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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

企业自备敞车根据企业自身的运用需求进行采购，在

结合国家铁路集团铁路货车基本的造修规范的基础上，可

与造修企业经过协商后做部分改动，但所做改动对车辆的

基本性能和使用功能不会产生影响。

目前企业在用的 60 吨级敞车经过多年的运用和维护

后，根据运用需求对本批车辆的部分结构和部分零部件采

取换装和改装。本批车辆的转向架目前使用的是转 8A 型

转向架，但是转向架在 2011 年左右应国铁车的提速改造

要求对转向架的轮对和轴承已经过提速改造，目前在用的

转向架轮对为提速轮对，轴承为提速轴承 [1]。改造前的整

车照片如图 1 所示。

为满足企业的运输使用要求，同时适应企业的运用现

状及管理水平，开展了几种敞车的调研和设计试改工作。

根据企业的改造计划完成的目标为：对几种车型进行换装

转 K2 提速改造，应国家铁路总公司对铁路货车的发展要

求，将车辆的商业运营速度由 80km/h 提高到 120km/h ；

改造车辆底架；对既有车的风手制动装置和底架附属件进

行改造，改换与之关联的管路；增加新型脱轨自动制动装

置 [2]。

根据企业的改造计划和相关改造要求，目前车辆改造

要求如下：

（1）车辆车体钢结构进行常规的检修；

（2）提速改造时转向架换装为转 K2 型转向架，车体

上心盘仍装用现车的转8A转向架上心盘，无需拆除（图2），
下心盘需重新进行设计来配装现车的转 8A 转向架上心盘

和转 K2 转向架摇枕；

（3）风手制动装置（图 3）进行改造，制动杠杆的制

动倍率需符合转 K2 转向架和全车制动倍率的要求；

（4）附属件进行改造，根据风手制动装置的改造情况

对相应的附属件进行配合改造；

（5）加装脱轨自动制动装置，制动和附属件分别进行

加装改造。

自备敞车转 K2 型转向架及加装脱轨自动制动装置改造
伏恒    耿伟

（宁夏宁东铁路有限公司    宁夏    银川    750001）

摘要：铁路货车原转 8A 型转向架先天存在的抗菱刚度低、空车静扰度小、减震系统性能不稳定等问题，
通过转 K2 型转向架改造和加装脱轨自动制动装置可解决以上问题，大大提升了车辆运行品质和安全性能。

关键词：K2 改造；加装脱轨装置；提升车辆运行品质。

图 1    改造前整车照片

图 2    改造前转向架结构

2    车辆拆解内容

60 吨级系列敞车自入检修库开始检修工作和加改部

分的零部件拆解主要工作内容分为清理、拆解、检修和加

装改造四部分工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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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底架

拆除底架上旁承组成（四个，图 4）。因现车装用的

上旁车为符合装用转 8A 型转向架的上旁承组成，所以在

换装转 K2 时首先要切除现用的上旁承。

2.2    底架附属件

拆除测重机构安装座、DN10 组合式管吊、上拉杆安

全吊、手制动拉杆吊。因现车装用的测重机构和上拉杆、

手制动拉杆为符合装用转 8A 型转向架的配件，与转 K2
转向架不能配装，需将这几个配件进行拆换。

2.3    风制动装置

一位端与截断塞门连接的主管及管吊、一位端连接主

管三通的 DN32 主管及管吊组成、一位端上拉杆、手制动

拉杆、前制动杠杆、后制动杠杆、二位端上拉杆、二位端

连接主管三通的 DN32 主管及管吊、二位端与截断塞门连

接的主管及管吊组成。因加装脱轨自动制动装置，根据脱

轨自动制动装置的工作原理，需要在主管加装主管三通与

脱轨阀支管相连，为确保车辆主管的长度要求需拆换部分

主管；另外，转 K2 型转向架与转 8A 转向架制动倍率不同，

相应整车的制动赔率也不相同，所以需要更换杠杆来调整

制动赔率。

2.4    转向架

换装转向架过程中需将中心销拆解后检修，安装检修

合格的产品。

3    车辆换（加）装内容

脱轨自动制动装置在 60 吨级敞车上先进行预装，在

预装过程中发现现车和设计部分不符的部分经过整改后再

行焊固。

3.1    底架

组装车体枕梁下盖板处四个上旁承，按照图纸要求

的零配件焊装上旁承，根据转 K2 转向架的要求组装上旁

承垫板和磨耗板（根据尺寸要求制作简易工装，用液压升

降车调整位置，按照测量后的配合尺寸加装上旁承调整垫

板）。改造后的车体上旁承如图 5 所示。

3.2    底架附属件

根据设计图纸和现车的具体情况重新组装两个手制动

拉杆导架、根据转 K2 型转向架脱轨阀吊环的位置要求加

装四个脱轨阀吊、按照手制动转换杠杆的位置加装手制动

杠杆支点座、加装手制动杠杆托架架、根据手制动转换杠

杆托架的位置加装支撑梁、重新组装两个测重机构安装座、

重新组装两个上拉杆安全吊、加装脱轨自动制动装置所需

的各支管吊。

3.3    风手制动装置

根据脱轨阀支管的加装位置在车体两端加装

DN32×15 的主管三通、换装一、二位与主管三通相连的

两根主管；根据测重机构安装座的位置换装与测重机构相

连的两根 DN10 支管；换装调整制动倍率后的前制动杠杆、

后制动杠杆。

3.4    整体换装转 K2 型转向架

换装与 K2 转向架相连的两端上拉杆组成，加装手制

动转换杠杆，加装手制动转换拉杆，为控制制动缸的鞲鞴

行程加装制动缸推杆止挡，一、二位转向架加装脱轨自动

制动装置，加装相应的脱轨阀连接管路。换装后的转向架

如图 6 所示。

4    改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

试改车辆车况良好，车辆无需改造部分按检修规程执

图 3    改造前风制动装置

图 4    改造前的车体上旁承

图 5    改造后的车体上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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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改造部分主要集中在转向架附属件和风手制动装置部

分，这两大部分需要切除和加改的部分较多，在改造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也比较多，以下是工序中发现的设计方面的

问题和出现的组装工艺方面的问题。

4.1    底架

问题：换装上旁承组成时发现上旁承位置尺寸不易保证。

解决措施：设计简易定位工装，其中心与枕梁中心（转

向架中心销）重合，确定上旁承在枕梁下盖板的横向组装

尺寸，工序中由工人利用升降小车进行划线和组焊。

4.2    底架附属件

问题一：靠近一位端梁处的脱轨阀顶梁在进行组装时

与的手制动拉杆吊的距离太近，导致脱轨阀拉环与车轴的

尺寸无法调整。

解决措施：延中梁腹板的车体纵向方向移动手制动拉

杆吊至一位端梁附近，移动的位置要确保不干涉手制动拉

杆的正常动作和保证车辆的驻车制动力。

问题二：一、二位端枕梁下盖板处的 DN15 支管吊与

摇枕距离太近，在重车和车辆运行状态下可能会发生碰撞；

其他 DN15 管吊在组装过程中存在定位尺寸误差和划线尺

寸较多的问题。

解决措施：改变支管吊的位置和型式，将枕梁下盖板

处的 DN15 管吊移动至中梁下翼边上平面，以吊装的型式

对支管进行固定；一、二位端过小横梁的 DN15 支管吊可

根据车辆情况将管吊移至小横梁上，避免支管调整造成的

管吊位置误差同时减少了划线工作量。

4.3    风手制动装置

问题一：车体两端的主管长度尺寸与图纸尺寸不一致，

导致主管在组装时尺寸层差不齐，现场需将过长主管剪切

后和重新加工管螺纹，然后组装。

解决措施：在对现车各关联主管的尺寸进行测量后调

整改造方案中对制动主管的换装方案，根据对多辆既有车

图 6    换装后的转向架

主管的测量数据对一位端 DN32×15 和 DN32×25 之间的

距离进行理论定尺，然后将这两个三通之间的主管进行更

换，一、二位端带螺纹的短主管可提前预备不同长度尺寸

的成品，在组装过程中可进行配装。

问题二：二位端过小横梁的 DN15 主管与主管距离较

近，导致有组装误差时，DN15 主管与主管有干涉现象。

解决措施：根据目前的脱轨阀组装经验对需要改造的

车辆进行管路的改造，但是改造车辆在制动主管组装时的

尺寸跟图纸有差异，经过车辆的试改后，在经过对还未改

造车辆的测量总结，需要对 DN15 支管的长度进行调整；

同时调整主管三通 DN32×15 的组装角度，解决 DN15 与

主管的干涉现象。

问题三：测重机构安装座调整垫板的标准规格厚度无

法调整出传感阀触头与转向架横跨梁的标准距离。

解决措施：在经过对车体和转向架的配合比对，测重

机构安装座调整垫板的厚度无法满足传感阀触头与转向架

横跨梁的距离调整要求，并且目前在用的测重机构安装座

调整垫板与现车的测重机构安装座不匹配，重新按多辆车

的组装情况定制准确厚度的调整垫板要求。

问题四：穿过大横梁腹板的 DN15 支管在现场无法采

用工具打孔。

解决措施：改变 DN15 管的型式，由穿过大横梁腹板

型式改为从大横梁下盖板下方绕过的型式，从设计源头解

决工艺无法实施的问题，节约时间简化工艺。

5    结语

转 K2 型转向架改造，加装了交叉支撑装置，增加了

转向架抗菱刚度，提高了车辆临界速度和直线稳定性；同

时，有效保持转向架正位状态，改善转向架曲线通过能力，

显著降低车轮轮缘磨耗。制动梁由槽钢式制动梁更换为组

合式制动梁，制动梁裂纹故障大大降低；闸瓦由低磨闸瓦

换为高磨闸瓦，改善了制动性能。相比国铁运用的 60 吨

级车辆，增加了脱轨自动制动装置，在车辆脱轨时及时排

风使整列制动停车，减少事故影响，提高车辆安全性能。

改造车辆已经过半年的运用考验，车辆运用技术状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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