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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  铁道车辆基本知识认知 

【项目导入】 

铁路运输是我国的主要运输方式，铁道车辆是铁路运输中直接载运旅客和货物的工具，

是铁路中的一个主要环节。完成铁路运输任务需要有数量足够、品种齐全、质量优异的铁道

机车车辆组成列车运营，如图 1.0.1 所示。随着社会的进步，运输对车辆的要求越来越高，

车辆上的各种装备也越来越多。作为容纳运输对象的铁道车辆的技术状态直接关系着列车运

行的安全。目前，我国在铁路线上运营的铁道车辆数量多且车型杂，而全国铁路第六次大面

积提速后，铁路干线的行车速度又大幅提高，这对铁道车辆的运用和检修工作提出了更全面、

更高标准的要求。 

为了适应铁道车辆检修和运用岗位的需求，作为一线的技术工人，必须了解和掌握铁道

车辆的一些基本知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掌握铁道车辆检修的专项技术与技能，为胜任铁道

车辆检修与运用工作做好准备。 

   
（a）货物列车     （b）旅客列车 

图 1.0.1  铁路列车 

【学习内容】 

知识点： 

知识点 1.1  我国铁道车辆发展历程 

知识点 1.2  我国铁道车辆检修体制 

知识点 1.3  铁道车辆检修限度 

知识点 1.4  铁道车辆代码、标记及方位 

知识点 1.5  铁道车辆技术参数 

知识点 1.6  铁路轨道与限界 



【知识点】 

知识点 1.1  我国铁道车辆发展历程 

【摘要】主要介绍“铁道车辆的特点”“我国铁道车辆发展历程”“铁道车辆基本结构组成

及作用”及“CRH动车组基本结构组成”。 

 

广义地说，铁道车辆是指那种必须沿着专设的轨道运行的车辆。在此主要论述在铁路干

线上运行的铁道车辆。由于各种轨道车辆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本书所述的车辆结构原理

基本也适用于其他有轨车辆。 

1.1.1  铁道车辆的特点 

铁道车辆是指那种必须沿着专设的轨道运行的车辆。这个特殊的轮轨关系成了铁道车辆

结构上最大的特征，并由此产生出许多特点。铁道车辆的基本特点如图 1.1.1所示。 

 
图 1.1.1  铁道车辆的基本特点 

1.1.1.1  自行导向 

除铁道上运行的列车之外，航空、水运和公路上的各种运输工具几乎全有操纵运行方向

的机构，而铁道车辆通过其特殊的轮轨结构，车轮即能沿轨道运行而无须专人掌握运行的方

向。轮对在轨道上自行导向示意图如图 1.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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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轮对在轨道上自行导向示意图 

1.1.1.2  低运行阻力 

除坡道、弯道及空气对车辆的阻力之外，运行阻力主要来自走行机构中的轴与轴承以及

车轮与轨面的摩擦阻力。铁道车辆的车轮及钢轨都是含碳量偏高的钢材，轮轨接触处的变形

较小，而且铁路线路的结构状态也尽量使其运行阻力减小。 

1.1.1.3  成列运行 

以上两个特点决定了铁道车辆可以编组、连挂组成列车。为了适应成列运行的特点，车

与车之间需设连接、缓冲装置；由于列车的惯性很大，每辆车均需设制动装置。 

1.1.1.4  严格的外形尺寸限制 

铁道车辆只能在规定的线路上行驶，无法像其他车辆那样主动避让靠近它的物体，为此

要制定限界，严格限制车辆的外形尺寸以确保运行安全。 

1.1.2  我国铁道车辆的发展概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铁路上行驶的铁道车辆绝大多数都是从西方进口的。铁道车辆工

业的落后使我国铁路不得不受制于人。经过 60多年的发展，我国建立了完善的铁道车辆装备

体系。特别是 2002年以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我国铁路具备了生产车速 200～

350km/h的动车组，铁道车辆工业实现了历史性腾飞。 

1.1.2.1  客车发展概况 

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几乎没有独立的客车制造工业。1953年起，我国开始自行设计

和制造客车。至今已先后批量制造了 21 型、22 型和 25 型客车。其种类涵盖硬座车、硬

卧车、软座车、软卧车、餐车、邮政车、行李车和特种车等多个类型，形成了系统、完善

的客车体系。  

以车型为依据，我国铁路客车的发展历程如图 1.1.3所示。 



 

 

 
图 1.1.3  我国铁路客车发展历程 

 

25 型车又称为 25.5m 客车。顾名思义，25 型客车的车体长度为 25.5m。1965 年，

我国铁路根据国情、路情，在机车车辆限界允许的情况下，参照发达国家客车发展趋势，

尽量加长车体，加大车宽，提高定员和舒适度。但由于历史原因，研发速度缓慢。直到

1990 年，25A 型空调客车批量下线。此后，又设计生产了国产化的 25G 型空调客车、

25B 型非空调客车。为适应列车提速，又生产了 25Z 型和 25K 型客车，最高运行速度达

140～160km/h。近年来，我国又研制生产了 25T 型客车。25T 型客车吸收了多年来 25

型客车、准高速客车、提速客车的技术及运用经验，采用大量新技术研制而成，构造速

度达 180km/h，最高运行速度为 160km/h。在第五次和第六次大提速中，25T 型客车承

担了全部直达特快列车的开行任务。25T 型客车经过专门设计后，还用于青藏铁路旅客       

运输。  

1.1.2.2  货车发展概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旧中国铁路工业几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我国开始试制货车。这

一时期的货车主要以 30 t 和 50 t 货车为主，由于技术力量薄弱、经验不足，存在一些问

题。20 世纪 60 年代后，多种 60 t 级通用货车投入运用。随着材料技术的提高和滚动轴承

的推广，货车质量和寿命逐步提高，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已形成完善的 60 t 级通用货车

系列和特种货车系列。进入 21 世纪后，由于铁路货运压力的不断提升，货车装备升级换

代步伐加快，载重 70 t 通用货车、载重 80 t 煤炭专用货车、载重 100 t 矿石专用货车均投

入批量生产运用。特别是自主研制的 C80和 C80B型煤运专用货车的投入运用，为大秦线实

现 3.4 亿吨年运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载重为依据，我国铁路货车发展历程如图 1.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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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我国铁路货车发展历程 

1.1.2.3  动车组发展概况 

早在 20世纪 50年代，我国就开始了动车组的研制。1958年，原四方机车车辆厂设计制

造了第一列东风号双层列车。该列车由两辆动车和 4辆双层客车组成。进入 20世纪 90年代

后，我国曾研制了“庐山号”“新曙光”“神州”等内燃动车组和“春城”“蓝箭”“先锋”等

电力动车组，积累了部分动车组的设计制造技术。但是，由于牵引传动、列车控制等关键技

术不过关，安全性、可靠性难以满足高速运行的要求。因此，我国动车组开始走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之路，成为铁路装备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2004 年 4 月，国务院《研究铁路机车车辆装备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明确了“引进先进技

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中国品牌”的基本原则。按照“先进、成熟、经济、适用、可靠”的方

针，2004年 10月原铁道部组织完成了 140列车速 200km/h动车组的采购项目合同签订，成功引

进了川崎重工、庞巴迪、阿尔斯通的动车组先进技术。2005年，又完成了速度 300 km/h动车组

采购项目。通过几年的发展，我国已形成了完善的动车组技术和生产体系。现在，我国铁路共有

CRH1、CRH2、CRH3、CRH5四个动车组系列，形成了速度 200～350km/h、8节或 16节编组、

座车卧车齐备的动车组产品体系。CRH（和谐号）动车组也打造了闪亮的中国品牌。 

2014 年 6 月 7 日，“中国高速列车关键技术研究及装备研制”项目现场验收会在青岛召

开，被称为中国创造新名片的高铁项目正式通过了国家验收。该项目的标志性成果——车速

350 km/h（最高运营速度 380km/h）高速动车组 CRH380 系列已经成为我国高速铁路的主力

装备，CRH380 系列高速动车组安全运营里程已超过 4 亿千米。目前，CRH380 系列高速动

车组有中车四方的 CRH380A型、中车唐山和长客的 CRH380B型、中车长客的 CRH380C型

和 BST的 CRH380D型。 

目前，我国综合现在运营的动车组的优点，研制了“中国标准”动车组。首先在充分调



研总结已有动车组运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运用的一些需求，如要持续高速运行、

长距离、开行密度较高、载客量较大，以及高寒、多雪、高原风沙、沿海湿热、桥梁隧道、

无砟轨道和雾霾、柳絮等条件，融汇既有技术平台的优点来开展顶层设计，提出了动车组总

体的技术条件。通过这样设计，就形成了我国标准动车组的整个研制过程。 

以速度为依据，我国 CRH动车组发展历程如图 1.1.5所示。 

 
图 1.1.5  我国 CRH动车组发展历程 

1.1.3  铁道车辆基本结构组成及作用 

由于不同的目的、用途及运用条件，铁道车辆从出现初期直至近代形成了多种类型与结

构。铁道车辆基本结构组成如图 1.1.6所示。 

 
图 1.1.6  铁道车辆基本结构组成 

1.1.3.1  车  体 

车体既是容纳旅客、装载货物及整备品等的部分，

又是安装与连接其他组成部分的基础。车体主要由底

架、侧墙、端墙、车顶等部分组成。客车车体如图 1.1.7

所示。其中，底架是车体的基础。车体承受着作用于

车辆上的各种载荷。因此，车体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

刚度。 
 

图 1.1.7  客车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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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2  走行部 

走行部一般为转向架结构。它是能相对车体回转的一种走行装置，承受着车体的自重和

载重，并由机车牵引，行驶在钢轨上，是保证车辆运行品质的关键部件。转向架必须有足够

的强度和良好的运行平稳性，以保证安全运行和满足旅客的舒适性要求。目前，一般客、货

车辆的走行部大部分是由两台二轴转向架组成的，如图 1.1.8所示。 

 
图 1.1.8  二轴转向架 

1.1.3.3  制动装置 

制动装置是由车辆上起制动作用的零部件所组成的一整套机构。它的主要作用是保证高

速运行中的列车能按需要实现减速、在规定的距离内实现停车或防止静止的车辆溜走，以保

证行车安全。制动装置一般由空气制动机、手制动机和基础制动装置等部分组成，它们在车

上的安装位置如图 1.1.9 所示。制动装置是通过压缩空气或人力推动基础制动装置，使闸瓦

压紧车轮来实现制动作用的。一般空气制动机如图 1.1.10所示。 

 
图 1.1.9  制动装置在车上的安装位置 



 
图 1.1.10  空气制动机 

1—制动缸；2—闸调器；3—制动缸管；4—截断塞门；5—远心集尘器；6—104 型分配阀；  

7—副风缸；8—压力风缸；9—制动缸排气塞门  

1.1.3.4  车端连接及缓冲装置 

车端连接装置是将机车与车辆或车辆与车辆进行互相连接的装置。车辆连接装置安装在

车体底架的两端，多为各种形式的自动车钩。缓冲装置指车钩后部的钩尾框中能储存和吸收

机械能的缓冲装置，以缓和列车冲动。车端连接及缓冲装置具有传递和缓和列车运行中纵向

力的性能，要求具有强度大、摘挂方便、缓冲性能良好的特点。 

综合各种车型，车端连接及缓冲装置还应该包括风挡装置以及电气、风管装置等，如图

1.1.11所示。 

 
图 1.1.11  车端连接与缓冲装置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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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车辆内部设备 

车辆内部设备是指能良好地为运输对象服务而设于车体内的一些固定附属装置，如客车

内的座席、卧铺、茶桌、行李架、给水、卫生、取暖、通风、照明、空调及各种电气设备和

供电装置。货车由于类型不同，内部设备也因此千差万别，一般来说比客车简单，如棚车中

的拴马环、床托，保温车中装设的制冷设备和乘务员的生活设备等。客车车内设备如图 1.1.12

所示。 

 
图 1.1.12  客车车内设备 

1.1.4  动车组基本结构组成及作用 

动车组一般由动车（M 车）、拖车（T 车）、带司机室车和不带司机室车等多种形式的车

辆组成。动车组车辆基本结构组成如图 1.1.13所示。 

 
图 1.1.13  动车组车辆基本结构组成 



1.1.4.1  动车组车体 

动车组车体分为司机室车体和无司机室车体两种，是容纳乘客和司机驾驶（对于有司机

室的车辆）的地方，又是安装与连接其他设备和部件的基础及骨架。 

通常，车体由底架、端墙、侧墙和车顶等组成。近代动车组车体均采用整体承载的钢结

构或轻金属结构，以实现在最轻的自重条件下满足强度和刚度要求。 

1.1.4.2  动车组转向架 

动车组转向架有动力转向架和非动力转向架之分。转向架位于车辆的最下部、车体与轨

道之间。它牵引和引导车辆沿着轨道行驶，并承受和传递来自车体及线路的各种载荷，同时

缓和其动力作用。转向架是保证车辆运行品质的关键部件。 

动车组非动力转向架由构架、弹簧悬挂装置、轮对轴箱装置和基础制动装置等组成。动

力转向架除由上述装置组成外，还装设有驱动装置。 

1.1.4.3  牵引传动及控制系统 

动车组的牵引传动及控制系统主要是指动车电气设备，包括动车（或拖车）上的各种电

气设备及其控制电路。 

按其作用和功能的不同，动车组牵引及控制系统可分为主传动电路系统、辅助电路系统

和电子与控制电路系统三部分。主传动电路系统主要包括主变压器、变流装置和牵引电机等。

辅助电路系统主要包括各种通风冷却装置。电子与控制电路系统主要包括与牵引传动系统有

关的各种控制装置。 

1.1.4.4  动车组制动装置 

动车组制动装置包括机械部分、空气管路部分和电气控制部分。 

动车组制动装置是保证列车安全运行所必不可少的装置。不仅要在动车上设制动装置，

而且在拖车上也要设制动装置，这样才能使运行中的车辆按需要减速或在规定的距离内停车。

现代动车组通常以再生制动为首选制动方式。 

1.1.4.5  动车组车端连接装置 

动车组车端连接装置包括车钩缓冲装置、风挡装置和电气与风管连接器等。 

动车组编组成列必须借助于车钩和风挡装置。为了改善列车纵向平稳性，一般在车钩的

后部装设缓冲装置，以缓和列车冲动。另外，还必须借助简便且可靠的电气与风管连接器将

车辆之间的电气和空气管路很好连通。 

1.1.4.6  动车组受流装置 

动车组受流装置指从接触网或导电轨（第三轨）将电流引入动车的装置。 

动车组受流装置按其受流方式的不同有多种形式，但高速动车组通常采用受电弓受流器，

属上部受流。受电弓可根据需要进行升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