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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寻找长江“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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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丁静ʩ关桂峰

天安门向南 46 公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像
一只金凤凰，展翅欲飞Ɉ作为鸾翼的重要血脉，
92 . 4公里的京雄城际铁路从这里延展开来，要在
首都北京这座千年古城和河北雄安这座未来的
đ千年之城Ē之间，架起一座高速流动的桥梁Ɉ

71项智能化设计ɇ首个 5G高铁站ɇ10万平
方米光伏屋顶ɇ全生命周期三维数字档案ɇ自然
简洁的装饰风格ɇ凤栖梧桐的文化元素ĔĔ 9月
20 日，京雄城际北京段开通前接受媒体探访，线
路全貌初显，令人震撼Ɉ92 . 4公里，浓缩了千年时
光，凝聚着中国智慧Ɉ它是世界眼光ɇ国际标准ɇ
中国特色ɇ高点定位之下的智能高铁新标杆，也
将成为复兴路上中国铁路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

71 项

从Ž肌体ž到Ž骨骼ž充满智能元素
đ凤非梧桐不栖ĒɈ步入京雄城际铁路大兴机

场站候车厅，地板上的特殊花纹映入眼帘Ɉ设计师
为这个由四只凤羽角对角拼接而成图案取名đ凤
栖梧桐Ē，结合站厅内以凤尾为主题的文化墙，盼
望京津冀地区能đ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ĒɈ

车站主吊顶采用穿孔铝板和整体式发光天
棚，天棚设有 4档调节功能，可以根据运营需求分
时段调整光照，节能降耗；穿孔吊顶则能提升车站
空间感并吸收噪音，营造舒适的乘车环境Ɉ

从进站通道走过，墙面采用了背漆玻璃，与红
色色带和弧形墙面一起营造出复兴号动车组的外
观，乘客行在其间犹如走在复兴号车厢里Ɉđ车厢Ē
上装饰的 LED 窗户，还可以播放车次信息和
视频Ɉ

基于物联网ɇ人工智能ɇ大数据ɇ云计算ɇ
BIM等前沿科技，京雄城际铁路的智能化进一步
升级，智能化设计多达 71 项Ɉ

刷脸进站更酷了ČČ人脸ʗ身份证ʗ护照ʗ港
澳通行证，都可作为电子票ż刷Ž进站Ɉđ我的车票
我做主Ē！乘客可以在自助终端打印报销凭证，自
己补办身份证件，自己办理退票ɇ改签ɇ变更等业
务Ɉ找不到换乘口怎么办？来扫一扫吧！多功能智
能终端设备可以帮助乘客在站内导航，并回答基
本的求助问题Ɉ

这是国内首次，高铁与机场无缝换乘Ɉđ从城
际铁路出站后，100米之内就能换登机牌ɈĒ中国
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京雄城际项目站场专业负
责人朱红锋说，未来，城际铁路公交化，高铁换乘
会像坐公交一样方便Ɉ

为了营造舒适的出行环境，建设者们首次在
车站 2台 6线最中间的 2条轨道建设了隔墙，相
当于在站内形成一个隧道Ɉđ列车从中间轨道高速
通过不停车，隔墙能将噪音降低ɈĒ中国铁路设计
集团有限公司京雄城际项目环保专业负责人牟忠
霞说Ɉ

京雄城际铁路从大兴机场站穿行而出，为了
最大限度减少对现有城市的切割，铁路在全程高
架中奔向雄安站Ɉ这里将在 2020年初完成站房主
体结构施工，当年年底前可投入使用Ɉ

这是一座 5G 信号全覆盖的高铁站Ɉ一部
10G 视频，4G 下载需 15 分钟，5G 仅需 9 秒；
4Kɇ8K直播ɇVRɇAR游戏可以在这里照进现实
了Ɉ未来，5G可能完全颠覆现在的乘车体验Ɉ

这是一座被 10万平方米光伏屋顶覆盖的车
站Ɉ巨大的椭圆形屋顶就是能量收集场，利用太阳
能将电力源源不断输送出去Ɉ屋顶中间被一条宽
15米的缝隙分成两半，在车站内形成一道đ光谷ĒɈ

đ光谷将京雄ɇ京港台台场与津雄台场的站台
自然分割开来，还能够解决桥下候车厅的采光问
题Ɉ光谷下方，我们设计了室外景观庭院，将自然
光线和崇尚绿色的理念引入站内ɈĒ中国铁设建筑
院总工程师陶然说Ɉ

宽 120米ɇ深 300米的地面候车厅，大胆尝试
了整体清水混凝土装饰Ɉ裸露的混凝土结构在自
然光中呈现出独特的空间美学，令车站内部宽敞
通透，让人直观感受到建构一体的理念Ɉ

这是一座拥有全生命周期三维数字档案的建
筑Ɉđ过去建铁路站点要给国家交二维图纸，雄安
站我们采用了 BIMď陪伴式Đ设计，工程完工后，
将移交全生命周期的三维数字档案ɈĒ陶然说Ɉ

đ这意味着整个建筑的每个细节都可追溯ɈĒ
中国铁设京雄城际项目四电专业负责人任超说，
比如一个螺钉坏了，维修人员可以查询到这个钉

是哪个厂家生产ʗ如何安装的，确保正确维护Ɉ一
些重要设备和节点，安装了感应设备，可以就健康
状况自己发出đ警报ĒɈ

京雄城际铁路的智能基因不仅存在于đ肌
体Ē，更深入đ骨骼ĒɈ基于 BIM和 GIS等技术，在
没有开工之前，设计人员已经用数字模拟出了整
条铁路，每个点都能与现实吻合Ɉ

勘测阶段，设计师们大规模运用激光雷达测
绘技术和遥感技术，通过三维协同等技术提升了
工作效率，减轻了技术人员的现场工作强度Ɉ

在大兴机场站施工过程中，关键工序每天可
达上百人施工，如何让每个工人知道自己该干什
么ɇ怎么干？中铁北京工程局北京公司利用 BIM
技术，对工人进行可视化交底，让他们直观看到重
点部位甚至细节部位的施工安排和管线排布
情况Ɉ

BIM技术还帮助建设者加快了施工进度Ɉ无
砟轨道施工工期紧，作业空间小，物资运输难，施
工计划以đ小时Ē为单位Ɉ为了帮助工人准确理解
施工方案，项目部利用 BIM技术进行 4D施工进
度模拟，计算出每个工序相隔不超过 2个小时，一
个循环不超过 16小时的最佳施工方案Ɉ正常 6 个
月的施工工期，以平均 1 天完成 3 天工作量的速
度进行，工期整整缩短了 3 个月Ɉ

在铺轨阶段，基于北斗卫星和 GIS 技术，一
张定位đ大网Ē为铺轨作业提供全流程智能化服
务Ɉ铺轨机身前后方安装摄像头，实时传输线路上
机车运行画面和行驶速度Ɉ

BIM技术还被用于实现安全管理Ɉ进入中铁
建工集团雄安站施工场地，智能门禁系统把住第
一道安全关Ɉ任何人通过这个门禁系统，都要实名
验证ɇ轨迹追踪Ɉ通过监测系统，工地还实现了对
塔吊ɇ深基坑等施工设备ɇ环境的安全监测Ɉ

为了确保安全培训不再是đ纸上谈兵Ē，中铁
北京工程局北京公司项目部建立了全集团首家
VR安全体验馆Ɉ通过模拟现场施工环境，在容易
出现安全问题的地方以动画和游戏的形式进行现
实演示，寓教于乐，形象生动地展示了现场易出现
的安全问题Ɉ

一种信念

攻坚克难，在一次次涅槃中重生
作为支撑北京新两翼展翅高飞的đ动脉线Ē，

实施千年大计的đ起跑线Ē，京雄城际在追求高品
质中遭遇了多种难题Ɉ

这是世界首次，列车要以 350 公里的时速下
穿机场航站楼，如何在高速震动中保证航站楼的
安全？

đ我们的挑战是无先例可循ɈĒ中国铁设京雄
城际隧道专业负责人叶少敏说Ɉ为了最大限度减
少震动，建设者不仅在列车轨道和轨道之间放置
了减震垫，还将航站楼变成一个奇幻世界：在相当
于地下 6层楼的地方，9664根钢筋混凝土灌注桩
配合 1232个减震垫，让整个建筑成为世界最大的
单体隔震建筑Ɉ

高铁穿越航站楼，走的是一条约 12公里的隧
道，这条隧道需要下穿永兴河Ɉđ正常工期要 60多
天，但我们必须在 40天内完工！否则一旦遇到汛
期强降雨，河水可能通过隧道倒灌入机场，后果不
堪设想ɈĒ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中铁北京工程局北
京公司京雄项目二标副总工程师刘立新仍然感到
后怕Ɉ

项目总工程师余茂东坚持通过优化施工方案
争取时间Ɉ比如，在拱顶涂膜防水施工前一个月，
多次召集厂家ɇ技术员等召开研讨会，通过大量试

验改进施工方法，最终整个工期缩短了 34 . 5 小
时Ɉ经过现场 800余名工作人员昼夜不间断努力，
隧道完工时距离 7月主汛期仅剩 5天Ɉ

隧道建成，设计师们最担心的是出现đ变化ĒɈ
隧道所处地段处于京津冀沉降漏斗区，沉降情况
每年变化，且漏斗区外圈沉降小，中间沉降大，这
对建设百年工程提出巨大挑战Ɉ

đ我们搜集了过去 30年这个地区的区域沉降
情况，模拟计算出百年内差异沉降对隧道结构的
影响ɈĒ叶少敏说，一般的高铁山岭隧道几公里才
建一条沉降缝，但这里大约五六十米就需要建一
条Ɉ为了持续监测隧道安全，建设者在隧道内埋设
了 800 个光纤感测元件，35 万米的数据传输光
纤，作为隧道的đ神经网络Ē，通过技术手段构建了
一条上万个节点组成的数字隧道，ż沉降错位 1 毫
米就能感知并实现报警ŽɈ

在雄安站，20000多名建设者同样不眠不休，
要为雄安新区打造一座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综合交
通枢纽Ɉ京雄ɇ京港台ɇ津雄铁路等多条轨道交通
和地面公交ɇ出租车等将在这里实现立体换乘Ɉ

đ雄安站站场总规模为 11台 19线，占地面积
相当于 30个足球场Ɉ用钢量达 27万吨，几乎等同
于 4 个辽宁舰ɈĒ中国铁设雄安站总负责人钟
京说Ɉ

钢结构施工，焊接是重要工序Ɉ中铁建工集团
雄安站项目部党支部书记王星运介绍，雄安站钢
结构焊缝共计 32 万条，总长度约 800 千米，需焊
丝 7700 吨，仅焊丝连起来就能绕地球 100 圈Ɉ

đ焊接施工要求很高，每条焊缝都要来回焊接
100多次才能完成ɈĒ王星运说，钢板厚度最大 80
毫米，钢结构分段重量最大达 36吨，给运输ɇ安装
等也带来了难题Ɉ

为解决这些难题，建设者分段运输ɇ分段安
装，还在距离项目施工现场 1公里的地方建了一
座占地 19480平方米的智能化数控钢筋加工厂Ɉ
总工程师王岩带领 BIM技术团队，通过三维可视
化模拟，对主要施工阶段的交通组织ɇ大型设备配
置ɇ材料堆场ɇ临建设施使用等进行科学规划，确
保施工有序进行Ɉ

建设的另一个难点是清水混凝土施工Ɉ这种
工法并不鲜见，但要在宽 120米ɇ深 300米的候车
厅内整体使用，每道工序都要精益求精Ɉ

đ要确保钢筋原材无任何锈蚀及污渍，每道模
板接缝要精雕细刻，不能漏一点水泥浆，这样才能
保证清水混凝土的整体观感效果ɈĒ中铁建工集团
雄安站项目部技术人员杨月新说Ɉ

简单的空间带来美的享受，但大量电缆ɇ电线
却无处可藏了Ɉ据介绍，雄安站布设的电缆长度超
过 100万米，如何布线给设计人员提出了挑战Ɉ

đ十几个专业的管线要在逼仄的空间里找地
方，经常打架Ɉ而且电缆很粗，转弯半径很小，如果
用二维图进行设计，施工单位在实际操作中可能
发现实施不了，需要返工ɈĒ陶然说，BIM 的三维
设计优势帮助我们解决了整个难题Ɉ虽然增加了
设计工作量，但提高了设计精度，节约了建设时间
和成本Ɉ

京雄城际设计ɇ建设阶段可谓步步有艰险ɇ时
时遇难题Ɉ但有一件事情，让参建各单位都觉
得难Ɉ

大兴机场站开工后，余茂东前后花费近 3个
月时间优化车站地下结构ɇ混凝土配合比ɇ水泥人
造石等 10余项施工方案，每次优化方案都需要大
量汇报ɇ解释工作Ɉ

这个挑战设计师们也感受颇深Ɉ雄安站是站
城一体的设计，需要统筹铁路ɇ轨道ɇ公交ɇ人防和
地方业主的多种需求Ɉ设计方案 10个月内已经沟

通了几十次，现在仍在协调Ɉ陶然说，站城一体
的综合交通枢纽我国还刚刚起步，需要摸着石
头过河Ɉ比如，投资怎么划分？管理怎么划分？更
深层的问题是，铁路站房和城市融合，需要打破
现有建设模式，实现统一规划ɇ统一设计ɇ统一
建设Ɉ

đ我们的方案都是在反反复复中找到了最
佳路径ɈĒ余茂东说，京雄城际铁路引入的凤凰
文化让我想到了涅槃重生，这是不怕流血ʗ向死
而生的豪情ʘ铁路人也要有这种劲头，经历涅
槃ɇ突破自我，拿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Ɉ

30 分钟

以中国速度成就雄安质量ʩ样板工程
今天，从北京城区到白洋淀要 87分钟；未

来，高速列车只需 30 多分钟就能将乘客从北京
城区带到雄安新区Ɉ中国速度压缩了京雄之间
的时空距离，也成就了连接千年古城与đ千年大
计Ē的京雄城际Ɉ

专家们认为，京雄城际作为我国智能高铁
的新标杆ɇ铁路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本，不能用单
一经济维度来衡量，还要兼顾生态效益ɇ社会效
益和文化价值Ɉ这些观点化为绿色京雄ɇ人文京
雄ɇ精品京雄的追求，体现在京雄铁路建设过程
的点点滴滴Ɉ

ŷŷ绿色是前提Ɉđ雄安站是一座绿色建
筑ɈĒ钟京说，光伏屋顶收集的能源，能够满足车
站用电的 20%；雄安站执行了国家绿色建筑最
高的三星标准，新材料ɇ新技术的应用帮助站房
在展现现代感的同时更加绿色ɇ环保Ɉ

车站中央的đ光谷Ē不仅能为建筑提供采
光，节约电能，还增加了空间通风Ɉđ在这里，乘
客的感觉和其他高铁站是极为不同的ɈĒ陶然
说，整个建筑更加开放，雨棚没有吊顶，清水混
凝土装饰能让人看到外露的建筑肌理，创造了
人和建筑对话的空间Ɉ

绿色理念也体现在施工中Ɉ雄安站的施工
现场，热火朝天又井然有序Ɉ来来回回的洒水车
不断将路面浸湿，避免扬尘Ɉ围绕着施工场地，
自动喷淋装置不停地喷出水雾ČČ智能环保动
态监测ɇ扬尘监测及自动喷淋，为绿色施工提供
了保障Ɉ从雄安站项目部到施工现场，đ畅通融
合ɇ绿色温馨ɇ经济艺术ɇ智能便捷Ē的标语随处
可见Ɉ

在大兴机场站建设中，项目部每天洒水 5
次，重点部位ɇ裸露土方几乎 100% 苫盖Ɉ施工
结束后，项目部用 23 个小时将 5 个厂家 70 个
集装箱ʗ85 个板房清理干净，配合了机场的建
设进度Ɉ

ŷŷ人文是核心Ɉ人文的核心是重视人，尊
重人，关心人，爱护人Ɉ在京雄城际铁路的设计
中，设计师们特别提出了凤凰文化Ɉđ凤凰其色
五彩，身具五德ɈĒđ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
舞，见则天下安宁ɈĒ设计者们希望这种祥瑞之
鸟，能够赋予京雄城际独特的能量，给京津冀约
21 万平方公里ɇ1 . 1 亿人口的土地，持续注入
人流ɇ物流ɇ信息流Ɉ

đ届时，雄安新区能够与北京ɇ天津形成半
小时交通圈，便利沿线群众出行，也提高了雄安
新区对周边的辐射能力，有助于京津冀地区打
造世界级城市群ɈĒ中国铁设运输规划院副总工
程师陈波说Ɉ

đ高质量发展是关于人的事情ɈĒ中国城市
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朱子瑜指出，营造出
高品质的空间，才能吸引人ɇ留住人ɇ留住心Ɉ

雄安新区正在寻求以不偏不倚的中国传统
智慧留住人们的心，京雄城际铁路放大了源于
其中的科技元素Ɉ

从高空俯瞰，毗邻白洋淀的雄安站状似荷
叶上的一滴露珠Ɉđ我们按照水文化，把站房的
整体造型做成椭圆形，用蓝色渐变的形式呼应
水文化，寓意为清泉源头，风吹涟漪ɈĒ陶然说Ɉ

按照雄安城市规划的要求，京雄城际铁路
在雄安建设了全国第一个全地下的牵引变电
所Ɉđ难题是设备ɇ高压电网需要通风散热，且地
下空间逼仄不利于大型设备安装ɈĒ任超说，我
们专门设计了一个吊装通道，让设备坐đ电梯Ē
抵达地下站房Ɉ为了减轻后期维护人员压力，建
设者在这个变电所的各项设备上安装了感应器
材，让它成为一个智能化ʗ无人值守的变电站Ɉ

ŷŷ精品是目标Ɉ在京雄城际铁路建设全
过程，铁路人不断追求精益求精Ɉ

京雄城际是我国第一条全过程运用铁路
BIM 标准设计的智能高铁Ɉđ京雄城际的智能
化是全方位的，是建设初期至开通运营全过程
的系统建设，各项智能化技术在与京雄城际铁
路深度碰撞融合过程中，也为中国铁路智能化
的发展拓展了思路ɈĒ任超说，通过京雄城际智
能化建设，推进我国高铁智能化技术标准进一
步完善，能够确保智能化技术落地应用更加
稳定Ɉ

đ攀登永无止境Ɉ我们必须在柱子里多埋几
根管线，多预留接线通道，给未来留下接入空
间ɈĒ任超说，人们已经在考虑由机器人施工ɇ机
械手臂维护机房了Ɉ未来，铁路可能会变成技术
密集ɇ技术领先的行业Ɉ

雄安站是世界第一条拥有全生命周期
BIM 三维档案的车站Ɉ后期维护时，工作人员
只需调阅资料，便可根据档案找到最佳方案Ɉ

施工工艺大量创新Ɉ大兴机场站地面采用
了水泥人造石，它的工艺比传统水磨石增加十
几道工序，且流程严苛Ɉ水泥ɇ骨料ɇ石粉等原材
料的选用标准高ɇ偏差控制严，一个环节不到位
都可能造成水泥人造石开裂ɇ收缩ɇ空鼓Ɉ余茂
东组织技术人员反复进行试验，经过 30天的数
据采集ɇ计算分析，终于找到一套最佳工艺，实
现了技术突破Ɉ

项目结束前，中铁北京工程局北京公司京
雄城际项目部申请专利发明 14项，形成全标段
综合施工总结一册，为我国铁路创新发展做出
了积极贡献Ɉ

đ京雄城际设计团队近 300人，为了这个工
程倾尽全力Ɉ但这不是我们创造的奇迹，是伟大
的时代ɇ祖国的发展，造就了这个奇迹ɈĒ中国铁
设京雄城际项目总体设计师肖锐说Ɉ

đ快ɇ快ɇ快！近 30年，中国铁路发展让世人
惊讶ɈĒ45岁的陶然出生在铁路边，成长为铁路
人，他最深的感慨是目睹铁路巨变ČČ从 0 公
里到近 3万公里，高铁营业里程居世界之首Ɉ从
引进国外机车到自主研发复兴号，技术进步已
领跑世界Ɉ每小时 350公里，是目前世界上高铁
运营的最高速度Ɉ刚刚过去的暑运，全国铁路旅
客发送量超 7亿人次，相当于全中国一半的人
乘火车出行ĔĔ

下一步，中国铁路将在智能化的快车道上
继续奔跑Ɉ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陆东福说，中国铁路将在智能建造ɇ智能装备ɇ
智能运营ɇ智能养护维修ɇ智能服务等方面大力
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全面提升中国高铁
智能化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为世界
高铁建设发展提供中国方案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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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 4 公里的京雄城际铁路从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延展开来，要在

首都北京这座千年古城和河北雄安

这座未来的“千年之城”之间，架起

一座高速流动的桥梁

它是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

特色、高点定位之下的智能高铁新

标杆，也将成为复兴路上中国铁路

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

扫描左侧
二维码，直观感受
京雄城铁魅力

数个“第一”

京雄城铁的

■京雄城际铁路创造的世界ʩ中国第一

■世界第一条时速 350 公里列车下穿航站

楼的高铁

■世界第一个拥有全生命周期 BIM 三维

档案的车站ŸŸ雄安站

■国内首条高铁与机场无缝换乘的线路

■国内首条全过程运用铁路 BIM 标准设

计的智能高铁

■国内首批 5G 信号全覆盖的高铁站ŸŸ

大兴机场站ʩ雄安站

■国内首个人脸ʩ身份证ʩ护照ʩ港澳通行证

都可Ž刷ž进站的高铁站ŸŸ大兴机场站

■雄安站占地面积相当于 30 个足球场，用

钢量几乎等同于 4 艘辽宁舰

■雄安站钢结构焊丝能绕地球 100 圈

■雄安站执行国家绿色建筑最高三星标准

配图：夕阳下的雄安站正在建设中ʪ
中铁建工集团供图

92 . 4 公里，浓缩千年智与梦 ！
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以多项Ž世界之最ž为世界高铁建设提供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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