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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

位于湘江下游的株洲，是我国南方著名

的交通枢纽和工业重镇。

城市北陲，有一个名叫田心的小镇，

1958

年

,

新中国第一台电力机车就诞生在这里。

50

年过去了， 穿梭于全国

8

万公里铁路上

的 “韶山” 系列电力机车也是从这个小镇

“开”进人们的视野，并“开”出国门。田心，也

因此被称为“中国电力机车的摇篮”。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

(

以下简称株

洲所

)

，就是诞生在“摇篮”里的一颗熠熠生

辉的明珠，伴随着中国电力机车从普载到重

载、从常速到高速、从直流到交流、从引进到

出口的成长脚步，南车株洲所从年销售收入

700

万元的事业性研究机构，发展成为年销

售收入近

40

亿元的高科技集团。 株洲所的

崛起之路， 是中国铁路装备工业由弱到强、

由衰到兴的缩影。

让我们走近株洲所， 去感受该所

50

年

崛起之路。

创新，吹皱一池春水

速度和力量，是拳手在比赛中获取胜利

的重要法宝之一，也是卓越企业与优秀企业

的分界点。

从 “闷罐车”到“和谐号”，从最高时速

60

公里到运营时速

350

公里，从最大载重

3000

吨到货车重载两万吨……改革开放

30

年来，

中国铁路运输实现了一次次华丽蜕变。

众所周知， 速度和重载能力的提高，有

赖于机车牵引电传动和网络控制技术水平

的提高，它们，被称之为电力机车的“心脏”

和“神经”。

株洲所承担的，就是“心脏”与“神经”的

使命。几十年间，株洲所完成的事业，就是不

断征服速度和力量。

让我们度量一下她到达的速度：

———

2007

年

4

月

18

日，全国第六次铁

道大提速。 在首批开行的

52

列高速动车组

中，有

70%

以上的牵引电传动系统和网络控

制系统由株洲所提供。 在所有提速机车中，

株洲所提供的动车组关键核心部件有

6

大

类，约

20

个品种，与同期运行的进口高速机

车争相辉映。

———

2008

年

8

月

1

日， 中国第一条时

速

300

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高速

铁路正式运营，在这条当今世界最先进的高

速铁路上运行的动车组，关键部件依然是由

株洲所提供的。

———我国已经宣布开工建设的京沪高

速铁路，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一次建成里

程最长的高速铁路。为了给其提供强有力的

装备保障，完全由我国自主进行的时速

350

公里及以上等级的高速列车的牵引传动系

统与网络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已在株洲所

全面启动。

———

2009

年，响应铁道部扩大内需，刺

激经济增长的号召， 株洲所又一次担当主

力，负责研制号称“大力神”的世界上功率最

大的六轴

7200

千瓦的电力机车的“心脏”和

“大脑”。

成绩的背后，是株洲所多年来坚持走技

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道路的结果。目

前， 这个研究所自主掌握了基于牵引电传

动、网络控制、变流器、安全装备等

8

大核心

技术为主体的牵引电传动系统集成技术体

系， 企业销售收入也从

1984

年的

700

多万

元上升到

2008

年近

40

亿元， 固定资产

60

亿元，出口超过

1

亿元。

株洲所总工程师丁荣军自豪地介绍，从

“技术引进的先行者” 到 “自主创新的领导

者”，株洲所将原始性创新、系统集成创新和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仅

用了

3

年左右的时间，在科研设计、生产制造

和实验检验有了飞跃性的发展。 尤其是在交

流传动和网络控制方面， 先后开发了

6

英寸

晶闸管、

IGBT

等具有国际水平的关键电子元

件， 实现了牵引交流传动系统从核心元件到

部件系统集成的技术开发应用体系。 通过对

传统电传动技术与高端电子信息技术的嫁

接，形成了独有的技术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

株洲所，再次确定了其在牵引电传动系

统集成领域的王者地位。

创新，激活一盘棋局

让我们暂时告别对速度的景仰，再度回

到株洲所出发之处。

在田心———这个被誉为 “中国电力机车

之都”的小镇，聚集着南车株洲所、南车株机等

一批全国知名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公司。这样

的产业格局，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属少见。

1959

年，株洲所联合主机厂，共同研制

出中国第一台电力机车———韶山

1

型电力

机车。 她的研制成功，使中国铁路事业开始

由蒸汽、内燃时代跨入电力时代。伴随着“韶

山”开进全国各条干支线路，株洲所的名字

响彻大江南北。

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开始， 第一代 “株所

人”把目光瞄准世界，开始致力于电力机车交

流电传动系统技术的研制。进入

80

年代，株洲

所又开始转入交流异步调速和传动系统的研

究， 并研制出四象限脉冲整流器等关键部件，

为探索交流传动技术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时间进入

90

年代， 以丁荣军为领军人

物的一批青年才俊从技术标准和技术模式

入手，向该技术发起新一轮冲击，他们结合

了欧美、日本两种技术流派的长处，主攻电

路研究，创造性的发明了以两点式和异步电

机为主、兼有三点式和同步电机的全新技术

模式。

1996

年，株洲所联合主机厂，共同研

制出我国首台

4

轴

4000KW

交流传动电力

机车（原型车）。 该机车的诞生，标志着我国

电力机车进入交流传动时代。

2000

年， 是株洲所交流电传动技术取

得卓越成果的一年。装载该动力的大功率交

流传动电力机车、高速动车组等一系列高科

技成果相继问世，标志着我国交流传动电力

机车的工程化进入新的阶段。我国铁路机车

由此进入现代高科技领域。

2003

年开始，由株洲所担纲主力的出口

哈萨克斯坦交流传动机车（简称“哈车”）研制

成功，

5

台“哈车”在哈萨克斯坦零下

40℃

的

高寒条件下正线运行百万公里。 从而开创了

中国交流传动电力机车走出国门的先河。

2005

年， 代表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的最

高奖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在北京举行，由

株洲所承担的“交流传动系统及其高性能控

制技术的研究与应用”研究项目，荣获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这是国内铁路装备企

业获得的最高奖项。经过两代“株洲所人”的

不懈努力，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

该技术的国家之一，同时也确立了株洲所在

中国轨道牵引交流电传动系统集成技术领

域的领军地位。

创新，培育一簇产业群

2009

年，株洲所集团总部。 清澈明净中孕

育着勃勃生机，和谐氛围中涌动着创新激情。

1984

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作“公司元

年”。 也就是在这一年，株洲所率先“自断皇

粮”，高擎科技产业化的旗帜，实现科研与市

场的无缝对接。

1992

年， 株洲所再次锐意改革， 通过

“科工贸一体化”，企业“科技产业化”的雪球

越滚越大， 在全国创办了

14

家公司， 半导

体、铁路安全监控装置、大型养路机械控制

系统、传感器、印制板等一批高端产业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这些先进

的科研技术成果成功产业化

后， 使株洲所发生了脱胎换骨

的变化，从此，株洲所一年一个

台阶，一年一个跨跃，成为“科

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最好佐证。

2005

年

10

月

28

日，株洲

所集最优质的资源， 作为发起

人之一， 控股成立了株洲南车

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这是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电传动系统

制造领域内领军者。

14

个月

后，南车时代电气在香港

H

股

上市， 募集资金

20

多亿港元，

成为国内第一家在海外上市的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

当这支铁骑配备了资本的武器之后，就

迅速开始了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业的伟

大的征战之旅：

2008

年以来， 株洲所利用上市募集资

金，打造了全球最为领先、年产能达百亿的现

代化电子变流器、网络控制装置、监控装置、

大功率半导体器件、传感器等制造基地，实现

了公司专业化制造能力瓶颈的完全突破；

2008

年

10

月 ，株洲所第一次跨出 “国

门”并购加拿大丹尼克斯半导体公司，成为

中国轨道交通装备制造领域第一家海外并

购的企业，实现高压大电流

IGBT

器件的产

业化，进一步支撑公司轨道交通车辆交流传

动产业的发展；

2009

年

3

月，株洲所又“挥斥方遒”，并

购中铁宝鸡工程机械公司，取得了大型养路

机械整机制造资质和平台。

不仅如此，依托于牵引交流传动变流和

网络控制技术的优势，株洲所相继进入了电

动汽车、风力发电、工业变流等新能源产业，

目前该产业群风生水起，预计未来将形成近

40

亿规模的产业群。

从蓄势待发到就势突破， 从小步慢跑

到大步稳跑， 历经

50

周年沧桑的株洲所，

站在新的时代起跑线上， 将以更矫健的步

伐和更自信的目光，沿着湘水北去，奔向大

海的怀抱。

崛 起 之 路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机芯”事业五十年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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