.2、螺母8.4和垫圈

8.5。特制螺帽8.2的端部开设有连接孔8.21。特制螺帽8.2的横截面呈扁圆形。螺杆8.3的端

部设置有用于防指螺母8.4松脱的销孔8.6和开口销8.7。羊眼型螺栓最好采用锻件，也可采

用铸件，不允许采用钢板切割成形。

[0068] 柔性连接件9采用具有多节链环9.31的圆环链9.3，从其第一端端部数起，第一节

链环9.31与紧固件8的连接孔8.21相连，第二节链环9.31作为固定环9.1，最后一节链环

9.31作为挂接环9.2。为便于连接，作为固定环9.1的链环采用等边三角链环，其两角分别连

接两边的链环9.31，第三角则与牵引钩10的尾部安装孔10.1相连。

[0069] 圆环链9.3第一端第一节链环9.31在封口焊前接入羊眼型螺栓的眼孔内再进行焊

接，第二节链环9.31(三角链环)封口焊前串入第一节链环9.31、第三节链环9.31和牵引钩

10。链环9.31的尺寸和数量可以根据安全链实际长度需要数量做调整，本实施例预备9节链

环9.31(含三角链环)。

[0070] 如图11～14所示，本实施例同时提供了该应急连接装置的安装结构，包括设置在

相邻两辆车之间的四个应急连接装置。四个应急连接装置分为两组，分别位于相邻两辆车

的主连接装置5.11的一边。每组的两个应急连接装置分别通过其所包含的紧固件8安装在

一辆车L形端梁5.1预留的紧固件安装孔5.10处，同时各自的牵引钩10分别钩挂在对方的挂

接环9.2上。紧固件8的具体安装步骤为：羊眼型螺栓的螺杆8.3穿过紧固件安装孔5.10后，

在车辆内侧套上缓冲弹簧8.1，安装垫圈8.5，再紧固螺母8.4，最后将开口销8.7安装到销孔

8.6内并劈开。为确保应急连接装置安装在车辆端部连接可靠，截锥涡卷缓冲弹簧8.1应通

过紧固螺母8.4施加一定预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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