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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内容是铁道车辆系统动力学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框架体系，包含开

展车辆系统动力学研究需要的相关学科理论基础和主要知识点。第1章对车辆系统

动力学学科进行介绍，包括车辆系统动力学发展历程、主要研究领域、常用研究方

法等。第 2 章是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简介，包括计算多体动力学、线性振动和非线

性振动、减振理论等。第 3 章介绍轮轨接触和蠕滑理论，是车辆系统动力学的重要

基础内容。第 4 章是铁道车辆动力学主要边界条件，包括铁道线路、轨道不平顺和

气动载荷，是车辆动力学分析和仿真的必要条件。 

本部分内容侧重于理论，适合车辆系统动力学基础知识学习和巩固，也可供工

程技术人员参考。涉及的相关学科知识点都是经历了长期发展、比较成熟的理论，

故本书仅作简单介绍，读者可参考相关文献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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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铁道车辆系统动力学概述 

自铁路诞生后，铁道车辆系统动力学越来越受到重视[1]，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并且延伸发展了多个分支学科。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我国高速铁路从

迅速崛起到技术引领、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机车货车的不断进步，铁道车辆系统动力

学在我国蓬勃发展，在车辆设计、运营、维护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铁道车辆系统动

力学不仅是一门理论科学，更是指导工程实践的重要工具，其来源于工程、发展于工程、服

务于工程。本书也将车辆系统动力学简称为车辆动力学。为什么要研究铁道车辆系统动力学？

有哪些研究手段和方法？怎么运用理论研究指导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这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1.1  铁道车辆的发展 

1.1.1  铁路运输的发展 

铁路运输是以机车或动车提供的动力牵引列车在轨道上运行，运输旅客或货物的陆地有

轨运输方式。铁路运输工具包括货物列车、旅客列车、动车组、城市轨道列车、特种车辆等，

广义来说还可以包括磁悬浮列车和新型轨道交通工具。轨道是铁路运输的支撑基础，列车是铁

路运输的载体和核心，而安全可靠地运送旅客和货物才是最终目的。铁路运输有众多优点，尤

其是安全高效、节能环保适应了当今社会的发展需求。如图 1.1 所示，铁路运输具有独立、封

闭、线路固定的特点，这一方面是其优势，另一方面也是其缺点。从火车发明以来，虽然铁路

运输经历了诸多起伏波折，但一直是陆地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近年更是得到了快速发展。 

        

图 1.1  铁路轨道和铁路运输 

铁路运输在 19 世纪初被发明以后，在世界各国迅速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受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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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和汽车的冲击，铁路运输进入低谷。20 世纪 60 年代起，日本新干线的成功开行，刺激多

个国家开始研究和建设高速铁路。但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中国铁路一度发展缓慢，直到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铁路建设又焕发了盎然生机，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壮大。现在全球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144 个有铁路运输，其中约 90 个国家提供客运服务。 

我国铁路建设起步较晚，1876 年出现了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1881 年修建唐山至胥

各庄铁路。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铁路里程为 2.18 万千米，到 2003 年年底中

国铁路达到 7.3 万千米，到 2016 年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2.4 万千米，高铁运营里程

超过 2.2 万千米。预计到 2020 年，全国地铁总里程将达到 6000km。我国轨道交通正处于迅

速发展时期，大量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线路正在建设或即将开通。 

1.1.2  机车车辆的发展 

19 世纪初蒸汽机车被发明后，火车成为重要的现代交通工具。1903 年，西门子与通用电

气公司研制的电力机车投入使用。1924 年，德、美、法等国成功研制了柴油内燃机车。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随着日本新干线取得成功，各国相继研发了形式多样的铁道车辆，众多新

技术也被不断采用（见图 1.2）。近年来，各国都大力发展高速列车，如法国巴黎至里昂的高

速列车车速达 300km/h，日本东京至大阪的高速列车车速达到 300km/h 以上，我国也有多条

高速铁路车速在 300km/h 以上。 

 

（a）蒸汽机车 

  

（b）内燃机车 （c）电力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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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GV-V150 试验列车 （e）中国标准动车组 

图 1.2  机车车辆的发展代表  

我国的高速列车从20世纪末开始起步，但主要是试验列车和少量载客运营列车。2004

年以来，在“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思路下，我国发展了 CRH1、CRH2、CRH3、CRH5

系列车速 200～300 km/h 动车组，开发了 CRH380A、CRH380B 等车速 300 km/h 以上的动车

组，以及城际动车组、高寒抗风沙动车组、双层动车组、卧铺动车组等多个系列动车组，近

年来还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标准动车组。 

我国的重载铁路也在不断发展，国内货车轴重从 21 t 逐渐提高到 25 t 及以上，开通了大

秦运煤专线等重载线路，开行了 2 万吨重载列车和 3 万吨试验列车（见图 1.3）。国内主机厂

出口的重载货车轴重达到 30 t 以上，最大轴重 42 t。为了提高动力学性能，货车转向架也从传

统的转 8A 转向架，通过引进技术和创新，发展了交叉支撑转向架、摆动式转向架、自导向转

向架等多种形式[2]。货车的运行速度从70km/h发展到了 120 km/h，并且研发了车速 160 km/h

和 200 km/h 以上的高速快捷货车。 

      

图 1.3  我国重载货物列车及货车转向架 

在城市轨道交通领域，形式各样的地铁车辆、轻轨列车发展迅速，并且新技术在城轨列

车中的应用也最活跃（见图 1.4）。地铁列车运营速度从传统的 80 km/h 逐渐提高到 120 km/h，

还有 140 km/h 的市郊列车。采用铰接结构的低地板轻轨列车、直线电机牵引列车、跨座式单

轨列车、悬吊式列车、储能式列车等也得到了广泛应用和研究。这些新的车辆结构、导向形

式、牵引制动方式，对车辆系统动力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城轨列车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由于运行速度较低，其动力学问题还未引起足够重视，动力学研究还有待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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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我国形式多样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从铁道车辆的发展历程来看，速度和载重是发展的两大主题，围绕它们有诸多的问题需

要研究，例如运行安全性、乘坐舒适性、运行可靠性等，这促使了车辆系统动力学不断发展。

随着牵引方式由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到动车组的发展，列车运行速度不断提高。

从图 1.5 可见，在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随着高速列车的商业运营，最高试验速度和最高运

营速度都在不断地被刷新。 

2010 年，我国高速列车在京沪客专创造了最高速度 486 km/h 的运营列车世界纪录。2016

年，中国标准动车组在郑徐客专实现了 840 km/h 相对速度会车试验。我国高速列车在机车车

辆滚动振动试验台上，也多次进行了速度 600 km/h 的高速试验（见图 1.6）。 

  

图 1.5  铁道车辆的速度记录 图 1.6  滚动振动试验台车辆高速试验 

1.1.3  未来发展 

1. 磁浮列车 

磁浮列车与一般轮轨黏着式铁路不同，它借助无接触的磁浮技术使车体悬浮在轨道上，

通过无接触的直线电机驱动运行。磁浮列车技术总体来说还不够成熟，限制了其大规模商业

运用。铁道车辆动力学问题的耦合，尤其是轮轨耦合，是导致车辆动力学复杂化的重要原因，

也是影响其发展空间的重要因素。而磁浮列车将导向、支撑、牵引解耦，这是值得传统轮轨

列车参考和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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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真空管道列车 

受稠密大气层的条件所限，任何一种地面交通工具，不管是否悬浮，商业运营速度都不

宜超过 400km/h，否则将面临能耗大、噪声大等问题[3]。但“超高速”是人们对 21 世纪地面高

速交通的需求，真空（或低压）管道式地面交通是可以达到超高速交通的重要途径。真空管

道列车是一种高速度、能耗低于民航客机、噪声和污染很小、事故率低的新型交通工具。真

空管道需要建造一条与外部空气隔绝的管道，将管内抽为接近真空后，在其中运行轨道列车

等交通工具。由于空气阻碍减小，列车运行速度可以大幅提高。由于管道是密封的，因此可

以在海底及气候恶劣地区运行而不受任何影响。 

目前，真空管道列车仅处于起步阶段，可靠的技术研究还需要人们长时间努力和探索。

采用真空管道运输的列车可能与现在的列车差异甚大。由于是全新的线路，改变现有的转向

架承载方式，甚至使用柔性车体也是不错的选择，相关的动力学研究还没有系统开展。 

3. 未来新型地面交通 

我们正处于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身边的事物日新月异。交通出行是人类社会重要的、

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无论是汽车、火车还是飞机，其发展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之后就没有新

型的地面交通方式发展到成熟商业运营。随着新能源、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发展，新型地面交

通工具在不久的将来必将大大方便绿色出行。未来的智能化和个性化交通工具也需要车辆系

统动力学相关知识开展研究。  

1.2  车辆系统动力学发展概述 

1.2.1  车辆系统动力学理论 

自从火车发明后不久，铁道车辆动力学现象就开始被关注[4]。车辆系统动力学是在振动

力学、多体系统动力学等学科基础上，考虑到铁道机车车辆特殊的运行环境，尤其是轮轨接

触关系和轮轨蠕滑发展形成的一门独立学科，如图 1.7 所示。车辆系统动力学随着一般力

学、轮轨滚动接触理论、计算机技术、试验技术的发展，在众多工程问题强烈需求下正在迅

速发展。 

 

图 1.7  车辆系统动力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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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轨接触关系和轮轨蠕滑理论是铁道车辆系统动力学的核心。轮轨接触几何关系确定车

轮和钢轨匹配状态，是维系轮对约束姿态和计算轮轨蠕滑力的基础，对车辆系统动力学性能

影响显著，也是工程中初步判断车辆动力学性能的重要参数。在 20 世纪后半叶，蠕滑理论从

线性发展到非线性、从 Hertz 接触发展到非 Hertz 接触、从一维发展到三维，已经基本能满足

现在大部分工程需求。 

车辆系统振动环境和振动特点与一般机械系统有显著差异，在轨道不平顺激扰下，车辆

系统的振动既包括一般的线性或非线性振动，还有比较特殊的横向振动，这与轮轨蠕滑和轮

轨约束有密切关系。车辆横向振动涉及蛇行运动，这是一种非线性自激振动，对车辆运行安

全性、运行平稳性均有直接影响。当考虑列车系统或者车辆系统精确模型时，动力学仿真模

型将是一个高维的非线性系统，为了准确快速模拟，还需要数值计算方法的支持。车辆悬挂

元件非线性动态特性、轮轨磨耗等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些都与材料特性有关。车辆在侧

风下的运行安全性、地震环境下的运行安全性、高寒条件下的动力学性能在高速运行条件下

也尤为重要，这与空气动力学等自然环境学科有关。车辆系统动力学还与其他很多学科有关

联，如电气系统的振动、电机瞬态特性、桥梁等结构振动等对车辆的影响。综上所述，车辆

系统动力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学科，高速列车耦合大系统动力学就是针对这种多学科交叉

耦合的研究。本书主要针对车辆系统本身的动力学问题，以上影响因素都可以作为运行边界

条件。 

1. 轮轨接触几何关系 

铁道车辆一般都是由左右两个车轮、车轴和其他部件组成轮对，将轮对放置在钢轨上时，

左右车轮和钢轨的接触区域与轮对横向位置、摇头角、车轮踏面外形、钢轨踏面外形等有关。

由于车轮踏面轮廓和钢轨踏面廓形都是曲线，左右车轮的接触位置会相互影响，过去计算机

处理速度不快，轮轨接触几何关系的计算十分复杂。 

如图 1.8 所示，轮轨接触存在单点接触、多点接触和共形接触几种情况。所谓几点接触，

实际上是几个接触区域，这些接触区域称为接触斑。在轮轨接触几何关系计算时，不考虑车

轮和钢轨的弹性变形，寻找左右轮轨间最小间隙所处的位置，计算得到的是一个或者多个点

的位置，简称为接触点。计算到接触点后，再根据 Hertz 或者非 Hertz 接触理论，计算接触斑

大小和接触参数。轮轨接触几何关系的发展，在接触点类型方面是从单点接触向两点接触、

多点接触和共形接触发展，在接触力计算方面是从 Hertz 接触向非 Hertz 接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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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轮轨接触理论的发展 

动力学仿真中，单点接触是最成熟和最常用的。近年来，多点接触也有所发展，但共形

接触理论尚不成熟，而能用于车辆动力学分析的快速算法还有待研究。根据我国铁路车辆车

轮踏面的大量实测数据，车轮踏面磨耗有向共形接触发展的趋势，这会对磨耗后的动力学性

能产生较大影响，也给动力学仿真带来了困难。 

工程中有时通过观察车轮和钢轨的光亮带来初步推测轮轨接触带，从而为轮轨状态的维

护提供参考，但该方法未与车辆动力学性能挂钩，经常发生误判。更加精确的轮轨接触状态

快速测量手段，尤其是运行时的动态测量技术，我国现在还不成熟。轮轨接触几何关系的计

算主要是为了分析轮轨接触状态和提供动力学仿真输入条件。 

2. 轮轨蠕滑理论[5] 

1926 年 Carter 发表著名论文《论机车动轮行为》，将铁路钢轨看作弹性半空间，用弹性

圆柱体模拟车轮，借助 Hertz 理论和弹性半空间理论求解二维弹性体滚动接触问题。用解析

方法给出了接触斑中黏着区和滑动区划分、作用力的大小和分布、轮轨之间纵向力和蠕滑率

的关系。他的理论没有考虑轮轨滚动接触表面之间的横向蠕滑和自旋效应，不适合车辆动力

学仿真分析，也不适合用来分析轮轨作用问题。 

Johnson K.L.在 1958 年研究了弹性球在弹性平面上的滚动接触，将 Carter 的研究推广到

三维滚动接触情形，首次将自旋蠕滑概念引入到轮轨滚动接触研究。1964 年，他和 Vermeulen 

P.J.将圆形接触区的滚动接触推广到椭圆接触区滚动接触，提出了关于纵横向蠕滑率/力定律

三次渐近曲线。 

荷兰学者 Kalker 研究了圆形接触区滚动接触问题的线性理论，在他的博士论文中用多项

式级数分析和表达了具有椭圆接触斑滚动接触问题的解，给出了三维蠕滑率/力线性定律，至

今在铁路工程仍得到普遍应用，是后来简化理论和多个近似理论建立的基础。该理论研究中没

有考虑轮轨摩擦边界条件约束，故只适合小蠕滑和小自旋情形。从 1973 年至 1982 年，Kalker

致力于滚动接触简化理论的研究，假设接触区上任意点处沿某方向的弹性位移仅与作用在同

一点且沿该位移方向上的力有关，接触斑上切向单位力与同向弹性位移的关系常数，借用



9 

Kalker 的线性模型确定。这一理论概念直观简单，其配套程序 FASTSIM 运行速度快，对大

自旋大蠕滑情形也能适用。数值结果能给出接触斑黏滑区的正确划分和切向分布情况，是目

前车辆系统动力学仿真最常用的蠕滑理论之一。 

1971 年，Kalker 用线性规划法求解二维弹性体滚动接触的稳态和非稳态情形，即求解在

线性等式和不等式约束下线性目标函数的最小值。为了求解更普遍的滚动接触问题，Kalker

开发了 CONTACT 程序，考虑到了滚动接触物体接触边界几何形状不满足 Hertz 情形和黏弹

性问题。CONTACT 可求解 Hertz 和非 Hertz 法向问题、增量形式的滑移接触问题、稳态和非

稳态滚动接触，相互接触物体内部的弹性场也可以求解。CONTACT 基于的理论叫作“完全理论”，

是目前研究三维弹性体非 Hertz 滚动接触问题最完善的理论。该理论在求解共形滚动接触问题

时会产生一定误差。CONTACT 运行速度较慢，难以直接应用于机车车辆动力学仿真计算。 

1983 年，沈志云等人结合 Kalker 线性理论和 Vermeulen-Johnson 模型，同时考虑轮轨之

间纵、横向蠕滑率和自旋蠕滑率对纵、横向蠕滑力和自旋力偶影响发展了快速算法。1999 年，

Polach 在 Kalker 线性理论基础上，提出一封闭形式的近似解，为了能够考虑由牵引力增加导

致的黏着能力下降，他又对摩擦状态做出修改。这两种方法计算速度较快且满足工程精度，

在车辆动力学仿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经典的轮轨蠕滑理论均未能突破弹性半空间假设的束缚，已经无法对复杂的轮轨两点、

共形接触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对弹塑性接触问题更是无能为力。建立轮轨系统有限元仿真

模型，采用有限元参数二次规划法等方法，考虑轮轨间的摩擦研究轮轨滚动摩擦弹塑性接触

问题已有较多的应用。但有限元方法的求解规模比较大，并不适用于车辆动力学仿真。 

滚动接触问题在理论和实验方面的研究尽管取得了较大进展，但还不能用来解决轮轨滚

动接触过程产生的某些问题，如轮轨滚动接触过程中产生的两点接触和共形接触、弹塑性变

形和残余变形累积过程、接触表面的剥离和龟裂、波浪形磨耗和高速列车车轮不圆、“第三介

质”的影响等。要精确测量轮轨接触状态和受力，现有技术条件还不具备这个能力，这为轮轨

滚动接触研究和车辆动力学仿真带来了困难。 

3. 振动力学理论[6] 

人类对振动现象的认识有悠久的历史，公元前就认识到了共振现象并且有详细记载。振

动力学的物理基础在 17 世纪已经奠定。到了 18 世纪，振动力学已从物理学中独立出来，最

主要成就是线性振动理论的形成。 

非线性振动的系统研究是在 19 世纪后期为解决天体力学问题而开始的。到 20 世纪 20

年代又受无线电技术的刺激，在定性理论和解析解法方面都有大量成果。到 20 世纪 70 年代

后期，非线性振动理论发展成为以混沌问题为核心的非线性动力学，成为非线性科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Poincaré为非线性问题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方向——定性理论，并提出了极限环

的概念。振动系统定性理论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方面是稳定性理论。1892 年，李雅普洛夫奠

定了稳定性理论的基础，他给出了稳定性的数学定义，提出了处理稳定性问题的两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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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线性振动另一重要方面是近似解析方法的研究，包括摄动法、谐波平衡法、小参数法、

KMB 方法等。非线性振动的研究使得人们对振动机制有了新的认识，除自由振动、受迫振动

和参数振动以外，还有一类广泛存在的振动，即自激振动。1926 年，van der Pol 建立了一类

描述三极电子管振荡的方程，称为 van der Pol 方程，他用图解法证明孤立闭轨线的存在，又

用慢变系数法得到闭轨线的近似方程。1929 年，Aндронов 阐明了 van der Pol 的自激振动对

应于 Poincaré研究过的极限环。自激振动也在其他工程系统中出现，如干摩擦会诱发自激振

动、轮轨系统的蛇行运动等。 

非线性振动的研究促使人们发现了混沌振动。1945 年，Cartwright 和 Little-wood 对受迫

van der Pol 振子、Levinson 对一类更简化的模型分析表明，存在一类奇异解，两个不同稳态

解可有任意长时间相同的瞬态过程，这表明运动具有不可预测性。20 世纪 60 年代，上田和

林千博等在寻找 Duffing 方程谐波解时，得到一种貌似随机且对初值非常敏感的解。 

随机振动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由于喷气技术和火箭技术的发展在航空和航

天工程中提出一系列问题，如大气湍流引起的飞机颤振、喷气噪声导致的飞行器表面结构声

疲劳、传动系统中滚动件不光滑而啮合不完善的损伤积累、火箭推进中运载工具有效负载可

靠性等。这些需要促使人们用概率统计方法研究承受非确定性载荷系统的响应、稳定性和可

靠性，形成随机振动学科。 

振动力学是基础科学与技术科学的结合学科。工程问题的需要使振动力学成为必需，而

测试和计算技术的进步又为振动力学的发展和应用提供了可能性。在数百年发展过程中，振

动力学已形成以物理概念为基础，以数学理论、计算方法和测试技术为工具，以解决工程中

振动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力学分支。 

4. 多体系统动力学的发展[7] 

多体系统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整个理论体系的形成主要分为三个阶段。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主要研究多刚体系统的建模方法，形成了拉格朗日法和笛卡儿法两

种建模方法，主要应用于航天和机械领域。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发展出完全笛卡儿法，此

时多刚体系统动力学建模理论基本成熟，研究热点放在寻求高效、稳定的多刚体系统方程的

数值求解方法。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多柔体系统动力学（也称之为刚柔耦合系统动力学）

成为研究重点。 

基于不同建模方法得到的多体系统动力学方程形式不尽相同，多数情况下可表示为微分/

代数方程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或关于系统边界状态矢量的总传递方程。不同形式的多体系

统动力学方程尽管在理论上具有等价性，但其数值形态的优劣不尽相同。国内外针对多体系

统不同的建模方法，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数值求解手段。 

以多体系统动力学为基础，采用计算机程式化的处理方法，利用计算机来解决复杂系统

的运动学及动力学的自动建模和数值分析，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展了计算多体系统动力学。

计算多体系统动力学是一门涉及多体系统动力学、计算方法和软件工程的交叉学科。通过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