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上图： 10月19日， 长沙国际会
展中心， 观众在参观展出的列车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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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逛展览、拍车辆模型、乘新型有轨电车、看轨
道交通行业背后的“黑科技”……10月18日至20
日在长沙举行的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
制造产业博览会上，广大市民着实过了一把馆内
驰骋的轨道交通瘾。

已有成果没看够？18日和19日举行的新产品
新技术发布会上，数十家企业带来了目前与轨道
交通行业息息相关的新成果，给行业发展提供了
广阔的未来想象空间。

在轨道旁埋下光纤， 给行驶的
列车安上“黑匣子”

山区行车，前方突发泥石流，车辆在几十公
里外便收到了消息，及时改换路线，避免了可能
的人员伤亡。

这是在美国发生的一个案例。 19日的新产品
新技术发布会上，湖南中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带
来了他们新引入的技术———声振动光纤传感检
测技术。

乍一听很专业，其实不难理解。目前国内的轨
道设施中，普遍采用传感器装置，这项技术则是用
光纤替代传感器。只需在轨道旁埋下一根光纤，轨
道和轨道周边出现的一切异常状况，如轨道裂缝、
行人穿行、动物破坏……都尽在监控之中。

记者看到视频演示， 当列车通过轨道时，列
车运行的状况， 甚至列车内乘客说话的声音，都

被清晰地记录了下来，这些信息最终统一传输到
控制机房，通过复杂的算法，给站点工作人员提
供故障预警。

中通电气副总经理余戟介绍，一个控制机房
可以处理50公里内的光纤检测数据，为行车安全
提供预警， 排除了人工巡逻可能会出现的疏漏，
相较目前的传感器装置， 不仅预测精度大幅提
升，而且稳定可靠，不受天气的影响，就像为轨道
上行驶的列车装上了一个“黑匣子”。

目前，中通电气将这种技术引入并实现了市
场化，已在云南省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迪庆香
格里拉机场投入使用。

隧道内有了 “百年不腐” 的支
架，地铁运行更安全了

地铁隧道里管线繁多，通信、电缆电线、水
管……这些都需要支架进行支撑。一个支架能用
多久，取决于其防腐的性能。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上，长沙亚明电子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展示了其“百年不腐” 的新技
术———多元合金共渗技术。

这种为管线提供支撑的支架，专业名词称为
地铁滑槽。 企业负责人表示，过去使用的地铁滑
槽，是外表银白色的热浸锌材料，防腐寿命约为
30至50年，而亚明电子今年下半年研发出的新的
防腐处理工艺，是将多种不同金属，在高温下按
特定比例进行融合，渗透到钢材中，使其防腐蚀、
防潮、防锈，甚至强度方面，得到大的提高，防腐

寿命达到100年。
据了解，目前，这一多元合金共渗技术将在

长沙地铁6号线和重庆地铁9号线中得到运用。

高铁“最后一公里”如何停车？
智能立体车库来帮忙

地铁、高铁出行已成常态，如何解决从家到
地铁站、高铁站“最后一公里”的停车问题？

湖南铭泰智能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在18日的
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上提出了解决方案，即在地
铁、高铁等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配套新研发出的
智能立体停车库，解决人们开车到地铁、高铁站
后，停车难的问题。

该公司总经理柳地展示出智能立体停车场
的模型。 19层的设计，其中2至17层为停车场，共
192个泊位，总占地面积仅400余平方米。

如果在地面上停放192辆车， 按每个车位35
平方米来算，则需要近7000平方米，相当于一个
足球场大小。

车开入一层之后，司机即可熄火下车，撒手
不管了， 智能立体停车库会自动记录车辆信息，
帮车辆找到停车位，将其升到有空位的楼层。

这么多楼层，取车很费劲吧？柳地介绍，在停
车库的另一边，有两个取车口，输入车牌号后，平
均取出一台车只需2.5分钟。

据了解，这一智能立体停车库目前已经在该
公司的厂区内进行安装调试，有望在明年投入使
用，为轨道交通提供配套停车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胡清

在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
上，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自主研制的数款新型轨道交
通维保检测产品精彩亮相；与此同时，全球首个集中
低速磁悬浮、跨座式单轨、悬挂式单轨、齿轨等新型
轨道交通装备研制试验于一体的综合型产业基地，
在中国铁建重工集团长沙第二产业园建成投用。

10月19日，记者在现场看到，试验基地占地
4200平方米，运行着中低速磁悬浮、跨座式单轨、
悬挂式单轨和轮轨齿轨4条试验线， 前两者的线
路长度在130米左右，后两者的线路长度为30至
40米，智能巡检车等多款轨道检测产品在线上往

返穿梭……“能进行多品种、多功能试验的综合
研制试验基地，这在全球是首个。 ”铁建重工交通
装备研究设计院院长罗建利告诉记者。

罗建利介绍，别小看这4条试验线路，它们的
桩基深达数十米，都是按照轨道交通运行线路的
标准建造。

随着试验线的建成，铁建重工自主研制的一
批新型轨道交通维保检测产品同时面世，在中国
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上赢得不
少业内人士关注。 记者体验发现，这些产品如同
新型轨道交通装备的“智能帮手”。

一个如同大黄蜂“趴”在线路上的跨座式单
轨轨检仪，拥有30多个激光位移传感器和两侧的

线激光扫描仪，通过感应与扫描之后形成供电轨
的三维模型；工作人员通过手执终端，就可实时
看到检测数据，迅速判断轨道是否平顺，轨道之
间的接头是否出现错位。

“以前主要通过人工来操作的维保、检测工
作，现在可以用自动化、智能化的设备来完成。 ”
铁建重工交通装备研究设计院智能检测研究所
所长黄超生向记者介绍，智能巡检车上的工业相
机加上分析软件，可以让巡检车一边走一边识别
每一块梁上的裂纹与孔洞；无人驾驶的弹条扣件
智能紧固车，轻轻松松就能对线路上数以万计的
弹条扣件，按设定的扭矩进行自动紧固。

“智能帮手”的工作效率也远高于人工。 一条
10公里长的轨道线路，智能巡检车完成所有指标
检测只需要利用一个晚上的停驶“休息”时间，而
传统人工方式至少需要一个星期。

� � � � 湖南日报10月19日讯（记者 曹娴 新湖南客
户端记者 胡泽汇） 通信信号系统号称轨道交通
的“大脑”和“神经系统”，是轨道交通安全、高效
运营的重要保障。 今天，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
备制造产业博览会举行轨道交通通信信号关键
技术论坛，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就轨道交通通信
信号发展的前沿技术和产品进行研讨和交流。

车流与客流不匹配，影响乘客的出行体验。 如
何解决这一问题？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研究设计院
总工程师崔科带来了面向智慧地铁的全自动运行

2.0系统。传统的运维、调度，主要通过人工调整去维
持客流与运维之间的平衡；而全自动运行2.0系统依
托智能调度、智能车场、智能车站、智能运维等智能
化手段，打通车站、乘客、行车设施等环节，最终提供
安全、便捷、高效的乘客出行服务。

城市轨道交通是现代大城市交通的发展方
向。通号轨道车辆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谢耀征介
绍，当前我国城轨装备主要以地铁为主，欧洲发
达国家的城市轨道交通由多种类型、 多层次构
成，通过不同的运量等级和不同的轨道交通网络

引导绿色出行。目前国内轨道交通装备厂商做了
不少新探索，开发出了占用地面空间少的悬挂式
单轨、智轨以及适用于地形复杂、道路资源紧张
交通线路的跨座式单轨等新型轨道交通装备。

构建综合、绿色、安全、智能的立体化现代交
通系统，是轨道交通的发展方向。 通号城市轨道
交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马冲认为， 未来，
在轨道交通综合智能化信息平台上，城轨列车控
制系统可以“大展拳脚”。 比如，当车辆发生故障，
列车控制系统可在系统调度员不介入的情况下
生成对应的解决方案； 在线路网发生重大故障
时，可以提供跨线网的交通疏解方案；在大客流
情况下，可以自动调整运行图，甚至通过数据挖
掘以及深层运算最终指引线路设计等。

� � � � 湖南日报10月19日
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滕江江）本土上市银行强
势支持本土优势产业。 记
者今天从长沙银行获悉，
该行紧紧围绕核心企业
打通上下游，综合运用各
类融资手段支持轨道交
通产业，近两年融资服务
累计投放26亿元。

迎来A股上市一周年
的长沙银行，也是我省首
家上市银行和最大的法
人金融企业，资产规模逼
近6000亿元。瞄准本土传
统优势产业如轨道交通、
工程机械、 航空航天等，
长沙银行深化“延链+融
链”思维运用，以优先发
展产业链撬动关联产业
链的延伸。

对轨道交通重点战
略客户、关键核心企业，长
沙银行开展主动授信，直
接打通上下游中小微企
业的应收账款融资渠道，
为整条产业链提供全方
位融资服务。 长沙银行还
推出一系列轨道交通专
属金融产品， 为企业提供
“融资+融智”服务。 如，依
托央行应收账款融资服务
平台， 形成制造核心企业
线上确权的供应链金融
服务； 运用互联网和大数
据技术， 推出“快乐e贷”
“快乐流水贷” 等标准化、
批量化金融产品， 实现中
小微企业融资“线上化”。

高端访谈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朱玉文

“未来的轨道交通，能不能像网约
车一样， 有客时就运行， 可以随叫随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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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首席技术专家、中车
株机公司副总工程师杨颖这样展望轨
道交通未来发展。

作为轨道交通技术专家， 杨颖有
一个职业习惯， 每到一个国家考察和
出差，都要去乘坐当地的地铁和城轨，
感受它们的特征，收集乘客反馈，然后
有效融入自己的研发当中。 才从英国
出差返回株洲的杨颖告诉记者，“希斯
罗机场已经有这种技术的运用。 ”

“磁浮3.0”是轨道交通领域的热
词，也是我们热切的期待。 2016年5月
投入运营的长沙磁浮快线是磁浮1.0
版， 时速达100公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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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速提高至160公

里， 而现在中车已经在加速研制磁浮
3.0。“1.0版主要是解决城市内部交
通，2.0版主要解决城郊稍远一点的交
通，3.0则主要是解决城市群， 或者大
城市的远郊交通，它的距离至少是50
公里到100公里。 ”杨颖介绍，

以后在3.0版的中速磁浮列车前
面可能看不到挡风玻璃， 因为它全程
实现无人驾驶。 其次就是供电方式，
3.0版本全程使用地面为列车供电，列
车原本用来供电的电机不再需要，车
身重量自然就减轻了， 载客量就增加
了。 同时， 全程靠感应无接触式的供
电，让前行阻力减少。

杨颖介绍，3.0版的第一个技术就
是把驱动的动力从车上移到地下，这
样车辆自身重量大大减轻， 而且没有
司机了，实现了无人驾驶。

“接下来3年，中车株机公司将完成
样机生产、实验轨道架设和样车测试等
环节。”杨颖展望，“不久的将来，我们希
望把我们的磁浮技术也要输出去。 ”

磁浮3.0版实现无人驾驶
———访中国中车首席技术专家、 中车株机

公司副总工程师杨颖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王铭俊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地铁建设中，人们关注设备、车流
的管理， 但回归本源———地铁如何让
乘客快速通行， 从而尽量减少出行时
间，提高满意度，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是中国铁路
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与阿尔斯通(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一家
中外合资企业， 专注于轨道交通的控
制系统集成研发。 公司研究设计院总
工程师、 轨道交通列车控制领域系统
专家崔科介绍， 全自动运行是目前轨
道交通行业最热门的趋势， 它以运营
的高效、灵活受到了整个行业的关注。

崔科说， 面向智慧地铁的全自动
运行2.0系统， 将以无人驾驶为核心，

依赖于智能调度、 智能车站和智能运
维，打通乘车、乘客、行车设施等环节，
最终为乘客提供一个人性化可持续发
展的地铁运输服务。

智能调度是基于大数据和智能计
算引擎的融合指挥， 能更加精准地响
应乘客的运输需要。例如，它能通过大
数据快速自动识别正在开演唱会的某
地，通过运能计算，预测可能需要多少
辆车；再利用无人驾驶的优点，快速地
把车从厂房里面派出来。

智能车站则从车站的设备管理出
发， 聚焦车辆的定位和乘客拥堵度的
监测。崔科举例说，高峰期北京地铁客
流达到50万人次， 如何避免踩踏？ 此
前依靠站务管理人员被动发现， 而现
在就可以主动发现，主动响应，从而提
高应急实践处理效率了。

智能调度，精准响应乘客需要
———访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研究设计院总

工程师崔科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胡泽汇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无人驾驶是当下热词。 在10月19
日举行的轨道交通通信信号关键技术
论坛上， 轨道交通自动驾驶技术引来
与会专家频频发声。

27岁的李鑫， 来自中南大学轨道
交通牵引技术研究所， 是中南大学博
士研究生、 加州大学-伯克利联合培
养博士研究生。 作为此次论坛上最年
轻的发言嘉宾，他带来的《基于边缘计
算的车联网及自动驾驶技术的探索》，
正是聚焦列车无人驾驶技术。

李鑫介绍， 列车无人智能驾驶必
须在高可靠全域感知环境下实现。 列
车要感知全局全息数据信息， 例如摄

像头采集信息、 雷达红外感知沿线环
境等， 无人驾驶系统通过多种传感技
术融合识别处理数据。 5G技术的出
现， 对列车无人智能驾驶起到极大推
动作用。 5G大连接、大宽带、低时延，
可以把数据中心设置在沿线基站，无
人驾驶系统通过数据中心对信息进行
快速连接、快速反馈。 有了5G，系统可
以在1毫秒内作出反应。

列车速度越快， 对无人智能驾驶技
术要求越高。 李鑫表示，高铁要完全实现
无人智能驾驶，还需要时间。 但城市轨道
相比高速轨道可以早一步实现无人智能
驾驶。 地铁的行驶环境相对封闭，速度较
低，所以比较好实现。“今年国内已经有城
市地铁实现无人驾驶，相信不久的将来长
沙地铁线上也会用上无人驾驶技术。 ”

长沙地铁也可用上
无人驾驶技术

———访中南大学轨道交通牵引技术研究所李鑫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胡泽汇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为什么我们要发展智能高铁？ ”10
月19日，在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
造产业博览会现场，北京全路通信信号
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
毅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了解决铁路
运力供给和运输需求这个核心矛盾，为
了让人民出行更加安全可靠、 经济高
效、温馨舒适、方便快捷、节能环保，而最
终目标就是让出行的人感到幸福。 ”

从1997年开始，我国铁路已经实
现了6次大提速，现在已经进入高速铁
路阶段。 和速度一起发生变化的还有
列车驾驶系统。邢毅介绍，现在运用到
最新高铁上的C3智能驾驶系统，对车
门控制智能化可以做到自动控制，驾

驶员无需控制左右，系统自动控制；停
车可以一次到位， 车门与排队位置偏
差不超过20厘米；司机驾驶习惯影响
列车能耗， 智能驾驶系统可以实时计
算运行时间和运行速度， 自动控制列
车运行；有了智能驾驶系统控制列车，
现在司机只需盯着前方， 可以第一时
间处理突发情况， 大大提高了列车行
驶安全。

现在的高铁智能驾驶系统还需要
司机，未来最终将实现无人自动驾驶。

除了高铁， 长沙居民在平时出行
也能享受到智能驾驶系统带来的便
利。两年后，中国通号长沙产业园设计
生产的有轨电车将投放在长沙至宁乡
的线路上。“这个车上将应用我们公司
所有的新技术， 让广大市民体验幸福
出行。 ”邢毅再次说起了“幸福”。

为什么要发展智能高铁
———访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毅

轨道交通，广阔空间任驰骋

新型轨道交通维保检测有了“智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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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轨道交通的“大脑”更智能
轨道交通通信信号关键技术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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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左图： 观众在参观连续走行捣
固稳定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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