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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深轨道交通发展领域，
2020年达到 4000亿元经营规模

李中浩：
在现在“中国制造 2025”以及“一带一路”的

政策启动下， 中国中车如何迎接轨道交通产业发
展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发展壮大我们中车的力量，
以及在株洲市的风水宝地能够创造新的奇迹？

徐宗祥：
借今天这个机会， 把中车在面临“中国制造

2025”和中国制造“一带一路”走出去基本的想法
给大家说一下。同时，我们中车在株洲地区有 5家
子公司，还有一家是长江公司的分公司，即原来的
株洲车辆厂，在株洲地区会加大投资。

从目前“十三五”的规划来看，中国中车的目
标是要在 2020 年的时候达到 4000 亿元的经营
规模，国际化指数达到 20%。 但是，中国本身的轨
道交通市场容量没有这么大，我们怎么做呢？

首先，要走出去。国际化的水平达到 20%，我们
在目前的水平上，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要下很大
的功夫。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的市场计算了一下，每
年大概 1200-1500亿元的样子， 如果做到 4000
亿元的规模需要我们下很大的功夫。 我们株洲公司
很厉害，已在土耳其、非洲设了子公司。

其次，要做深现有的轨道交通领域。我们原来
是造产品，现在发展到造产品、加服务、加维保一
体化解决方案，做到更深，不仅要造产品，还要造
产品后面的服务，整个项目工程设计、融资等，这
是下一步中车要做的。

再是， 要做到在轨道交通相关领域更深的发
展。 相关的领域在什么地方呢？ 咱们轨道交通以
外，包括磁浮、空轨、无轨电车、电动汽车等几个大
的方向。株所时代电动大巴，还有株机超级电容的
无轨电车，以及株所 IGBT新材料项目等，这一块
是我们要发力的地方。

着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利
用效率

李中浩：
从中长期发展规划上，我们 12.5 万公里的规

划要变成 17.5 万公里，我们的城市轨道交通有很
大的发展， 每年要投入 3500 亿元左右， 大铁路
7000-8000亿元左右。我们这次请来了深圳市轨
道交通协会的会长， 关于城市轨道交通方面我们
有多少机会和需求呢？

赵鹏林：
深圳现在的城市轨道交通规模已经有 80

多列，暂时名列全国第三，我们深圳的轨道交通
用了很多株洲的车，1 号线、5 号线、机场线都用
得很好。

深圳市总共不到 2000 平方公里， 在发展城
轨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绩， 也有很多的困惑。
1000公里的轨道交通规划出来以后，发现了一个
规律，深圳的地形已建成的东西不能改变，主要的
交通走廊还是集中在几个方面上， 有些城市地形
限制，一边是山一边是河，或者有些城市属于传统
型的，有很多文化遗产，不能对它大拆大建。

轨道交通修了很多， 仍然没有解决一个覆盖
问题。 未来，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不妨在提高轨
道交通利用效率方面多下功夫，研制一种小型的，
能够进入城市内部的空中轨道交通， 填补地铁的
覆盖盲区，这将是很有前途的轨道交通产业。

同时， 是不是能用城市轨道交通完成城市货
运的功能呢？

对于深圳，大家都知道，是个组团式结构。 因
此，我们除了有干线的地铁交通需求以外，快线的
交通也逐渐地提出来，快速的、大容量的，城际的。
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什么需求呢？ 到了一些城镇，
不是很大的，我们叫城际吧，需要速度快，但是客
流又不多。 我们长株潭可以用城际的，再往下走，
再用这个东西就不是很经济了。

城市轨道交通与公路交通运输一样， 有高速
路、快速路，有主干道、次干道，轨道交通产品应该
是一个系列，市场变化很快，有时候会出现争论，
我们 11号线为机场专用客人携带大行李，大家把
它叫做头等舱，实际上它不具备那个条件。

希望厂家紧跟市场导向与用户需求， 丰富轨
道装备产品，为城市轨道交通的构建，提供更多的
选择。

依靠品牌力量，走出去、走进去
李中浩:
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已经成为我国走出去的一

张烫金名片。 与此同时，我国还有很多产业正在走
出去，或者准备走出去。远道而来的 Jennifer� Sang
女士，对于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您有什么建议？

Jennifer Sang：
虽然在外国企业工作，但我是一名中国人。
企业或者产业要走出去， 首先要向世界提供

高端、可靠的产品，形成品牌影响力，这是走出去
的最大动力。

我们的轨道交通装备产业， 之所以能成为国
家名片， 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一流科技、 全方位服
务，构建起了全球品牌影响力。

同时，走出去，还要有开放的心态，兼容并包、
广泛合作，力争共赢。

做到更强，靠创新能力
李中浩：
一些外国专家说，一个产业的突破，取决于这

个产业的规模，如果没有规模的话，技术是很难变
成经济的。

现在我们的轨道交通产业规模有了， 但它到
底强不强？我们要将产业做大做强，朱森第主任您
有什么忠告？

朱森第：
从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视角来看我们轨道交通

产业的发展，一个产业要有规模，光大还不行。 所以
才有“中国制造 2025”，就是要从大变成又大又强。

我们国家轨道交通产业到底强不强？ 我刚才
比较了几个产业，我认为是强的。

问题是下一步，我们如何做到更强。
第一靠能力，靠创新能力。
创新能力包括一些什么能力？ 包括研究开发

的能力、动手制作的能力、实验检测的能力、生产
技术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快速响应能力。

一个产业的发展要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要靠
能力，能力体现在研究开发的能力，你必须把东西
做出来、设计出来，光设计、做出来还不行你要做
出来好的产品，因此要有实验检测能力，还不够，
你做一件、两件不稀奇，你得做千件、万件都是一
样好的，因此你要有生产技术能力。我们这个生产
技术能力是交叉的、 融合的， 所有这些能力的载
体，今天傅部长特别讲到，载体是人，因此还有团
队的协作能力，在这样的技术变革迅猛的时代里，
我们要有快速响应的能力。

这些能力如何来形成？
关键是两点：第一是积累，不断从失败当中取

得成功，从缺陷当中改进；第二是坚持，有了坚持
不懈的努力，我们就能把积累变成现实，进而向社
会提供先进的产品。

绿色、智能，是未来轨道交通
发展的方向

李中浩：
作为“中华之星”的总设计师，刘友梅院士对

于创新，也应该有独到的见解。中国高速铁路发展
到如今的水平，接下来的创新历程将会怎样？

刘友梅：
株洲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现在具备了创建世

界一流产业集群的条件。
但是，做到世界一流要靠什么？就是要靠技术

创新、技术引领。
我一直在说， 高速是有限的， 重载也是有限

的，而且地面交通和海陆空立体交通的组合，也应
该是有限的。

在这样的条件当中， 我们的技术创新应该怎
么走？

我曾经在很多场合提出绿色、智能。绿色不仅
仅是要解决排放问题，还包括产品的质量、产品寿
命周期，以及产品的能源循环利用。

在创新过程中，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思路，大
胆冲击的勇气，哪怕遇到了困难。

我希望在座的年轻人，发扬火车头精神，不断
前进，不断创新，实现你的创新、创新、再创新，才
能实现全球品牌的株洲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产业创新离不开资本创新
李中浩：
轨道交通必须是一种交通运输工具， 它是一

个需求，当你没有的时候变成了有，当你有了之后
往哪里走呢？ 但是刚才刘院士还提出了一个非常
好的命题，作为企业，企业的产品，什么是用户最
需求的，这就是最好的。 这里头不仅仅包括速度，
包括可靠性、可用性、绿色智能等等方面。

现在转换一下话题， 作为国有资产投资控股
集团的董事长，杨尚荣先生是怎样看待创新的呢？

杨尚荣：
世界上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是美国， 美国的

核心驱动力在华尔街。
技术和人才的结合需要资本的驱动， 产品和

市场的结合需要资本的驱动。 任何一个产业的创
新、产品的创新，和资本的推动是分不开的。

我们要推动产业、产品、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
新， 必须要有投融资体制的创新， 金融工程的创
新，和投资方式的创新。

所以，资本的创新，是整个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数字型革命提升个性化需
求服务

李中浩：
其实， 高速铁路在我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了法

国阿尔斯通列车是最先进的， 目前还保持了世界
最高速度，没有记错的话是 571 公里。 今天我想
请 Francois 先生给讲一讲关于高速列车，从阿尔
斯通国际上最好的角度来看问题， 它的发展方向
会是什么呢？

Francois：
我在法国阿尔斯通工作， 有 40 年的铁路工

作经验，非常高兴来到中国株洲，因为这里是中国
铁路制造的心脏，也是工程设计的心脏。

我跟大家的观点其实都是一致的， 完全同意
傅部长的真知灼见，像舒适度、经济性、环境上面，
所有的这些我们都要考虑， 这些都可以通过技术
来解决，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型的革命。

数字型革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铁路所面临的
各种矛盾。 譬如，客户需要有独特的照顾，我们的
数字系统能够提升个性化需求服务。可以说，数字
系统是我们铁路方面最伟大的创新。

优化服务流程，实现互联互通
李中浩：
我们看到了一个共同点， 讲到了交通工具运

输的发展，要从更经济、事实、可靠的方面去发展，
当有了一定的速度以后， 研究方向什么是下一代
的高速列车。如何发挥轨道交通的效率？现在既然
有大铁路又有城市轨道交通， 他们之间可以互联
互通吗？来自意大利的 Loic� Belotti先生，您是专
门从事信号的， 从信号的角度如何来实现我们轨
道交通的创新呢？

Loic Belotti：
信号技术有哪些创新的新点子呢？
高铁总是要改善它的性能才能达到最大的速

度，就是要改善它的能源消耗及使用的便捷性，让
我们的高速列车乘客方便地使用， 这就得很好地
去维护。 这些都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中国每隔两年地铁会有这样的维护服务，需
要我们改善产品。 我们的产品要有很好快速地配
置，必须简化优化服务流程，让我们的流程尽可能
高效。 我们时刻记住，尽管有那么多的新技术，这
些性能的改善，各种各样的客户所需要的新功能。
安全是最为重要的，所有改进的这些前提下，我们

要以安全为前提。
李中浩：
技术是没有国界的，尤其放在今天，更应该学

习各个国家的经验。今天，我们的“巅峰对话”就要
结束了，各位专家从各个角度提的希望，围绕了两
个主题， 就是我们轨道交通产业有非常大的机遇
同时也有挑战。竞争当中赢得用户，主要是靠自己
产品的品质，以及产品的服务。

从供给侧改革如何生产满足客户需要的产品，
去思考什么才是我们轨道交通将来发展的主要方
向。 就株洲而言，株洲中国动力谷涵盖轨道交通、通

用航空和新能源汽车三个方面， 确实各有独到之
处，株洲市对轨道交通城相比通用航空、新能源汽
车两个城支持得非常合理，正如市委书记毛腾飞提
出来的“让优势产业更优、把强势产业做强”。

我们湖南人有个“湖南精神”，霸得蛮，耐得烦，
敢为天下先。 推动融合发展，吸收各方力量，增强人
才自主创新意识，发挥株洲轨道交通领域 1万多名
研究人员的创造力优势，他们平均年龄 30多岁，将
是推动株洲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基地能够取得实质
性进步的重要动力。

（廖明 郭畅达 整理）

颜常青 刘天胜 李文峰 郭畅达

“技术引领市场、创新领跑未来！”中车株机
历经 80 载春风秋雨洗礼， 成功走出一条中国
特色的吸收创新、协同创新、自主创新之路，这
是公司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在电力机车、 城轨
车辆、动车组、磁浮列车、现代电车以及新产业
领域努力奋斗的结果， 而且他们还会坚定不移
地走下去。

吸收创新
从“百废待兴”到“万国机车博物馆”，再到

“万里铁道上跑的都是中国车”，承载着振兴民族
工业、科技兴国使命的株机人一刻也没有停歇。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第一个五年计划在
1955年审议通过，吸收前苏联及一些东欧国家
的先进技术， 快速提高国家工业化水平首当其
冲，顿时成了株机的创新之源。

1958年，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
正在修建， 与我国电气化铁路密切相关的一件
大事正在筹备中———试制电力机车。 同年 12
月，中国第一台电力机车 6Y1 成功下线！ 中国
的电力机车时代就要到来了。

但是，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 前苏联专家
一夜撤走。

而在此后 8 年的时间里，以赵琦、陈国栋、
蒋之冀等为代表的中国电力机车事业第一代技
术人员，在寒冬中摸索前行，画图、安装、试验，
如此周而复始。 1968 年，中国人自己研制的电
力机车终于定型，正式命名为“韶山 1型”，开启
了中国电力机车的新时代。

1983 年，刘友梅出访国外，第一次见识到
国外电力机车技术的飞速发展， 由此迈上“引
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寒往暑来 25载。

1984 年，株机与法国合作生产 8K 电力机
车，“39 位法国专家技术援助，22 个团组奔赴
国外培训，30 个技术转让项目，4 年零 8 个月
……”

40多年来， 从前苏联到法国再到德国，从
H60到 8K再到城轨车辆的技术合作， 公司通
过吸收创新，迅速追赶世界。

2006年，与西门子合作生产的中国最大功
率交流传动电力机车 HXD1型成功下线。

如今，让张新宁欣慰的是，2008 年以来，株
机人在创新路上不断加速。 自主研制成功的
HXD1B 世界最大功率电力机车问世；2012 年
深度国产化 HXD1 在京行驶试验全部顺利完
成；2016 年，最高时速 200 公里的新型电力机
车已在国铁干线上进行最后试验冲刺……

从 SS1到 SS9型再到和谐型系列交流传动
电力机车，以敢为人先、艰苦奋斗的科研精神，促
成株机站在了世界电力机车技术的制高点。

协同创新
站在重载交流传动电力机车技术的制高

点，株机人感叹：科技进步的道路上与吸收创新
同步的，是协同创新的意识。

2001 年初夏，株洲电力机车厂、大同机车
厂、长春客车厂、青岛四方厂以及行业内主要科
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技术专家齐聚北京，一场关
于联合研制“中华之星”高速列车的大讨论正在
进行。 直至深夜，株厂牵头、联合研制的方案方
才最终敲定。

2002年 11月，“中华之星” 电动车组冲刺
试验时速 321.5 公里的消息传来。 协同创新的
力量拉动整个行业迅速发展， 登上一个新的高
度。

除了联合研制， 株机还通过产业分离、援
建、技术平移等方式，带动中国一批整车及核心
零部件企业的建立与发展， 全国所有电力机车
厂的造修技术均源自于此，被誉为“火车头的拉
动效应”。

协同创新的力量， 还体现在田心的产业集
群的产业链上。

田心建立了以株机、株所、株电等为代表的
从整车设计、到核心零部件、到重要零部件，再
到整车系统集成的高端产业链， 构筑了中国轨
道交通领域最具战斗力的产业航母。

截至 2016年上半年，这里先后完成了电力
机车、城轨车辆、城际动车组、中低速磁浮列车等
整车领域的设计、产品、制造平台的建设，并在各
自的专有技术延伸方面建立了自主创新平台。

如何持续保持行业领先、提高竞争力？从工
业设计寻找答案，寻求开放合作创新。

2002年，株机工业设计室与意大利公司合
作设计的乌兹别克斯坦机车，一举俘获业主“芳
心”，成为中国第一款追求“颜值与内涵同在”的
电力机车。

而今，工业设计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攀升，
连续 3次获得中国工业设计最高奖“中国创新
设计红星奖金奖”，为轨道交通行业唯一的“中
国工业设计十佳创新型企业”。

同时， 开放合作创新还体现在与国内高等
院校和研究院所进行技术合作，产、学、研、用一
体化上，取得了极大成功。

自主创新
惟有自主创新，才能实现从技术引进者、追

赶者到技术引领者的蜕变。
2003年，上海地铁一号线 102号进口直流

地铁列车，由于技术难度大、成本高，没有厂商
愿意修复，3年来一直躺在停车线上。 冒着巨大
的风险，株机接下了这“烫手山芋”。

历经 9个月 102号车成功修复！ 自主创新
带来的蜕变让这个夏天的天空分外蓝， 喜讯从
田心传到深圳、奔向全国。自主投标、自主设计、
自主管控、自主生产、自主维护，株机将自主产
业化的地铁，从田心又开往全国、驶向世界。

从此，株机掌握了城轨产业发展自主权。
“没有捷径的贴地飞行梦”，这是一个关于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圆梦贴地飞行的故事。
2005年，世界首条中低速磁浮线路在日本

开通运营。中国人的贴地飞行梦，什么时候才能
实现？

从零开始、边学边做。
2012年，它通过了 7%大坡道和 50 米转弯

半径的大考验，“飞”了起来！ 两天后，中国传统
佳节春节到了， 中国人的贴地飞行梦也如花炮
一般，一飞冲天，开出绚烂花朵。

和时间一样不停歇的，还有株机人不断追逐
梦想的脚步，那就是开启“绿色、智能”新发展。

从 2012 年 2 月开始， 以阮殿波等为核心
研究力量的团队决心圆上株机人的绿色能源
梦。

同年 8 月，12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国内众
多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专家一起，见证了世界首台
超级电容储能式轻轨列车下线。 超级电容与轨道
交通相结合，带来了“绿色、智能”的新前景。

走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自主创新三部
曲的进程，株机成为“全国创新的典型范例”。

从引进苏联技术研制中国第一台电力机
车，到电力机车出口乌兹别克斯坦“回娘家”；

从牵头联合研制“中华之星”，到掌握动车组
整车技术，马来西亚、马其顿动车组整车出口；

从花钱用别人的专利生产产品， 到伊兹密
尔轻轨开发出中国版的铰接式转向架， 规避别
人的专利开拓市场， 再到首创马来西亚米轨动
车组转向架技术， 制定规则让国际同行来遵守
……

继 2001 年公司首次通过国家认定企业技
术中心认定，株机先后跻身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获批建设国家重点实
验室“大功率交流传动电力机车系统集成国家
重点实验室”和“轨道交通装备国家级工业设计
中心”，其轨道交通车辆转向架智能制造车间项
目入选国家 2015 年智能制造新模式专项。 今
年 3月，株机获批建设“轨道交通车辆系统集成
国家工程实验室”。

目前，株机公司拥有 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10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行业专家，超
过 25%的员工从事产品及工程技术的研究与
开发。近年来，公司共负责国家及省市级科研项
目重大专项 23 项，近 3 年共制订、修订国际标
准 19 项、国家标准 25 项、行业标准 77 项，并
导入欧盟铁路机车车辆互联互通技术规范 TSI
等国际标准技术认证，获授权专利近 1200项。

“蓄势凌云谋万里，挟风裹电展宏图。 ”
株机自主创新平台建设的蝴蝶效应得到全

面显现。进入“十三五”，公司将通过成立产品研
发中心、试验检测工程中心、磁浮研究所、工业
设计研究所、 科技管理部、 知识管理与标准化
部， 奏响产品研发体系建设专业化、 设计平台
化、模块化和标准化最强音，以更好的自主创新
体系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

科技发展之“先”
———中车株机自主创新推动转型升级的启示

轨道交通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与挑战巅峰对话现场。

株洲·中国动力谷自主创新园全景。

◎峰眼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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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峰对话主持人

李中浩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装备制
造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原铁道部科技司副司
长、铁道部信息技术中心主任

对话嘉宾

徐宗祥 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刘友梅 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车株洲电

力机车有限公司专家委主任
朱森第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

员会委员、原机械工业部总工程师、党组成员
杨尚荣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鹏林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会长

法国阿尔斯通交
通运输集团研发项目部原高级副总裁兼首席
技术官、SHIFT2RAIL 科技组委会成员

Jennifer Sang 英国阿特金斯集团董
事、中国业务发展负责人

Loic Belotti 意大利 Ansaldo STS 本地
化技术解决方案负责人

Francois LAC 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