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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琴、伍鲲鹏

在毗邻嘉陵江畔的重庆市渝中区李子坝轻轨
站，每天都有大量人群聚集在沿江的观景平台上，
将手机镜头对准旁边的高楼，在骑跨于单根轨道
上穿楼而过的列车经过时按下快门，以记录这国
内罕有的奇景。

这是 2005 年 6 月开通的重庆轨道交通 2 号
线，这是重庆市第一条轨道交通线路，这是中国首
条跨座式单轨交通线路。

1946 年，国民政府拟定的《陪都十年建设计
划草案》首次提出要建高速电车，但最终《草案》沦
为一纸空文。新中国成立 70 年后的今天，重庆历
经数十年艰辛，从引进日本单轨技术建成第一条
轨道交通线，到吸收技术进行再研发，实现 95%
以上设备国产化，最终建成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
运营车辆最多、客运量最大的单轨交通系统。

在筚路蓝缕中走过 70 年的重庆轨道交通，不
仅实现了重庆市民轨道出行的梦想，更为这座山
水之城增添了一道举世闻名的靓丽风景，成为中
国一只沿着“一带一路”飞出国门的雄鹰。

从空文到现实，70 年轨道交通圆梦

重庆的轨道交通梦，始于 1946 年。抗日战争
时期，2137 台黄包车、几十辆公交车使重庆市街
道拥堵不堪。为了缓解城内日益堵塞的交通，
1946 年 4 月 28 日，国民政府拟定《陪都十年建设
计划草案》，首次提出要建地铁——高速电车。

《草案》称，当时重庆有人口 120 万，每天约 5
万人往返于市郊，城区道路狭窄，公共汽车受速
度、运量限制，每天只能运 5000 人。拟修建的高速
电车初步规划三条线，初定 10 分钟发一班，三线
每天总运量约 10 万人次。然而，腐败的国民党政
府既没有足够的能力组织工程队伍施工，也没有
足够的资金进行投资。沉溺于内战的国民党政府
在政策制定后迟迟未能落实，重庆最早的轨道交
通规划最终沦为一纸空文。

尽管如此，重庆并未放弃建设城市轨道交通
系统的梦想。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在 1958 年再次
提出建轨道交通的计划，但开工不到半年就宣告
停工。因为在整个城市建在山地丘陵之上且毗邻
两江的重庆修建轨道交通，不仅要入地，还要建高
架桥，建设成本远远高于其他城市，高昂的建设费
用在当时是承受不起的。

时光流转，改革开放后重庆的经济开始迅猛
发展，并把改变交通状况的任务推到了突出位置。
20 世纪 80 年代，重庆在对地下人防工程进行改
造时，提出按照轨道交通标准进行设计，重庆轨道
交通建设正式起步，但在规划之时国内专家们的
论断再次泼下来一盆冷水。

“地形异常特殊的重庆，建地铁几乎不可能，
甚至建任何一种轨道交通都非常困难。”时至今

日，重庆轨道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乐梅依然记
得当初在重庆进行论证的专家们的话语，但这个
已经延续了数十年的梦想已经不可能被这盆冷水
浇灭。为了让轨道交通建设成为可能，翻山越岭、
爬坡上坎、蹚水过河，以重庆轨道交通院士专家工
作站沈晓阳为代表的第一批重庆轨道人，带领专
家及工作人员走遍了重庆主城的每个角落进行调
研，并连续派遣多名人员到世界各地学习轨道交
通技术。

10 年的调研终于取得了成果，不断的考察和
比较中，重庆轨道建设者另辟蹊径，发现已在德国
和日本成功运营的跨座式单轨是最合适在重庆大
力发展的交通制式，并确定了重庆轨道交通 2 号
线采用高架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并最终引进使
用了日本技术。

跨座式单轨几乎是为重庆建设轨道交通量身
打造。爬坡能力上，一般地铁的最大坡度在 30%
左右，跨座式单轨的爬坡能力轻松可达 50%，理
论坡度可达 100%。转弯半径上，地铁的最小转弯
半径在 300 米左右，跨座式单轨的转弯半径却只
有 100～150 米。而在造价上，仅相当于地铁造价
的三分之一左右。跨座式单轨是橡胶轮胎骑行在
钢筋混凝土轨道梁上，不会像钢轮钢轨相互摩擦
那样发出轰鸣声。跨座式单轨还具有景观性好、节
能降耗等优势，恰好与重庆山多坡陡、道路崎岖、
人口密集和发展旅游经济的特点高度契合。

2000 年，重庆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较

场口-大堰村）被列为国家西部开发十大重点
工程；12 月，全线正式开工。2005 年 6 月 18 日
这个日子更将为所有心怀轨道梦的山城人所铭
记：重庆轨道交通 2 号线开通试运营。一条长龙
时而顺江而下、时而穿山越岭、时而在鳞次栉比
的高楼间飞越。这天，万人空巷，绝大多数市民
第一次看见轨道交通，看见西部第一条轨道交
通，也看见中国第一条跨座式单轨交通。

一网下全覆盖，山城轨道成景点

2 号线的顺利建成，破解了不少山城市民
的出行难题，但它的开通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开
始，越来越多的轨道交通开始动工，它们像一张
大网逐渐覆盖整座城市。

2007 年，轨道交通 3 号线二塘-龙头寺
段、1 号线朝天门-沙坪坝段相继开工；2011
年，重庆轨道交通 1 号线小什字-沙坪坝段开
通试运营。同年，3 号线两路口-鸳鸯段开通运
营，从此世界上最长的跨座式单轨线路正式
面世。

“3 号线是目前世界上运输效率最高、单线
运营里程最长、地形条件最复杂的跨座式单轨
线路。而鹅公岩轨道交通专用桥，其主跨度在世
界自锚式悬索桥中首屈一指。”乐梅说。

此后数年，重庆轨道交通不断加强规划建
设力度，点线成网，提升运营服务质量，作为重

庆城市公共交通主动脉的作用日益凸显。
截至 2019 年 7 月，重庆共计开通了 1、2、

3、4、5、6、10、环线 8 条线路，运营里程达 313
公里，覆盖主城 9 区，通达各大商圈，接驳机场、
火车站、公交枢纽等大型客流集散地。每天重庆
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已经达到了 288 万乘次，
最高日客运量超 358 . 9 万乘次。

对于生活在这座山水之城的人来说，可称之
为“飞天遁地”的重庆轨道交通已不仅仅是每日
通勤的“专属座驾”，它还是一种简单直白的“生
活方式”，是买房置业的“导向标”，更是一个必须
打卡的“网红景点”，是重庆这座城的“新名片”。

“网红打卡地”轨道交通 2 号线李子坝站，
是国内第一座与商住楼共建共存的跨座式单轨
高架车站，因其“空中列车穿楼而过”的技术蜚
声中外，每天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
来参观，是重庆轨道交通建设者智慧的结晶。

早在 2 号线规划时，考虑到客流量和线路
走向因素，就定址在李子坝建站，而在相同地点
一栋居民楼建造计划也已敲定。这座后来 2 号
线最为知名的车站，采用的是站桥分离的设计
施工，即预留的轨道桥墩直接打桩到地面固定，
待桥墩修建后，居民楼再开始施工建造。

“通俗点说，这就像是在立交桥外面建造
一栋房屋把桥和桥墩包裹住，但立交桥和房屋
没有任何接触。因此，2 号线列车通过李子坝
时，轨道梁和桥墩会有些许振动，但车站所处
的这栋居民楼里，却一点也感觉不到。因为轨
道的主结构和房子的主结构是彻底分开的。”
乐梅说。

而地处重庆沙坪坝区的重庆轨道交通 1 号
线烈士墓站，则演绎出更为艺术的景象。站内墙
面全部由彩色的涂鸦和壁画覆盖，从站内一直
延伸到出站口，共 5000 平方米。丰富的色彩仿
佛将海天、花鸟、树木、建筑和人类活动都浓缩
在这一方天地，场景变换让人身临其境，人们经
过好似走入童话世界。

定标准建产业，不止于交通与网红

在依赖日本技术建成的 2 号线开通之时，
重庆就有了自主创新的想法，经过艰苦研发，3
号线通车时，重庆单轨 95% 以上的轨道设备已
实现国产化。

“ 2 号线大量引进了日本跨座式单轨交通
技术和设备，无论是车辆，还是轨道梁、道岔等
核心技术，一切都要按照日本的标准和规范来
操作。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们明白关键核心技
术不能长期受制于人，必须尽快实现国产化。”
重庆轨道集团运营三公司工务维保部副经理兼
道岔车间主任张杰说。

为摆脱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重庆逐渐加
大了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研发，并先后

组织重庆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中国汽车工程研
究院、铁科院等 10 余个单位，对车辆、轨道梁、道
岔系统、车辆转向架等核心技术展开国产化科研
攻关。辛苦的汗水终于有了成果，并以此成功填
补我国该领域的技术空白。

而重庆并不甘于只掌握一项技术，随后更主
导编制跨座式国家及行业标准 7 项、地方标准 3
项，完成国家科技支撑项目 10 余项，取得专利
100 余项，执全国单轨交通技术之牛耳，形成了涵
盖设计、施工及验收、运营维护等方面的城市轨
道交通标准体系，成了世界首个跨座式单轨交通
标准体系的创建者。

这三个标准分别是《跨座式单轨交通设计规
范》《跨座式单轨交通施工及验收规范》和《跨座
式单轨交通车辆通用技术条件》。这些标准均由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重庆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
院等单位，在总结重庆轨道交通 2、3 号线建设经
验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反复论证和修订完成。

“由于建立起了国际上首个单轨交通标准体
系，我们的跨座式单轨交通及其产业在国际上具
有先进性，奠定了重庆跨座式单轨交通产业立足
重庆、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基础，但我们做的却
并不止于此。”乐梅说。

在建立起国际标准的基础上，重庆也建成了
完整的跨座式单轨产业链条，包含前期咨询、勘察
设计、工程建设、装备制造、系统集成、运营维护、
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各个环节，涉及企业超过两
百家，能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提供不同运量（编
组）的差异化解决方案和全生命周期服务等。

“我们还建成了全国唯一的、也是最大的跨
座式单轨交通车辆产业基地，位居全球单轨交通
车辆制造企业三甲。”张杰说。

此外，重庆轨道集团牵头负责的国家发改委
示范工程“重庆轨道交通互联互通 CBTC 系统研
发及产业化”项目，目前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该
项目将构建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具有国际竞争
力的技术体系，开创国内轨道交通运营先河，为
国内外各大城市轨道交通企业提供示范和样板，
能够有效提高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效率。

海外市场作为重庆单轨“走出去”的重要战
略点之一，重庆正在加强海外业务团队建设，做
好典型示范项目，充分借力有成熟海外经验的央
企资源，加快推进重庆单轨技术和装备的海外输
出，充分利用当地企业的地缘优势、政策和法规
的专业认知，提高重庆单轨海外市场拓展的
质量。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轨道交通建设走过了
筚路蓝缕的 70 年。我们期望在坚持‘建设服务
运营，运营促进经营，经营反哺运营’的可持续
发展战略下，努力构建出重庆全域‘一张网、多
模式、全覆盖’的轨道交通体系，在下一个 7 0
年，于国际舞台上书写属于中国轨道的璀璨未
来。”乐梅说。

重庆：“轨道上的山城”是怎样铺就的

▲“网红”景点——李子坝轻轨站（1 月 26 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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