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高速列车制动系统关键技术 

1.1  列车制动系统技术的发展历程 

世界上第一条铁路是为了采煤而设计的。18世纪初，采煤矿车是在敷设木板或铁板的坡

道上用手推或马拉运行的，但由于缺乏导向功能，故经常发生坠车事故。1770年，英国人发

明了在坡道上敷设铁轨使矿车在轨道上行驶的方法，这种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车辆导向的问题，

故随后逐渐得到推广，现代轨道交通的雏形由此形成。 

作为牵引动力，当时蒸汽机车尚未用于轨道牵引矿车，尽管有人想用蒸汽机牵引煤车，

但发明者认为有铁轮的机车又笨又重，在光滑的铁轨上行驶因黏着不足会打滑空转，无法前

进，因此考虑将蒸汽机用于没有轨道的路上行驶。 

1802年圣诞节前夕，英国发明家特莱维茨克（Trevithick，1771—1848）制成了装有高压

蒸汽机的蒸汽车，这台车是在公路上运行的蒸汽汽车。在此基础上，特莱维茨克在 1803年制

成了第一辆有轨蒸汽机车。这辆机车可以牵引 5 辆货车，载货重 10t 和 70 名乘客，速度达

8 km/h。这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铁道机车，由于行车时车头有时要冒出火来，所以便有了“火

车”这个名称，并沿用至今。 

在当时，发明的蒸汽机车仅设想用在煤矿运输中。事实上，要从很深的矿井沿着陡坡牵

引沉重的煤车，车轮必然打滑。另外，当时的铸铁铁轨由于韧性较差，且机车也经常发生零

件损坏和出轨等事故，故特莱维茨克的蒸汽机车未能得到推广应用。 

英国人司蒂芬逊（Stephenson）在总结分析了前人制造蒸汽机车的经验教训后，开始研

制新的蒸汽机车。1813年，司蒂芬逊造出了其第一台蒸汽机车“布鲁海尔”号。司蒂芬逊的

这台机车牵引力虽然很大，能拉 30t以上的货物，但是速度慢、振动大，蒸汽机车排气时尖

叫得令人刺耳，而且样机试车时由于机车上的螺栓振松造成了列车颠覆事故，使人们对用蒸

汽机车作为交通工具一度产生了怀疑。 

面对质疑，司蒂芬逊毫不气馁，坚持对蒸汽机车进行了一系列改进，新的蒸汽机车从根

本上改变了原来的设计，大大提高了煤炭运输效率。 

1825 年，司蒂芬逊制造了为运送旅客和运输煤炭而设计的蒸汽机车。同年 9 月 27 日，

司蒂芬逊亲自驾驶“旅行者”号蒸汽机车，牵引着由 6 节货车、20 节客车和 6 节载重 90 多

吨的运煤车，从英国达灵顿出发，以最高速度 24 km/h运行，全程 42余千米，最终安全到达

斯托克顿车站。此次商业化运行的成功，开创了现代轨道交通运输的新纪元，世界上有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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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意义上的铁路交通运输事业。 

早期的蒸汽机车没有制动装置，遇到紧急情况不能刹车，列车到站不能停在预定的位置。

司机只能将锅炉熄火，使列车按惯性顺势滑行，然后吹响哨声，于是车上的男性乘客们匆匆

跳下仍在徐徐移动的列车，齐心合力将火车拉住停下。不难想象，当时的景象是何等热闹和

混乱，也很不安全。 

最早的列车制动方式与马车相似，司机要想停车，就用绳索拉动杠杆，使木质的闸瓦压

在车轮上，利用闸瓦和车轮间的摩擦使列车停下来。1825年的列车已经开始使用手制动机。

这种制动方式需要在列车上设置若干名制动员，当列车运行中需要制动时，司机发出信号，

由制动员们分别操纵每一节车上的手制动机进行制动。制动员们必须从这一辆车跑到另一辆

车去操纵手制动轮，因此手制动形成的列车制动力传播很慢，而且不均匀，制动力小、同步

性差。 

在这个时期，欧洲曾广泛应用一种机车制动方式，在欧洲大陆称为反压力制动的“里查

蒂里尔”或“水制动”的制动方式。这种制动方式是将具有锅炉压力的蒸汽导入蒸汽机车的

气缸，车轮转动推动活塞压缩蒸汽，产生与牵引力相反的作用力，俗称气缸打“倒汽”。事实

上，“里查蒂里尔”是第一个真正的动力制动，并且是一种很容易控制的制动方式。但是在列

车速度超过 32 km/h 时，很少采用这种制动方式。因为这种制动会使机车产生剧烈振动，容

易损坏机车零部件或使轮缘产生严重磨耗，因此一般需要较大制动力时或紧急情况时才使用

这种制动方式。 

1844年，英国铁路出现了真空制动机。至此，列车制动由人力制动转入机械力制动阶段。

真空制动机系统在机车上设有真空泵、制动阀和真空制动缸，在车辆上则仅有真空制动缸。

司机通过操纵制动阀，改变制动管中的真空度，真空制动缸中便产生压力差，从而起到阶段

制动或阶段缓解作用。真空制动机的优点是构造简单，但制动力不大，且制动力随海拔的高

度变化较大，海拔越高，制动力越小。由于绝对压力较低，故制动缸和列车管直径都比较大。

列车制动时，制动作用由列车头部向车辆传播的速度（制动波速）低，制动空走时间和缓解

时间都较长，列车纵向冲动较大，故这种制动机一般只适用于编组小于40辆、总长度小于

600 m的列车。至今，一些非洲国家和东南亚国家仍采用真空制动的模式。 

1869年，美国工程师乔治·韦斯汀豪斯（George Westinghouse）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使

用压缩空气操纵并以压缩空气作为动力源的空气制动机——直通式空气制动机。相对于手制

动机，直通式空气制动机是一个很大的技术进步。直通式空气制动机把空气压缩机产生的压

缩空气储存在总风缸中，司机操纵制动阀，将总风缸中的压缩空气通过制动管送入机车和车

辆上的制动缸实现制动，或将制动缸中的压缩空气排出，实现缓解。采用这种制动机，司机

可以单独操纵，比手制动机的制动能力大大提高，列车可以在很短的距离内停车或减速。这

种制动机在 5～10辆车组成的制动管长度为 75～90 m的短编组列车上使用性能良好。由于所

有制动缸都是通过列车管（制动管）和司机控制器进行充风和排风，压缩空气由前向后逐车

输送，列车前后车辆制动机动作时间差异较大。当列车编组长度超过 15辆以上时，制动和缓

解作用变得十分缓慢。当时的列车各车之间是用简单的杆销式连接的，故经常发生列车分离。

而直通式空气制动机的致命缺陷是当列车意外分离时，制动能力全部丧失，列车运行安全不

能保证。直通式空气制动机的列车管充气制动和排气缓解的模式，不能保证列车车钩分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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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动保压，造成了大量的事故，当时因制动原因引起事故而伤亡的铁路职工的人数每年达

2万多人。 

鉴于上述制动机明显不足之处，1873 年至 1875 年间，乔治·韦斯汀豪斯在直通式空气

制动机的基础上，研制出一种新型的空气制动机——自动式空气制动机。这是一种二压力自

动空气制动机，其核心技术是三通阀（分配阀）。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列车管和副风缸之间的

压力差控制三通阀的动作，再通过三通阀控制制动缸的充风及缓解，进而实现列车的制动和

缓解。由于采用了三通阀，实现了由列车管充风制动向列车管减压制动的历史性转变。与直

通式空气制动机相反，其特点是列车管排风（减压）时制动缸充风，即列车制动；列车管充

风（升压）时制动缸排风，即列车缓解。其最大的特点是，当列车发生意外分离事故，制动

软管被拉断时，列车管风压急剧下降，三通阀活塞自动而迅速地移动到制动位，故列车能自

动迅速制动直至停车。相对于直通式空气制动机，这不仅提高了列车运行安全性，而且列车

前后部开始制动作用的时间差小，即制动和缓解的一致性较好，适用于编组较长的列车。自

动式空气制动机克服了直通式空气制动机的致命弱点，因此在铁路运输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甚至直到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铁路运输的列车所使用的空气制动机，其工作机理

基本源于自动式空气制动机。 

电空制动机实际上是与空气制动机同期出现的产物。1870年以前在美国的专利中，用于

电空制动机的有 3 项，用于水制动机的有 5 项，用于空气制动机的有 2项，用于真空制动机

的有 1项。早在 1900年，俄国工程师研制的电空制动机曾经赢得了巴黎世界博览会铜奖。但

是，早期电空制动机只是在自动制动阀上加装电联锁，车辆上配置带电磁阀的三通阀。这种

电空制动机结构复杂且操作烦琐，故未获得实际工程运用。与此同时，空气制动机技术快速

发展，结构进一步简化，使得当时电空制动技术的综合性能无法与空气制动技术媲美。 

电空制动机是以压缩空气为动力，利用电磁阀控制各节车辆上空气制动机的制动和缓解

作用的制动系统。电空制动机按其作用原理可分为直通式和自动式。直通式是电磁阀直接控

制压缩空气进入或排出制动缸；自动式是电磁阀控制制动管压力增减，使自动空气制动机起

作用。使用电空制动机可使列车前后的车辆制动动作一致，能有效地减弱列车的纵向冲动，

缩短制动距离。 

随着电子技术尤其是微机控制技术的不断发展，轨道交通电空制动技术日趋成熟，采用

微机控制的电空制动机不仅能够实现制动功能，还能实现对列车制动系统的监控及故障检测、

诊断、显示、报警、记录和测试等功能，故微机控制的电空制动机在城市轨道交通、机车、

客车、市域列车、城际动车组和高速列车得到广泛应用。 

1.2  高速列车制动系统控制技术 

1.2.1  制动系统的管理与控制 

现代列车制动控制系统采用计算机控制，接收司机控制器、列车控制系统、列车自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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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系统（ATP）的控制指令，并通过网络及硬线传送至各车的制动控制单元，同时，制动控

制系统会根据制动力要求及再生制动能力，计算所需的空气制动力，控制各车施加空气制动。 

由于高速列车所需的制动能量较大，靠单一的制动方式不可能满足要求，因此高速列车

均需采用多种制动方式组合的复合式制动方式。复合式制动包含电制动和空气制动（机械制

动），其遵循在制动过程中以电制动为主的基本原则。在列车复合制动过程中，全列车的复合

制动控制方式能够优先充分利用再生制动，把摩擦制动产生的排放减少到最低。在动力转向

架上应尽量采用再生电制动，再配以摩擦制动；而在非动力转向架上使用盘形摩擦制动。 

空气制动系统会将制动控制系统的电气指令转变为不同的空气压力，进而控制制动缸压

力，实现列车的制动与缓解。 

制动系统分为三级管理与控制（见图 1.1），TBM 负责列车级的制动管理，SBM 负责本

单元的制动管理，局部 BCU负责本车的制动控制、防滑控制、防抱死监测、制动诊断等，各

级之间的管理与控制通过列车通信网络（MVB＋WTB）进行数据传递，并与 CCU、TCU 进

行实时信息交互。 

 

图 1.1  制动管理与指令传输 

TBM—列车制动管理；SBM—分段制动管理；BCU—局部制动控制；MVB—多功能列车总线； 

WTB—绞线式列车总线；CCU—中央控制单元；TCU—牵引控制单元；  

GW—列车通信网络（TCN）网关 

1. 局部 BCU 

局部 BCU 包含 BCU1.1、BCU2.1、BCU3.1、BCU4.1，其作用是计算本车的最大可用摩

擦制动力、当前摩擦制动实际发挥能力以及其他状态信息，通过 MVB 网络将数据发送至

SBM，并从 SBM接收制动指令，直接控制本车的摩擦制动装置，产生制动力。 

2. 分段制动管理器（SBM） 

SBM 的功能是分段管理，主要收集本牵引单元内制动系统相关设备的信息，汇总后向

TBM汇报，同时从 TBM获取指令，并分发到本网段内各个相关的设备。SBM收集的消息包

括每个 BCU 能够发挥的最大摩擦制动力和实际摩擦制动力，以及每个 TCU 的最大可用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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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等。 

只有端车内的 BCU1.1 和 BCU1.2 可以作为 SBM，在一个牵引单元内，同一时间只能有

一台 BCU激活成为 SBM。两台 BCU之间通过接线进行工作状态交换，当其中一方工作不正

常时，另外一台 BCU可以成为 SBM，从而保证了制动系统的可靠工作。 

3. 列车制动管理器（TBM） 

TBM 控制并协调列车的所有常用制动系统。当有制动指令时，TBM 计算当前车辆所需

要的总制动力，并汇总各个 SBM 发送过来的可用电制动力和摩擦制动力，按照一定的方法

计算得到当前电制动力和摩擦制动力的指令，并通过 WTB/MVB网络发送到 SBM。 

当司机室的控制功能激活时，所在端车的 BCU1.1 或 BCU1.2 会成为 TBM，每一列车只

能有一个 BCU成为 TBM。在当前的 TBM有效的情况下，另外一台 BCU可用通过生命信号

获取到这一状态，并取代故障 BCU 成为 TBM。当 BCU 成为 TBM 的时候，同时 BCU 也是

SBM。 

4. 牵引控制单元（TCU） 

牵引控制单元收集当前牵引装置能够发挥的最大电制动力和实际发挥的电制动力，上报

至 SBM，并从 SBM获取当前 TBM分配给电制动部件的制动力指令，施加电制动力。 

5. 中央控制单元（CCU） 

CCU是整个列车运行的管理者，每一个牵引单元中都有一个 CCU。BCU从 CCU获取当

前列车的配置，如牵引单元的个数、当前牵引单元的编号、当前列车速度、制动指令等。 

1.2.2  常用制动控制 

制动指令的传输主要通过 SBM 实现。制动过程中，单元内的 BCU 和 TCU 将本车可用

的摩擦制动力、电制动力、车重等信息发送到 MVB网络上，SBM将上述信息汇总后发送到

MVB上，然后通过网关转发后经 WTB网络发送到 TBM所在的牵引单元并被 TBM接收。 

TBM 对制动力进行分配后，将分配信息发送到 MVB 网络上，网关将分配信息经 WTB

网络发送到其他的牵引单元，被相应的 SBM接收后，进行转换并再次发送到 MVB网络被局

部的 BCU和 TCU接收并执行，从而完成制动。 

在运行过程中，制动系统实时地执行 3个主要任务：制动状态的收集、制动指令的获取、

制动指令的分发和执行。常用制动的基本流程如图 1.2所示。 

 

图 1.2  常用制动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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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动指令获取 

常用制动指令来源有 3个：制动力控制手柄、自动速度控制（ASC）、最大常用制动指令。

TBM作为制动控制的列车级设备，统一接收上述常用制动指令。 

制动手柄是最常用的制动指令来源，通过制动手柄获取的是对列车减速度的要求。手柄

总共有 9个制动级别，从 1A到 FSB（最大常用制动），制动减速度依次升高。在最大常用制

动的条件下，平均减速度为 0.8～1.0 m/s2。因为列车轮轨间的黏着系数会随着速度的增加而

减小，因此需要制动系统根据当前列车的速度实时计算需要的减速度。制动减速度和速度之

间的对应关系可以绘制成减速度曲线，手柄级别和列车速度与制动减速度之间的关系如图 1.3

所示。图中 1A、1B、N2～N7表示常用制动级位，FSB表示最大常用制动。获取到减速度指

令后，TBM会做相应计算，并把指令发送到全列制动设备。 

 

图 1.3  手柄级别和列车速度与制动减速度之间的关系 

ASC（自动速度控制）是列车的一个重要功能，司机可以仅使用定速手柄控制列车速度。

此时，制动手柄必须处于缓解位，TBM 通过网络获取 ASC 发给摩擦制动部件和电制动部件

的制动指令，并将该指令转发至全列。 

此外，制动系统还接收来自 CCU的 FSB指令。在某些情况下，CCU会根据当前的列车

状态，判断需要快速停车保证安全，此时 CCU会发出 FSB命令。TBM接收到 FSB命令后，

会根据减速度曲线中的数据计算减速度，并生成制动指令分发至全列制动设备。 

2. 车辆可用制动力计算 

列车运行时，安装在每辆车上的 BCU会计算当前车辆的质量、能够发挥的最大摩擦制动

力和电制动力，此项工作主要由局部 BCU和 TCU进行。 

机械制动属于黏着制动，车辆的可用制动力的计算需要考虑车辆自身的质量。制动系统

安装了压力传感器监测空气弹簧的空气压力。为了获取车辆的质量，车辆质量的变化可以实

时地反映到空气弹簧的压力上，因此通过监测空气弹簧压力传感器的压力值，可以计算当前

车辆的质量。当压力传感器信号故障时，则使用最大车辆质量的 2/3作为默认的质量。 

车重确定以后，局部 BCU 和 TCU 计算可获得的最大制动力还要考虑以下几个参数：制

动盘的热负荷、定义的最大黏着力和直接制动的可用性。为了保证制动盘在高速阶段制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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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产生过热问题和超过轮轨黏着力，制动设备上安装了电磁阀用来控制制动系统输出的摩擦

制动力。当列车运行在高速阶段或者动车的电制动力可用，则制动设备输出较低的制动力。 

当车辆可用制动力计算完成后，对于拖车来说，本车可用的摩擦制动力就等于车辆可用

制动力。对于动车来说，如果电制动力可用，则电制动力可用值等于 TCU计算的可用值；摩

擦制动力可用值等于车辆可用制动力减去电制动力可用值。 

3. 制动力分配 

制动系统根据当前的状态，按照预定的制动力分配模式，将制动力分配到全列的牵引单

元和制动控制单元中。 

常用制动的制动力分配分为 3 种子模式：正常模式、比例模式和清扫模式。通过按下制

动控制手柄上的模式按钮，可以在 3种子模式之间进行转换，三种子模式的转化关系如图 1.4

所示。 

 

图 1.4  三种子模式的转化关系 

（1）正常模式下的制动力分配方法。 

在正常模式下，为了降低摩擦制动部件的磨耗，优先使用再生电制动力。因此制动系统

按照以下 3个原则在再生电制动力和摩擦制动力之间进行分配，优先级由高到低依次为： 

① 再生电制动力； 

② 拖轴上的摩擦制动力； 

③ 动轴上的摩擦制动力。 

基于以上 3个原则，正常模式下的常用制动力分配流程如图 1.5所示。 

（2）比例模式下的分配方法。 

制动系统将在所有的轴上施加相似的制动力，以获得相同的黏着系数，因此施加在每辆

车上的制动力与车辆的质量成正比。首先计算全列的目标制动力，然后根据每辆车在全列车

重中所占的比例，将目标制动力分配给每一辆车。对于动车来说，如果可用的电制动力满足

制动力要求，则不用施加摩擦制动；如果电制动力不足，则需要补充摩擦制动力。对于拖车

来说，则必须施加摩擦制动力。使用比例模式，可以防止列车的制动力过分地在某辆车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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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施加。如果集中施加，在黏着较差的情况下，有可能导致车辆的滑行。因此使用比例模式

可以在较差的黏着条件下提高列车的制动性能。 

 

图 1.5  常用制动力分配流程 

（3）清扫模式的分配方法。 

当列车在冰雪天气运行或者存放时，在制动盘和闸片间容易产生积雪和结冰。为了防止

冰雪对制动力的影响，设置了清扫模式。为了能够切实地施加空气制动，该模式下不使用电

制动力，在所有轴上施加相同的摩擦制动力，使得闸片和制动盘贴合。该模式下施加的摩擦

制动力因不同的车辆配置而不同，是一个变化的参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比例模

式下，TBM将在所有的轴上施加相似的制动力，以获得相同的黏着系数。这样可以在较差的

黏着条件下改善制动性能。 

清扫模式的作用主要是融化制动盘上的冰雪以及清洁制动盘，此时仅使用摩擦制动，并

在制动盘上施加相同的制动力。 

4. 常用制动时制动缸压力控制 

列车在正常运行时，主要采用常用制动对列车的调速、进站停车进行控制。司机或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