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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轨道交通未来发展版图

20 年“跑”出来的“国家名片”

本报记者苏晓洲、阳建、程济安

20 年前的 1999 年 9 月 27 日，一列蓝白相
间、酷似鲨鱼的列车，从广州出发，向深圳飞驰而
去——这是我国第一代高速铁路电力动车组“大
白鲨”，也是我国第一列国产时速 200 公里的商业
营运列车。

20 年来，从“大白鲨”开始，中国电力动车开
启高速追梦之旅：随着“蓝箭”等电力动车组相继
诞生，开始向高速铁路时代“起跑”；从“中华之星”
到“和谐号”，技术不断迭代更新；从“中国标准动
车组”研发再到“复兴号”系列问世，产品谱系不断
扩充；从轮轨到磁悬浮，中国不断推动世界铁路技
术向更快、更强、更好“追梦”“圆梦”……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全国铁路运输
发送旅客超过 1 亿人次，高峰期的 10 月 6 日，当
日铁路发送旅客超过 1500 万人次，这在全世界只
有中国做得到。

电力动车，熠熠发光的“流动国家名片”，改变
生活、改变中国，走出国门、领跑世界！

从无到有

每次成功都“流着眼泪庆祝”

株洲，位于内陆腹地湖南，是中国最大的轨道
交通研发制造基地所在地，其生产的电力机车全
球市场占有率超 20%，位居世界第一。

记者的采访，就从昔日中国动车组“摇篮”、如
今的“中国动力谷”——湖南株洲起步，足迹延伸
至京津冀、成都、长春等地，从一代代先进轨道交
通装备创业者、研制者的讲述中，得以一探中国动
车组诞生的风雨历程。

在关于中国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发展的故事
中，有个说法流传很广：早期某型号电力机车靠从
国外带回一种零部件，才得以解决重大技术瓶颈。

上述说法，在中国先进电力机车研制领域老
专家柯以诺、高培庆等人看来纯属天方夜谭。

“一米多长、几十厘米直径、一百多斤重的部
件，岂能塞在归国行李中带回来？”高培庆说，中国
发展先进电力机车和动车，主要靠自力更生的创
新、艰苦奋斗的实干。

“我们研究电力机车都抱定一个信念：外国人
能搞出来，中国人一定能搞出来；外国人搞不出来
的，我们中国人也要搞出来！”柯以诺说。

20世纪 90 年代，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
要求和当时铁路交通体系落后的状况，发展高速
铁路运输被纳入了国家战略规划，动车组的研制
从那时起步。

1998 年 6 月，原铁道部在京广铁路河南许
昌至小商桥段组织高速试验。在对国产 SS8 型
电力机车进行传动比、气动布局等改造之后，中
国国产列车第一次在试验中跑出了 240 公里的
时速。

一位权威专家说，这次试验采集了上亿个实
验数据，为后来的动车组研制积累了一定基础，也
增强了我国研制高速列车的信心。

在国家“九五”计划中，时速 200 公里电力动
车组被正式立项。

1999 年 5 月，动力集中式动车组“大白鲨”在
株洲试制成功，此后在我国第一条准高速铁
路——广深城际铁路的上线试验中跑出了 223 . 2
公里的瞬间时速——这是接近当今对“高铁”定义
的速度！而当时，中国铁路客车运行最高时速普遍
不到 100 公里。

1999 年 9 月 27 日，“大白鲨”正式在广深铁
路载客试运营，标志着我国跨入准高速铁路运输
时代。

“‘大白鲨’下线、出厂、试运营……每个关键
节点有好消息传来，我们都是一边流泪一遍鼓掌
庆祝！”在株洲，很多受访专家回首往事，心潮澎
湃、感慨万千。

伴随着铁路市场化改革，我国掀起了研制
电力动车组的热潮。“蓝箭”“中原之星”“中华之
星”……一批国产电力动车组下线，我国逐步形
成自主研制 2 0 0 至 3 0 0 公里时速动车组的
能力。

2001 年 9 月，“中原之星”动力分散式动车组
下线，后在郑州-武昌线投入运营；2001 年，动力
集中式动车组“中华之星”开始研制，并在 2002 年
11 月的冲刺试验中跑出了 321 . 5 公里的时速，中
国列车首次迈过时速 300 公里门槛！

经过一系列科技突破和商业运营，我国电力
动车领域技术与产品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
突破。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朱晓宁、西南交通大学教
授戴光泽等专家认为，从“大白鲨”“蓝箭”等开始，
我国动车组经受了从研发制造到运营的“全流程
考验”。

这段前期准备，为之后我国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跨越式发展培养了大量人才、夯实了发展
基础。

从有到优

动车创造“改变中国”的奇迹

创新从来就不是闭门造车！中国动车组发展
进步始终抱着兼收并蓄的开放心态，珍视改革开
放带来的每一个与国外开展技术交流、互学互鉴
的机会。

2004 年以来，中国动车组沿着“引进、消化、
吸收、再创新”道路，开始进入速度更快、技术更优
的“做大做强”阶段。

2008 年 8 月 1 日，我国第一条设计时速为
350 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
营，我国正式迈入“高铁社会”。

自主创新和开放集成的链式反应被触发。
2010 年，我国自主研制的 CRH380A 型动车组在
青岛下线，运营时速 350 公里，最高时速可达 380
公里及以上。

2012 年，中国标准动车组启动研发，并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以超过 420 公里的时速创造
了高铁列车交会速度的世界新纪录。2017年6月25
日，中国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在京
沪高铁正式双向首发，旋即京沪线高铁恢复350公
里运行时速……

记者从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等企
业了解到，“复兴号”整体设计以及车体、转向架、
牵引、制动、网络等关键技术都是我国自主研发，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中国标准占到 84%。这
是目前世界上运营时速最快的高铁列车，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是中国动车组当之无愧的“王者”。

从初期引进的 CRH1 、CRH2 、CRH3 、
CRH5，到后面自主研发的 CRH380 系列、“复兴
号”系列，我国已拥有世界上种类最丰富、谱系最
完整的动车组，覆盖时速 200 公里-350 公里各种
速度等级。

目前，中国高铁营业里程居世界第一，自行研
制的系列高速动车组已经投入运营 11 年，全体系
安全性、可靠性等得到了充分验证。以车辆为例，
世界上通用的安全标准是高速动车组每运行百万
公里故障不多于 2件，中国动车组实现了平均故
障率低于每百万公里 0 . 43件。

“我国已经掌握了高铁的核心技术，还具备成
本低、交付能力强、运行经验丰富等多重优势，整
体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
梅说。

截至 2018 年末，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3 . 1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达到 2 . 9 万公里，占
世界高铁总量 60% 以上。2008 年以来，中国高铁
累计运送旅客已超过 100 亿人次。在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的同时，巨大的“应用场景”又使中国动车
具有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发展环境，技
术与市场互动形成的“良性循环”，中国动车不断
向前。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追赶到领跑，以高铁
为代表的中国动车组，凭着自力更生的创新精神、
拥抱世界的大视野，颠覆了中国制造的旧形象，演

绎了后发超越的“高铁奇迹”。
高铁，改变生活；高铁，改变中国！——这是

14 亿中国人共同的感受。

引领未来

“追梦、圆梦”征程永不停步

日前，中国首列出口欧盟的动车组“天狼星
号”抵达捷克。欧盟对列车质量和可靠性有严苛的
要求和准入门槛，“天狼星号”的出口，意味着中国
动车组受到了全球轨道交通装备高端市场的
认可。

在马来西亚，中国出口的 ETS 动车组，跑出
176 公里的世界米轨铁路最高时速，犹如在平衡
木上“跳舞”；在马其顿，中国出口的电力动车组，
拿到了欧盟铁路互联互通技术规范（TSI）认证；
在印度尼西亚，11 列时速 350 公里中国高速动车
组即将飞驰在雅万高铁……

除了走向世界，中国还不断对动车组的技术、
产品、服务进行突破，抢抓绿色、智能新趋势，以期
在未来的世界产业竞争中占得先机。

在经历了“直流”“交流”后，世界轨道交通车
辆牵引技术正在朝 3 . 0 版的“永磁”驱动技术发
展。国庆前夕，中车株洲电机公司发布了时速 400
公里高速动车组用 TQ-800 永磁同步牵引电机，
以更高功率密度、更高效率、更低全寿命周期成
本，为中国动车组牵引传动技术转向“永磁时代”
铺路。

2018 年 12 月，时速 160 公里的 CR200J 列
车加入了“复兴号”家族，以“绿巨人”动车组的品
质刷新了中国普速铁路的高度。

从零下40℃极寒区域的哈牡高铁，到行经区
域最高风速达每秒60米的兰新高铁，中国高铁列
车风驰电掣在草原、雪原、高原、荒漠、戈壁……

中国通号集团董事长周志亮说，依托海量案
例“大数据”、不断升级的硬件和软件，我国不仅能
解决高铁在本国复杂地质、气候条件和超高运行
负荷下的列车控制，还能为世界提供先进轨道交
通装备互联互通的“中国方案”。

“中国修建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其影
响远远超过铁路行业本身，也带来了城市发展模
式的改变、旅游业的增长以及对区域经济增长的
促进；广大民众现在能够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
便利、更可靠的方式出行……”世界银行在今年 7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对中国高铁“不吝”赞美
之词。

2019 年 5 月 23 日，我国时速 600 公里磁悬
浮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从轮轨到磁悬浮，这是中
国乃至世界铁路技术迈向新突破的重要标志！人
们有理由相信，在把轮轨技术推进到新高度的“复
兴号”之后，我们未来将坐上更快、更强、更好的
“追梦号”“圆梦号”……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20 年来，中国先进轨道
交通事业的成就举世公认，而“铁路人”在追求卓
越的路上从不停步，他们的奋斗必将引领人类走
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报记者史卫燕、苏晓洲、白田田

高铁营业里程世界占比超过三分之二，城市
地铁近10年间翻了4倍，世界首条磁浮线投入商业
运营；世界上一次性建成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中
低速磁悬浮列车成为城市机场和高铁站的“摆渡
车”，虚拟智轨、智能驾驶列车投入使用……这是
中国，轨道上的中国！

这些傲人成就带来的不仅是人才流、货物流、
信息流的广泛高速传输，也刷新了地域和速度概
念，重构了经济社会发展版图。轨道，重塑中国；
轨道，还将改变世界。

10 月 18 日至 20 日，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
备制造产业博览会于湖南举行，国内外轨道交通
专家聚首中国乃至世界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生产
和出口基地。与会者在展示最新轨道交通技术成
就的同时，更多是在探讨：新技术对轨道交通发展
将带来什么影响？未来轨道交通如何更好地造福
人类？

和谐

体系服务满足民生不同需求

马克思曾说，“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

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范
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

交通，正是人们这种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
直接产物。

清晨，菜农张霞坐上 7272 次绿皮火车，车缓
缓行过湖南西部的大山深处，将她和带着露珠的
青菜送到城里的菜市场。

这种行驶速度为数十公里每小时的绿皮火车
已经是中国现存不多、最为“落后”的轨道列车，为
少数民族、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居民短途出行而保
留下来，最低票价仅 1 元。

绿皮火车采用电力机头，是当年中国最为先
进的列车，因此，司机摆脱了需要大夏天在驾驶室
烧煤的蒸汽机车、噪音大且污染环境的内燃机车。

白发苍苍的中车株洲所专家、资深电力机车
专家柯以诺告诉记者，从第一台电力机车问世到
“韶山 1 型”电力机车正式定型、量产，中国第一代
电力机车技术是在全世界对中国实行严密封锁的
情况下，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摸索出来的。

不仅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铁集团深入开
展建设扶贫、运输扶贫和定点扶贫，在14个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
累计完成铁路基建投资30066亿元，占铁路基建总
投资的78.8%

截至 2018 年底，中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 2 . 9
万多公里，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是世
界上高铁里程最长、运输密度最高、成网运营场景
最复杂的国家。

长沙南站工作人员张韬表示：“每天有 10 万
多人从长沙高铁站去往全国各地，高铁承载着他
们的喜怒哀乐，我们希望在关键的时候为他们的
人生‘加速’。”

在轨道交通运输装备领域，我国高速列车技
术体系和产业创新链已基本形成，高速列车产品
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2018 年 7 月 1 日，具有
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兴号”动车组首次投入运
营，实现中国高速铁路动车组自主化、标准化和系
列化，推动实现动车组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
跨越。

10 月 9 日晚，大学生韩东带着可爱的玩偶踏
上长沙磁浮列车，不到半小时，这趟车就跨越长沙
城区抵达长沙黄花机场，让他准时接到日思夜想
的女朋友。

韩东的幸福源自我国的磁浮交通技术创新和

装备自主化，2016 年 5 月 6 日，我国首条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悬浮商业运营示范
线——长沙磁浮快线开通试运营，该线路是世界
上最长的中低速磁浮运营线。

无论追求舒适还是享受，无论选择悠闲还是
匆忙，中国的轨道交通都能提供最适合的出行
方式。

复兴

掌握核心技术成就领跑全球

当今世界，快速、重载是轨道交通发展的两大
方向，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探索已居世界前列。

速度，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悬浮”10 毫米“贴
地飞行”，设计时速达 600 公里，这样的高速磁浮
列车让人憧憬……

这是中国最新下线的设计时速600公里高
速磁浮列车，其牵引电机由中车株洲电机公司
研发制造。这种全新概念的牵引电机如同“无
影腿”，不仅能让列车“浮”起来，还能让列车飞
奔起来。

9月28日，连接7个省区，全长1813.5公里的浩
吉铁路开通运营。这是世界上一次性建成并开通
运营里程最长的重载铁路。

如果说，风驰电掣的高铁让中国铁路进入“高
铁时代”，那么绵延千里的浩吉铁路，则以一次载
货万吨的“洪荒之力”，引领中国铁路进入“新重载
时代”。

秋日阳光下，被称为“钢铁长龙上的明珠”的
浩吉铁路洞庭湖大桥银光闪闪。大桥项目部的总
工程师贾卫中眼中满是骄傲，他告诉记者，大桥创
造了世界同类桥梁中多项第一，正是这些创新让
大桥得以在“千层饼”般的湿地环境下稳定矗立。

我国地域宽广，地形复杂，因此中国的轨道交
通发展了极致的技术应对极端的环境。高原铁
路、高寒铁路等取得一系列核心关键技术突破和
创新性标志成果，形成了一整套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技术体系。

“轨道交通特别是地铁的建造离不开装备界
的‘穿山甲’盾构机，我们的盾构机力道大、速度快、
可经受零下 30 多摄氏度的严寒等极限考验，表现
十分突出。”中国铁建重工首席科学家刘飞香说。

每小时 350 公里，是目前世界上高铁最高运
营速度。如此高速度同时实现高稳定、高舒适，是

中国高铁的“看家本领”——纵向稳定性、横向稳
定性、垂向稳定性是衡量高铁运行稳定性的3个指
标，中国高铁列车这3个指标都已达到世界领先
水平。

创变

科技革命升级未来“无限可能”

很多轨道交通专家告诉记者，随着新一代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以互联网、物联网、大
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新材料
为代表的颠覆性新兴产业与轨道交通加速深度
融合，智能化、高速化、绿色化、大容量、重载、安
全舒适、互联互通，将成为轨道交通系统的未来
发展方向，新一代轨道交通系统将进入新的
阶段。

事实上，中国在智能自主、绿色环保等方面已
在不断探路。

中国首条智能轨道快运系统示范线一期工
程已完成基本建设，启动线路匹配测试和试乘。
这款“智轨”列车融合了现代有轨电车和公共汽
车各自优势，以胶轮取代钢轮，无须铺设有形轨
道，而是采用了中车株洲所自主研发的“虚拟轨
道跟随控制”技术。

它以车载传感器识别路面虚拟轨道，通过中
央控制单元的指令，调整列车牵引、制动、转向的
准确性，精准控制列车行驶在既定虚拟轨道上。

悬挂在空中适宜于游客观光的单轨车、能跨
过山丘、湖泊等复杂地形的跨坐式轨道车，为城市
地面道路资源共享路权而推出的智能电力100%
低地板有轨电车……

在中国通号长沙产业园，记者看到了在科幻
片中才能见到的场景。据介绍，这三款车型均可
以在智慧城市的大数据管控下进行综合营运，通
过手机终端与城市实时咨询、站台信号进行互动，
并将智能出行的车载信息系统与城市总体大数据
交汇交互。

专家表示，轨道交通的未来已来。随着5G时
代的到来，高可靠与低时延、大规模机器类通信等
5G通信所具备的能力，将解决轨道交通目前所面
临的系统复杂、节点分散、运维人员缺乏等挑战，
广泛运用于与运维相关的大规模物联网业务、全
自动驾驶自动化业务等需要低时延、高可靠性的
场景，为轨道交通发展带来更多可能性。

截至 2 0 1 8 年底 ，中国高铁

营业里程达到2 .9万多公里，超过

世界高铁总里程的三分之二 ，是

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 、运输密度

最 高 、成 网 运 营 场 景 最 复 杂 的

国家

随着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发展 ，各类颠覆性新兴产

业与轨道交通加速深度融合 ，新

一 代 轨 道 交 通 系 统 将 进 入 新 的

阶段

从“中华之星”到“和谐号”，技

术不断迭代更新；从“中国标准动车

组”研发再到“复兴号”系列问世，产

品谱系不断扩充；从轮轨到磁悬浮，

中国不断推动世界铁路技术向更

快、更强、更好“追梦”“圆梦”

20 年来，中国先进轨道交通事

业的成就举世公认，“铁路人”的奋

斗必将引领人类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我国为广深城际铁路研制的 DJJ1
型动力集中型动车组“蓝箭”

中国为马其顿研制的动车组

中国为马来西亚研制的 SCS 动车组

我国第一列国产时速 200 公里的商业
营运列车 DDJ1 型动车组”大白鲨“

在冲刺试验中跑出时速 321 . 5 公里
的动力集中式动车组“中华之星”

2019 年 9 月 18 日，中国出口欧盟
首列动车组“天狼星号”运抵捷克

中国为马来西亚研制的 ETS 米轨
动车组

动力分散型动车组“中原之星”，曾
在郑州至武昌铁路线运行

●

●

●

●

●

●

●

●

本组照片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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