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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创新铁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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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Sigmar Gabr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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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德国媒体刊登了许多关于中国政府“走

出去”战略的文章。该战略的涵义之一是要开发

新市场和加强基建项目的跨国合作。

这种情况下，“新丝绸之路”也意味着将加强

对国际铁路网的投资。几乎同时成立的亚洲基础

设施投资银行（AIIB）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这说

明中国政府在继续发展共同的商贸关系方面再次

适时正确调

整了经济政

策。

对 铁 路

基础设施的

投资为两国

的铁路工业都带来了良好前景，表达了我们要改

善现状的愿望。现在面临的一个特殊任务是要建

设安全、舒适且对气候和环境友好的铁路系统。

德国在开发铁路交通这一创新系统并把它引

向市场的经验可以追溯到 1835 年开通的纽伦堡至

菲尔特第一条铁路线。德国铁路工业已经有 175
多年的经验，如今可提供各种高水平的创新产品

和服务。其中铁路系统的零部件、子系统、交钥

匙系统以及对气候和环境友好的技术都已烙上“德

国制造”的印记，拥有良好口碑。

许多创新产品来自铁路行业的中小型企业。

这些企业期待得到真正的机会，把他们的先进产

品推向国际市场。因此公平的竞争环境、公开透

明的招标机制以及友好的贸易伙伴是非常重要的

前提条件。

我在今年 7 月来华访问期间与中国工业和信

前 言（一）

息化部部长苗

圩签订了两国

在工业制造网

络化领域开展

合 作 的 意 向

书。我们合作

的重要基础是

对知识产

权的有效

保护，双

方争取改

善法律框

架和监管

手段。

我希望随着意向书的签订能加强两国间的

商贸关系。我坚信，两国在未来铁路交通发展

领域存在巨大的贸易和合作潜力。让我们携手

努力，实现双方共赢。

Sigmar Gabriel
德国经济和能源部部长

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投资为两国

铁路工业开创了新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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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Rüdiger Grube

所有这些技

术进步使进一步

提高中国铁路水

平具有巨大潜

力。路网扩建

也同样如此。

2 0 0 4年以来，

我们的咨询

和工程服务

公司，即德

国铁路国际

公司（ DB 
International）
参与了中国13个
高速铁路项目。2014年德国铁路国际公司在北

京成立子公司，2015年德国铁路公司（DB）还

将在北京再设立一家代表处。我们在中国共有

160个子机构，雇员超过6000名。

德国铁路公司坚信：随着中国高速铁路网

的扩大和中欧铁路班列货运量的不断增长，中

德铁路合作前景将更加广阔。未来工业企业、

政府部门和铁路客户都会受益。

Rüdiger Grube 博士

德国铁路股份公司董事长

如今，中德之间开通了五条货物列车直达线

路，每周至少开行一列列车。由于铁路货运比海

运速度几乎快一倍，因此横穿欧亚大陆桥的铁路

运输取得了成功。2014年全年中国向德国发出并

返回300多列货物列车。预计到2015年底，开行的

班列将超过400列。2014年运送的集装箱数量与

上一年相比几乎增加了一倍。总而言之，铁路已

经成为连接中国

和德国的牢固纽

带。结成这条纽

带的还不仅仅限

于货物列车。在

过去的几年中，德国也为中国铁路运输实现质的

飞跃作出了突出贡献。过去若干年间德国向中国

进行的技术转让构成了如今中国铁路系统的重要

支柱。

明年德国高速列车“ICE”将迎来25周年庆

典，它曾经是中国高速动车组CRH3的原型车。顺

便提一下，在德国，这种时速300km 的ICE列车还

要与区域列车或货物列车在同一条线路运行。恰

恰是德国这种混运路网对机车车辆制造商提出了

特殊的要求。尽管运输情况较为复杂，但是得益

于铁路运营公司、铁路工业企业与政府监管部门

的通力协作，德国铁路运输仍然在安全、可靠和

环保方面成为标杆。

德国电气化铁路完成了80%的运输，可再生

能源占总牵引电能的比例为40%。2006年以来，

CO2排放量降低了近1/4。2016年将启用下一代高

速列车，该列车的能耗比既有的ICE列车将减少大

约20%。

前 言（二）

中国和德国间铁路货运的

增长基于两国铁路的成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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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 Martin L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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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企业、惊人

的出口数据，

还有许许多多

的中小型铁路

设备供应商都

是其证明。这

种 合 作 关 系

将有广阔

的发展前

景。

部 分

德国领先

的铁路工业企

业 ， 其 中 还

有许多创新型中小型企业在本期杂志中作了令

人印象深刻的自我介绍。企业简介和技术应用

案例将使读者对具有创造力和“德国制造”的

铁路设备性能留下深刻印象。中国和德国的工

业合作将拉开中国铁路系统下一发展阶段的序

幕，旅客、经济和环境都将受益。

Martin Lange 博士

德国铁路工业联合会主席

前 言（三） 
中国，铁路技术的巨大市场

过去十年中，中国大力推进铁路网建设。目

前中国铁路网规模已超过11万km，是超过印度

的亚洲第一大铁路网。根据中国铁路发展规划，

到2020年的宏伟目标是，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万
km。仅2014年一年中国就向铁路项目投资了1000
多亿欧元。这些数据表明：铁路已成为中国这一

人口大国的支柱产业。这有充足的理由：

就物流业而

言，铁路货运是

最环保、最经济

的方式，且安

全、高效、快捷

和环保。中国铁路货运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出了

重大贡献。客运方面，高度现代化的高速铁路在

中国许多重要的线路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高速

列车连接了中国许多大城市，快捷舒适，满足了

现代运输需求。中国几乎所有的百万人口大城市

都在建设地铁、城市快速铁路和有轨电车运输系

统。

德国铁路工业作为中国紧密的合作伙伴，很

早就通过创新技术转移来支持中国的铁路发展。

现在，高速列车、磁悬浮技术、铁路基础设施装

备以及无砟轨道或列车控制和安全设备ETCS系
统在中国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来自德国的高科技

零部件、子系统也在列车和铁路设施中得到了应

用，所有这些都为中国铁路系统迈入世界最先进

行列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铁路技术领域，中国和德国紧密的贸易合

作，已形成了相当庞大的体量。德国铁路设备制

造商在中国建立的许多生产基地和成功的中德合

中国和德国在铁路技术领

域的工业合作——面向未来的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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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 Ben Möb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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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可持续的运输意味着高品质的生活。因为大多数人希望运输方式既环保、又价格低

廉且舒适。德国铁路工业就能提供这种可持续的运输产品。德国铁路工业共 5 万多名员

工每天在尝试改进运输解决方案。这是一个全球性且关系到未来的大问题。德国铁路工

业的顶层组织即德国铁路工业联合会（VDB）企业成员有 180 多家公司 , 各企业半数以上

的销售额都来自出口。不管是铁路机车车辆、基础设施、通信技术还是技术服务，“德国

制造”在技术上世界领先，并设立未来运输的标准。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与伙伴紧密

合作。长期以来，中国就是德国最重要的伙伴，我们将续写这一段成功的历史。

Dr. Ben Möbius
德国铁路工业联合会

（VDB）会长，柏林

铁路工业的发展要满足现代

社会对出行和小康生活的要求。德

国铁路工业界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不管是家族经营式的“隐形冠军”，

还是大型的列车制造商。这些企

业都遵循着创新、高质量和可持

续性的发展方针，探索在全球实

现高效、可靠并且环保的铁路交

通运输方案：包括特大城市方案、

长距离运输方案和物流方案。如

果要总结德国工业取得巨大成功

的关键经验，那只有一条：大型

列车制造商与部件及子系统供应

商间的密切合作。大型列车制造

商是指如阿尔斯通、庞巴迪、西

门子和 Stadler 公司这样的大企业；

而部件与子系统供应商则高度专

业化且大多为中小型企业，这些

企业的特点是技术独一无二、产

品门类多种多样。如今一列铁路

列车新创造的价值，60% 来自于

零部件。这表明，机车车辆的供

应商也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1 具有170多年丰富经验的行

业

德国中小型铁路企业产品的

齐全成度在世界范围内是首屈一

指的。

所有铁路系统制造业所需的

产品，在德国都以“最先进”技

术制造 ：不管是高速列车的车门、

制动系统，还是数字化控制和安

全技术系统，或者通过先进的传

感器对机组进行监控的装置。这

些中小型企业创新能力强、生产

率高且成本低——恰恰是他们为

提高德国铁路工业的竞争力做出

图 1  增长趋势：德国铁路工业的营业收入和订单金额的发展情况（图片来源：

VDB）

历年营业收入和订单金额的发展情况

营业收入（10亿欧元）

订单金额（10亿欧元）



DRRS 25LD 型转向架

运行速度

能以 120km/h ～ 200km/h 速度运行

噪声比 TSI 标准规定的极限值低 7dB(A)

维修费用减少 35%

能耗和 CO2 排放减少 10%

采用塑料部件，重量减轻 150kg
（与 2014 年制造的 DRRS 25LD 型转向架比较）

电话：+49/3588 24-0
传真：+49/3588 24-5657

始于 1835 年

始于 1835 年

德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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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 Ben Möb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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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巨大贡献。德国成为最具生产

力和创新力的世界经济体之一，

对此中小型工业企业起到了决定

性的作用。

德国铁路工业的创新能力建

立在一代代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

的基础上。其发展历史可追溯到

170 多年前。1841 年德国工程师和

企业主 August Borsig 在柏林制造

出了德国第一台蒸汽机车。Werner 
von Siemens 发明了城市有轨电车，

于 1881 年在柏林实现了全球首次

开行。现在德国铁路工业企业向

世界所有重要市场提供产品。这

些企业有能力向用户提供一整套

铁路系统交钥匙工程。所提供的

铁路系统中的所有产品都具有最

优品质。

德国铁路工业所生产的产品

包括高速列车、机车、区域列车、

货车、地铁车辆、城轨交通车辆

和有轨电车、全自动化的地铁列

车、轨道系统和牵引电气化设备、

数字化控制和安全技术设备、机

车车辆的电气和机械装备、信息

和通信技术、交通运输系统的互

联网信息化系统、交钥匙系统以

及各种铁路技术部件和子系统、

轻型货车的低噪声制动机。

市场对“德国制造”的需求

仍在不断增长。尽管市场有周期性

起伏，但是铁路工业在过去十年内

的业务仍得到显著发展。2014 年

该行业营业额创造了 125 亿欧元的

新纪录，比上一年增长 25%。

2 世界大家庭中的“德国制

造”铁路技术

德国铁路工业的营业收入约

一半来自境外业务。最重要的市

场是亚太经济区，首当其冲的是

中国——一个铁路领先的国家。这

个区域需要的铁路技术装备总额

达 187 亿欧元，且每年增长 4.2%，

具有强劲的发展活力。

中国是铁路行业仍在高速发

展的国家。不仅高速铁路、城际

铁路和区域铁路，还有许多城市

的地铁和城轨交通系统同样发展

迅速。目前北京和上海拥有世界

上最庞大的地铁网，长度都在 500 
km 以上。预计到 2020 年，北京

地铁网将达约 1000 km。2013 年

中国订购了 435 列高速列车，德

国许多子系统和部件供应商从中

获益。同时，中国越来越倾向于

自主制造新列车。即使在生产条

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仍然

是一个很重要的市场，尤其对于

铁路技术部件和子系统市场而言。

德国铁路工业的许多企业很

早就抓住了将中国作为伙伴进行

合作的各种机会。他们在当地建

设了自己的工厂，成为中国的第一

批供应商。其他的一些企业成功

地与中国企业成立了合资公司。

还有一些企业从德国向中国出口

复杂的铁路技术部件。

3 德国是世界铁路工业的展览

窗口

德国铁路工业的商业活动遍

布全球，同时并不忽视国内市场。

因为国内市场的动力对于进一步

强化德国工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技

术引领起着重要作用，并能确保

德国工厂满负荷生产。德国国内

铁路工业的许多项目也可以作为

全球市场的借鉴参考。德国是铁

路工业的展览窗口，为世界各国

的用户提供服务。

柏林 InnoTrans展览会是德国、

也是世界最重要的铁路工业产品

展览会。参加柏林 InnoTrans 展

览会的公司数量每届都在递增中，

2016 年展会将展览多种多样的铁

路运输技术创新、解决方案和技

术服务。参展商来自全世界五大

洲，这不仅表明铁路工业已经成

为不断增长的全球业务市场，也

说明 InnoTrans 展览会已经发展成

为铁路工业市场上独一无二的展

览窗口。该展会的迅速发展也集

中体现了对高效、环保的运输方

式的需求正不断增长：这些运输

方式包括铁路货物运输、连接世

界各大城市的高速铁路运输、蓬

勃发展的各特大城市内的区域和

市郊运输。

在这方面欧洲走在前列。建

立统一的欧洲铁路网是欧盟最重

要的交通、经济和气候政策的目

标之一。为旅客提供更为舒适的

跨境运输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

还要提高货物运输的效率。为此

将建设统一的欧洲铁路运输管理

系统（ERTMS），坚持强化改造基

础设施，尤其要建设泛欧铁路网

（TEN-T）和制定更有效率的准入

流程。为了实现招标过程的竞争

透明化和高标准，欧洲建立了公

平竞争的环境。对于欧洲各城市

的铁路公共市郊运输还将开发更

多量身定做的方案，包括技术和

融资方案。

4 保护环境和气候的铁路运输

世界各国不断增长的铁路货

物运输是许多经济区域增长的基

础，在跨境运输方面铁路货运占

据了超过 60% 的份额。中国的铁

路货物运输几乎占到货物运输总

量的 50%，构成了国民经济的大

动脉。在美国，铁路运输份额占

到 40% 以上。在德国，铁路货物

运输非常重要，例如它是与最大

港口（汉堡）的连接通道，其次铁

路穿越人口密集区域，所以德国

铁路工业早就将研发重点放在低

噪声货运方案上。开发方案包括

噪声明显低于欧盟严格规定极限

值的货车和机车。现代化物流也

基于数据的智能化运用。状态修、

多媒体信息交换、港口与铁路运

输之间的联合运输、数据智能分

析、数据安全等，对所有这些要求，

“铁路运输 4.0”都能满足。此外，

智能化物流能实现各种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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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式联运网中的优化运用——

尽可能实现流畅、节拍式的运输。

智能运输还能明显降低货运中的

碳排放。

为了满足人口聚居区的客运

需求，世界各国都不得不考虑建设

和扩建高效的短途运输系统，如地

铁和有轨电车。鉴于严重的交通堵

塞和雾霾问题，越来越多的城市

正在寻找环境友好的交通解决方

案。同时越来越多的居民正在追求

无小汽车的都市生活方式。通过扩

建和改进无排放的铁路短途和区域

运输能够缩短城市和地区内几百万

人的旅行时间，提高舒适度，并减

少烟雾污染。对很多人来说，这意

味着日常生活质量的提高。现在对

地铁、有轨电车和区域铁路及其所

需基础设施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强

烈，例如北美地区。美国的许多城

市正在发展无排放的铁路短途旅客

运输，以便应对公路交通堵塞。采

用环境友好的出行方式可以为提高

生活质量提供更大的空间。对于上

述要求，德国铁路工业推出了多种

具有可持续性的智能解决方案。一

个案例是地铁列车的全自动运行，

在德国纽伦堡

可以参观到这

种地铁。另一

个方面是由于

招标竞争激烈，

地铁车辆越来

越先进。

如 今， 对

创新的运输方

式必须考量其

环保性。在欧盟

范 围 内，2004
年交通运输的

排放约占总排

放 量 的 26%，

德 国 为 18%。

因此交通运输

是温室气体和

有害气体主要

的排放源之一，仅排在工业和建

筑业之后。因而交通运输在减少

CO2 排放方面存在很大空间。就可

持续的气候政策而言，交通运输

领域将起到重要作用：德国、欧

盟和世界各国都是如此。

在过去几年，技术发展使德

国铁路成为对气候和环境特别友

好的运输方式。在交通运输排放

的 CO2 总量中，德国铁路所占比

例已经降低到 6%。而卡车和小汽

车的排放共占 85% 以上。在货物

运输方面，若选择铁路货运而非

公路货运，则能避免排放大量的

CO2。例如：一列货物列车，采用

多流制机车牵引，在经过布伦纳

山口的阿尔卑斯过境运输线路上

能够承担 28 辆卡车的运输量，从

而将 CO2 排放量减少了近三分之

二。

5 铁路运输的作用将进一步提

升

世界各国铁路市场与世界经

济发展同步增长。据此可以预言，

今后几年必须运输更多的货物，

人们将更多出行。预计，仅德国

图 2  德国各行业 CO2 排放的比例  
（图片来源：VDB/Mckinsey）

到 2050 年的货运量将至少翻一番，

铁路运输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中国几年前就认识到铁路运

输的关键作用，并采取了相应举

措。全球其他地区也呈现类似的

局面。在北美，过去几年铁路货

物运输得到了复苏。今后 20 年的

时间内，北美几家重要的铁路货

运公司每年对铁路基础设施的投

资估计至少达 60 亿欧元。城市将

重新发展短途轨道交通。美国在

大城市间建设高速铁路现也在热

烈讨论之中。

所有这些都表明：铁路运输

是面向未来的交通工具。因为铁

路在应对许多社会政治挑战方面

能做出重要贡献 ：这些挑战来自

于交通和环境政策以及能源和社

会政策。德国铁路工业携手同行，

凭借卓越的高科技打造可持续性

的运输系统。铁路工业现在和将

来都将运用其创新能力，为未来

运输提供各种解决方案。为了实

现这一目标，德国作为合作伙伴

将全力支持中国。

2011年欧洲交通行业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的比例

0.8% 铁路
1.0% 其他运输方式
2.1% 内河船舶
1.8% 国内民航
94.4% 公路 

79.8%  其他行业

资料来源：2013年EEA欧洲环境局

1 EU-27
2 CO2e= CO2当量

3 不考虑铁路运输的间接排放，不考虑国际民航和海运的温室气体排放

图 3  泰国曼谷的地铁系统 : 世界各

国的人口稠密区对高效公共短途运

输的需求在不断增长

     （图片来源：VDB/Siemens）

20.2%
运输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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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信息

AKG——轨道车辆制造商
的全球合作伙伴

 AKG 公司拥有近 100 年的历史，是一家全球性企业，在欧洲、北美、南美、中国和

印度设有14个生产基地。所生产的高效冷却器和冷却设备用于建筑工程机械、农业机械、

发动机工业和铁路机车车辆等等。

公司：爱克奇换热技术（太仓）

 有限公司

 （AKG集团全资子公司）

街道：江苏省太仓经济开发区北京

 东路100号
邮编/城市：江苏省太仓，215400 
电话：+86512 53569418
传真：+86512 53569411
邮箱：info@akg.com.cn
网址：www.akg-group.com.cn

20多年来，AKG集团一直为

轨道车辆提供高效热交换器、冷

却模块和冷却系统的供应商，专

为客户定制个性化系统解决案。

产品主要用于冷却驱动设备，例

如柴油发动机、变压器、整流器

和牵引电机。许多机车车辆制造

商，例如欧洲的西门子、阿尔斯

通、庞巴迪和福斯罗公司都是我

们的客户。中国很多企业也是我

们的客户，例如中国铁道科学研

究院（CARS）、原中国南车股份

有限公司（CSR）、西门子电气传

动有限公司（SEDL）、株洲西门

子牵引设备有限公司（STEZ）。

我们的冷却器方案可用于城

市快速铁路（S-Bahn）、地铁、区

域列车、机车以及高速列车（图

1）。AKG曾为CRH3型高速列

车、HXD1B型机车提供配电柜冷

却器，为CRH1和CRH5提供变压

器冷却器和冷却设备。AKG 深入

研究客户的特殊要求以及安装要

求，开发适合客户的各种类型冷却

器方案，如车顶冷却设备、车底冷

却器以及冷却塔，近几年来冷却系

统的复杂程度逐年上升。

机车车辆制造厂商希望，冷

却系统在完成机械和电气安装后

能立即投入运行。AKG 完全能满

足这个要求，并提供整个系统。

因此，我们的销售人员不仅有

通风技术、声学、材料力学和振动

技术专业的专家支持，还有液压、

电力驱动技术以及传感技术专业的

专家支持。在产品开发中，我们不

仅重视产品设计和制造成本的优

化，而且也很重视延长产品使用寿

命，降低维护成本，以便向客户提

供生命周期成本优化的产品。

投入批量生产之前，我公

司设备齐全的研发部门要对关系

列车运行安全的技术性能进行验

证。为此A K G专门进行样机制

造，以便能在项目开发过程中尽

早进行所需的验证测试。

A K G换热系统（太仓）有

限公司于1 9 9 6年成立，是集团

100% 的子公司。该公司在太仓

占地60000多平方米，生产真空

钎焊板翅式热交换器，产品质量

标准与AKG 德国公司的产品保持

一致。冷却器和冷却模块可用于

工业领域的多个方面，例如施工

机械、农业设备和林业设备、液

压系统以及铁路机车车辆。我们

的客户有沃尔沃（Volvo）、卡特

彼勒（Caterpillar）、克诺尔制动

（Knorr-Bremse）、博西家用电器

（BSH）、徐工机械（XCMG）、

三一重工（SANY）以及中联重科

（Zoomlion）。

我们的优势在于，可按照全球

客户要求设计和生产冷却系统。

图 1  用于高速列车的地板下冷却系统（变压器和整流器冷却循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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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铁路交通领域的空气
压缩机：适用于各种场合
 制动机是铁路机车、区域列车、城市有轨电车或者地铁系统的重要安全设备，它们

通过压缩空气来工作。因此运营商应选择可靠的空气压缩机，以保障列车运行安全。根

据应用场合的不同，空气压缩机必须耐高温、耐剧烈振动以及撞击，并且符合所有现行

的技术标准要求。ALMiG 公司为全球的机车车辆开发并提供适合于上述应用场合的德国

顶尖技术。

公司： ALMiG Kompressoren GmbH
街道： Adolf-Ehmann-Str.2
邮编/城市：D-73257 Köngen
电话： +49 7024 9614 0
传真： +49 7024 9614 106
邮箱： info@almig.de
网址： www.almig.de

 ALMiG是生产传动功率为1.5
～2000kW的空气压缩机的领先制

造商之一。我们的日常业务是满

足每个客户的特殊需求。公司的

TRACKAIR分部为铁路领域开发的

解决方案是：模块结构的空气压缩

机为有轨电车、地铁、短途交通系

统、铁路以及公共汽车和卡车提供

了在恶劣应用条件下生产及处理压

缩空气的系统解决方案。

发明家、工程师、大工业家

乔治•威斯汀豪斯于1869年发明了

铁路机车车辆压缩空气制动机，

它大大提高了铁路交通的行车安

全。列车的一台或多台空气压缩

机产生压缩空气，然后通过风管

传送给各车辆。压缩空气不仅用

于制动，也用于开车门、控制空

气弹簧、撒沙设备及受电弓的升

弓，压缩空气作为绝对清洁的能

源还用来动作玻璃刷。所以，

ALMiG公司作为技术领先的铁

路机车车辆空气压缩机德国制造

商，能为客户提供可靠产生压缩

空气的个性化解决方案。

采用ALMiG活塞式空压机或

螺杆式空压机生产压缩空气，可

在机车车辆的主风缸产生8～10帕
的最大气压。压缩空气进入车辆

管路系统前会经过净化和干燥，

以防止系统中形成冷凝水和沉积

灰尘，否则就会影响系统工作的

可靠性。此外，清洁、干燥的空

气可确保列车上所有气动部件的

高可靠性。

A L M i G空气压缩机可以根

据客户需求进行个别设计，能够

安装在所有类型的机车车辆上，

可独立安装或者安装在车地板及

车顶的框架结构中。客户可选择

配装其他需要的部件，例如过滤

器、干燥器以及控制系统，组成

一套系统。根据产品型号不同，

图 1  安装在瑞士联邦铁路（SBB）调车机车上的 ALMiG 压缩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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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采用不同的传动方式，例

如三角皮带、液压传动、转速调

节系统。

我们可以按客户要求对空气

压缩机进行定制，配置所需的接

口，以降低安装成本。所有必需

的部件，包括配电箱、过滤器、

防火报警器、加热器和干燥器，

都可以安装在压缩机的模块中。

ALMiG产品以其高可靠、易维

护、低结构噪音和空气噪声以及

低寿命周期成本等优点而著称。

全世界已有1000多台铁路机车装

备了ALMiG的空气压缩机。

一套结构紧凑的空气压缩机

包括所有部件以及有隔声作用的

框架结构在内，重量在300 kg以
下。用于机车的大型空气压缩机

最重为500 kg。为保证旅客的舒

适性，ALMiG的产品运转非常安

静，结构噪音和空气噪声很低。

气源设备一般安装在机车车辆地

板下，为此要对框架模块进行特

殊设计，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

使其经得起碎石撞击、污染和腐

蚀的影响，同时也不会妨碍设备

维护。

1 安全第一

安全是第一重要课题，同时

可用性也很重要。空气压缩机不

仅应在正常运行中顺利运转，紧

急情况下也应如此。应保证空气

压缩机在摄氏零下50度至零上60
度的环境温度中无障碍工作。由

钢轨和道岔引起的撞击会传递到

系统内，因此所有部件都必须在

试验台上依据铁路专业标准进行

测试，并在长时间试验中模拟其

使用寿命。所有主要部件都根据

现行的防火规定进行设计并通过

了认证。欧洲的大型铁路机车车

辆制造商已在他们的产品中成功

应用了ALMiG空气压缩机。

2 高可靠性、低成本

一台铁路机车的每天使用时

间大多超过20个小时。因此对空

气压缩机无障碍运行及其可用性

要求特别高。列车频繁进出隧道

以及在明线与地下线路上混合运

行对整个系统的耐热性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

空气压缩机的设计使用寿命

在30～40年之间。ALMiG产品

的无维护工作时间长达10年。运

营商只需定时更换吸入滤清器即

可。空气压缩机的检修可根据时

间和成本最优方案直接在运营商

的工厂中进行。ALMiG为此提供

全方位的培训方案。

3 最大压缩空气容积流量

为了能在很短时间内对较长

的列车或者装有独立辅助风缸的

各辆货车输送压缩空气，就需要

相应的压缩机方案。其目标是在

列车出发前为整个风管和风缸系

统迅速供应压缩空气，即使列车

停车时间较长也应如此。为此需

要产生非常大的气量，ALMiG空

气压缩机任何时间都能达到5000 

图 2  安装在挪威奥斯陆地铁列车地板下的 ALMiG 压缩机

图 3  ALMiG 压缩机在试验台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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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in的效率。我们为每一种使用

情况提供量身定制的方案。

4 质量最好的压缩空气

ALMiG系统也能与无油压缩

机、联合吸附式干燥器和过滤器结

合一起工作，以产生质量最好的压

缩空气。这样从一开始就可避免产

生未净化的压缩空气。吸附式干燥

器通过较低的支路电流全自动回收

已经干燥的压缩空气。干燥剂的使

用寿命大约为6～8年。根据安装位

置不同，吸附式干燥器可以竖放或

者横放使用。

5 在恶劣环境下的应用

在最低零下50摄氏度极寒温

度下，既有的加热系统和绝缘系

统能够保证空气压缩机无障碍运

行。即使在寒冷环境条件下，快

速起作用的附加电子加热系统在

压缩机启动前也能确保列车在长

时间停车后迅

速起动。空气

压缩机可保证

在高达60摄氏

度的环境温度

下正常工作。

ALMiG产

品集安全、可

靠、品质、易

维护以及低寿

命周期成本等

优点于一体，

高效产生压缩

空气。我们这

种空气压缩机

不仅适用于新

造机车车辆，

也可在计划性

列车维护或者

检修过程中较

快地安装在既

有系统中。

图 4  机车上的空气压缩机正在生产压缩空气

图 5  ALMiG 其他的应用范例，TRACKAIR 解决方案

（图片来源：ALMiG Kompressoren Gm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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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Feed®TAS——
铁路供电系统的固体

绝缘开关设备
 TracFeed®TAS 是全球铁路供电领域第一个通过型式试验、全固体绝缘的交流开关

设备。该设备具有先进的空气绝缘开关设备的环保性，同时具有气体绝缘开关设备紧凑

性及模块化的优点，集两种技术优势于一体。

公司：保富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街道：Garmischer Strasse 35
邮编/城市：D-81373 München
电话：+49 8941999 0
传真：+49 89 41999 270
邮箱：info.de@bbrail.com
网址：www.bbrail.de
      我们是您在铁路基础设施邻域

的合作伙伴，合作范围包括：系统

设计、接触网、铁路供电、电气设

备、信号技术以及大型专业设备。

TracFeed®TAS 固体绝缘开关

设备按先进的单极和二极 50/60 Hz 
27.5 kV 铁路供电系统的特殊要求

设计。该产品平台能够运用于所

有的供电类型，包括 AT 系统和升

压系统的设计（图 1）。通过模块

化拼装产生不同类型的设备方案，

可以经济高效地满足市场上几乎

所有的特殊技术要求。

该开关设备按模块化拼装系

统设计（图 1）。所有模块的浇注

树脂绝缘材料表层均覆盖有金属

层并接地，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

感器也是如此设计，可安装在开

关设备的不同位置。

TracFeed®TAS 固体绝缘开关

设备按照开关设备通用标准 IEC 
62271 系列以及铁路设备专用标

产生封闭气室，不可能排放温室气

体，具有空气绝缘设备的环保优点，

同时还具有气体绝缘设备模块化设

计和更紧凑的尺寸。产品的宽深

高分别为 400 mm × 1250 mm × 
2300 mm，因此设立了新的尺寸标

准。由于完全采用固体绝缘方式，

受环境条件，如空气压力等因素的

影响不大，所以该设备也能安装在

海拔超过 1000 m 的地方。

现在，人们对产品的可持续性

与安全性特别关注。目前铁路基础

设施的发展趋势是减少环境污染，

因此今后固体绝缘开关设备在铁路

供电邻域的应用将大有作为。

准 EN 50152 系列的要求通过了型

式试验，满足开关设备通用标准

IEC 62271-100 以及铁路标准 EN 
50152-1 的技术要求。三工位隔离

开关综合了接地开关与隔离开关的

功能，由于采用了免维护的真空泡，

保证其机械和电气性能不受影响，

这样就无需使用会污染环境的绝缘

气体或者液体，而可应用这种新型

的、获得专利的工作原理来保证介

电强度。在主回路和接地回路中安

装真空泡进行隔离，可保证介电强

度超过 200 kV。根据开关位置的

不同可以实现以下几种接线状态：

● 馈出与母线连接；

● 馈 出 电 缆 接

地；

● 断开位置。

如果需要，

我们也提供五

工位隔离开关，

这种五工位隔

离开关可以增

加以下两种接

地方式：

● 各母线单独接

地；

● 母线与馈出电

缆一起接地。

固 态 绝 缘

开关设备不会

在压力作用下 图 1  视图展示了电极的布置位置

接地设备

母线连接

母线连接
模块

3或5工位
开关

真空断路器

电缆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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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UTA——
       定制化的创新
 DEUTA 品牌已有 110 年的历史，代表着“德国制造”的高品质。

 DEUTA 是一家位于德国科隆附近的家族企业，始终以服务客户为企业宗旨。公司具

有独一无二的深加工能力、高超的工艺技术和产品研发能力。

 质量可靠的 DEUTA 产品是列车超速防护系统的最佳选择。

公司： DEUTA-WERKE GmbH
街道： Paffrather Str. 140
邮编/城市：D-51465 
                   Bergisch Gladbach
电话： +49 2202958-123
手机： +49 175 584 7665
邮箱： jieqiong.auwaerter-leng
  @deuta.de
 （中国区大客户经理）

网址： www.deuta.com

1 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DEUTA 公司在研发新产品及 
系统时特别注意提高列车安全性

及可用性，并可提供速度测量、

记录和显示的整套解决方案。

DEUTA 解决方案的优势：

● 可满足对坚固性和可靠性

有严格要求的项目，并提供优质

的、经过认证的技术及产品。

● 超长生命周期的产品，确

保车辆整个使用寿命期内的稳定

性。

● 制造和维修过程环节少、 
效率高。

2 全球经验……

DEUTA公司业务经营灵活、

经验丰富、积极负责，是机车车

辆大型生产商、系统制造商和铁

路运营商的重要合作伙伴。公司

总部位于德国，并在全球五大洲

设有分公司或联络处。

DEUTA 公司提供的一站式服

务包括：

● 产品与技术选择；

● 设计与工程实施；

● PCB线路板印刷；

● 装配；

● 最终测试；

● 交付使用；

● 培训、技术支持与维修服

务。

DEUTA 保证所提供的解决方

案可在当地交付、调试并提供优

异的售后服务。

3 110年以来……

DEUTA公司伴随现代交通运

输业的发展一路走来，并极大地

促进了它的发展。如今DEUTA公

司已成为铁路交通技术领域的专

业公司。

● 1905 年成立于德国并命名

为德国转速表有限公司；

● 1937年，为 INDUSI系统

（自动停车装置）生产了第一台

记录仪；

● 1963 年， 生 产 了 INDUSI
系统的一部分 ER4 数据记录器

——与西门子和 SEL 公司联合生

产；

● 1992年，为ICE 1型列车生

产了双通道的速度测量系统；

● 1995 年，为德国铁路公司 
生产了第一台基于 PC 架构的用于

驾驶控制的液晶显示屏； 
● 1996年，第一台安装在铁

路车辆上的多普勒雷达传感器投

入使用；

● 2000年，成为铁路车辆领

域全球领先的速度测量、数据记

录以及显示设备的制造商；

● 2003年，DEUTA显示器的

图 1  DEUTA 产品系列——坚固耐用、寿命长、权威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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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硬件获得了EN5012x标准的SIL 
2级认证；

● 2012年，DEUTA传感器、

速度表、行车数据记录仪以及显

示器等安全系统获得了SIL全面认

证；

● 至今，我们已成功地完成 
了许多满足 SIL安全要求的项目，

并通过了SIL安全等级认证，最高

达到SIL4级。

4 参与中国的全球项目……

装载着D E U TA产品的中国

机车车辆已在全世界行驶。25 年
来，许多中国机车车辆和列车运

行控制系统集成商非常信任“德

国制造”产品的质量，尤其看重

DEUTA 产品的技术特点。

5 坚固耐用、寿命长、权威认

证……

DEUTA 产品可在全球各种气 
候条件、甚至极端恶劣的环境条 
件下使用，如炎热、寒冷、灰尘 
或者潮湿，公司一贯根据最高的 
质量标准研发和生产产品，以满 
足客户的所有要求。

公司下设经德国联邦认证的

实验室极其细致地研究各环境对

电子产品的影响，从外部和内部

的温度变化到气候条件——如空

气湿度和尘土——再到系统设备

的电磁兼容性等因素，确保所有

的产品都符合国际标准。

6 为欧洲实现无国界跨境运输

保证列车运行安全……

DEUTA 为欧洲铁路实现互联 
互通的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开发各 
种不同的总线结构产品和灵活的 
产品方案。我们为ETCS信号系统

提供的产品可确保车辆运行的稳

定性，降低能耗，提高旅客的乘

车安全。

7 参与中国的高铁项目……

DEUTA产品也用于中国的列

车运行控制系统。DEUTA为中国

的 CTCS 3 列控系统提供了列控显

示终端设备、多普勒雷达传感器 
DRS05，为 CRH2 和 CRH3 型动

车组提供了行车数据记录仪。

8 业务延伸至美国……

DEUTA公司也为美国的列车

运行控制系统PTC提供技术支持。

DEUTA的PTC产品为该系统集成

到FRA/IEEE环境作了最好的准

备。

9 各种安全完整度等级……

DEUTA 的 SIL 组件作为模

块化产品是DEUTA安全系统的基

石。产品范围涵盖 SIL2-3级的显

示屏、SIL2-4 级的行车数据记录

仪以及SIL 2级的传感器。

DEUTA 是唯一将具有冗余功

能的显示屏集成SIL 3级显示功能

（IconTrust®）以及SIL 2输入功能

（SelectTrust®）的显示屏生产厂

家。IconTrust® 监视液晶显示器上

预定义的显示内容，分析这个范

围所显示的图像，并将图像数据

与初始输入的数值进行比较。如

果有偏差，IconTrust®就会作出安

全动作。

公司产品的另一个核心模块 
是 DEUTA REDBOX safe+，速度

控制单元的安全功能包括识别停止

状态、溜车保护、速度监测、超速

保护、零速保护以及 SiFa等功能。

10  安全产品系统的意义……

DEUTA是全球唯一的可提供

全套安全产品的厂家，并且全部

产品为自主研发及生产。DEUTA
的安全专家拥有非常丰富的专业

知识、几十年积累的经验以及长

远的眼光。DEUTA 安全产品作为

车辆安全系统评估的组成部分，

其本身持有安全等级认证证书及

经验能为客户节省系统审批所需

的时间和费用。

DEUTA 公司与合作伙伴一

起制定了适应市场需要的系统项

目实施战略，并研发了一系列合

适的、通过安全认证的产品。

DEUTA 安全系统具有速度测量、

记录、分析与显示全部功能。

DEUTA产品的安全技术减少了客

户项目的实施难度。在项目设计

阶段就能迅速证实 SIL 安全完整度

的鉴定，具有安全功能的系统部

件最高达到 SIL 4级。

图 2  DEUTA REDBOX® 多功能记录仪产品系列

图 3  自 2012 年起 DEUTA 下设的

认证实验室通过联邦政府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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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全球高科技列车的
温度传感器

 EPHY-MESS 有限责任公司是工业用温度测量技术产品制造商，是全球铁路工业合

作伙伴。这种“德国制造”的温度传感器和旋度值指示器，在全球五大洲监测铁路机车

车辆的驱动装置。从美洲到中国……

公司：EPHY-MESS GmbH
街道：Berta-Cramer-Ring 1
邮编/城市：D-65205 Wiesbaden
电话：+49 6122 9228-0
传真：+49 6122 9228-99
邮箱：info@ephy-mess.de
网址：www.ephy-mess.de
  
 EPHY-MESS有限责任公司是

活跃在全球的温度测量技术专业公

司和顶级制造商，为客户定制生产

工业用温度传感器。60年以来，

EPHY-MESS的传感器广泛应用于

工业应用、风力发电机以及铁路机

车车辆领域，确保其安全性与高效

性。

EPHY-MESS 是为客户定制

提供工业用测量与传感器技术产

品的顶尖制造商。这家于 1955 年

成立的家族企业以成熟的精密部

件产品和创新的工程学艺术在德

国和欧洲占据了领先地位。他是

活跃在全球的铁路工业合作伙伴，

为世界 40 多个国家的客户提供产

品。目前有 180 多名员工在德国唯

一的厂区为朝阳产业研发、生产、

销售有质量保证的传感器产品。

EPHY-MESS 公司在工业用

电子机械、发动机和传动装置的

温度测量方面积累了数十年的丰

富经验，公司应用这些经验努力

满足铁路工业领域不断提高的技

术要求，其产品质量大多远远高

于常用的技术标准。所以 25 多年

以来，EPHY-MESS 公司的温度传

感器、油位表以及旋度值指示器

等产品一直广泛应用在铁路短途、

长途运输技术设备上。

现在这家测量技术专业公司

更多地采取了与研发企业、系统供

应商、列车制造商以及技术服务

企业进行合作的工作方式。EPHY-
MESS 的指示器和温度计已在全球

几乎所有的高速列车上安装使用。

1 温度传感器和旋度值指示器

例如在高级合金钢套管内装

设两个 Pt100 传感器，用于监测

Amtrak Cities Sprinter ASC64 机 车

轮对轴承的温度。这是西门子公司

进入北美铁路市场的第一台完整机

车。这些传感器达到 IP69K 防护

等级，完全具备了接触防护功能，

并能防尘、防水。EPHY-MESS 拥

有自己的试验台，能对传感器的防

护等级进行测试。

英国 Thameslink 新型列车的

制造商和运营商也信赖“德国制

造”的品质。Desiro City 型列车装

备 了 EM DWG04 XSM20-4500 型

转速传感器。脉冲发送器可靠地

计算列车行驶方向以及速度，并

且能测出零速度。在竞争激烈、

私有化的英国铁路市场上，EPHY-
MESS 公司凭借基于霍尔元件研发

和生产的增量转速传感器的产品

优势赢得了广泛信赖。转速传感

器的测量范围为 0 ～ 25 kHz。
该紧凑型传感器还具有以下

优点：

● 耐振性和冲击强度分别达

到标准 EN 61373 三类规定的 200 
m/s2 和 200 g 要求；

● 防护类型 IP68（根据标准

DIN EN 60529），防火标准按照

DIN 5510-1 ～ 5 ；

● 采用法兰快速安装；

● 防反极性设计，防止电源

电压短路；

● 免维护、无磨损；

● 100% 可以测出零速度；

● 无磁外壳（黄铜）；

● 长期稳定性高。

欧洲海底隧道自 1994 年投入

图 1  EPHY-MESS 有限责任公司的办公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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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以来，旅客可以通过铁路穿越

英吉利海峡。从 2016 年开始，德

铁的 ICE 列车也将在该隧道运行。

在西门子公司 Velaro 平台设计的新

型 ICE3 高速列车也装备了 EPHY-
MESS 传感器。无论是 300 km/h
的风速，零下 25℃至零上 45℃的

温度变化范围，还是下雪和冻雨等

恶劣条件，这种坚固抗震的传感器

都能提供可靠的测量值。

Velaro 平 台 系 列 产 品 还 有

Velaro RUS 高速列车（俄罗斯）以

及 Velaro CN 高速列车（中国）。

Velaro RUS 自 2009 年以来运行在

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之间。俄罗斯国

家铁路（RZD）将这一类型列车命

名为 Sapsan（游隼之意）。该列车

是专门为适应俄罗斯的技术和气候

条件而设计的，在室外最低温度为

零下 50℃时也能运行。该列车同样

装备了 EPHY-MESS 传感器。

2 油位观测玻璃和电缆束

中国 CRH3 型高速列车的情

况也类似。与其他高速列车一样，

中国的技术要求也很高。CRH3 型

车的最高运营速度为 350 km/h，尤

其是列车高速进出隧道时形成的气

压差，对安装在列车地板下的传感

器产生很大的机械荷载。这种“超

级交通工具”的制造商和运营商信

赖 EPHY-MESS 的产品。在中国高

速列车上，传感器与相应的电缆束

一起安装在电动机、齿轮箱和轮对

轴承上，以及司机室的配电箱内。

采用 EHPY-MESS 电缆束时可

以通过不同的组合将不同的传感器

按类似的拼装原理整合成一个传感

器系统。将传感器、电缆以及插接

装置灵活地组合在一起，就可以达

到铁路技术部门客户的高要求，使

测量传感器成为量身定制产品。

EPHY-MESS 电缆束也应用在

德国铁路长途运输公司的最新项

目中。ICx 列车将在 2020 年前取

代 IC/EC 列车，随后会取代 ICE1
和 ICE2 高速列车，ICx 动车组也

装备了 EPHY-MESS 传感器。在

ICx 列车基于动车方案设计的驱动

系统内，应用旋度值指示器、定

子叠片组传感器以及电动机轴承

传感器进行安全监控。

在奥地利与德国以及匈牙

利之间的国内和过境高速铁路运

输中采用机车牵引的穿梭式列车

“RailJet”。EuroSprinter 系列的机

车——西门子 ES 64 U2 机车，被

奥地利联邦铁路命名为 Taurus。
安装在该机车上的 EPHY-MESS 传

感器用于监测传动电动机的温度，

旋度值指示器用于测量速度以及

运行方向。机车车辆制造商选择传

感器产品最重要的标准是机械稳

定性和测量可靠性。专为高速领

域开发的油位观测玻璃使机车转

向架内的测量设备更加完备。其

功能是迅速检测齿轮箱里的油位，

这种油位观测玻璃不必安装保护

罩或者昂贵的钢化玻璃板，但在

列车以 230km/h 的速度运行途中

即使遭遇碎石撞击也不会造成齿

轮箱漏油。该系统还设有一套维

护装置，使系统更加完善。

EPHY-MESS 油位观测玻璃的

优点是：

● 通过设有击穿防护措施的

双室防护系统形成高耐撞能力；

● 在外室遭受损坏时依然能

保证系统完全密封；

● 不必打开油箱就可进行迅

速的、环保的维护作业；

● 除了黄铜外壳的油位观测玻

璃以外，EPHY-MESS 也生产铝和

高级合金钢外壳的油位观测玻璃。

所有类型的油位观测玻璃都有以下

各种螺纹规格：M48x1.5、G1½ 〃、 
G1¼〃、 G2〃。

EMD GT46 Mac 型机车是西

门子在印度许可生产的机车，运

行在印度中部以及西南部的干

线上。该型机车装备了 EPHY-
MESS 更精确的温度传感器 BM-
S-GT46MAC。在西班牙巴塞罗

那—马德里的高速线上也安装了

EPHY-MESS 的传感器。

全世界使用 EPHY-MESS 产品

的国家、铁路企业或者铁路制造

商不胜枚举。如想了解更多信息，

请登录 www.ephy-mess.de，或者

致电我们。我们会找到适合您技

术要求的解决方案。

图 2  EPHY-MESS 旋度值指示器

图 3  Velaro RUS 中用于测量齿轮箱油位的 EPHY-MESS 油位观测玻璃以及

温度传感器

温度传感器

油位观测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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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防火方案提高轨道
交通系统的安全性

 在铁路机车车辆的开发工程中，尤其在准入审批过程中，世界各国对防火系统的作

用越来越重视。中国大城市的公共客运系统发展迅速，在存在恐怖活动的背景下，主动

识别并扑灭火灾的解决方案受到更大关注。

公司：FOGTEC 防火有限责任公司   
           &两合公司

           FOGTEC 铁路系统

街道：上海市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

科苑路88号德国中心3号楼757A室
邮编/城市：中国上海，201203 
电话：+86 21 2898 6725
传真：+86 21 2898 6725
邮箱:  rail-contact@fogtec.com
网址: www.fogtec.com

过去几年间，为了应对恐怖

活动或者恶性破坏事件，降低相关

损失，中国对创新型防火方案的兴

趣日益浓厚。在当前社会关系较复

杂的形势下，许多言论将过去发

生的一些恶性事件（例如 2002 年

在韩国大邱地铁站和 1995 年在阿

塞拜疆巴库地铁站发生的恐怖袭

击）归咎于恐怖活动风险所引发的

悲剧。前不久日本新干线高速列车

上又发生了一名旅客自焚事件，导

致两死多伤。这些事件引起人们对

第三方在高速铁路或者公共短途客

运系统领域实施袭击及其潜在风险

的担忧。不断发展的轨道交通将成

为大城市最重要的大动脉，或大城

市间的主要连接通道，出于上述原

因，国家安全部门以及各大城市的

安全机构高度重视轨道交通的安全

问题，尤其是中国许多部门目前正

在制定保护这一至关重要交通系统

的安全措施。

FOGTEC 铁路系统是德国科

隆 FOGTEC 防火有限公司的业务

部之一，拥有 12000 多种用于铁路

机车车辆的主动式防火系统，是

全球机车车辆制造商和运营公司

首选的供应商之一。FOGTEC 在

亚洲市场的上述应用方面也占据

了重要位置。多年前作为韩国大

邱地铁站袭击事件后的应对措施，

FOGTEC 曾与韩国铁路研究院合

作进行了一系列火灾试验，用于识

别和扑灭使用液体助燃剂进行恐

怖活动产生的火灾。试验的主要目

的是，对当时已获得市场认可并经

受实际考验的车厢应用 FOGTEC
灭火系统，并在有别于常见验收场

合的场所进行试验。FOGTEC 独

一无二的水雾灭火技术具有极其

优异的特性，2008 年就证明了本

产品能有效保护乘客、工作人员、

车辆本身以及基础设施的安全。

该系统运用极细水雾，喷洒在火

灾报警设备所发现的范围，降低

火苗热量、持续控制并阻止火灾

的蔓延，为车内人员提供安全生

存 环 境。2014 年 9 月，FOGTEC
与同济大学合作，第一次在中国

进行了 1 ：1 比例的机车车辆火灾

试验，再次证明了 FOGTEC 设备

的高有效性。为保证人员的安全，

两次防火试验均对抑制烟雾扩散

和温度上升专门进行了验证，确

保列车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运行到

下一个停靠点，安全疏散乘客。

图 1  与上海同济大学进行防火试验，证明 FOGTEC 系统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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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用于动力走行装置的独立旋转车轮

这两家顶尖公司在轨道交通

机车车辆的所有产品领域拥有 200
多年的经验，两者互补性很强，联

合起来将拥有轮对制造工业中最

丰富的经验。公司拥有无与伦比

的专业知识，全球各大洲 80 多个

国家的用户普遍从中受益。GHH-
BONATRANS 集团在整个供应链

上提供各种铁路应用服务：从工程、

制造、技术服务到提供配件方案。

提供全面服务的合作伙伴：

GHH-BONATRANS 集团能完成各

种服务。目前 GHH-BONATRANS
集团在整体轮对和欧洲铁路货运领

域已经占据 43% 的份额。在过去

14 年中，这个全球供应商参与了

新型铁路机车车辆的 180 多个项目

的研发工作，仅低地板车辆领域就

有 7000 多辆在役车辆采用了 GHH
公司的轮对。而随着

两大集团完成整合，

其专业知识的影响力

将进一步增强。

该集团现已具备

充分的前提条件，向

自己设定的宏伟目标

而努力。集团拥有年

产车轮 20 万个和年产

车轴 5 万根的生产能

力。2014 年这家捷克

GHH-BONATRANS集团：
两个市场引领者
联合起来更加强大

 GHH 和 BONATRANS 两家公司都怀有雄心勃勃的目标，并计划将欧洲大陆之外的国

际业务量增加一倍。为实现上述目标，2014 年两家公司合并成立了 GHH-BONATRANS

集团。位于捷克波胡明的整体车轮、车轴和轮对的领先供应商，收购了位于德国奥伯豪

森的有轨电车车轮、轮对和走行机构的供应商。由此，诞生了一个提供轨道交通机车车

辆各种应用产品的全球供应商。

公司：Gutehoffnungshütte 
           Radsatz GmbH
街道：Gartenstr. 40
邮编/地址：D-46145 Oberhausen
电话：+49 208 7400-242
传真：+49 208 7400-355
邮箱：tobias.denner
           @ghh-bonatrans.com
网址：www.ghh-bonatrans.com

 GHH-BONATRANS公司是全

球领先的轨道机车车辆高品质轮对

产品供货商。

 集团的战略是在各个方面实现

可持续且有利润的增长。集团产品

型式齐全并已得到普遍认可；团队

积极主动，齐心协力支持实现上述

增长目标。

GHH 轮对公司已成为提供低

地板车轮技术解决方案的世界市场

引领者。几十年来，BONATRANS 
集团在轨道交通车辆轮对及其部件

方面拥有先进的经验，是这一领域

欧洲最大的制造商。2014 年 GHH
轮对公司通过产品销售和提供服务

取得了 8000 万欧元的业绩，同期

BONATRANS 集团取得了约 2.2 亿

欧元的营业额。

制造商共售出了约 13.3 万个车轮、

2 万组轮对和 2.2 万根车轴。其中

约 94% 出口国外，主要销往欧盟

国家，同时也出口到美国和亚洲国

家。

集团希望未来能取得更全面发

展。以 BONATRANS India 公司为

例，该公司将于 2015 年底开始生

产车轮、车轴和轮对，为印度市场

服务。此外，还将在奥伯豪森拓展

车轮、轮对的维修服务业务。

GHH-BONATRANS 集团在奥

伯豪森和波胡明的员工，加上在

世界各地各代理处的人员总计有

1600 多人，人员配置结构处在最

佳状态。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

备受尊重的铁路机车车辆车轮、车

轴和轮对的高端产品供应商；为欧

洲乃至全球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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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高德斯密特-施密特
集团是全球钢轨
技术合作伙伴

   不管是高速铁路、货运铁路、有轨电车运输系统还是地铁，高德斯密特-施密特集

团都是轨道工程、维修、养护和现代化改造工程方面全球最具盛名的产品和服务供应商。

从 1895 年起，我们就代表了铁路行业的最高质量和最佳服务。

公司：施密特钢轨技术（昆山） 
 有限公司 
地址：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巷路 
 97号
城市/邮编：中国江苏省昆山市/    
                   215300
电话：+86 (0) 512 57036950
传真：+86 (0) 512 57638949
邮箱：info@thermit-china.cn
网址：www.thermit-china.com.cn

 施密特中国（简称TC）成立于

2004年，是德国高德斯密特-施密特

集团的中国分公司。本公司提供的

产品和服务包括钢轨绝缘接头、铝

热焊及其机具设备、道砟胶、电子

平直仪和产品技术培训等。

德国高德斯密特 - 施密特集

团是家族经营的国际化企业集团，

全球共有 20 多个中小型企业和 9
个生产基地。集团各企业间与遍

布全球的合作伙伴紧密合作使其

成为不断增长的轨道交通基础设

施国际供货商。

1 提供钢轨技术最佳服务

本集团的服务范围包括轨道

工程、整治、养护和现代化改造，

并在当地提供有质量保证的创新

技术产品和有多年丰富经验的技

术服务。我们为全球各种轨道线

路带来更高的经济性、安全性和

舒适性。无论是无缝线路的钢轨

焊接、可靠的钢轨维修服务、先

进的测量设备、仪器、机械，还

是适用装备，我们完全精通，您

的轨道需要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

才能长期成功地使其保持在高质

量应用状态。

我们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

务，并通过多种多样的技术服务

支持这些工作。主管联系人会与

客户时刻保持联系，在当地提供

服务，凭借多年的经验我们能保

证客户得到令人满意的专业咨询

服务。此外，我们还向您提供个

性化研讨会、培训以及针对我们

产品和服务的高度专业的咨询服

务。

2 传统的创新精神

高德斯密特 - 施密特集团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 1847 年，当时建立

了特奥多高德斯密特股份公司。

1895 年汉斯 - 高德斯密特教授发

明了 Thermit® 焊接法，一种铝热

工艺技术，实现了钢轨的无缝焊

接。从此开启了发展现代化铁路

交通的序幕。随后几年公司在全

球建立多家分公司，由此形成了

集团公司。目前集团在 20 个国家

共有近 1000 名员工。

我们不断对技术创新进行大

规模投资。2014 年 6 月在德国成

立了全球技术创新中心（TIC），
以便将高德斯密特 - 施密特集团在

全球的创新能力整合起来。现在与

120 年前高德斯密特教授获得专利

之时一样，高德斯密特集团的传统

是进行前瞻性思考。

3 施密特中国——在华成功经

营12年

施密特中国（TC）成立于

2004 年，是高德斯密特 - 施密特

图 1  拥有专利的 Thermit®- 铝热焊

工艺，用于焊接各种断面和品质的

钢轨（图片来源：施密特中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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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中国分公司。自公司成立

起，施密特中国应用其创新能力

支持中国铁路市场的快速增长。

公司位于昆山市，生产钢轨焊接

产品，例如用于 Thermit® 铝热焊

的铸模以及绝缘节、器具和机械。

我们销售道砟胶和测量设备以及

提供钢轨焊接和技术培训等多种

服务。

3.1 Thermit® 铝热焊

Thermit® 铝热焊几乎能对所有

断面类型和材质的钢轨进行无缝焊

接。铝热焊工艺能保证重载铁路以

及高速铁路钢轨焊接的安全性，同

时提高旅行舒适度和钢轨的使用寿

命。因为产品质量上乘，服务网络

完善，因此我们的产品具有可靠性

高的良好口碑，在中国得到了广泛

应用，例如用于新建的 350 km/h 高

速铁路和 250 km/h 城际铁路，以

及既有线和重载铁路，如京津线、

京沪线、武广线、哈大线、沪宁线、

京石武和沪昆线等。

3.2 钢轨绝缘接头

我们生产和销售不同类型的

钢轨绝缘接头，产品按受力类型、

安装和制造方式各不相同。但都

具有共同的优点：在任何气候条

件下均具有高安全性、高可靠性

和高坚固性。我们的客户对产品质

量的评价很高，2013 年三种 MT-
IRJ 绝缘接头获得了中国铁路认证

中心（CRCC）的认证。

3.3 测量仪器

公司开发的测量仪器能进行

无损测量和记录不同钢轨类型的

实际状态。不管是轨道几何位置、

磨损、钢轨纵断面、平顺度或者

钢轨应力状况，对于许多必须的

钢轨测量我们都能提供适合的仪

表。我们能保证钢轨在任何时候

都处在最高安全性、最佳质量状

况和最大可用性的状态，并能预

测未来的养护作业，进一步提高

旅行舒适度。我公司在中国销售

三种高精度测量仪：SEC-RC 电子

平直仪，SED-RC 双面电子平直仪

和 LSED 长距电子平直仪。

3.4 高德斯密特工具

我们提供不同用途的各种工

具和机械，例如用于 Thermit® 铝

热焊、轨道工程和养护作业的工

具。我们的工具确保工人在施工

作业期间的安全、操作舒适，由

于部件质量高，工具非常可靠。

3.5 道砟胶

为安全运营提供可靠基础：

我们的道砟胶工艺能把不同范围

的道砟稳定地粘结在一起。我公

司提供多种用途的道砟胶，例如

用于有砟轨道与无砟轨道之间过

渡段的道砟胶、用于铁路桥梁、

隧道、曲线和道岔区段的道砟胶。

我们的技术在中国拥有良好的口

碑，已经在以下高速铁路上成功

应用：京津、武广、京沪、郑西、

京石武和沪昆。

3.6 钢轨润滑机

我们生产的用于降低钢轨磨

耗的智能润滑机适用于干线铁路

和城轨线路所有类型的钢轨。对

于特别繁忙的区段，采用该设备

可以减少轮轨磨耗多至 80%，由

此可大大延长钢轨寿命和减少养

护费用。此外，还可降低噪声污染，

最多达 20 dB。

3.7 道岔加热

道岔加热是安全且可持续的

解决方案，可让道岔的可动部分不

积冰雪，防止被冰雪冻住。同时还

能明显提高轨道的安全性和旅行舒

适度。高德斯密特 - 施密特集团的

道岔加热设备与其他系统相比，养

护和运营成本要低得多。

4 厂内采用焊接技术处理提高

新钢轨品质

我们采用抗磨损度高的焊接

材料提高出厂新钢轨的品质，这

种钢轨产品成本低、舒适、寿命长，

适用于所有的新建线路和改造线

路。采用经焊接技术处理的新钢

轨可按客户要求进行加工，从长

远角度看这种钢轨具有以下优点 ：

延长寿命、降低养护费用、减小

噪声污染，并且还能提高列车运

行的舒适性和安全性。

您能从我们独一无二的服务

中受益。我们用本地化的服务方

式、创新的技术、强烈的质量意

识和多年的经验随时为您服务。

图 2  高精度 SEC-RC2 电子平直仪

（图片来源：施密特德国公司）

图 3  高德斯密特工具：GP-4000P
钢轨打磨机（图片来源：高德斯密

特 - 施密特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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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高可用性的以太网

 为使以太网更好地用于铁路控制和铁路通信网络，其标准化现已进入最后阶段。而

在旅客信息服务系统（连接 / 不连接摄像头）和乘客多媒体服务的应用领域已拥有多

年使用以太网的经验。

公司：浩亭技术集团

街道：Marienwerderstr. 3
邮编/城市：32339 Espelkamp
电话： 05772 / 47-0
传真： 05772/ 47-400
邮箱： info@HARTING.com
网址：www.HARTING.com

由于集成了附加的摄像头以

及在故障状况下对网络可用性的

要求越来越高，列车应用对网络

部件和布线产生了新的要求。列

车控制系统必须如在自动化设备

中一样，处理不同的输入信号和

信息，来保证客货运输的安全。

为实现该功能，目前列车上采用

的是 MVB/WTB 总线系统，标准

已对其特性（包括部件、接口和

协议书的特性）进行了规定。以

太网作为网络已广泛用于自动化

技术领域，无论是 I/O 层面、控制

层面还是 IT 公司网络。正如在自

动化技术领域的应用一样，未来

以太网在列车上将作为网络基础

设施替代 MVB/WTB 总线。

该技术的推广有许多优点：

使用以太网能提高硬件可用性、简

化终端设备的连接以及实现网络

的可伸缩性和可扩展性。基本功能

还包括构建网络冗余拓扑、实现

数据的优先级和将物理网络分割

成逻辑网络。鉴于上述功能，以

太网非常适用于列车控制。此外，

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统一化。自动化

技术领域中，根据应用的不同以太

网协议各不相同，如 PROFINet、 
EthernetIP、Ethercat、 Powerlink 和

Sercos，而列车网络将会采用一种

标准化的协议。列车既可作为模块

化连接的组合，又可作为来自不

同制造商的列车单元的组合。网

络则可对上述列车系统进行配置，

使系统的组成部分相互配合工作。

IEC 标准制定了拓扑、部件接

口和协议的规定。61375 标准系列

（2015 年最终版本）对此进行了详

细的规定。

● IEC 61375-3-4 以太网组成

网络 ECN ；

● IEC 61375-2-5 以太列车骨

干网；

● IEC 61375-2-3 通信简介。

标准将列车和车辆交换机

（Train Car Switch）定义为硬件。

联网的列车交换机与以太骨干网

相联。为提高可用性，以太骨干

网平行穿过列车。作为附加的冗

余措施，列车交换机接入下层组

成网络。

在“组成网络”（列车单元）

或者车辆网络中，车辆交换机通

过环形拓扑结构连接终端用户的

方式定义为标准配置。

1 不受故障影响的旅客信息服

务系统

以太网用于列车控制网络的

最终标准化工作即将完成，不过

目前几乎所有的旅客信息服务系

统都已经采用以太网连接。采用

图 1  根据最新标准 IEC61375 构成的列车网络拓扑结构方案



ETR China Editionwww.eurailpress.de铁路技术评论 2015 年 11 月 31

产品信息

这种以太网只用一种统一的接口

连接不同设备，如显示屏、摄像机、

录像机和控制单元。

高 性 能 的 网 络 相 机（IP-
Kamera）无需把摄像信息先进行转

换再记录。

可根据应用的不同和列车运

营商对性能的不同要求选择网络

拓扑结构及组件。这些系统可以

设计为配置有“即插即用非网管

型 交 换 机（Plug Play Unmanaged 
switch）”的线形拓扑结构，或设

计为环形拓扑，构成配置有网管

型交换机的冗余网络。浩亭生产

的 Ha-VIS 4000 交换机系列产品为

两种拓扑结构提供配有 M12 接口

的可靠耐用的解决方案。

由于服务功能逐步实现了一

体化，同时网络用户数量在增加，

因此必须设计更高带宽的列车以

太网。

根据拓扑结构的不同（线形

或者环形）可采用网管型或非网管

型以太网交换机和 Gigabit 接口。

所有的以太网端口都采用经过振动

试验的 M12 接口（D 编码采用 100 
Mbit/s ，X 编码采用 1000 Mbit/s）。
冗余功能除了能提高数据传输率性

能外，还能提高可用性。设计线

形网络拓扑结构比较简单（非网

管型），但是这种网络在其中一节

车断电时就会导致旅客信息流中

断。浩亭生产的具有旁通功能的交

换机与此相比，其可用性明显提

高。例如当列车中部一个交换机断

电，将直接接通 Gigabit 以太网端

口，Gigabit 骨干网能保证从列车

前部至后部的通信继续畅通。

在为提高旅客乘车的安全性

而安装摄像头系统的情况下，可

以选用配有“以太网电源”（PoE）
的交换机方案。在这种方案中，

交换机将 PoE 摄像机

的供电与以太网通信

共用一条电缆，这样

还能减少列车内的安

装费用和火灾风险（用

一条电缆代替了以前

的两条电缆）。

2 无源网络基础设

施

对列车以太网所要求的高可

用性只有通过有源设备（交换机）

和无源设备（插接连接器和电缆）

的协调合作才能达到。在铁路应用

领域，M12 与 RJ45 相比，其保证

信号完整性的备份能力更强，耐

振性更好。除了可靠的 M12 螺筒

式插接头外，浩亭现在还提供创

新的 M12 推拉式插接器，优化了

交换机的安装操作和安装时间。

M12 推拉式连接器通过插塞连接

交换机，非常可靠、耐振，同时

发出已锁住的响声。简单地拉出

保险环，即可松开 M12 推拉式连

接器。

3 通过网管型交换机优化网络

通过旁通功能（Bypass）和

Gigabit 骨干网设计的非网管型拓

扑拥有更高的可用性和更大的数

据传输率，有利于实现无障碍运

营。

对于功能和参与者更多的旅

客信息服务系统而言，则要通过

网管型交换机来优化网络。由于

连接了网络摄像机和终端增大了

数据传输量，而网管型交换机的

功能则能减少数据的传输量。

图 3  车厢内的旅客信息服务系统

图 2  有 PushPull 接口和旁通功能

的 Ha-VIS 交换机

铁路领域是浩亭技术集团最重

要的市场之一。亚洲，特别是中国

铁路市场最具增长动力。

根据浩亭近距离服务客户的

理念，在中国除了设立了多个的销

售公司外，还建立了一个大型的生

产基地。浩亭集团在全球拥有 42
个销售公司和 12 个生产基地，共

4200 名员工，其中在中国的员工大

约为 520 名。浩亭产品将带有电源、

信号和数据的设备、机械连接组

网。产品和解决方案包括用于设备

连接的各种插接器、网络部件，后

者所属系统电缆以及各种客户定制

产品。除此以外，还生产 RFID 标

签系统、电流传感器和各种印刷线

路板。

Heiko Frese
浩亭工业通信和供电网

络（ICPN）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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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宁卡尔——安全与您同行
 城市轨道交通和铁路运输需要更加灵活高效的解决方案，但这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

在追求更加高效和动态的系统时，对其稳定性和安全性的要求就越高。汉宁卡尔对此的

理解为，首先把每个功能单元都做到极致，然后在此基础之上，结合系统运行的经济性

和长期安全性制定最贴合用户的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苏州汉宁&卡尔交通系统科 
 技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江苏省苏州高新区科技 
 城培源路2号微系统园 M2  
 104室，215000
电话：+86 (0) 512-68071028
传真：+86 (0) 512-68071038
邮箱：info@hanning-kahl.cn
网址：www.hanning-kahl.cn

 汉宁&卡尔开发和制造用于轨

道交通的液压制动系统、信号和安

全设备。

德国汉宁卡尔有限责任公司

是一家家族企业，成立于 1898 年，

总部设在德国比勒菲尔德。公司

目前由家族第四代传人接手管理，

并持有 100% 的企业股份。公司拥

有 400 名左右的专业人员，从事

轨道交通信号系统的开发、生产、

销售，同时为全球客户提供信号

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公司产品的

应用范围涉及有轨电车、城市铁

路、地铁、私有铁路以及工矿铁

路和港口铁路等。

在车辆制动领域，我们专注

于向客户提供列车液压制动系统和

磁轨制动系统。公司的制动系统适

用于几乎所有车型，完成了难以计

数的项目，借助项目中积累和沉淀

的丰富经验使我们有能力并积极参

与到车辆制造商的制动系统初期设

计工作中去。同时我们还根据不同

的项目需求和制动部件为客户定制

所需的制动控制系统。

在信号和安全系统领域，汉

宁卡尔会针对不同的项目情况为客

户定制个性化的信号系统解决方

案。我们在项目的前期策划阶段就

开始跟客户进行密切的技术交流，

以确保在接下来的产品设计和生产

中，采用合理有效的方式把批量生

产和个性化设计进行优化整合。采

用这种方式得出的项目解决方案虽

然价格略高，但因其设计目标明确、

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高，所以能最

终赢得客户的认可。公司可定制的

产品包括转辙机（包括电磁、电液

和手动式）、道岔控制器、专用信

号机、道岔加热系统、车辆段管理

系统以及铁路道口安全防护设备。

据统计，汉宁卡尔在 2014 年

的出口比例已达到公司总销售额

的 59%。国外市场对公司的可持

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

且我们早就认

识到，对于中

国这个非常特

殊的市场，如

果只是完成单

纯的产品出口

销售是不会取

得成功的。因

此我们于 2013 
年在中国苏州

成 立 了 分 公

司，苏州分公

司将和德国汉宁卡尔紧密地联系

在一起，向中国客户提供本地化服

务。该举措可拉近我们与客户间

的距离，从而缩短反应时间，同

时也使我们具备了在本地处理更

复杂问题的能力。而目前在中国

已经成功完成的第一批项目表明

公司正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

此外，我们将进一步扩大分公司

在中国市场的职能范围，尤其是

完善和加强产品的售后服务以及

产品的本地化组装等，以满足中

国市场对于产品国产化的要求。

公 司 通 过 了 如：IRIS、
ISO9001、ISO14001 和 ISO18001
等国际知名标准认证，有力地证

明了汉宁卡尔的国际化和专业化

能力。借助公司的产品深加工能

力和高素质员工，使我们能够迅

速且精准地理解并处理客户对于

产品的多样化需求。

值此，汉宁卡尔非常荣幸

能够成为中国轨道交通领域的一

员。选择汉宁卡尔，安全与您同行。

图 1  转辙机的组装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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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伯拉公司：让您更多
了解我们

 当你乘坐火车、公共汽车、小汽车和飞机旅行时，你会在全世界发现虎伯拉

（HÜBNER）产品。作为一个综合的系统供应商，HÜBNER 集团生产运输设备（如铁

路车辆、公共汽车、机场设备、客车和商用车辆）的关键部件，以及用于医疗、生活品

质、太赫兹、光子学和高频技术的产品。

公司：虎伯拉铰接系统(上海)
    有限公司

街道：德林路90号81#
邮编/城市：中国上海外高桥保税

                   区，200131
电话：+86 21 5046-2007
传真：+86 21 5046-2136
邮箱：jenny.li@hubner-china.com 
网址：www.hubner-germany.com 

 公司成立于1946年，在全球有

2400名员工。

HÜBNER 为区域交通和长途

运输的高速列车、有轨电车、地铁、

地下铁路、市郊和干线铁路的车

辆开发车厢连接部贯通道系统。

贯通道在这些车辆上必须能够承

受巨大的压力，并满足最高的安

全和舒适标准要求。HÜBNER 产

品在阻燃、隔声和使用寿命方面

为您提供可靠保证。

干线列车的旅客贯通道符合

地区、区域和长途旅行的最高使

用标准。这些贯通道系统适用性

强、设计复杂、内部材料经过精

心选择，因此具有使用寿命特别

长、维修少、能为旅客提供舒适

安全通道等特点。

HÜBNER 的高速列车贯通道

耐高压、耐火而且灵活，其双层

瓦楞波纹管能使高速列车承受极

端的机械负荷和压力。公司在内

部实验室和试验台对这种波纹管

进行了广泛的测试。开发的这些

综合试验是为了验证产品在最苛

刻条件下能否保证性能和满足每

种车辆类型的要求。

20 世 纪 90 年 代，HÜBNER
向市场，特别是地铁市场推出了一

种独特灵活的贯通道侧墙系统。

这种侧墙系统在车厢之间的连接

连续、灵活，扩大了通道内舒适

区的空间。墙上覆盖的波纹管具

有噪音吸收效果，而且使列车内

部移动边缘完全不暴露。除了这

些优势外，这种不易损坏的侧墙

系统几乎能在所有类型的车辆内

方便安装。灵活的侧墙拱门可伸

展适应车辆运行。

HÜBNER 在中国

在当地为

客户提供服务

是 HÜBNER
喜 欢 采 用 的

方式。除了德

国卡塞尔总部

外，HÜBNER
还在中国、巴

西、法国、匈

牙利、印度、

意大利、马来

西亚、俄罗斯、

南非、瑞典、

英国和美国设

有分支机构。销售伙伴及商业机

构遍及全球 30 多个国家，这一数

据还将继续上升。因为缩短与客

户的距离、简化服务流程能取得

最好的效果。

自 2002 年以来，HÜBNER 在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有生产基

地，目前已有 225 名员工。在该

地区设厂能够提供定制产品并向

市场推出整体解决方案。

HÜBNER 在中国已经超过 12
年，已经能很好适应当地的条件

和要求，并与世界最大的高速列

车市场，以及持续蓬勃发展的地

铁和电车市场一起快速增长。

HÜBNER 公司不断改进产品

和工艺，通过本土化生产、具有

德国品质的产品以满足全球客户

的要求。

图 1  HÜBNER 公司经济适用的创新贯通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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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ord+Bauer传感器
——数十年的全球经验

 铁路运输安全至关重要，先进的铁路机车车辆都装备了列车控制系统。

Lenord+Bauer 公司的传感器为这些系统提供所需数据，这些传感器在全球机车车辆的应

用证明非常可靠。这家德国制造商为铁路各种安全系统研发了多通道专用传感器以及车

轴传感器。 

公司： Lenord, Bauer & Co. GmbH
街道：科苑路88号德国中心3号
           750室
邮编/城市： 中国上海浦东张江高

                    科技园区，201203
电话：+86 2128986678
传真：+86 2128986849 
邮箱：info@lenord.cn
网址：www.lenord.cn

 50年以来，Lenord+Bauer公司

一直是工业化发展过程自动化的代

表。公司主要研发、生产和销售铁

路用传感器，并通过了DIN EN ISO 
9001、14001以及IRIS标准认证。

在铁路运输中，安全性与可

用性是除列车速度和正点率以外

的两个重要因素。因此，安装防

滑装置、牵引控制和列车安全系

统已纳入铁路机车车辆的技术标

准。这些控制系统必须能在露天

条件下可靠工作，而且其中部分

部件会直接受到恶劣天气、碎石

撞击和尘土的不利影响，因此控

制系统必须在大风及恶劣天气下

也能可靠工作，尤其是传感器、

电缆和插座连接器，因为它们通

常安装在车辆走行装置上，如发

动机、轮对或者车轴端部。

数 十 年 以 来，Lenord+Bauer
公司坚固耐用的产品在全世界铁

路车辆上的应用中经受了考验。

公司提供的产品从免维护和无磨

损的转速及温度传感器，到各种

多 通 道 传 感 器 和 CombiCODER
多用途传感器，再到高分辨率的

增量式转向角传感器和轴端传感

器。我们为铁路行业提供品种多

样的传感器，而且在多数情况下

可以为客户专门定制。我们的德

国工厂每天出厂数以百计的配有

连接电缆以及插接头的传感器产

品。所有产品都符合现行的 IRIS、
UIC、EN 50155 和 IEC 61373 以及

EN 50121-2-3 标准的要求。我们

为铁路机车车辆的各种安全系统

提供已连接好的测量系统。

1 上海代表处

5 年多以来，Lenord+Bauer 公
司加强了亚洲市场的产品营销。为

在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中缩短与客

户的距离，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我们于 2011 年在上海设立了代表

处。这期间有 6 名中国同事承担了

从与亚洲客户的业务联系到产品售

后服务工作。他们负责解答所有技

术问题，并与德国的销售、研发和

生产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向客户进

行说明。

Lenord+Bauer公司将再次参加

11 月 17-20 日在北京举办的“2015
北京国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

及装备展览会”（METRO CHINA 
2015）。希望了解 Lenord+Bauer 公

图 1  铁路机车车辆传感器——Lenord+Bauer 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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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最新产品的研发信息或者希望建

立技术联系的客户请莅临我们的展

台（展厅 1B，展台号 11407B）。
展会上我们将介绍怎样采集转向架

转速、速度、温度以及振动数据的

解决方案。

2 优化利用有限空间

监测上述测量数值是为了提高

列车运行安全性。在这些重要的数

据中，许多数据正是在车辆走行装

置上采集的。由于每种安全系统需

要不同的数据信号，导致需要增加

使用的传感器数量，而转向架能提

供的空间有限，因此只能采用一套

传感器系统近似测出多种数据。例

如用安装在转向架上的多通道传感

器测量转速、转动方向以及停车状

态。传感器通过扫描铁磁材料的测

量齿轮，按不同应用情况最多能分

四个通路输出电流或电压信号。

通过电隔离，传感器可以产生

独立的转速信号。市场常见的机盒

内最多能安装 4 套传感器系统，它

们为 2 ～ 4 种控制系统提供不同的

信号。测量齿轮的旋转方向通过方

向信号测出，或通过呈 90°相位

差的双通道采集的信号来确定。控

制系统根据传感器输出的固定电压

能准确确定车辆是否在停车状态。

输出信号会受干扰场的影响，通过

把传感器信号倒相可以起到辅助作

用，因为控制系统将计算出信号与

倒相信号之间的电压差。因此，即

使连接线路很长，或

者处在强干扰场中，

控制系统都能收到稳

定的测量值。

3 适用于不同系统

的传感器

轴端传感器是多

通道传感器的另一种

选择，可以为防滑装

置、列车安全系统和

各种附加应用系统提

供多种相互独立的转速以及旋转

角信号。轴端传感器安装在转向架

轮对的轴承盖上，在多至 8 个通道

上以电压或电流电平提供矩形信

号。集成的译码处理装置用最多 3
种不同的脉冲数输出这些信号，各

通道可以单独配置，或者按固定的

相位关系成组配置，这样就可精确

调整信号特性，使之与安全系统要

求一致。这样就能设计出专门为某

种用途而定制的测量系统。这种灵

活设计的传感器既适用于新开发的

车辆，也非常适合装备既有车辆。

Lenord+Bauer 公 司 的 轴 端

传感器十分坚固耐用，经受得住

猛烈撞击和振动。磁力传感器甚

至可以在最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工

作。这种传感器即使在污秽、油污、

潮湿或者因温度变化而产生冷凝

水的情况下也能正常工作。通过

选择高品质的轴承就能保证车轴

传感器免维护、长寿命。

4 为提高安全性提供多样的选

择

多通道车轴传感器除提供转

速信息以外，还采集温度过高、撞

击荷载、走行公里和运转小时数等

数据。列车安全系统利用这些测

量值获得走行装置磨损的准确情

况。例如安装在传感器机盒内的温

度监测装置能发出燃轴报警信号，

根据反复冲击情况与车轴绝对位置

的关系对比就可以探测出车轮踏面

图 2  转速和温度是对机车车辆最常监测的数据

是否有擦伤，即使电缆破损也能通

过输出的静止电压信号可靠发现。

5 “德国制造”的品质

长寿命的铁路车辆需要采用

可靠的传感器保证。Lenord+Bauer
公司的战略目标是保证长期产品的

过硬质量和可靠性。对于企业来说，

保证产品质量始于产品的研发，是

贯穿企业所有部门的红线。每年我

们都会采取措施进行新一轮的内部

和外部的质量审核。传感器的高可

用性以及功能稳定性是铁路工业客

户选择产品的重要因素。

因此我们特别重视生产组件

的高品质以及全程的质量监控。

最终检验程序是产品生产流程的

固定组成部分。检验员主要检验

传感器的电能消耗以及电平、相

位和输出信号的额定值。检验员

要储存每一件产品所有的测量值

并记录最终测试的所有数据。总

之，Lenord+Bauer 公 司 要 按 照

EN50155 标准对铁路专用传感器

进行型式试验，以保证传感器达

到所要求的稳定功能。

如果您还想了解Lenord+Bauer
公司的其他产品，敬请现场参观

在北京举行的“2015 北京国际城

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及装备展览

会”。11 月 17 至 20 日，我们的中

国同事在 1B 展会大厅、 11407B 展

台号欢迎您莅临交流。

图 3  安装在走行装置上的传感器

系统直接暴露在各种环境影响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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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声学：低噪声机车车辆、
低噪声轨道和低养护费用

 德国米勒贝姆公司 (Müller-BBM) 是铁路噪声和振动诊断专家，提供现代化的声学、

振动测量仪器，全自动车轮监测、轨道设备，以及声学技术咨询服务。公司严格按照欧

洲的高标准要求，实现低噪声铁路运输和维修保养的优化。

公司：米勒贝姆振动与声学系统

         （北京）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18号
    北环中心1002-1003室
邮编：100029
电话：+86 10 51285118
邮箱：info@MuellerBBM-vas.cn
网址： www.muellerbbm-vas.cn
 
 米勒贝姆有限责任公司(BBM)
是世界领先的技术服务公司，员工

超过400人。

铁路噪声是巨大的挑战。噪

声污染有损于铁路环保的形象，

通常会引起附近居民的不满。铁

路噪声在车轮与钢轨接触过程中

产生，钢轨和车轮表面的擦伤及

表面粗糙是产生噪声的原因之一。

铁路噪声也反映了钢轨状

态。钢轨表面的波纹磨损、车轮

擦伤或缺陷、钢轨或扣件的缺陷

都会通过噪声增大而显现出来。

有效的噪声防护是在噪声源

头采取措施。我们的测量仪器能

精确测量轮轨表现粗糙状态，且

对钢轨车轮进行连续监测。

高精度测量仪器 m | wheel 和
m | rail trolley 能发现车轮和钢轨表

面最小的粗糙度状况，且能做到：

● 按欧盟可操作技术规范噪

声篇（TSI-Noise）和欧洲标准 EN 
ISO 3095 的规定，对验收铁路机

车车辆的线路进行鉴定；

● 发现钢轨表面的缺陷；

● 在钢轨打磨后评价钢轨的

粗糙度；

● 根据EN 15610和EN13231-3
欧洲标准规定测量轮轨的粗糙度；

● 精确测出车轮直径以识别

且高精度测量车轮缺陷，如多边

形和擦伤。

声 学 监 测 系 统 ARRoW 和

WMS 能对低噪声钢轨线路和机车

车辆进行监测，因为这些系统能

够实现：

● 全自动监测轨道和车轮；

● 自动发现轨道和车轮的微

小缺陷；

● 早期探伤帮助用户实现状

态维修制；

● 降低养护费用。

应用声学管理确保达到目标

声学管理是车辆开发过程中

应用的重要方法，借助声学管理，

可在机车车辆的开发过程中连续

监测和检验机车车辆的声学状况，

以确保达到开发目标。

多年来，米勒贝姆公司（BBM）

一直为机车车辆工业企业提供声学

管理技术服务，包括从报价阶段至

声学验收测量的全过程，形成了具

有特色的声学管理方法。我们凭

借丰富的经验，能在机车车辆开发

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为客户提供支

持。我们编制详细的声学技术说明，

对内部和外部噪声进行预测，从低

噪声设计角度为客户提供优化方案

的咨询服务。我们在计算或实验分

析的基础上，评价可能的改进方案，

验证声学预测模型，当然也为客户

的机车车辆整车、零部件或构件进

行试验分析。我们始终致力于为客

户在机车车辆开发过程中提供持续

的技术支持服务。

图 1  米勒贝姆是铁路机车车辆、轨道测量和监测系统的制造商，在铁路声学

方面具有 30 多年的经验

m|rail trolley m|wheel

W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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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WE GmbH：
公司概况

公司：NOWE GmbH
街道：Heilswannenweg 66
邮编/城市：31008 Elze
电话：+49 5068 74800-00
邮箱：info-nowe
          @faiveleytransport.com

作为提高摩擦阻力的专家团

队，我们为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

伴提供从规划、发展到设计、制造、

销售全方位一站式服务。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我们专

注于为有轨电车和高速列车提供

智能化的解决方案。

基于我们与多家车辆制造商

多年合作的成功经验，我们通常

在一个新车型研发阶段就参与设

计。这样我们就可以有充足的时

间设计撒砂系统，从而满足主机

厂要求的特定工况。

最重要的是，基于我们技术

的高度灵活性，NOWE 可以帮客

户对老式轨道交通产品进行更新

换代：我们满足现有的任何几何

结构，确保轨道交通产品的现代

化和可靠性。

着眼于基础研究：

任何一个涉及到到撒砂系统

的细节都非常重要。这就是为什

么我们 NOWE 从成立的第一天起

就致力于研究根本影响因素的原

因。

我们与我们的客户合作 , 坚持

不懈优化轨道交通车辆的制动性

能。

为此，我们研究各种参数，

比如速度、风压、砂子构成，研

 法维莱运输集团 NOWE 公司（FAIVELEY TRANSPORT NOWE）的服务范围包括：

铁路车辆撒砂系统的项目规划、开发、设计、制造和销售。公司与客户合作，为其最有

效地使用新型车辆以及老旧车辆开发创新的解决方案。

究这些参数与喷向车轮与轨面之

间的砂子分散的具体关系。

我们把研究成果引入到我们

产品设计开发中，有助于确保铁

路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变得更加

高效，更加环保，当然最后也是

最重要的，更加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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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工业验证的铁路
自动化技术

 既有的铁路信号和控制设备大部分还是传统的联锁设备，即机械联锁或继电联锁。

对路网技术设备进行必要的现代化升级改造，还可以考虑引进工业的控制方案，例如

Pilz 开发的自动化系统 PSS 4000。

公司：Pilz GmbH & Co. KG
街道：Felix-Wankel-Straße 2
邮编/城市：73760 Ostfi ldern
电话：+49 711 3409-7071
传真：+49 711 3409-133
邮箱：j.lemme@pilz.de
网址：www.pilz.com
 
 “65年来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是

安全的自动化技术。我们的专业知

识以及专为铁路行业按其要求所开

发的产品让我们在市场上站稳了脚

跟。客户对我们的信任是我们最大

的追求！”

 Renate Pilz
 Pilz GmbH & Co. KG总经理

经过工业企业验证的控制方

案能大大降低目前占主要比例的

购置、工程以及运营和维修成本。

当然采用这些系统的前提是，必须

满足铁路行业欧洲标准 EN 50155
和 EN 5012x 中规定的安全要求。

到目前为止，铁路信号和控制

设备的解决方案都是在专有技术基

础上开发的系统。这就是说，这些

技术设备是专为铁路应用而设计、

开发和制造的。在这些技术设备的

应用中，标准的硬性要求、项目的

特殊性和较低的标准化程度成为现

在成本居高不下的主要因素。在铁

路信号技术领域，如今依然在应用

传统的带强制接点的继电器。 
现代化升级改造的趋势是，

尽可能用高性能软件代替易磨损

和需用大量电缆连接的硬件设备，

同时还要考虑到安全性和经济性。

在工业领域，例如机械制造

业采用的可编程控制器 SPS，能

够成为取代继电组件承担控制任

务的安全平台。SPS 在工业领域

已经得到广泛应用并采用标准化

的工业组件，因此购置成本较低。

软件工具能降低设计费用，提高

设备诊断能力，而且能简化养护

和维修工作。

1 PSS 4000自动化系统达到

安全完整度4级（SIL 4）

Pilz 公司按照欧洲标准 EN 
61508 为工业自动化应用开发了

经工业验证的自动化系统 PSS 
4000。为满足铁路运输的特殊要

求，Pilz 开发了在型号命名上加上

“-R”（英文 Railway 首字母）的铁

路专用模块。这些模块在铁路典

型的应用环境中，如在电磁干扰、

极端温度和机械荷载条件下能够

可靠工作。PSS 4000 自动化系统

的铁路模块达到了欧洲电工标准

化委员会按欧洲标准 EN 50126、 
EN 50128、 EN 50129 和 EN 50155
规定进行审批的要求。PSS 4000-R
已经获得了铁路专用产品的安全

审批证书，达到了安全完整性 SIL 
4 级水平。

PSS 4000 由多个功能组件

构成，硬件部件包括安全 PLC、

I/O 设备和用于安全和自动化功

能的不同 I/O 模块。设备之间的

图 1  配置接地 -R 模块的 PSS 4000 自动化系统组件把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

的主要审批标准作为产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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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采用了在 10/100 BASE-T 基

础上开发的实时以太网通信系统

SafetyNETp。除了安全协议外，

还能通过 TCP/IP、Modbus/TCP、
UDP raw 等协议与其他设备进行

数据交换。SafetyNETp 可通过标

准化的网络部件，如以太网交换

机或者 DSL 调制解调器进行传输，

因此具有很高的扩展和拓扑能力。

2 方便用户的程序设计

PSS 4000 软件平台可用于安

全应用程序的开发、设计和参数设

置，以及把这些软件载入控制系

统。在该平台上可安全编写和修

改应用程序，包括读取数字和模

拟信号，在逻辑单元对这些信号进

行逻辑和时间处理，输出进行控

制过程的数字和模拟信号，通过

SafetyNETp 软件进行安全数据传

输。软件组件有 IEC 61131-3 编辑

器和专用的模块编辑器PASmulti。
Pilz 生产的 PSS 4000 自动化

系统不仅用于传统的机械和设备

制造，也用于汽车制造。由于具

有开放性和灵活性，化工工业、

缆车、港口吊机和船闸设备的客

户也采用了该系统。该系统的优

点是：在一个系统内统筹考虑了

自动化和安全性。除此以外，PSS 
4000 还具有分散控制结构的优点，

克服了通常情况必然产生的结构

复杂的缺点。

3  降低审批费

用

由于已经通

过认证，降低了

对 -R 模块的审批

准入费用。-R 模

块可用于铁路领域

不同 SIL 等级的系

统，包括用于轨道

工程、机车和动车

作业机械的控制功

能，以及信号领域

的控制和监督功能，例如铁路道

口、控制和安全设备或者联锁设

备结合部的信号监督。

例如，PSS 4000 自动化系统

在奥利地和瑞士的无栏木铁路道

口安全防护设备中获得了应用，

在瑞士黄金线路沿线承担了控制

和安全任务。Pilz 与德国铁路路网

公司、Pilz 合作伙伴泰勒斯公司一

同实施了存储器可编程的集中闭

塞结合设备

工 程， 目 的

是开发承担

控制任务的

安 全 平 台。

该平台能有

效取代已经

老化的继电

联锁设备。 

4 人 员 、

机器和环境

安全的使者

作 为 全

球技术领先

者，Pi lz 公

司多年来在

安全自动化

领域积累了

丰 富 经 验。

Pilz 及其分布

各大洲的 31

图 2  PSS 4000 自动化系统功能多，足以承担铁路领

域各种复杂的任务

个子公司作为人员、机器和环境

的使者，向客户提供品种齐全的

产品和解决方案。Pilz 开发和销售

安全自动化产品和技术服务，包

括传感器、开关设备、控制和动

力装置。其产品还包括相应的软

件工具、诊断和可视化系统以及

技术服务。Pilz 的解决方案可用于

机械制造、设备制造的各个领域，

包括汽车、食品或者木材工业。

除此以外，Pilz 还提供能兑现承诺

的多种方案，包括机场行李输送

设备的安全运转控制、剧场布景

的移动控制以及缆车索道或者过

山车运行的安全控制方案。

铁路行业对安全特别重视，

对安全的要求也特别高；铁路用

户能从我们的经验以及应用已经

过工业考验的工业自动化产品中

获益。Pilz 公司的控制设备用于保

证全球客货运输的安全，例如用

在铁路道口、调车设备或者车站

的建筑工程。Pilz 公司是德国铁路

工业联合会（VDB）的成员。

图 3  铁路系统正在考虑把从工业部门引进的控制系统方案

用于铁路信号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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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组织铁路机车车辆的
运营和维修

 铁路是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之一。从铁路装备制造商、运营商到养护维修企业，每个

铁路企业都应用其专业知识为铁路安全作出了贡献。但是，大多数专业知识只掌握在员

工个人手里。近 10 年来，欧盟出版了许多铁路相关指令和规章，其目的在于以安全管

理系统的方式系统管理这些知识。

公司：RöschConsult Group GmbH
街道：Darmstädter Strasse 62
邮编/城市：D-64354 Reinheim
电话：+49 6162 8098390
邮箱：mail@roeschconsult-group.de
网址：www.roeschconsult-group.de

 铁路机车车辆制造、运营和养

护的企业咨询和工程公司。

RöschConsult 集团公司以多种

方式支持企业管理。

RöschConsult 有限责任公司为

客户建立安全和养护维修管理系统

提供支持服务。业务上面临的挑战

是，不仅要完全满足欧盟标准要

求，更重要的是如何根据不同的业

务范围来贯彻落实。这里具有决定

作用的是建立一套符合实际的管理

系统，以便该系统在日常运营中真

正发挥作用。这就包括将新方法融

入既有管理系统中。

RöschEngineering 有 限 责 任

公司作为工程公司，可实施管理

系统的某些功能，主要是为了减

轻小型企业日常经营压力。其中，

作为负责机车车辆维修的公司（简

称 ECM）还要继续改进和优化维

修计划，并在风险分析时提供支

持。对新建或者现代化改造的车

辆段及其配属设备进行设计也属

于本公司所提供的服务。

RCT Rail 有限责任公司是独

立机构，可作为独立的评估机构

进行符合性审查。该公司作为德

国联邦铁道署的管理助手，可对

维修公司进行认证审核，对安全

管理系统和相关的供应商进行内

部和外部审查。

方法和产品

为支持客户以最优的方式

实现其计划，RöschConsult 集团

自主开发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ECMsmart 和 IRMA 能在设计一体

化管理系统并对其规模进行优化

处理时提供帮助。应用 ADAMS
能计算机车车辆和车队数据，结

合模块化合同模型起草符合法律

要求的运输、租赁和保养合同。

OptiRail 方法是整体优化维修

计划的基础。

管理系统还提供一种标准的

并得到认可的工具，用于维修部

门引进创新技术。RöschConsult 开
发了一种能直接在制动盘上测量

制动力的便携式系统，用于制动

杠杆系统的状态修。目前正在开

发一种有专利的工装设备，用来

对组装状态下的车轮和空心轴进

行超声波检测，检测时不必去除

油漆。RöschConsult 还在销售一种

创新的厂内轨道系统，无需设置

作业地坑，且能灵活适应各种类

型的机车车辆。

我们企业集团的客户包括机

车车辆制造商，如阿尔斯通、庞

巴迪、西门子、斯塔德勒；铁路

公司，如德铁（DB）、瑞士联邦铁

路（SBB）；机车车辆租赁商，如

MRCE、Alpha Trains ；中国客户包

括北京交通大学、北京新联铁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和原中国北车集团。

图 1  RöschConsult 集团下各企业

工程公司、车间规划、

机车车辆维修公司

管理控股公司

技术咨询

流程优化
符合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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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驱动 驰骋未来—— 
舍弗勒铁路轴承技术

公司：舍弗勒技术股份公司&两合 
            公司

街道：Georg-Schaefer-Strasse 30
邮编/城市：D-97421 Schweinfurt
电话：+49 972191-3400
传真：+49 972191-3375
网址：www.schaeffl er.de/railway

 随着世界各国铁路机车车辆数量的增加，路网规模的迅速扩张，铁路车辆的使用强

度将大大增加，对铁路车辆核心部件的要求如全寿命周期内的安全性和经济性要求将变

得尤为重要。舍弗勒公司 (Schaeffler) 利用其在铁路轴承和被广泛认可的机械类零部件

系统开发方面的专业知识，将为铁路客货运输经营商带来显著的附加效益。

在 INA 和 FAG 品牌下，舍弗

勒工业事业部铁路行业与铁路机车

车辆制造商和用户通力合作，开发

和生产用于轨道车辆的所有轴承产

品。这些产品系列包括由轴箱及轴

承所组成的轴箱轴承单元，用于牵

引电机、齿轮箱、铁路车辆连接器

和车体倾摆技术以及用于车门和各

种其他用途的轴承和部件。舍弗勒

公司在铁路工程方面具有 100 多年

的丰富经验，这意味着它可以为客

户提供全面的专业技术知识、高质

量服务以及适合各种用途的产品。

舍弗勒除提供专家咨询以及

轴承特殊应用支持外，还可以采

用最现代化的模拟和计算程序以

保证其产品获得最佳的选择方案

（例如滚动轴承计算程序 Bearinx®

或 CABA3D）。

为了提高日常应用的安全性、

降低磨耗和减小维修工作量，舍弗

勒公司在德国和中国建成了专业

认可的测试实验室，用于对铁路

车辆轴箱轴承的性能进行评估。

Schaeffl er 公司售后市场服务部则

提供专门的服务，例如对铁路机

车车辆轴承的专业维修。

1 具有“X-Life”标识的高性

能（HP） TAROL 轴箱轴承单元

TA R O L轴承单元已经成功

投入市场多年，应用在全世界各

种铁路机车车辆上。目前舍弗勒

公司优化了这一轴承系列产品。

并且一次又一次证明了优化后的

TAROL轴承单元可以扩大极端条

件下的应用范围，减少维修工作

量，同时结构设计更加紧凑。对

FAG HP TAROL轴承优化的主要方

面有：

●  高承载能力的材料

● 高规格的热处理工艺

● 滚道与滚子表面的特殊处

理

● 特殊的滚道轮廓

●  新结构轴承座和低摩擦密

封设计

● 强化的轴承保持架

F A G  H P  T A R O L 轴 承

“X-Life”的高性能设计对于提

高其性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特

殊材料的特点是具有高纯度并采

用特殊热处理工艺，再加上优化

的表面性能以及更小的滚子和滚

道形位公差，降低了摩擦力矩和

磨损。同时，还提高了额定转速

和额定动荷载，使滚动轴承具有

更长的使用寿命或能承受更大的

额定荷载。按照可再生能源证书

No.GL-CER-002-2015，舍弗勒公

司为其客户提供的轴承寿命几乎

可以延长一倍。

密封件结合了现代铁路车

辆的两个基本要求：密封设计基

于接触密封和非接触密封系统，

并具有高效的密封效果。同时，

紧凑的密封件不需要弹簧支撑密

封唇。这特别有利于减小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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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温度。由于配合端面的一体

化设计更加紧凑，减少了所需部

件，因此可以节约有用的空间。

紧凑的密封设计已经装用于批量

生产的各种轴承。这些轴承的使

用寿命至少要达到100万km，并应

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

聚烯胺材质的新型塑钢保持

架也有助于提高轴承性能。其强

化的设计、增加的密封唇导向装

置以及优化的横断面，使这种轴

承对振动尤其是冲击荷载引起的

振动不敏感。利用注塑成型工艺

优化的横断面使材料特性更加均

匀，并提高了轴承承载能力。同

时具有更高的质量和精度，极大

地改进了轴承的工作性能。轴承

的这些特点还能减少磨损和维修

工作量，延长使用寿命。

2 加强型保持架设计提高了轴

箱轴承的安全性

为了提高安全性能和铁路

运输使用环境中对高动态工作荷

载的承受能力，舍弗勒公司开发

了适用于高速列车的圆锥滚子轴

承。这些具有“X-life”高性能的

轴承是为了在最恶劣的环境下应

用而研制的，对保持架进行了强

化设计。由于减少了摩擦，它们

非常适合用于高速运行的铁路车

辆。其技术优势在于优化了滚子

与保持架之间的接触条件，从而

使轴承的工作温度明显降低。无

论是输出端还是输入端，舍弗勒公

司可以为高速铁路轴箱提供全套

轴承装置。

图 1  轴箱中具有强化保持架的高性能 TAROL 轴承概貌

图 2  齿轮箱中具有强化保持架的高性能 TAROL 轴承局部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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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门子交通集团：
          打造未来交通
    自 1899 年为北京提供中国第一辆有轨电车开始，西门子交通集团一直是中国最可靠

的合作伙伴。百余年后的今天，西门子凭借其全面、先进的业务组合，并且通过与中国

企业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现代化进程不断贡献领先的交通产品、

服务和解决方案，在双赢战略指导下共同积极争取更大成绩。

 

苏  红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7号 
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100102
电话：+86（10）6476 3971
传真：+86（10）6476 4890

创始至今，西门子尽管已有

一百六十余年的历史，但公司一直

保持着技术领先的优势。其创新的

理念让西门子常常走在时代前沿，

并领先于竞争对手。西门子交通集

团的业务涵盖了铁路和公路领域的

各个范畴，在干线交通、城市交通、

交通管理和轨道电气化以及售后服

务方面均有尖端产品和服务。

1 双层高速通勤列车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区域经

济带已经在中国大量涌现。越来越

多中国城镇居民需要远距离通勤，

而拥堵的公路和恶化的空气质量让

很多人不愿开车出行。这正为通勤

列车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高效、准

时、环保的高速通勤列车可以为众

多旅客提供舒适便捷的服务。

西门子 Desiro HC 是面向未来

需求，为服务日益膨胀的大都市而

设计的高速通勤列车。它集舒适和

超大载客量两种优点于一身，能够

在 Desiro 列车的每一项创新中。

Desiro HC 非常易于维护，其系统，

磨损部件和消耗部件都方便维护

接触，从而节省了很多维保时间。

如此细节之处的优化往往可以收

获更显见的长期效益。

2 无人驾驶地铁

地铁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

城市居民主要的出行方式。每日

早晚高峰，上千万的上班族通过

地铁往返于家和公司之间。西门

子技术支持的无人驾驶地铁能让

地铁的运行更加通畅、快捷。西

门子全自动列车控制系统可以取

代地铁司机，从列车启动、行驶，

到精准停靠、开关车门，都能做

到自动运行。

无人驾驶状态下，地铁线路

的承载能力能增加 50%，原因在

于列车行车间隔缩短，列车发车

也更加灵活。在使用西门子无人

驾驶技术的巴黎，全自动运行能

让列车发车间隔缩短到 85 s。如果

遇到大型活动乘客数量激增的情

况，可临时增车，只需一个按键

即可实现，无须重新排班。

紧急情况下，列车员可以介

入列车运行。列车启动和控制指令

由类似无线局域网的无线电联络装

置通过轨道传输到列车。控制通信

线路的计算机不间断地与列车车载

满足未来不断增长的客流需求，并

凭借美观的外形设计和无敌的高

效率在同类产品中脱颖而出。

Desiro HC 有单层和双层两

种车厢。单层车厢集中体现了该

车型的高效、便捷，并能最大限

度保障残障人士的出行便利。而

双层车厢则尽可能地增加载客量，

非常适宜像中国这样人口稠密的

国家。双层车厢弥补了单层车厢

在满足大客流量和站台长度有限

等方面的不足。Desiro HC 列车的

两种车厢有多种组合模式，既能

够保证运量和效率， 又能最大限度

地保证乘客舒适度。

Desiro HC 列车等地面高度

的宽车门设计以及平坦的底层车

厢能够极大减少乘客上下车时间，

保障站台人员的流动不受阻碍。

长远来看，辅以得当的维护理念，

Desiro HC 能够保证最大的可靠性

和可用性，确保将乘客按时送达

目的地。

西门子很清楚用户希望列车

能够保证 30 年以上的无故障运

行年限，并将故障停运期降至最

低，以帮助他们收回成本。Desiro 
HC 从设计初始就考虑到要实现

维护的高效以保证列车最大的可

用性。西门子将其在英国、俄罗

斯、德国等国五百余列高速列车

中多年积累的运营经验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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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Desiro HC 是面向未来需求，为服务日益膨胀的

大都市而设计的高速通勤列车，集舒适和超大载客量

两种优点于一身，能够满足未来不断增长的客流需求。

图为使用该车型的德国莱茵 - 鲁尔区区域快速列车。

计算机和控制中心的主监控计算机

系统交换数据，保障行驶安全。

无人驾驶地铁日渐风靡，全

世界许多国家都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目前西门子无人驾驶系统已

经在多个城市使用，如巴黎、巴

塞罗那、布达佩斯特、圣保罗和

纽伦堡。

3 Avenio——契合您的城市

环保、行驶稳健、使用寿命

长的有轨电车相较汽车有更多优

点。电车能耗低，承载量更大，对

不良天气适应性更好。 正因如此，

许多欧洲城镇在客流量大的路线

都使用有轨电车。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城市也

在考虑兴建有轨电车线路。目前，

已有四个中国城市引入了使用西

门子技术的有轨电车线路：广州、

宁波、淮安、武汉。这四座城市

使用的都是西门子无触网 100% 低
地板有轨电车。

凭借在有轨电车领域 130 余

年以及在 100% 低地板有轨电车

领域 25 年多的丰富经验，西门子

100% 低地板有轨电车家族推出新

秀 Avenio 电车系列。该系列包括单

铰接有轨电车 Avenio 和多铰接有轨

电车 Avenio M。采用世界先进技术

设计制造的 Avenio 有轨电车能够适

应不同城市的交通状况和需求。

Avenio 有轨电车独特的设计

理念让它能够在任何城市和城镇使

用。即使在交通设施老化的地区，

不管是狭窄的街道，还是老旧的线

路，或者九转回肠的轨道，Avenio
都能轻松适应，因其低轴载的设计

能够让转向架和车轮平稳承受冲力

而不会引起车身振动，同时也能减

少车体和轨道磨损，降低能耗。因

此，使用 Avenio 能够帮助城市管

理者节约基础设施投资，也能帮助

运营公司节约维护成本，还能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护环境。

Avenio 为司机和乘客提供的

高舒适度的驾驶和乘车环境是前

所未有的。Avenio 运行安静、平

稳，不会因为转弯而导致车体倾

斜，而且停车无噪音。

使用模块理念，Avenio 的车长

可以从短小的 18 m 车厢灵活增加

至 73 m，从而满足不同载客量需

求。同时，100% 低地板的设计非

常方便乘客上下，加之高达 80 km
的时速，Avenio 能够应对快速膨胀

的都市不断增加的乘车人数，高效、

环保地完成客流运输。

除此以外，Avenio 的设计完

美融合了客户对舒适度和经济性

的需求。它外观简洁大方，允许

无触网运行，将会为城市景观增添

一道亮丽风景。同时，低廉的维

护和备件费用，多达 30% 的能源

节约，可以调节的车体长度，都

能帮助 Avenio 实现高成本效益运

行。因此，不管是从外观、舒适度，

还是从环保、性价比等各个方面

来看，Avenio 有轨电车都是能够

契合您的城市的最佳选择！

4 西门子交通服务——高效，

可持续，可信赖

当今的轨道交通车辆需要有

上佳的性能和表现。任何故障，

不论大小，都可能造成延误，从

而导致经济损失，并影响运营公

司的形象，造成交通运营的瓶颈。

甚至在有些时候，如果运营公司

不能满足合同规定的列车正点运

行的数据要求，还会因此赔付罚

金或赔付票款。因此，轨道车辆

和设施维护的重要性日渐凸显。

一直以来，西门子作为车辆、

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集成供应商，

在轨道领域一直享有盛誉。西门

子交通服务部门服务 50 多个国家

的客户，包括中国。

在中国，西门子交通服务范

围涵盖了车辆、基础设施、备件

以及培训。凭借创新的工具和服

务，西门子力求保证车辆的最大

可用性，从而确保客户的成本效

益。不论是车组服务，还是基础

设施服务，西门子都能提供快捷、

高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

图 2 西门子 100% 低地板有轨电车家族的新秀 Avenio 系列

有轨电车，采用世界先进技术设计制造，能够适用不同城市

的交通状况和需求。图为行驶在德国慕尼黑街头的 Avenio 有
轨电车。



ETR China Edition www.eurailpress.de 铁路技术评论 2015 年 11 月46

产品信息

TRICON设计公司在华经营
的10年：昨天、今天和明天

 10 年前，TRICON 公司作为“铁路工业联合会”成员在德国经济部的帮助下，开始

进军中国轨道交通市场。

公司：TRICON Design AG  
街道：Bahnhofstrasse 26
邮编/城市：D-72138                   
                   Kirchentellinsfurt
电话：+49 7121 680 870
邮箱：info@tricon-design.de
 tricon.china@gmail.com
网址：www.tricon-design.de

 TRICON设计股份公司是公共

客运产品的规划设计公司。

2006 年 TRICON 公司在参加

了两次展会并进行了几次公司访问

后，获得了第一笔来自中国的订单：

为北京新机场设计机场快轨。除了

设计和创作方案之外，互相了解成

为项目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项目结构、项目会议和设计文

件形式——所有的一切都是新的，

TRICON 参与了全过程并获得了肯

定和成功。接着 TRICON 与中国

合作伙伴又共同完成了其他几个项

目。现在 TRICON 已经完成了 20 
多个地铁车辆设计项目：北京、上

海、香港、无锡、武汉、福州、西

安、南京……当然也参与其他轨道

车辆设计研发工作，例如有轨电车、

动车组、卧铺车以及城际列车和高

速列车。同样还成功地完成了出口

马来西亚、泰国、伊朗和土耳其车

辆项目的设计工作。TRICON 与中

国所有知名的轨交车辆制造商都有

合作。根据各地经济和文化环境的

不同特点取得项目的成功一直是关

注的焦点。TRICON 并没有自己固

定的设计语言，而是把在对项目所

在地所处环境及人文进行调研产

生的结果作为设计方案的基础。

TRICON 获得了多项设计大奖，这

无疑是对这种设计理念的肯定。

目前，TRICON 正与城市和

地方的重要代表探讨，如何使公

共交通与各地城市更加和谐，实

现更大的价值。TRICON的目标是，

将公共客运提高至更高的质量标

准，成为大都市正面的形象代表。

TRICON 目前也正在从事传统的

设计项目，例如有轨电车。正处

于设计阶段的还有一列双层和一

列单层动车组。

出行成为全球话题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市场

也成为 TRICON 的关注焦点。不

久之前 TRICON 在美国成功完成

了几个项目，然而国际化进程还

远未结束。

当然，TRICON 公司对中国

尚在发展中的大型交通项目以及

其多种多样的机车车辆类型非常

有兴趣。未来，中国产品将会实

现国际化。而 TRICON 作为一家

活跃在全球市场的公司，已经成

为这一领域最重要的设计公司之

一。因此，TRICON 凭借其专业知

识、良好的声誉将成为未来中国

铁路制造业的重要合作伙伴。

图 1 原南车株机：马来西亚的动车组 ETS



铁路认证
至臻至善

TÜV NORD 铁路部

提供范围广泛的铁路技术服务：

测试和认证

TSI互通性规范；EC 符合性评估

（NoBo, DeBo, AssBo）
制动系统试验台

防火测试实验室

机车车辆焊接

认证，铁路应用测试

投入使用

安全指南 SiRF

合格的和官方认可的专家

认证机构 TN LUX（NoBo）
独立性和中立性

评估

独立安全评估（ISA）

第三方检验机构（TPI）
RAMS（可靠性、可行性、可维护性、安全性），

安全性和可靠性评价

功能安全（FMECA）

控制、指挥和信号系统，ETCS
软件分析

验收和批准支持

使您受益的是：

www.tuv-nord.com/cn

Contact: Railwaychina@tuv-no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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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TÜV SÜD Rail GmbH
街道：Barthstraße 16
邮编/城市：80339 Munich, Germany
电话：+49 89 5791 1473
传真：+49 89 5791 2933
邮箱：rail@tuv-sud.com
网址：www.tuv-sud.com/rail

 凭借50年的丰富经验，TÜV 
SÜD Rail公司为安全、可靠的铁路

系统及其运营提供支持。在机车车

辆、信号设备、基础设施、能源和

铁路自动化等领域，TÜV SÜD为您

提供咨询、试验、检验、认证和培

训一整套服务。

机车车辆如何获得
欧洲的准入许可

 欧洲铁路市场为那些希望跨境销售其产品的机车车辆制造商提供很多机遇。铁路产

品要进入这个市场面临的特殊挑战是复杂的准入流程。为了顺利进入欧洲市场，独立的 

审查机构将在机车车辆产品的设计和批准全过程中对制造商提供支持，并最后证实该产 

品符合相关管理机构所要求的适用标准。

近十年来，欧洲的机车车辆

运营准入许可批准流程发生了重

大变化。各种不同的机构和单位

承担了新的职责，还制定了新的

标准，以便对欧洲范围内的铁路

业进行协调，减少铁路产品进入

市场的障碍。

1 协调性和互通互换性

1996 年 7 月，欧洲公布的“关

于泛欧高速铁路系统互通互换性

规范”欧盟指令（96/48/EC）是欧

洲铁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该指

令规定了关于欧洲高速铁路系统

的基本要求、互通互换性技术规

范（TSI）、符合性评估以及由公

示的认证机构（NoBo）进行的 EC
验证工作。2001 年欧盟公布了“关

于欧洲普速铁路系统互用互换性

工作的基本要求作出规定。

新研制的机车车辆以及其他

子系统必须符合欧洲法律以及把

欧盟指令内容转换为本国法律的

要求，以便获得运营准入的授权

许可。对于每个结构子系统，都

有一个所谓的“互通互换性技术

规范”（TSI），该规范包括适用范

围、基本要求、功能和技术规范、

互通互换性部件、符合性的评估

程序、特殊情况以及该法律应用

的过渡期等内容。

3 投入运用

欧洲委员会在 2011 年公布了

“关于授权铁路产品运营许可的建

议”（2011/217/EC），明确了利益

相关方之间的关系以及子系统的

授权与其运用之间的界限。

在授权运营许可时，欧盟成

员国应该审查该子系统是否按照

技术规范”的欧盟指令（2001/16/
EC）。2008 年，这两个指令合并

成一个指令“关于欧洲铁路系统

互通互换性技术规范”（2008/57/
EC）。之后又有一些小修订和补充，

该指令目前仍是铁路产品准入欧

洲市场的基本依据。

按照 2008/57/EC 指令以及其

他欧盟法规，铁路系统分为以下 4
个结构性子系统：（1）基础设施；

（2）能源；（3）控制、指挥和信号；

（4）机车车辆。

每个子系统都包含所谓的互通

互换性部件（IC），这些互通互换

性部件必须符合互通性要求，并

且必须要经过 NoBo 的评估。

2 协调的要求

为了实现欧洲范围内铁路系

统的互通互换性，除了协调程序

以外，必须对利益相关方和验证

EC 符合性证书
/技术文件

如果 TSI 适用

根据 352/2009/EC 有重大变更
的系统（新系统适用）

申请，证明
 公示的
认证机构

EC验证申报+技术文件

指定的
认证机构

合同证明

NNTR- 证书

NNTR- 技术文件

NNTR*1- 符合性申报

合同证明

安全评估报告
申请人申报/

安全评估报告 *2 

申请人

独立的评估机构
*1  通报的国家技术规定
*2  CSM REA （402/2013/EC）修改版要求由“申请人申报”替代评估报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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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要求，例如技术兼容（匹配）

性、可靠性、无障碍性、环保性

进行设计、制造和组装，尤其要

审查该子系统能否安全地集成到

投入运营 的系统之中。

为了确保技术兼容性，公示

的认证机构必须审查该产品与相

应的 TSI 是否相符。此外，为了

使车辆或子系统获得授权，TSI 中
的空缺条款和特殊事项以及通报

的国家技术规定（NNTR），应由

各欧盟成员国认可的指定认证机

构（DeBo）审查。

在证明安全性时，必须参照

TSI 要求或该国的国家技术规定，

如果该内容没有包含在 TSI 要求

或国家的技术规定内，那么要进

行风险评估或进行相似性研究，

以识别所缺少的要求。

所以，为了获得准入许可，

原则上应该检查以下几方面的符

合性。

4 与 TSI 的符合性

机车车辆必须符合相应的 TSI
要求。制造商或承包商（申请人）

应该与一个公示的认证机构签订

合同，委托其按照选择的模块进 
行认证并安排检查程序。所选择

的模块规定该认证机构是否要进

行 EC 型式检查或其他符合性检

查，例如根据质量保证体系的符

合性检查由公示的认证机构完成。

然后，公示的认证机构按照

所选定的模块执行 EC 验证并颁

发验证结果。根据所选择的模块，

把一份 EC 型式检查证书、质量管

理体系批准和监督证书，或一份

设计检查证书连同验证证明，以

及技术文件交付给申请人。

5 与国家技术规定的符合性

虽然欧盟成员国铁路在协调

化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

仍然还存在着差距。

目前的 TSI 还不够完善，只

要相应的 TSI 中还存在空缺条款，

就必须在国家的层面对这些方面

进行评估。在风险接受和功能安

全分类（如安全完整性等级）中

可以发现空缺条款的典型事例。

但也有特殊情况，在 TSI 中
可以发现的条款，但是全体欧盟

成员国还没有达成一致同意，这

些条款应在国家层面进行评估。

由于各国路网之间的差异或

法律规定，因此，NNTR 也是评估 
重点之一。

按照欧盟的指令和规定，各

国铁路之间的差异以及安全集成

到每个成员国路网所要满足的要

求都必须向欧洲委员会通报，并

在相应网站上，或国家参考文档

（RDD，2015）上公布。这些要求

也称为 NNTR。
这些文档涉及到国家标准或

技术规范文件，每个成员国要特别

关注其应用。国家层面的评估由每

个成员国的国家安全管理部门认可

的指定认证机构 (DeBo) 执行。

6 指定的认证机构

欧盟成员国认可的指定认证

机构受申请人委托，应根据文件、

典型案例、试验报告或目测检查

情况，对申报获得批准的子系统

与这些国家的技术规定、TSI 的
特殊情况以及空缺条款进行比较，

并写出其符合性报告。

指定认证机构必须是独立的，

并要证明他们在相关子系统方面

具有评估技术能力和资质。大多数

指定认证机构拥有符合 ISO 17020
（检查机构）的合格证书，它包含

大多数正规程序、专业技术以及

符合“ISO 17020，2012”的证书。

欧盟各成员国根据该国的国

家技术规定和条例进行国家层面

的符合性评估。欧洲委员会建议

在应用国家技术规定的情况下，起

草验证证书并编写技术档案，以

应用类似于 EC 验证程序的程序。

然后申请人起草一个符合国家技

术规定的声明。

7 风险评估

子系统的安全完整性还要求能

控制可能发生的风险，并遵从风险

接受原则采取减轻风险的措施。欧

盟安全指令（2004/49/EC）要求采

用一系列通用安全方法，其中之一

专门适用于风险评估并在 2009 年首

次作为欧盟的法规（352/2009/EC）
公布。随后在 2013年法规（402/2013/
EC）中做了多处修订和改进，该法

规描述了非常通用的风险管理程序

并规定了独立安全评估的范围。

8 安全评估机构

安全评估机构（AsBo）是一

个独立的个体、组织或实体，由该

机构进行调查，以便判断某个系

统是否能满足其安全要求。AsBo
需要被欧盟成员国所承认并接受。

AsBo 应保证会根据申请人提

供的技术文件彻底了解重大的改

变，并对过程以及过程的应用进

行评估，用于管理在产品设计过

程中以及对产品做出重大改变后

的安全性和质量。按照上述几点

完成评估以后，评估机构应该向

申请人出具安全性评估报告。

9 批准进入市场

上述新条例在欧洲铁路系统协

调化和同系化过程中是一个飞跃。

但许多欧盟成员国的国家技术规定

以及安全性目标间仍然存在许多差

异，尤其是信号规则以及沿线地面

信号设备的要求。第三方检查机构

（如 TÜV SÜD Rail）会在整个过程

中对制造商提供支持，使他们能在

整个欧盟范围内销售其产品。

批准/同系化管理支持

测试中心/验证机构

独
立
安
全

评
估

国
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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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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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VEM Sachsenwerk GmbH
街道：Pirnaer Landstraße 176
邮编/城市：01257 Dresden
电话：+49 351 208-0
传真：+49 351 208-1028
邮箱：sachsenwerk@vem-group.com
网址：www.vem-group.com

 VEM公司是一家具有创新能

力、活跃在全球范围的制造商，

提供高端的技术系统及动力解决

方案，生产专用传动装置及单一

组件。产品功率范围为0.06kW～

42MW。

交通技术中的电力传动
解决方案

 针对市场需求，VEM 公司为客户提供适用于各种用途的、有竞争力的电传动解决方

案。在德国，VEM 公司凭借其传统和一流的专业知识为电力机车或电传动内燃机车、动

车组、铁路作业车辆、城市有轨电车以及混合动力巴士和无轨电车研发和生产高效的异

步牵引电机。此外，还为铁路电传动内燃机车生产牵引发电机和辅助设备发电机。

目前全球各大城市都已经或

将要建设大能力的短途轨道交通

系统。在市内交通领域开通新型、

环保的低地板有轨电车、高架铁

路以及地铁设施越来越受到市民

的欢迎。

VEM 公司曾经自主研发和生

产了三相异步牵引电机，为轨道交

通的重大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此我们倍感自豪。

知名的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商，

如庞巴迪运输公司、PESA 公司（波

兰铁路车辆制造商）、Stadler 公司

（瑞士铁路车辆制造商）或福斯罗

公司都多次采用了 VEM 的高品质

产品。因此，柏林、伦敦、多伦

多、莫斯科、华沙或者阿德莱德

（澳大利亚）等城市的大量列车均

安装了 VEM 电机，这些列车每天

都在可靠运行。VEM 公司在 15
年内仅对轻轨列车就提供了超过 2

万台电机。

V E M
公司也同样

涉足机车和

动 车 组 领

域。供应的

产品范围包

括全套动力

传动系统方

案，即带传

动装置的牵

引电机。这

些设备最大图 1 VEM 电机是现代技术与手工打造相结合的产物

功率为 1.6 MW，专为铁路干线电力

机车和电传动内燃机车、工业企业

用机车以及动车组和内燃动车组设

计生产。此外，还提供牵引发电机

及辅助设备发电机，这些发电机也

可设计为永磁激励的同步发电机。

福斯罗机车公司、PESA 公司、

庞巴迪公司以及沙尔克钢铁机械

公司是采购这种大功率动力设备

的主要客户。

关于VEM集团

VEM 拥有 120 多年的电机制

造历史，提供品种齐全的高压及

低压电机产品和全套的系统解决

方案，拥有全球营销和服务网络，

这是 VEM 公司的制胜王牌。作为

一家中小型独立企业，VEM 主要

研发和生产 0.06 kW ～ 42 MW 的

标准电传动系统、专用电机和特

种电机设备，产品质量为“德国

制造”水平。VEM 的生产面积超

过 11 万 m2，生产的电机设备重量

从 0.01 t 到超过 300 t 不等。

VEM 品牌拥有优良的传统，

目前在大约 40 个国家开展经营业

务。除了在德国的生产基地外，

VEM 还在全球范围内设立了子公

司以及销售合作伙伴，为 86 个国

家提供电传动设备。目前全球正

在使用的 VEM 品牌电机设备超过

3 千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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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福斯罗中国

街道：玉山镇元丰路158号
邮编/城市：江苏省昆山市， 215300
电话：+86 512-8163 8788
网址：www.vossloh.cn

 福斯罗是世界领先的铁路设备

公司之一，其核心业务是为铁路基

础设施提供产品和服务。2014年福

斯罗在全球大约30个国家实现营业

额13亿欧元，员工超过5700名。

 高品质的福斯罗产品：
中国生产、服务中国

 一直以来，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是中国的支柱产业。铁路运输和城轨交通建设量每 5

至7年翻一番。没有快速及可靠的铁路运输，中国经济就无法持续发展。福斯罗（Vossloh）

在 10 多年前就进入这个具有高度吸引力的市场，通过其产品树立了质量标杆。

福斯罗在华经营的成功历史

始于 2006 年 9 月，为高速铁路提

供钢轨扣件。2007 年即在离上海

不远的昆山市建立工厂。福斯罗

的产品用于中国多条重要的高速

铁路，其中包括长 1318 km 的京

沪线，这是世界第二长高速铁路。

最近的成功案例是福斯罗向长约

700 km 的京沈线，即京哈线的部

分区段供货。 
2012 年，福斯罗在位于上海

以西 360 km 的安徽省芜湖市建立

了道岔厂。芜湖中铁科吉富轨道

有限公司为铁路干线、地铁及有

轨电车线路生产道岔和配件。这

些产品能在各种极端环境条件下

应用，包括黄沙、大雪、极端高

或者极端低的温度。

福斯罗“中国制造”的高品

质产品也在短途轨道交通项目工

程中获得了应用：福斯罗为苏州

新建的有轨电车 1 号线提供了 12
万套钢轨扣件、28 组道岔和渡线

设备以及路面铺砌石。2015 年 4
月起，苏州也成为福斯罗生产路

面铺砌件的基地。这些产品用于

城轨线路，能降低噪声且耐漏泄

电流腐蚀。该公司还致力于为中

国市场开发专用产品。

在钢轨维修方面，福斯罗作

为第一家私营企业，从 2013 年起

用高速打磨设备为中国高速线路进

行预防性钢轨打磨。高速打磨列车

HSG-2-Zug 的技术全球独一无二，

现已在中国第三条高铁线路上使

用，而且将在地形及气候条件极端

恶劣的兰新高速线上经受考验。

高速打磨引起了城轨交通企

业的浓厚兴趣。高速打磨除了能延

长钢轨寿命外，还能降低噪声。北

京地铁已经采用该项技术，目前地

铁 6 号线正在打磨，后续还将对其

他线路进行打磨。北京地铁线路长

527 km，是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地

铁路网，每年客运量超过 30 亿人。

图 1 福斯罗为中国高速线路生产的钢轨扣件和工作中的 HSG-2 钢轨打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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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欧盟互操作技术规范
的DRRS 25LD型

铁路货车高速转向架

 WBN 尼斯基车辆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WBN 公司 ）生产现代化铁路货车和转

向架，是领先的德国技术和德国品质供应商，现在在展会展示的是一款轴重为 18 ～ 25 t、
速度为 120 ～ 200 km/h 的铁路高速货车，该产品已获得 TSI 认证和准入许可。其转向

架集所有必需的优点于一身，如噪音低、车轮磨损小、对轨道保护好，现已成功运用多年。

公司：WBN Waggonbau Niesky 
           GmbH 
执行总裁：Thomas Steiner 博士

街道：Am Waggonbau 11 
邮编/城市：D-02906 Niesky
邮箱：thomas.steiner
           @waggonbau-niesky.com
  
 WBN是德国领先的专业技术

和高品质产品的供应商，为铁路货

车转向架及车辆设计和制造创新产

品，如运送汽车的货车、推拉式侧

墙货车、道砟漏斗车及其他各种专

用货车。

WBN 公司历史悠久，近百年

来专门从事铁路机车车辆制造，公

司厂房总面积 22.4 万 m2，其中室

内生产面积约为 3.7 万 m2，另有

大约 5 km 的铁路线。公司有 300
名素质过硬的员工从事铁路特种

运输和物流运输货车的研发和制

造工作。WBN 的产品还包括客车

主体结构件，并为铁路机车车辆

厂提供部件，例如转向架、钢制、

合金钢制和铝制构件。

WBN 公司创新能力强，产

品质量管理严、可靠性高，是德

国市场的引领者，也是欧洲领先

的货车制造商之一。公司生产的

所有车辆都是按各种应用场合和

客户的个别要求专门定制的产品，

技术达到最新标准。

WBN 公司保证符合最高质量

和安全标准，达到最新技术水平。

公司应用经认证的质量管理系统

（DIN、EN 及 ISO 9001 和 14001）
组织生产，优化生产流程，并不

断进行改进。公司拥有达到 DIN、

EN 15085-2、CL1 标准水平的焊接

证书，保证应用最新焊接技术制

造车体。

WBN 公司根据客户的特殊要

求开发车辆和构件，包括对所有

承重件和关系安全的部件和组件

进行计算和静态设计。WBN 团队

向客户保证，本公司将按各合同

要求，准备和实施必须进行的测

试及试验，并通过必要的国内和

国际批准手续（TSI）。
下面是公司的部分产品简介：

● Hccrrs 型封闭式小轿车运

输专用车（图 1）
装载量大，多功能，操作简单，

维护费用低，结实耐用，在最大

程度上考虑了客户的利益。

● Laaers 型 2x2 轴式双层货

车（图 2）
为达到最大装载量，上部装

载层配有无级可调式升降装置。

● 用于隧道运输的小轿车装

卸车（图 3）
技术先进可靠的低地板运输

车，适用于阿尔卑斯山区铁路运

输 。
● 驼背运输：Saadkms 型 8 轴

驼背运输低地板货车（图 4）
穿越阿尔卑斯山区铁路运输

采用的环保型专用车方案。

● Habbii(ll)ns(s) 型最新一代

侧墙推拉式货车（图 5）
该货车适用于运送对气候敏

感、体积大、托盘化装载的货物。

铝制侧墙推拉式板由焊接机器人

焊接，能确保高稳定性和气密性。

除了货车，公司还开发和制

造不同类型、不同结构的货车转

向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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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开发的创新产品DRRS 25LD型
货车高速转向架

自 2010 年起，公司对 DRRS 
25 型转向架平台进行了深度开

发。转向架的设计方案能够采用不

同的制动系统，例如杠杆式制动

机、紧凑结构的制动机及盘形制动

机。这种转向架不仅可采用不同的

制动系统，也可承受不同的轴重（最

大达 25 t）。根据不同的轴重和制

动系统，DRRS 型转向架的运行速

度最高能达到 160 km/h。目前已启

动下一步改造计划，计划将转向架

速度提升到 200 km/h。
DRRS 25LD 型转向架的走行

图 1 Hccrrs 型运送小汽车的封闭式专用车

图 2 Laaers 型 2x2 轴式双层货车 图 3 用于隧道运输的小轿车装卸车

图 4 驼背运输：Saadkms 型 8 轴驼背运输低地板货车 图 5 Habbii(ll)ns(s) 型最新一代侧墙推拉式专用车

部分和自重都进行了优化，由于

采用了模块化原理，该转向架可

与 Y25 型转向架实行简便互换。

相比于传统的转向架，新产品由

于结构简单，成本低廉，会给货

车运营商带来更多收益。

公司对转向架的下一步开发

目标是降低噪音、节能减排及减



ETR China Edition www.eurailpress.de 铁路技术评论 2015 年 11 月54

产品信息

少轮轨损耗。

对走行部分的试验和测试表

明，相比于 Y25 型转向架，新型

转向架的运营指标要好得多。例

如，由于轮对通过弯道具有良好

的径向可调节性，噪音明显降低；

根据互操作技术规范（噪声篇）

（TSI Noise）规定进行的试验显

示，比 Y25 型转向架的噪音降低

了 2dB(A)。

图 6 通过了 TSI 技术规范（货车篇）审批的转向架

图 7 图片中的 DRRS 25LD 型货车

转向架配备了盘形制动系统和塑料

部件

图 8 根据 TSI 技术规范（噪声篇）规定进行噪音测试 *

图 9 在半径 250 m 的曲线区段上对 DRRS 25LD 和 Y25 型转向架进行噪音测

试的结果

图 10 采用的塑料部件 图 11 一台转向架的总价格（包括购置费）

 * 受 HUPAC 多式联运公司（HUPAC SA）和德国联邦环境署的委托，捷克布拉格的铁路机车车辆研究所 
 （VUKV） 于 2014 年 8 月进行了测试试验（检测报告 14-c 076）

Y25-K型闸瓦
Y25-盘形制动机
DRRS25-K型闸瓦
DRRS25-盘形制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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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货车转向架相比，

新型转向架的走行性能明显提高，

机械配件大量减少，可减少 35%
的磨损及保养维护工作。

通 过 进 一 步 优 化，DRRS 
25LD 型转向架减轻的重量多达

150kg，为此对塑料材料铸造的弹

簧减振系统的某些配件作了进一

步改进。下一步将对盘形制动系

统进行改进，有望进一步减轻转

向架的自重。

公司的转向架不仅有技术优

势，还有经济优势，这可以通过

20 年寿命周期成本（LCC）核算

进行证明。公司采用的 LCC 管

理模式由铁路货运技术创新协会

（TIS）开发。

公司通过采购策略措施降低

了成本，价格适销对路。相比于

传统的 Y25 型货车转向架，新产

品每年走行里程达到 5万 km以上，

可实行分期付款。

公司不仅可证明新型转向架

的经济性，通过测试还证明其能

耗确有降低。 
此外，公司承诺，与 Y25 型

相比，采用 DRRS 25 LD 型货车转

向架每年走行 10 万 km 可节能 5%
～ 10%。

总之，DRRS 25LD 型货车转

图 12 测试车辆  （图片来源：LZarG 年报）

     表1  20年内一台转向架的总费用支出

     表2  与Y25相比，采用DRRS 25LD型转向架节省的总费用

     表3  计算案例：列车编组包括一节侧墙推拉式专用货车和一节集装箱货车

向架的投入使用能使货车运营商

节省大量费用。

执行总裁：

Thomas Steiner 博士

 型号 购置费（欧元） 每年5万km     每年10万km    每年15万km

Y25转向架的K型闸瓦

Y25转向架的盘形制动机

DRRS25转向架的K型闸瓦

DRRS25转向架的盘形制动机

每台转向架

25辆编组的列车

  节省的LCC                +         节能5%             =            节省的总费用  

 每年             20年 每年               20年 每年     20年

能耗（整列车，单位kWh/km）

能源费用（整列车，单位€/km）

能源费用（整列车，单位€/年）

能源费用（一个转向架，单位€/年）

CO2排放量WTW（每年）

德国（整列车）

德国（一个转向架）

载重与空载行车的比值                                                               空载                                                                       空载

线路情况                                                                                       平地                                                                       山区

年走行距离10万km
编组25辆车辆

Habbiins型侧墙推拉式货车 Sgjss型集装箱货车

DRRS 25LD能耗变化 DRRS 25LD能耗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