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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辟蹊径的
中低速磁悬浮

磁浮列车在世界上研发历史为时不短。 自
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 德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
先后投入重金研制磁浮列车。

不过， 磁浮列车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
决。 如， 列车在高速运行时遇到突发情况下，
如何紧急制动是一个很关键的核心问题。 正因
为如此， 高速磁浮在全球的推广之路异常坎坷。

不过， 磁浮列车若在中低速度运行下就可
以避免上述问题。 因此， 另辟蹊径的中低速磁
浮列车， 在各国的推广相对要容易得多。

第一个国家是日本。 2005年3月6日建成名
古屋市区通向爱知世博会会场的磁浮线路， 全长
约9公里， 全程无人驾驶， 最高时速为100公里。

第二个国家是韩国。 2014年7月， 韩国仁
川国际机场至仁川龙游站磁浮线路投入运营，
全长6.1公里， 列车由韩国自主研发， 无人驾
驶， 最高时速可达110公里。

中国是世界上第三个拥有中低速磁浮技术
的国家。 2008年5月， 唐山客车厂建成了一条
1.547公里的中低速磁浮列车工程化试验示范
线。 2012年1月， 中国中车株机公司研制的中
低速磁浮列车下线， 最高时速100公里， 最大
载客600人。

2014年5月， 高铁长沙南站至黄花国际机
场磁浮工程开工建设， 这是我国第一条完全
自主研发的商业运营磁浮线。

2015年4月， 北京中低速磁浮交通线路S1
线全面开工建设。

中国在实现高铁轮轨技术的快速发展后 ，
正在磁浮领域悄然展开新一轮的逆袭。

科技
让生活更美好

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晓明

“追风者”从高铁长沙南站出发，向黄花国
际机场一路飞奔；长沙磁浮快线携风而来，走进
百姓的生活，扮靓城市的风景。

从试验线到试运行， 磁浮列车揭开了神秘
的面纱 ， 给人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好
处。

对普通民众而言 ， 科学技术向来高深莫
测， 充满奥妙； 但细究之下， 不难发现， 任何
科技创新成果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都是息息相
关的。 这些年来， 我国的科技创新不但瞄准工
具、 机械、 装备和实验室等， 而且放眼社会、
关注民生， 尽可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让
百姓生活变得更为轻松更加美好。

科学技术是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和谐的基
础性力量。科技正成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引擎。围
绕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紧迫需求， 大力发展民生
科技，组织实施民生科技行动，才能使科技创新
的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科技创新，也只有亲民为民，服务民生、改
善民生，才有深厚的成长土壤。 惠及民生，是一
切科技创新的出发点、落脚点与生命力所在，科
学研究、技术研发都必须紧紧接上民生地气，始
终做到做好研以致用、用以促研，科技创新的天
地才会更广阔。

� � � �从高铁长沙南站下高铁后， 要转乘飞
机， 在高铁站内就可以办理好登机手续，
乘坐磁浮列车一路欣赏长沙的风景； 到达
机场后， 直接过安检就能上机， 从容转
乘———这样的愿望， 随着长沙磁浮快线运
营后将成为现实。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黎托乡的高铁长沙
南站， 到黄花机场全程约19公里， 以往有
以下几种交通方式可供选择：

1、 乘坐机场快线巴士， 票价20元左
右。 从长沙南站， 步行730米到高铁长沙
南-公交站， 坐机场快线， 到黄花国际机
场-公交站下车。 步行330米到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 不堵车的情况下全程约1小时;

2， 从高铁长沙南站下高铁后， 如打
的， 走机场高速， 全程约40分钟， 花费大
约50元至60元左右。

3， 公交＋地铁， 下飞机后， 步行至公
交站点， 乘坐114路公交车， 在荷花路口
站下车， 往北步行80余米， 至锦泰广场地
铁站， 4号出口进站， 乘坐地铁2号线 （光
达方向） 至高铁长沙南站下车即可。 全程

票价约为7元左右。
随着磁浮工程建成运营， 乘客从高铁

长沙南站去黄花机场， 将会多一种选择：
下车， 搭乘磁浮列车， 全程大概只要一刻
钟左右即可到达。

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简
称湖南磁浮公司) 董事长彭旭峰介绍， 下
了高铁或者地铁， 最多走300多米就可以
换乘磁浮列车。 京广高铁的客流到达长沙
南站后， 直接穿过站厅便可到达磁浮列车
车站， 换乘距离300多米； 沪昆高铁的客
流到达长沙南站后， 可以直接从东广场到
达磁浮列车车站， 换乘距离不到100米；
地铁2、 4号线的客流从长沙南站下车后，
直接乘扶梯上楼往东广场方向走就可到达
磁浮列车车站， 换乘距离约300米。

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志仁介绍，为实现空地“零距离”对接，黄
花机场在将高铁站设置办理登机和行李托
运手续的窗口，乘客要转乘飞机，可直接在
高铁站办理，乘磁浮列车到达机场后，可直
接过安检登机，节约不少时间。

� � � �长沙中低速磁浮工程， 自高铁长沙南
站东广场引出至劳动路， 沿劳动路跨浏阳
河至黄兴大道， 再行至机场高速南侧， 最
后向东上跨机场大道后垂直接入黄花国际
机场T1、 T2航站楼间连廊， 沿途经过雨
花区和长沙县境内。

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周晓明介绍， 目前， 这条全长约18.55
公里的磁浮快线， 初步设车站3座， 分别
为磁浮高铁站、 磁浮 梨站和磁浮机场
站。

这几个车站， 将承载一座城市的记
忆， 见证一个时代的变迁。

磁浮高铁站， 长沙磁浮快线起始站，
位于高铁长沙南站东站房北侧， 与高铁长
沙南站东站房相连， 总占地面积11129㎡，
为地上两层结构， 站台与站厅上下分布。
二层为站台层， 单线侧式站台； 站厅层配
备城市值机楼， 占地2732.24㎡。 在其南
侧、 东侧设置进出口， 需要值机的旅客进
入值机楼完成值机与行李托运后， 可以通
过值机楼与磁浮站房之间连接通道直接进

入磁浮高铁站站房， 检票乘车去往磁浮机
场站。

磁浮 梨站位于长沙县黄兴大道与规
划中的劳动东路东延线交叉口以北， 黄兴
大道西侧地块内。 车站沿黄兴大道呈南北
向布置。 车站总长为 118.1m， 总宽为
23.9m。 总建筑面积为5170㎡。 车站主体
两层， 站台与站厅上下分布， 站台为双线
侧式站台。

磁浮机场站，长沙磁浮快线终点站，总
建筑面积为9476㎡。 位于长沙黄花机场
T1、T2航站楼之间，国际厅西侧停车场内，
与国际厅前的机场连廊垂直相连， 呈南北
向布置。 车站主体两层，一层为设备、管理
办公用房，二层为站厅、站台层（位于同一
标高），双线侧式站台。

除了三个车站， 整个快线工程还有一
个磁浮车辆段综合基地， 这是湖南磁浮交
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居住地”， 位于高
铁长沙南站东侧， 劳动东路与花侯路东南
角， 承担着磁浮车辆的停放、 运用、 检修
任务， 并兼顾正线的综合维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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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26日 星期六4 “两点一线” 飞跃之旅
———写在全国首条投入商业运营的中低速磁浮项目试运行之前

长沙高铁南站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 � � �三座车站与周边的交通接驳， 设计
得细致周密， 可以实现高铁、 地铁、 机
场、 公交与磁浮的无缝换乘。

磁浮高铁站站房采用尽端式布置，
地上两层， 结合高铁长沙南站站场分别
与地上两层的高铁， 地下一层地铁， 地
面层的公交站、 出租出临时停车站、 社
会停车场等交通方式接驳衔接。 乘客通
过磁浮站二楼出站， 经高铁站东广场落
客平台等高同侧进入高铁站大厅乘坐高
铁。 乘客通过磁浮站一楼出站， 经高铁
站东广场出站集散广场转入公交站场、
社会停车场、 出租出临时停车站和地铁
出入口进行人流分散。

磁浮高铁站还提供机场延伸服务，
不仅局限于乘座磁浮列车的乘机旅客，
同时还提供无障碍柜台， 地铁、 高铁、
巴士、 的士等的旅客在高铁站可以直接
办理相关服务。

旅客行李采用与机场同级别的安检

后， 在行李处理区装入行李箱内并进行
铅封处理， 并通过专用行车车厢运输，
全程监控， 确保安全登机。

磁浮 梨站站房采用通过式布置，
地上两层， 结合规划预留的P+R停车场
(即“Park� and� Ride” “驻车换乘” 停
车场)， 与地面层社会停车场、 公交车
站、 出租车停车场等交通方式接驳衔
接。 乘客通过磁浮站一楼出站， 经规划
停车场转入社会停车场、 公交站进行人
流分散。

磁浮机场站站房采用尽端式布置，
地上两层， 结合机场新老航站楼连廊分
别与地上二层的机场出发大厅、 地下一
层地铁、 地面层社会停车场等交通方式
接驳衔接。 乘客通过磁浮站二楼出站，
与机场连廊无缝对接等高同侧进入机场
大厅乘坐飞机。 乘客通过磁浮站一楼出
站， 经机场预留轨道用地转入社会停车
场、 地铁站出入口进行人流分散。

多一种选择 多一分惊喜
湖南日报记者 唐爱平

12月26日， 我国首条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示范线，
将不载客试运行。

这一天， 名为 “追风者” 的我国首台商用中低速磁浮列车， 将从高铁
长沙南站出发， 向着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飞奔。 “追风者”， 奔跑在长沙磁浮
快线上的希望使者， 将跑出什么样的精彩， 又会带给人们什么样的惊喜？

“两点一线”
省时又省力

磁浮车站
为您打造温馨港湾

无缝换乘
周密设计贴心细致

� � � � 12月11日， 磁浮 梨站的站房采用通过式布置， 地上两层， 结合规划预留的
停车场与地面层社会停车场、 公交车站、 出租车停车场等交通方式接驳衔接。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 � � � 12月14日，乘客体验乘坐磁浮列车在运行和提速过程中，相当平稳，几
乎感觉不到颠簸。 列车车厢地板采用PVC地板布， 扶手采用不锈钢拉丝材
料，布置简洁，车厢整体通透感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 � � � 12月11日， 磁浮列车在长沙市区街头的高
架桥上运行调试。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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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隍12月7日， 磁浮列车在 梨街头高

架桥上运行调试。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