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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占地 4 万平方米，全国 70%、全
球 30%的轨道交通的核心零部件也都在这
里生产。这些部件对于所处机车部位来说，
如同人的大脑、神经、心脏。 ”11月 26日至
27 日，2016 年轨道交通产业国际峰会期
间， 中外嘉宾慕名走进中车株所旗下的时
代电气股份公司， 见识了株洲所拥有的目
前全球最大的轨道交通牵引电传动系统制
造车间。

今年 10月，这里还建成了国内首条轨
道交通智能制造生产线， 实现了传统作业

无法达到的目标。
“我们已经有 2000多项发明专利，制

定了 9 项国际标准，参与制定了 60 项国际
标准，在海外拥有 5 个技术研发中心，已经
形成电气传动与自动化、 高分子复合材料
应用、新能源设备、电力电子器件四大产业
板块。 ”中车株所随行人员更是引以为豪地
从旁介绍， 李克强总理就是在考察了这里
巨大的车间后， 兴奋地说：“我愿做中国高
铁的推销员！ ”

（郭畅达 刘亚鹏 胡小亮）

我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峰会。 我为“株洲”而
来，株洲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地方。

从 1961 年参加工作起， 我在这里美丽的田心
度过了 23个春秋。 那一段弥足珍贵的往事，时常萦
绕在脑海里，甚至说有比思乡更切的眷恋之情。

“美丽田心”有我所钟爱的电力机
车事业

记得 1999年，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成立 40 周
年的时候，回忆我们这些年轻人，曾在“三年困难时
期”大家吃不饱肚子，穿着打补丁的衣服，然而人人
充满了激情。 因为，我们感到骄傲的，是为铁路电机
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时，天上飞的是外国造的“空客”、“波音”飞
机， 在地上跑的是“奥迪”、“桑塔纳”、“标致”、“别
克”等外国品牌汽车，而在中国的铁道线上，奔驰的
却是“中华牌”，这是我们株洲用心血创造出来的国
产电力机车，就这一点，我们无怨无悔。

也是那一年，有记者问我，你曾说田心最美，为
什么呢？

这时，我已在铁道部工作了，我意犹未尽地说，
“美丽” 对于每个人而言， 都有自己不同的美丽标
准。 田心虽然是个小地方，但是我国电力机车的摇
篮，有出类拔萃的电力机车工厂和研究所，那里是
我奉献青春的地方，有我同甘共苦的朋友，有我所
钟爱的电力机车事业，理所当然也是我心中最美的
地方。

正是在这片最美丽的土地上，先后试制出我国
第一台电力机车、第一台电动动车组、第一台交流
传动机车， 以及第一列高速动车组头车———“中华
之星”，为我国铁路提供了一系列提速重载的机车。

当然，这与其他地方的企业一起合作分不开。
对于现在的株机、株所和株电来说，原本同根

同源，现又一脉共荣。 感慨这些年，他们紧紧抓住机
遇，不仅加快了自身发展，还带动了配套企业一体
发展，产品增多了，技术升级了，品牌造响了，规模
变大了，这是合力合作的结果。 同时，我所见证的田
心正融入株洲这座城市变大了、美了，更有朝气。

自从 1984 年离开株洲，至今有 32 年了，今天
的我虽然年老体衰，但时刻没有忘记过株洲，依然
深深留恋这片土地。

“株洲的轨道车辆、株洲的牵引技术与株洲人
的自信和执着融为了一体，成为推动世界轨道交通
发展的中国力量，令人钦佩！ ”此次峰会之际，当来
到株洲湘江风光带，沉醉于“火车头博览墙”的巨卷
里，当走进株洲电力机车厂、所，注目于“创新领跑
未来”的横幅时，强烈地感受到我们那个年代相互
激赏磨砺成长的匠心犹在，始终怦怦跳动，感慨油
然而生。

突破和掌握核心技术，主要还是靠
我们自己去不断开拓创新

这几年， 株洲电力机车成为国内著名的品牌，
并在南非竞得大单，在株洲研制的永磁电机牵引系
统，已在高铁动车上试验成功，进入世界领先行列，
表明高速动车系统离不开株洲的技术。 还有株洲的
地铁动车组、超级电容电车、低速磁悬浮列车……
简直令人目不暇接。

面对巨大的变化和成就， 公众喜悦溢于言表。
然而，这些巨大的变化和成就，是从哪来？

有人说， 株洲的电力机车成就来自于引进，说
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我认为，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细究起
来却觉不全面、不准确，实在“似是而非”。

说“有些道理”，是因为中国铁路本来就是从英
国引进来的。 一百多年来，我们从国外学习了很多。

就机车车辆而言，最近 10 多年的引进，确实给
我们带来了可喜的变化。 比如，引进的动车组已成
为我国高铁不可或缺的闪亮组成部分。 同时，“引
进”加速了我国汽车车辆设计手段的提升、加工工
艺与生产组织方式的改进，助推了精细制造意识的
增强和产品质量的改善。

说“似是而非”，就机车车辆而言，并非外界所
言，“中国高铁是依赖外国帮助并获得全套技术的
结果”。

实际上，不管是所谓“日系”还是“欧系”动车组
和机车，外方对诸如转向架、网络控制、变流装置、
空气制动等核心硬件和软件技术都拒绝转让。

这是因为我国机车车辆制造已经具有不俗实
力， 西方一些公司将我国当作极具潜力的竞争对
手，始终心怀戒备。

引进中，我国得到的主要是生产图纸、制造工
艺、质量控制和检测方法，即制造合格产品所必需
的文件、管理知识和有关专利，但这也是我国企业
受益最大的部分。

至于当时所说的“联合设计”，并不是外方与我
方共同从头设计一种新车，而是在其原有车型基础
上作些适应中国特点的局部修改。 外国公司对于原
始计算分析、研究实验数据、软件源代码则严加保
密。

西门子人士曾声称“绝不出让核心技术”。对此，
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一位技术主管感触颇深
地说， 对于关键技术， 只要我们稍稍接近最后一层
“窗户纸”，老外就会敏感地在其上加盖“铁板”。

实事求是地说，突破和掌握核心技术，主要还
是靠我们自己去不断开拓创新。

我国试制成功的中国标准动车组和株洲生产
的和谐 D1 型为代表的电力机车,牵引变流装置、制
动系统、网络控制、转向架等核心技术难题一一相
继攻克，尤其是控制系统软件均为自主编制，这项
被人“卡脖子”的核心技术都已突破，不但摆脱了受
制于人的局面，而且还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

试验与运营表明，其动力学、牵引、制动等主要
指标十分优异。

这些意味着我国已经打破外国公司的垄断，重
新构建了自己的产品平台，不但将为我国铁路提供
不受外方约束并且更加放心、 更为经济的产品，也
将是我国走向世界手中的“王牌”。

而这些核心技术源自哪里？来源于自主研发。其
中，很多核心技术，正是来自株洲的厂、所自主创新。

由此看来，“机车车辆的成就来自于引进，是引

进才使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之说，是不恰当的
比方。 假如真是那样的话，一旦巨人撤走，我们岂不
会掉在地上，又变回一个弱小者了？

不，我们目前已经不是弱小者，也是一个巨人
了。

对上述认识，可能会有人持有异议，因为“我比
别人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句
话是科学家牛顿说的。 牛顿的话之所以成为名言，
是由于它在科学领域这是正确的，而我们都知道科
学发现是人类共同的财富。

然而，在技术领域就不同了，技术往往是独占
的，是功利的，为政治目的和盈利服务。

发展机车车辆工业，得靠自己具有
自我“造血”的创新能力

我们不曾忘记，大跃进时期，我国电力机车事
业曾经寄希望站在前苏联老大哥的肩膀上。 可是其
后中苏关系破裂，关键时刻苏联专家却突然撇下我
们走了。

我们不曾忘记，上世纪九十年代株洲人曾满怀
期待与西门子公司建立合资企业。 然而，不但没有
学到技术，中方人员还被当作“小伙计”。

由此可见，“巨人的肩膀”是靠不住的。
我们十分清楚，故步自封是要落伍的。 好的外

国的东西不实行“拿来主义”是不明智的。 我们的引
进，今后尚需大力加强国际合作。 不过要强调的是，
发展机车车辆工业主要还得靠自己。

引进不是不重要，引进的作用，就好比是将外
国的好理念、设计、工艺但不包括外方不转让的核
心技术嫁接在中国这些“树”上，而树的根却依然
要牢牢扎在中国。 假设引进者不是中国，而是某些
发展中国家，那高速列车和电力机车能否在那里迅
速长成大“树”？ 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今天，如果把中国标准动车组、和谐 D1 型电力
机车等自主产品比作大树的话，实践证明，这些大
“树”的根没有长在外国，而在中国。

其实，引进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一个企业本身具有较深的底蕴和内功，其

技术水平将会通过引进获得提升， 这就是借力发
力。 相反，倘若企业缺乏自身“定力”，则有可能被人

“绑架”，按照人家的“脚本”和“节奏”起舞。
以汽车为例， 我国已是世界产销头号大国，与

国际著名公司均有合资。 在合资企业中，产品的改
动都必须拿到国外认证。 如此一来，中国汽车业的
创造力就被严重地挤压了。

所幸的是，与汽车不同，我国机车车辆工业没
有把自己的企业变成
他人的加工厂， 而是
在消化引进技术的同
时，不断开发自己的
新产品。 根本原因
在于是我国机车车
辆工业自身硬，靠
自己的骨头长肉，
具有造血的功能，
就是有自我“造血”
的创新能力。

“株洲的创新能力” 是我心中的骄
傲， 株洲应该乘势而上打造富有竞争
力、影响力的世界电力机车牵引中心或
世界轨道交通产业之都

再问创新能力何处来？
创新能力是长期积淀的结晶。 没有积淀，创新

能力就是无源之水，对于传统产业更是如此。
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我国自行开发的电力机

车不下十几个型号，总计生产万台。 产量之大，品种
之多，位居世界前列。 在“研究—设计—制造—运
行”的各个环节，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 而这些
正是培育创新能力的沃土。

实践证明，没有积淀就难有突破，难有其后爆
发。

创新能力来自于实验设施的支撑。 试验是创新
的摇篮，没有试验手段当然谈不上创新。

几十年里，我国铁路建有北京环行铁道试验线
等许多重要实验设施，这些连许多发达国家都没有
的实验设施，在我国新型机车车辆的研制过程中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以至于一些外国公司也慕名而
来，在中国测试改进自己产品。 此外，各企业也建有
大量试验装置。 当人们走进株洲厂、所的实验室和
试验基地时，无不为之赞叹。

“成就创新能力的根基是人才”。 经验告诫我
们，产品可以用钱买到，但指望以引进方式购买创
新能力几乎没有可能。 因此，没有人才何谈创新？！

几十年来，我国电力机车人“在游泳中学习游
泳”， 在新产品开发中经历过难以数计的失败与成
功，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份感悟，才使自己得以提
升。 挫折与失败使我国技术人员增加了知识“厚
度”。 没有成功与挫折的反复磨砺，就很难造就出一
支高水平的专家队伍。

专家是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我国机车车辆工业
立足世界的底气所在。 令人欣慰的是， 在株洲厂、
所，曾参与国产机车研发及后来技术引进的大批中
年技术骨干， 传承了老一代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
业已成为新产品研发的领军人物。 在他们的带领
下，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已经成长起来，挑起了今
日创新攻关的大梁。

创新能力源于自强不息的传统。
创新常常是被逼出来的。
如前所述，我国电力机车诞生不久，前苏联专

家突然撤离，把刚刚接触新技术的毛头小伙搞得措
手不及，但却激发出了他们发奋图强的使命感。

那时电力机车“三大件”不成熟，即牵引电机换
向器环火、水银整流器逆弧、调压开关触头烧损，电
力机车根本不能上路。 可是株洲厂、所的年轻人“初
生牛犊不怕虎”，通过反复试验，先后成功研制出新
型四极牵引电机，用硅整流器取代引燃管，改进了
调压开关设计，相应消除了环火、逆弧、触头焊死等
惯性故障。

功夫不负有心人，整整苦战 8年，韶山 1型机车

终于过了技术关，并成为我国电气化铁路的主型车。
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自强不息精神，有了一股不

服输的骨气，激发了自信。
正是源于这种骨气和自信，在“中华之星”经受

严重打压时， 刘友梅院士带领的团队才没有屈服，
坚持完成 80万公里的运行考核。

正是源于骨气和自信，厂所受到某些引进的猛
烈冲击，受到冷遇时，却未曾放弃过自己的研发平
台。 如果放弃了，也就没有今天的辉煌。

时至今天，虽然“中华之星”进了博物馆，但是
“中华之星”的火车头精神还在株洲发扬光大。

“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
创新能力不是“形”，而是“神”。 创新能力是内

功，即经磨炼而成，难以用钱买来。 创新能力也从来
不是速成品，需要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积累、培育、
磨砺、激发。

当前，我国高速动车组、电力机车尽管跑在世
界“第一方队”，制造了国际一流的产品，却不能沾
沾自喜。 今后必须快马加鞭，增强自己的原始创新
能力，惟有如此，方能成为轨道车辆技术强有力的
领跑者。

现在， 中国乃至全球轨道交通建设方兴未艾，
株洲应该乘势而上。 如果说，上世纪末株洲已是我
国电力机车的首府，那么今天更上一层楼，加快发
展轨道交通产业，加速建设轨道交通城，致力打造
成世界富有竞争力的电力牵引中心或世界轨道交
通产业之都。

“为 21 世纪轨道交通事业当好火车头，再创新
辉煌！ ”这是我对株洲的祝福。

———录自峰会主旨报告《我心中的株洲———电
力机车的辉煌》演讲

（李文峰 整理）

傅志寰老部长的讲话实在太感人了，我
眼泪简直憋不住， 我和他是同龄人。 1961
年， 我从上海交通大学电力机车专业毕业
后，分到了株洲田心机车厂，现在 55 年了，
经历了整个株洲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进化。

今天，我在这里说株洲轨道交通产业集
群的事， 我想首先强调要着力打造全球品
牌，着力打造全球品牌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集群，正像傅部长说的一样，株洲有这个条
件。 这个条件体现在株洲不仅仅有中车株
机和中车株所、中车株洲电机、株洲联诚集
团，而且株洲已形成了一个具有核心技术的
产业集群。

下面，我分三部分来介绍，一是“我国机
车车辆工业的根基和产品进化”；二是“科技
创造全球品牌，梦想演化产业集群”；第三

“全球轨道交通示范， 世界轨道交通梦工
厂”。

我国机车车辆工业的根基和
产品进化

株机公司是株洲轨道交通产业集群的第
一颗“种子”，从 1936年在田心打下了第一根
桩，是当时国民政府的第一个铁路总机厂，到
现在已经 80年了。

80年的株机，因铁路而生，是铁路造就
的工厂。 中国第一台电力机车诞生在田心，
成为中国电力机车之都，这确实是当之无愧
的。 尤其是株洲这个城市的精神，被称之为

“火车头精神”。
前面傅部长说到了，这里展示了中国多

项第一，第一台电力机车、第一台重载货运
电力机车、第一台交流传动电力机车、第一
台准高速电动动车组、 第一台高速动车组
（“中华之星”）。 之后，诞生了中国第一列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 A 型地铁车辆。 这
又是自主研发的我国首列中低速磁浮列车，
我们现在正在向快速磁悬浮推进。2012年，
成功研制全球首列储能式轻轨列车，实现中
国首列自主化的能量循环利用和全线无网
运行的先进轨道交通方式。

我用图片的方式向大家介绍，自在株洲
田心打下第一根桩基与火车机车制造结缘，
再到世界最大功率的交流传动电力机车问
世，奠定了“中国电力机车之都”和“中国高
速动车组发祥地”的美誉。

可以说，我国机车车辆工业的根基在株
洲，而其产品的进化始于株洲。

科技创造全球品牌， 梦想演
化产业集群

2015 年 5 月 28 日，国务院发布“中国
制造 2025”，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先进轨道
交通装备是中国十大重点发展领域之一。轨
道交通装备也列入我国“十三五”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正因为这
样，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依靠科技创新带
来了中国的很多第一。前面用图像来展示
的产品，现在都在这里做了一个汇总。

坚持科技引领，株洲取得的科技创新成
果丰硕，获得了很多国家科技进步奖。“智能
制造”这个项目也是一个新的模式。 中车株
洲所已经具有国内首条 8 英寸 IGBT 专业
芯片生产线，这是我国电力电子行业关键技
术产业化的重大突破。轨道交通装备原创技
术在株洲也是处于领军的地位。另外一个最
大特点，株洲轨道交通装备从部件到系统都
能够做到全面的连贯性， 能做到本地化生
产，实现轨道交通装备集群化生产。

随着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中
车株机公司生产的电力机车、 城轨车辆，中
车长江公司株洲分公司的货车以及其他株
洲企业生产城市轨道交通产品已出口到北
美、南美、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等 70多个国
家和地区。 2015年，首列出口欧洲的马其顿
动车组，达到了国际发达地区的互联互通的
技术规范。 在“一带一路”战略当中，株洲时
代新材的产品进入了国际高速网领域，完成
了国际订单。 同时，株洲长江公司车辆也进
入了澳洲的市场领域。

要创新，必然离不开人才。现在，株洲轨
道交通行业拥有一支“梦之队”，有两位中国
工程院院士、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2
家、中车首席技术专家 21人，这样梦之队的
队员还在源源不断走向轨道交通产学研用
领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在很多领域都可
以看得到我们株洲走出去的专家。

株洲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的演化，已
由原田心机车厂派生出中车株机、中车株洲
所、中车电机、株洲联诚集团、九方装备、四
三 0厂等。早在 6年前，开始筹划了千亿“大
田心”， 现在在田心构成了一个轨道交通工
业园。株洲轨道交通装备成为全球最大的轨
道交通产业集群已经形成，在 2014 年 7 月
4 日，李克强总理考察株机公司时说：“中国
装备走出去，你们的机车车辆是代表作。 ”

全球轨道交通示范， 世界轨
道交通梦工厂

株洲作为国家轨道交通装备高新技术
产业化基地， 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区域集聚发展试点城市，
具备产业规模大、产业集中度高，创新能力
强，走出去实力强，产业的高端化、系列化、
本土化、全球化、城乡一体化等方面的优势，
轨道交通装备在产业技术、人才和品牌优势
上，建成世界一流的轨道交通装备研发中心
和制造基地。我们要努力把“长株潭”打造成
全球的轨道交通示范基地，长株潭城市群半
小时经济圈。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已经批准
长株潭城市群轨道交通交给我们株洲田心
地区轨道交通集群来完成。以田心为圆心的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成为我们心中的
“轨道交通梦工厂”！

“中国制造”要实现现代化，中国中车正
在加速从“中国速度”走向“中国质量”，从

“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从“中国产品”
走向“中国品牌”。我们在引领轨道交通产业
向着这个趋势发展，让株洲轨道交通产业成
为“全球的烫金名片”。这是这次峰会要向全
球推进的口号。

2015 年株洲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已经成
为千亿产业集群，我们希望这个产业集群能
够成为 2000亿产业集群， 分享全球轨道交
通装备 1900亿欧元的市场。 面向全球市场，
引领技术发展。 在我们轨道交通高速重载技
术突破的条件下， 要把轨道交通的技术引向

“绿色、智能”。 田心的“梦之队”不会骄傲，也
不会自满，将本着“创新、创新、再创新”信念
走向世界。

———录自峰会主旨报告《着力打造全球
品牌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演讲

（李文峰 整理）

心
中
株
洲
的
辉
煌
电
力
机
车

惊
艳
全
球
的
闪
光
烫
金
名
片

原
铁
道
部
部
长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傅
志
寰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中
国
中
车
株
洲
电
力
机
车
有
限
公
司
专
家
委
主
任
刘
友
梅

图为株洲全球最大的轨道交通牵引电传动系统制造车间一角。 全国 70%、
全球 30%的轨道交通核心零部件在此生产。

院士报告

株洲全球最大轨道交通制造车间
吸引中外嘉宾眼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