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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轨道交通产业集群必将引领世界！ ”
11 月 27 日上午，即将闭幕的 2016 年轨道交

通产业国际峰会，由“专题报告”转入“院士对话”。
中国工程院院士、 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实
验室主任钱清泉感慨地说， 推动轨道交通城强势
崛起，打造中国动力谷最强引擎，株洲秉持固有的
“火车头精神”，充分发扬“敢为人先”的湖南精神，
勇往直前，发力高端，创新优势，必然梦想成真。

目光紧盯高端
钱清泉院士作为国家重点学科的带头人，长

期从事铁道牵引电气化与自动化领域的理论研
究、科技开发和教学工作，开拓了铁道微机监控与
综合自动化的研究方向， 为我国铁道电气化与自
动化学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

钱院士所作的专题报告为“磁悬浮交通发展
战略”。 怎么认识磁悬浮轨道交通？ 前去中车株机
公司体验一下领先世界的磁悬浮列车就知道了，
人用腿走路， 车用轮子走路， 磁悬浮则用空间支
撑，使轨道交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现在， 磁浮交通成为中国轨道交通发展人轨
的首选。 去年，长沙中低速磁浮铁路开通，成为国
内首条、 全球第二条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
磁浮快线。奔驰在快线上的磁悬浮列车，便是由中
车株机联合西南交通大学、 国家磁浮中心和株洲
中车时代、中车株电等单位，依托近 10 年技术积
淀，历时 1年多时间系统集成。

目前，磁浮技术在全世界仅中、德、日、韩四国
掌握，市场前景自然广阔盖世。

坚持创新领跑
在株洲，领先世界的还有高铁动车、超级电容储

能城轨列车等亮点，也在院士专家的“轨道交通装备
的信息化、 智能化”、“世界高速铁路近期的发展趋
势”、“未来轨道交通技术发展”、“超高速轨道交通”

等专业的高端专题报告中绽放光彩。
中车株机有刘友梅院士领军的“梦之队”，率

先提出并践行“绿色、智能”轨道交通发展方向，
让中车株机成为与世界铁路巨头并驾齐驱的先
进轨道交通系统解决方案提供者。 中车株机为主
创单位先后参与了我国“制造强国战略研究”、
“工业强基战略研究”及“中国制造 2025”规划，
完成了轨道交通装备领域研究工作，成为中国行
业理念领跑者。

中车株所有丁荣军院士率领的“产学研用”一
体化机构，旗下有Ａ股、香港主板、加拿大主板 ３
家上市公司和 ５ 个海外技术研发中心， 拥有
2000 多个发明专利， 主持或参与制定了 69 项国
际标准。

刘友梅强调，株洲要发挥好固有的产业集群、
装备、人才队伍等优势，坚定“创新、创新、再创新”
理念，奋进在“世界的轨道”上，全速前进。

来自西南交通大学的首席教授、 轨道交通国
家实验室副主任张卫华说，“学”在“产学研用”里
面扮演的角色，以后会越来越重要，未来轨道交通
的发展， 很多在探索。 构建株洲轨道交通产业集
群，必须搭建更多坚实的“产学研用”互动平台，注
重技术研究和成果转化。

实现陵谷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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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主任李中浩自称“半个株洲人”，直言不讳提
建议：“长株潭一体化的轨道交通产业才更有说服
力， 长株潭连成一个团队对我们株洲的轨道交通
产业有帮助，只有打破地域壁垒，才能更好地集群
成势，把株洲轨道交通产业做得更大更强。 ”

“株洲轨道交通发展走在全国最前面，现又提出
‘动力谷、轨道城’响亮口号，行动很踏实，蓝图很宏
伟。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原首席专家钱立新指出，
构建轨道交通产业集群，任务艰巨，不但需要政企密
切合作，尤其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前赴后继，驱动

“智造”，定会陵谷变迁，成大气于世界。

敢为人先 引领世界
———院士专家寄语株洲

“株洲宣言”
院士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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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推株洲轨道交通城强势崛起，打造中国动力谷最强引擎。 图为株洲轨道交通城规划效果图。

“如何构建株洲轨道交通产业集群”院士对话现场。

特刊图文资料由株洲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统筹提供

磁浮交通大有可为
钱清泉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实验室主任

随着“一带一路”成为国家的大战略，高铁必
将成为“一带一路”中出口的核心产品，从国家战略
看，“一带一路” 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布
局，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甚至国际战略布局有着深远
影响。

城市轨道交通种类繁多。中国城市轨道交通
建设中，不仅需要建设的城市多、势头猛，建设的
类型也多元化， 正在形成以地下铁道为骨干，多
种类型并存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

轨道交通技术平台齐全、生产制造产业链完
整、运营管理技术装备先进———我国具有良好的
传统产业基础和创新能力，完全有能力发展中低
速磁浮交通战略新兴产业。

同时，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进入快车道，

发展规模和市场空间巨大，完全可以容纳中低速
磁浮交通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加之我国已经形
成了中低速磁浮交通完整的产业链。 发展中低速
磁浮交通，能为城镇化提供轨道交通支撑，还能
有效解决传统轨道交通振动、噪声等问题，使传
统轨道交通的产业链得到延伸。

交通发展方兴未艾，随着社会发展，磁浮交
通是长远的、国际性的需求。当前高铁已经成网，
且是“一带一路”主要的互联互通方式。 磁浮交通
也是人们所期待的交通互补方式，相信很快会加
快研究、试验并逐步投运。

未来， 高速磁浮交通及超级高铁也会出现，
并发挥重要作用。

（李翔 整理）

轨道交通装备的信息化、 智能化是大势所
趋。这要从工业 4.0 讲起。工业 4.0 的愿景是根
据整个产业价值链， 自行配置集成化生产设
施。 根据当前条件，灵活制定生产工艺，将要生
产的产品包含了生产所需的全部信息。

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化意味着采用开放式的
系统构架，遵循相同标准和规范的设备，子系统
都可以通过智能网络集成到系统中，通过协作完
成一系列特定的功能。

现有的控制、通信系统，以及前沿的信息技
术， 构成了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化的技术基础，主
要包括数据采集技术、网络通信技术、智能决策
与评判技术、面向服务的架构技术等。

随着“中国制造 2025”、中国高铁和城市轨道
交通的蓬勃发展，以及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日
益成熟，轨道交通装备的智能化以及轨道交通系统
的智能化将是大势所趋，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必须向
更加智能和绿色的方向发展。 （李翔 整理）

智能制造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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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世界高速铁路快速发展。
截至 2015 年底，14 个国家和地区运营的高

速铁路新线里程为 34909 公里，而中国高速铁路
新线里程达到 19109公里。 这其中，各国 3 分钟
追踪列车间隔时分下最高运营速度大约为 300
公里 / 小时，法国最高为 320 公时 / 小时，德国
为 310 公里 / 小时，中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
韩国等均为 300公里 /小时。

在我看来， 高速铁路最高运营速度提高至
350至 400公里 /小时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因为，相比于小汽车和飞机，高速铁路更节
省石油。 从北京到上海，坐小汽车所花费的能源
比乘坐高铁要多 5 倍，坐飞机则比坐高铁要多花
6倍能源。 且在 1500公里里程内，高速铁路比飞
机更有优势， 提高速度可以有效防止旅客疲劳，

让更多人选择乘坐高铁。
目前而言，提高高速铁路运营速度仍然受到

制动能力、牵引能力、电分相段布置、车站限速道
岔位置、列控系统相应等诸多技术限制。 解决这
些问题，要从控制紧急制动距离、控制加速距离、
提高转向架的临界运行速度、 改进弓网关系、加
强车体密封系统等方面入手。

2007年 4月， 法国AGV-150试验列车最高
试验速度达到 574.8公里 /小时，日本的 E5/E6高
速动车组速度达到 360 公里 / 小时， 德国的
ICE350E高速动车组达到 350公里 /小时，中国标
准动车组两列车在试验中也达到 380公里 /小时。

这说明， 今后 3 分钟追踪列车间隔时分下，
最高运营速度要实现 350 至 400 公里 / 小时，也
是很有可能的。 （任远 整理）

运营提速当务之急
钱立新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原首席专家

速度牵引纵深推进
张卫华 西南交通大学首席教授、轨道交通国家实验室（筹）副主任

中国的高铁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创新
型国家建设中取得重大的突破———线路规模最
大，列车数量最多，运行里程最长。

我们一直在思考，下一代高铁，要如何去做？
中国在发展高铁的同时，欧洲没有停。 他们一

直在强调能源成本、全寿命周期等。 法国国铁和阿
尔斯通研制的下一代TGV列车，更多的是从经济
性、环保性、安全性去考虑的。 除了经济性、环保性
以外，速度也有很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来自日本
的低温超导磁悬浮列车，它已经超过了轮轨达到的
速度。

我们现在的任务， 是引领轨道交通技术发
展，以速度牵引轨道交通技术的发展。

要解决轮轨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用磁悬浮
来实现更高速度。真空管道的概念速度可以达到
1000公里以上，还有人提出了真空管道的概念，
在列车上面加一个罩子，从而提高速度。

面对“一带一路”高铁走出去的国家战略，我

们今后还要考虑复杂的高铁建设环境、装备的互
联互通，要满足输出国的文化、法律、习俗。

为了支撑新型城镇化、经济带（圈）国家战略
实施， 同时解决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城轨交通问
题———我们还要强调快捷、绿色、智能、人文。

在研制更高速度的高速列车时，我们要从转
向架技术、模块化设计、谱系化、模块化和集成设
计等关键技术着手。采用更多的新材料，比如，日
本最近用碳纤维做了一个转向架，德国人则研究
一个 SGP-400，可以进行主动控制。

下一代牵引传动要如何发展？除了现在已经
在研究应用的电机以外，永磁电机、干式变压器、
电子式变压器都是可用于试验的。

2004年沈志云院士提出并组织认证真空管
道交通技术。 这个试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我们
现在正在构建一个超高速的轨道交通事业平台，
也是在真空条件下实现。

（任远 整理）

“中国制造 2025”规划已在推动先进轨道
交通装备发展。 我们湖南省及株洲市正在抢抓
机遇。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第三阶段改革中，
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等优势产业， 其中株洲
轨道交通城是重点项目， 将以打造世界级轨
道交通产业集群为方向，实现 2020 年轨道交
通装备产业规模达到 2100 亿元的目标。

起源于上世纪 30年代的株洲轨道交通装备
产业， 已有 80年的发展历史， 先后获得多项荣
誉，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拥有一批从事轨道交
通的龙头企业， 产品已走出国门， 覆盖北美、南
美、东南亚等国外的市场。 处于全球产业链的高
端，株洲已成为国内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基
地和出口基地。

按照产业高端化、 产品系列化、 配套本土
化、市场全球化、产城一体化思路，以 IGBT 器
件研发应用产业为带动， 株洲正在支持主机及
其核心部件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和研发力度，推
进配套企业和衍生产业发展， 形成产业技术的

“硅谷”。
此次峰会， 是株洲敞开怀抱迎接机遇的信

号， 更是未来建立多领域合作、 达成共赢的开
始。 我们期待与更多专业的人才、专业的企业，
共建轨道交通产业美好未来。

（高晓燕 整理）

高端发力新城崛起
杨尚荣 株洲国投集团公司董事长

李文峰 莫洪波 郭畅达

轨道交通体系是两百年前首先在英国出现
的。 通过轨道的支撑、轮轨的接触、牵引等等，实现
了高密度、高速度的行驶。

50年前新干线的首发， 是高速铁路一切原创
发展的开始。 随后的一年，德国成功把高速铁路时
速提高到 200公里，法国又刷新到 260公里。当时
世界主要工业国家达成共识， 那就是高速轨道交
通的时速应该要达到 200公里。

在法国政府的不认可下， 我们公司坚持推高
速铁路， 推出了 TGV（法文 le� train� a� grande�
vittesse的缩写， 翻译过来是高速列车的意思）的
第一辆原形车， 当时的关注点就是速度， 一定要
快。 对于整个体系来说，这是一种革命性的改变。
在当时，我们公司对高速铁路商业运营的理念，借
鉴了航空的经验。 乘客希望能够获得更加快速、便
捷的出行方式，就像乘飞机一样。而 TGV项目，能

实现和飞机一样的交通速度， 但只是相当于二等
座的价格。

每一代，我们都希望稳步提升 TGV 列车的速
度， 同时也保证舒适度， 改进整个体系的经济效
益，更重要的是一定要做到非常的环保，尤其是噪
音方面，因为在高速情况下，噪音的消除非常难。
我们也不能增加更多额外的投入来建设高速铁
路，因为要消除环境影响。

第一代 TGV时速 260公里，是在速度和安全
妥协中定下的。 但很多乘客感觉到振动，认为舒适
度跟飞机比起来还是远远落后的。

第二代 TGV，我们作出了改良。 在 1989 年
开始商用，全新的悬挂、全新的车厢设计、座椅设
计。

第三代我们推出了双层的 TGV。 在前两代已
获得巨大成功后，很多乘客愿意去坐 TGV，但是

也有一些商务人士希望有商务空间。
TGV的最后一代，就是要提速，不断的提升速

度。 目前我们的速度已经达到 574.8 公里 / 小时，
并且有 28次超过了 500公里 /小时。 高速的铁路
系统是我们的未来所在， 超过 350 公里 / 小时的
速度指日可待。 将来， 新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实现
500公里 /小时的速度，即便不对现有的车轮和轨
道进行改变也可以。

更多的，还是要考虑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环境
因素，速度越快产生的噪音问题也会越大，还有轨
道的布局、城市的规划、适合高速轨道的项目等。
此外，也要考虑城市的基础设施能力问题，以及超
高速列车的制动距离等。

试验是创新的指导， 我们要在高速领域不断
地研发、持续地投入，实现更高的速度。

（高晓燕 整理）

高速轨道超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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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ois LAC 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