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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伟锋 陈淦璋
通讯员 刘天胜

10月18日，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
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株洲论坛在“动
力之都”“中国电力机车摇篮” 株洲市
举行。 来自英国、德国、土耳其的专家
及国内轨道交通领域院士、专家齐聚，
论道轨道交通产业态势， 为株洲轨道
交通献计献策。

走向智慧交通
“我国轨道交通正处于高速建设

期，加快智慧交通体系建设，推进物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应用十
分关键。 ”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陈湘生作了
《轨道交通与都市圈的协同发展》的主
题演讲。

以大数据研究为例。 香港理工大
学教授倪一清表示， 对于高速运行中
的列车（时速350公里），传感器把监
测数据传递到云平台， 每秒钟实时传
输的数据量已经达到40兆。 当前，磁
浮交通再度成为世界新型交通技术研
究热点， 未来高速磁浮列车的时速达
到500至600公里左右，传感器每秒钟
实时传输的数据量会达到多少兆，正
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会专家认为，轨道交通数字化、
智能化研究的成果， 首要是落脚在安
全上。土耳其工程院院士、卡拉比克大
学副校长穆斯塔法·亚沙尔举例说，如
高速铁路轮轴连接处元件的疲劳寿命
为300万公里， 但在某些特定服务期
（如超远距离运输） 会产生金属疲劳、
造成安全隐患， 这就需要信息技术与
新材料研究的有效结合。 香港理工大
学教授倪一清认为， 对于较长线路的
钢轨裂纹检测， 要有一些突破性的技
术应用，比如与光纤超声导波相结合、
与机器人运用相结合。

走向智慧交通， 旨在提高铁路运
载力、监测乘客流量、保障车辆控制、
减少能源使用。 英国伯明翰大学铁路
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 英国数字铁路
创新中心主任克莱夫·罗博兹在主题
演讲中， 分享了英国西海岸最繁忙铁
路线路的大数据仿真建模。他举例说，
通过智能算法改善车辆控制， 仅减少
刹车次数一项，就可节能20%。目前他
的团队已与广州地铁达成合作， 将把
研究成果更好应用于实践。

绿色新趋势
为了降低污染，减少VOCs（有机

挥发物）的排放，轨道交通用水性涂料
是当前市场热点。 德国威法油漆公司
董事长罗伯特·施拉姆，在演讲中介绍
了水性涂料在欧洲铁路市场使用的历
史沿革， 以及德国有关部门的监管标
准。 他说，水性涂料用水作分散剂，能
够减少溶剂的使用， 相比溶剂型涂料
可降低VOCs排放50%以上。目前株洲

有关方面已与德国威法油漆公司开展
合作，着力开展水性涂料国产化。

“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地面交
通愈发拥堵， 轨道交通向空中发展成
为当前一大趋势。 ”中国科学院院士、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翟婉明详解了多元
化的空中轨道交通方案， 包括上海和
长沙的磁浮交通、 重庆的跨座式单轨
交通、 成都的悬挂式新能源空铁等类
型。翟婉明说，我国已成为继德国、日
本之后第三个掌握悬挂式空铁技术的
国家， 可以作为大型城市繁忙交通线
路的补充。 以锂电池动力为牵引动力
的悬挂式新能源空铁，已在成都落地，
正抓紧建设第一条商业示范线。

中车科学家、 中车株机副总工程
师杨颖在《绿色能源动力新型轨道交
通车辆》主题演讲中说，目前，中车株
机的储能车已在广州海珠线、 深圳龙
华、 东莞华为基地等地应用， 全线无
网，无杂散电流腐蚀，制动热排放少，
能耗相比架空网同类产品低30%。 着
眼未来研发方向，杨颖认为，运用储能
技术的“最后一英里电力机车”在欧洲
市场被广泛看好。这类机车，平常用于
高速状态的干线牵引， 但在接近运输
目的地的“最后一英里”过程中，可以
直接转换为速度较慢的调机， 省去机
车换挂过程，大幅提高运输效率。

更大作为跃向“领先”
来自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的报告显

示，株洲轨道交通产业在规模、配套、
创新、人才、制度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但在原始创新和基础支撑能力方面存
在不足。

专家们认为， 轨道交通产业已是
株洲、湖南的一张名片，但要打造世界
领先的产业集群，从目前的“先进”向

“领先”跃进，还有距离，还需要更大作
为。

更加注重创新，尤其是材料、结构
和关键核心部件等短板领域要发力。
建设交通强国，发展轨道交通，掌握核
心技术是关键， 要有更多原创性技术
和突破性创新。 要建设产业协同创新
网络，做强核心零部件和系统。中国工
程院院士、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主
任谭建荣直言， 评价轨道交通产业是
否领先世界，不能只凭市场占有率，关
键要靠引领行业的关键核心技术。 只
有拥有原创性技术， 才能打通源头创
新、中游技术开发、科研成果转化应用
到实际工程中等各个环节。

更加重视人才。 株洲虽然聚焦了
一大批轨道交通领域的院士、专家，但
打造领先世界的产业， 必须有与之相
适应的领先人才群体。 要以更开放的
心态，放眼世界，引进、培养、储备行业
领先人才， 支撑产业领先发展， 做到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加强产业链协同。 株洲轨道交通

产业集群、集聚发展态势较好，但产业
集群内部创新协调、 产业链合作还有

待进一步优化提升。在推动协同
创新、 优化产业链生态等方面，
政府应该发挥更大作用。增强生
产要素供给，营造国际一流营商
环境； 推动集群治理模式创新，
提升资源整合水平。

株洲论剑
动力澎湃

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长沙开幕
10月18日，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这是目前我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领域唯一的国家级

国际性专业展会。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田超 摄影报道

高端访谈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秦慧英 田梦瑶

“期待借助此次博览会的契机，进一步促进湖南与沙
夫豪森的合作。 ”10月18日上午，在长沙召开的2019中国
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上， 瑞士沙夫豪森
州经济促进和区域开发署署长克里斯多夫·谢赫表示，希
望与湖南在轨道交通技术上共同合作， 建设更美好的未
来，更多地实现智能出行的目标。

2018年2月， 湖南与瑞士沙夫豪森州在长沙签署友
好州省关系协议书。沙夫豪森州在轻工业、环境保护等领
域拥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与湖南互补优势明显。

克里斯多夫·谢赫说， 沙夫豪森与湖南的合作中，最
重要的核心点便是轨道交通技术以及智慧轨道、 智慧公
交、智慧出行等方面的合作。 他说，轨道交通系统非常可
靠、便捷。 在瑞士，城市间的公共轨道交通为人们的生活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而对于有着深厚轨道交通技术发展
历史的湖南来说， 它的技术驱动力以及对经济的促进带
动作用都非常明显。

“我对湖南的印象非常好，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和这
儿发生的巨大变化。 ”克里斯多夫·谢赫曾多次到访中国以及
湖南，他为轨道交通给中国、给湖南带来的巨大变化深感惊
奇。他说，湖南正在向自动化智能出行转变，不止核心城市，一
些比较偏远的城市也通过轨道交通技术联接起来，城市间的
距离变得更短，沟通与合作更为便捷。他期待未来湖南与沙夫
豪森能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加深合作。

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访瑞士沙夫豪森州经济促进

和区域开发署署长克里斯多夫·谢赫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朱玉文

10月18日下午，在2019中国国际轨道
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株洲论坛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梅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智能和绿色是轨道交通未来的发展
方向。 ”

刘友梅解释道，所谓智能，就是指借助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实现轨道交通的自
动驾驶、自动管运；这是未来需要花大力气
研究的课题。 对于绿色环保问题，“中车株
机”的轨道交通产品已经全部实现零排放，
但如何让产品在寿命周期内更加高效运
行，如何在运行时减少噪声，都是要研究的
问题。 此外，还要在新型材料上下大功夫。
“中车株机”已经成立材料研究所，对新材
料技术进行攻关。

刘友梅介绍，从宏观来讲，“中车株机”
的技术已经从引进学习， 到现在成为全球
轨道交通的技术引领者。“未来，我们要有
没有轮子、铁轨的轨道交通，这就是智轨交
通。 ”

2016年5月， 我国首条中低速磁浮商
业运营示范线， 也是世界上最长的中低速
磁浮商业运营线———长沙磁浮快线正式试
运营，这是磁浮1.0版；2018年6月，“中车株
洲”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浮2.0版列
车下线。 和1.0版的长沙磁浮列车相比，2.0
版的设计时速提高至160公里， 并对相关
技术进行了多项创新。

“中车株机”不但要发展中低速磁浮，
而且还要发展快速磁浮、高速磁浮。刘友梅
说，3.0版时速200公里的磁浮车，即快速磁
浮车很快将研制出来。

没有轮子、铁轨，就是智轨交通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梅

湖南日报记者 李永亮

“列车穿过城市上空，从头顶上飞过！”
今天下午，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学
教授翟婉明关于“空铁”的阐述成为关注焦
点。

所谓“空铁”，即通过坚固轻巧的立柱将
轨道梁架设于空中，列车呈悬挂式依轨而行。
事实上，早在两年多前，翟婉明就将这一构想
变成了现实。 2016年11月21日，他带领团队
历时3年多的研发，在成都双流区建成全球首
条新能源空铁试验线。 该试验线全长1.4公
里，全线最小曲线半径30米。

翟婉明说， 成都空铁在全球首创采用
大功率锂离子电池能量包作为牵引动力
源， 一次充电可续航200公里， 无废气排
放，无电磁污染。 空铁采用模块化制造，流
程化组装，建设周期短，每公里建设成本不

高于1亿元，相当于地铁的1/4至1/6。此外，
列车始终在轨道梁内部封闭运行， 不会发
生脱轨、倾覆事故。

翟婉明认为，空铁前景广阔，可作为观
光线，也可用于城市繁华拥挤地段，还可当
作中小城市轨道交通的主力。 2018年7月，
我国第一条悬挂式空铁商业运营示范线在
成都市大邑县开建，该示范线总投资21.78
亿元，兼具空铁产业示范功能、空铁试验线
功能与旅游观光功能。

2018年8月， 西南交通大学与中唐空
铁集团共同编制《悬挂式单轨交通设计标
准》。这是我国乃至全球首部结合新能源供
电模式的悬挂式单轨交通设计标准， 将对
新能源空铁的推广起到重要作用。“未来将
形成‘地下地铁、地面轻轨、地上空铁’的三
位综合立体轨道交通网络， 共同解决城市
交通拥堵难题。 ”翟婉明说。

绿色列车空中来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翟婉明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周杨 彭可心

“10年前我来过长沙， 那时候中国刚刚开始建造高
铁， 长沙也才开始发展轨道交通产业。 10年后的今天，
当我再次来到长沙， 眼前所见高铁、 磁悬浮和地铁，
真的令人震惊。” 10月18日， 德国西门子大中华区总裁
Juergen� Model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与10年前相比，
长沙的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极大的提升， 不仅
有高铁， 还有磁悬浮； 在高铁车站， 有很多人性化、
智能化的服务。

Juergen� Model认为，发展轨道交通不仅在中国，在
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重要。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高效
率的轨道交通既是一种需求， 对经济发展也至关重要。
目前来看，轨道交通对于长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和重大
的推动作用。

“我很荣幸参加这次博览会。 这次博览会非常国际
化，也非常有想法。 ”Juergen� Model说，这次博览会上，
有很多大公司展出了轨道交通设备。 他特别喜欢这次展
会的主题———“智慧轨道 联通未来”，在湖南、在长沙，
人们将了解到轨道交通未来发展的趋势与方向。

Juergen� Model介绍， 西门子在轨道交通方面的发
展有超过120年的历史。这些年在中国开设了公司、建造
了厂房，与中国本地企业有很多合作。 一直以来，西门子
遵循中国的政策方向， 在中国进行大量投资与研发，实
现本土化发展。 中国已经走在数字化发展前沿，西门子
未来也将加快5G、数字化在交通领域的应用发展，立足
中国，服务全球。

他表示，西门子进驻湖南已有多年，与中车是多年
合作伙伴。 目前，西门子在株洲有一个团队，这个团队的
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预计到2020年，将进驻株洲动力谷
并在那里建立一个大本营。 这是西门子在株洲发展的第
一步，未来还将会开展更多合作与投资。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彭可心 周杨

10月18日上午， 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
造产业博览会开幕式后， 巴基斯坦驻广州总领事馆总
领事迪亚尔·汗在接受采访时对记者说， 这是他第一
次来到湖南长沙， 他很高兴受湖南省政府和中国贸促
会邀请来参加这次博览会， 现场听到了很多专家的精
彩演讲， 受益匪浅。

迪亚尔·汗说，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友好邻国， 建设
了中巴经济走廊， 在公路、 铁路、 能源项目等很多方
面开展了合作。 其中， 铁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合作项
目。 中国已经有许多铁路公司在巴基斯坦工作。 湖南
省在铁路和轨道交通方面的技术很发达， 他非常有信
心。 湖南的轨道交通企业可以在巴基斯坦寻找到发展
机会。

迪亚尔·汗介绍， 巴基斯坦有大约8000公里铁路、
500多个车站， 但这个铁路系统很旧了， 它需要更新。
希望中国在铁路建设方面给予巴基斯坦更多帮助。 巴
基斯坦总理不久前访问了北京， 询问了与中国的铁路
发展情况， 并且就铁路系统方面达成了协议。

“‘一带一路’ 建设既能惠及‘一带一路’ 沿线地
区， 也是为了全世界的共同繁荣发展。” 迪亚尔·汗
说， “一带一路” 与贸易相关， 也与交通的互联互通
相关。 铁路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特别是巴基
斯坦与中国陆路相连， 可以通过铁路系统来加强两国
之间货物贸易运输。

湖南的轨道交通企业可以在
巴基斯坦寻找到发展机会

———访巴基斯坦驻广州总领事
馆总领事迪亚尔·汗

高铁、磁悬浮和地铁，
真的令人震惊
———访德国西门子大中华区

总裁Juergen� Mode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