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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全长约 6 . 6 公里
的上海轨道交通 8 号线三期
工程完成主线结构贯通。值
得注意的是，新线列车采取
了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并
且以胶轮路轨取代了传统的
钢轮钢轨。目前新车正陆续
抵沪进行调试。

列车有了“全景天窗”

在位于上海市闵行区浦
江镇的轨交基地，新华社记
者见到了首列抵沪调试的新
车。

据介绍，8 号线三期工
程初期购买了 11 列车，每列
车是四节编组，载客量约
726 人。和以往的轨交列车
不同的是，它采用了世界上
最先进的无人驾驶技术。

与普通的地铁列车不
同，新线列车的车头不是封
闭的驾驶舱，而是全景天窗，
在行驶的过程中，旅客可以
看到全程的道路情况。

据介绍，无人驾驶技术
能够降低行车间隔，实现高
频次发车，在增大运能的同
时减少旅客候车时间。为了
确保行车安全，在全程信号
监控的同时，列车还配备了
应急制动阀门、烟雾报警以
及紧急开门装置等一系列应
急设备。

胶轮路轨更安静

值得一提的是，8 号线
三期工程要穿越浦江镇的十多个大型居住社区，考虑
到技术条件以及运能和环境的要求，新车使用了橡胶
轮胎，未来将行驶于专门为其建设的高架混凝土道路
上，因此它也被称为胶轮路轨线路。

据轨交 8 号线三期项目负责人奚巍介绍，胶轮路
轨线路的优点明显，“它的噪音很低，比普通的钢轮钢
轨列车的噪音要低 10 个分贝以上，在有些区域里，可
能比道路汽车的噪音还要低。同时，它转弯半径小，可
以穿行于我们一些大型居住社区，既能满足我们环境
要求，也能满足周边居民最后一公里出行的要求。”

与钢轮钢轨列车相比，胶轮路轨线路要解决轮胎
磨损、防爆、更换等问题，据奚巍介绍：“8 号线新车的
胶轮充满氮气以后是能防爆的，即使在特殊情况下爆
裂了，里面也有钢圈能够确保它在缺气的状态下行驶
到下一个车站，保证乘客安全逃生。此外，轮胎还经过
了特殊处理，抗磨损能力比普通的汽车轮胎要高，像我
们现在这个列车基本上要达到 12 万公里左右，也就是
一年半到两年左右进行一次更换。”

据介绍，8 号线三期工程全长约 6 . 6 公里，设有 6
个车站。目前所有车站已经主体封顶，全线结构贯通，
预计今年年底可以投入试运营。(记者张梦洁、李海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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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单轨：从“不可能”到“全球行”
从引进到自主研发，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走出国门实现“逆袭”

本报记者赵宇飞、张琴

山城重庆，高低起伏，气势磅礴。长江和嘉陵
江蜿蜒其间，穿城东去。

一列列轻轨列车“骑跨”在单根轨道上奔
驰，犹如一条条蓝色长龙，时而跨江而过，时而
穿山越岭，时而在繁华市区的楼宇间穿行……

这是重庆自主研发的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
20 多年前，重庆曾被业内专家断言“建轨道

交通几乎不可能”。20 年后，重庆从零起步，从日
本引进单轨技术，走出一条“引进-消化-再研发”

的创新发展之路，实现了 95%以上轨道设备国产
化，打破了国外企业的长期垄断，已成为世界上
运营里程最长、运营车辆最多、客运量最大的单
轨交通系统。

如今，年轻的重庆单轨交通产业，不仅“变不
可能为可能”，为山城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破解了市民们的出行难题，还作为我国高端装备
制造业的代表，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国门，将国产
单轨铺到越来越多的外国城市。

十年精挑细选，锁定单轨交通

上世纪 90 年代，几乎没人相信山城重

庆能建成轨道交通。经过对不同制式轨道

交通的长期调研，重庆认定了跨座式单轨

轨道交通，顾名思义，即车辆在固定的轨道
上运行的交通系统。其中包括地铁、轻轨等不同
形式，又可分为双轨、单轨等不同制式。一直以
来，我国各地的城市轨道交通以双轨地铁为主。

重庆又称山城，整个城市建在山地丘陵之
上，主城区沿长江、嘉陵江呈组团式分布格局，人
口密度大、道路高低起伏、弯道极多。在这样的地
形条件下，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无疑是极为严
峻的挑战。
时光回溯。上世纪 90年代，西南重镇重庆新

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迅猛发展，人口迅速增长，
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建设地铁等城市轨道交通系
统也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几乎没人相信山多
坡陡的山城重庆能建成轨道交通。

“当年，不少专家讨论后都认为，重庆建地铁
几乎无法实现。”重庆轨道交通集团总工程师何
希和至今记得，轨道集团成立前，重庆就已多次
邀请国内外业内顶级专家，为重庆的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规划出谋划策。不少专家认为，重庆的地
形异常特殊，建地铁几乎不可能，甚至建任何一
种轨道交通都非常困难。

然而，重庆并未就此放弃建设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的梦想。当时，连续派遣多名人员到世界
各地学习轨道交通技术。其中，人称重庆城市轨
道交通“三剑客”之一，后来担任重庆轨道交通
集团董事长的仲建华，也曾被派到日本学习。

调研的过程非常漫长，经过对各国不同制式
轨道交通的近 10 年的系统调研，重庆轨道交通
集团的技术团队发现，在地铁、直线电机、悬挂式
单轨、跨座式单轨、空中客车等不同制式的轨道
交通系统中，只有跨座式单轨最适合山城重庆。

与常见的双轨式轨道交通不同，跨座式单轨
交通是轨道为一条带形梁体，车辆跨坐于其上行
驶的交通系统。

世界上第一条跨座式单轨线诞生于 1888

年，由法国人设计，蒸汽机车牵引。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以后，跨座式单轨技术逐渐完善和成熟。
1952 年，德国在科隆成功建造了一条单轨线。后
来美国、日本和意大利等国都修建了这种形式的
单轨，其中尤以日本的技术最为成熟，建成的线
路最多。

跨座式单轨的优势显而易见：一是爬坡能
力强。一般地铁的最大坡度在 30% 左右，跨座

式单轨的爬坡能力轻松可达 50%，理论坡度可
达 100%；二是转弯半径小。一般地铁的最小转
弯半径在 300 米左右，跨座式单轨的转弯半径
却只有 100 ～ 150 米；三是造价较低。仅相当于
地铁造价的三分之一左右；四是节省土地，噪声
低。跨座式单轨是橡胶轮胎骑行在钢筋混泥土
轨道梁上，不会发出钢轮钢轨相互摩擦发出的
轰鸣声。此外，跨座式单轨还具有景观性好、节
能降耗等优势，恰好与重庆山多坡陡、道路崎
岖、人口密集和发展旅游经济的特点高度契合。

然而，当时单轨交通系统在国内尚未出现，
能不能成功大家都心里没底。“现在回头看，当时
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都在修建地铁，唯独重
庆在全国率先选择跨座式单轨，将其作为全市第
一条轨道交通线路 2号线的首选交通制式，这次
‘吃螃蟹’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何希和说。

告别“日本人说”，建立中国标准

2 号线的建设还依赖日本技术，经过

艰苦研发，3 号线通车时，重庆单轨 95%

以上的轨道设备已实现国产化

2000 年，沿嘉陵江畔修建，穿越著名解放碑
商圈的重庆轨道交通 2 号线终于上马。

当时，国内没有跨座式单轨的制造基础，作
为业主方和建设单位的重庆轨道交通集团“两
眼一抹黑”，不知道从何入手，只能从技术成熟
的日本日立公司引进单轨交通技术和设备。

2号线的建设进展还算比较顺利。但因为引
进了日本的技术和设备，无论是车辆，还是轨道
梁、道岔等核心技术，一切都要按照日本的标准
和规范来操作。当时，日本日立公司还派了技术
顾问到重庆进行技术指导，那时大家相互之间说
得最多的就是“日本人说、日本人认为、日本人不
同意……”

2 号线顺利建成后，运营效果非常好，破解
了不少山城市民的出行难题。但是，烦恼也随之
而来。“进口设备好是好，但长期下去，一旦被人拿
住，小命儿就没了。”当年重庆市一位领导的这一
句玩笑话，让重庆轨道交通人清醒：关键核心技
术不能长期受制于人，必须尽快实现国产化。
受制于人的滋味不好受，何希和感触颇深：

“哪怕是受电弓滑板这样很小的一个零部件坏
了，都必须从日本进口，价格高达 3000多元，成本
简直高得吓人。”

于是，为摆脱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重庆在
引进日本技术的同时，对引进的技术进行消化、
吸收后的再研发，组织重庆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铁科院等 10余个单位，对
车辆、轨道梁、道岔系统、车辆转向架等核心技术
展开国产化科研攻关，研发成果填补了我国该领
域的技术空白。

经过十余年的艰苦研发，随着轨道交通 3 号
线通车运行，重庆单轨 95% 以上的轨道设备已实
现国产化，取得 100 多项专利，总体达到了国际
先进水平，一举打破了日本等国家的长期垄断。

如今，重庆单轨交通运行里程已达 98公里，
车辆已投用超过 700辆，日均客运量超过 100万
人次，已成为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运营车辆最
多、客运量最大的单轨交通系统。

与此同时，跨座式轨道交通系统原本只有四
节编组车辆，只适合中小运量。重庆则根据市场
需求，相继研发出六辆和八辆编组的新型车辆，
将跨座式单轨升级为适合中大运量的交通系统，
大大拓展了其市场空间。近期，重庆还研制出可
实现无人驾驶的单轨列车，车辆的智能化水平得
到进一步提升。

目前，重庆已形成投融资、设计咨询、建设管
理、运维管理、工程施工、车辆和系统设备供应及

人才培训等完整的单轨产业链条，建成了全国
唯一的，也是最大的跨座式单轨交通车辆产业
基地，与日立、庞巴迪并列，位居全球单轨交通
车辆制造企业三甲，并因此成为国际上城市轨
道交通车辆十大制造商之一。截至目前，已实
现新增产值超过 100亿元，未来的发展目标是
突破 1000亿元。

不仅如此，作为后来者的重庆，还成为了
世界首个跨座式单轨交通标准体系的创建者。

2013 年 4 月，泰国和印度的两家施工企
业专程来到重庆，提出希望由重庆轨道交通集
团会同有关单位编制完成的三个中国国家标
准翻译成英文，供他们参照使用。

这是因为，当时国际上还没有成熟的跨座
式单轨交通国际标准。即使是较早建设单轨交
通的法国、德国和日本，也没有建立成熟的国
家或行业标准，只有重庆在全世界率先建立了
跨座式单轨交通标准体系。

这三个标准分别是《跨座式单轨交通设计
规范》《跨座式单轨交通施工及验收规范》和

《跨座式单轨交通车辆通用技术条件》。这些标
准均由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重庆市轨道交通
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在总结重庆轨道交通 2、3
号线建设经验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反复论证
和修订完成。

“由于建立起了国际上首个单轨交通标准
体系，我们的跨座式单轨交通及其产业在国际
上具有先进性，奠定了重庆跨座式单轨交通产
业立足重庆、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基础。”何
希和信心满满地说。

角逐海外市场，单轨驶向全球

韩国大邱市考察团发现，要建单轨

交通线路，重庆要什么有什么，性价比

还比日本的技术设备高

走出去，是重庆单轨交通发展的必由之
路。而重庆单轨的初次“走出去”，却有些偶然。

2008 年，韩国大邱市计划建设一条单轨
交通线，到日本日立公司洽谈合作事宜。日立
方面说：“要了解日本的技术，可以到中国重
庆看看，重庆的轨道交通 2 号线就是在本公
司协助下建成的，其核心技术均从日本引进，
一定意义上就是日本单轨技术的示范线。”

于是，大邱市考察团来到重庆考察轨道交
通，发现重庆不但有日本日立示范线路，还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车辆、轨道梁、道岔、牵引制动
系统等完整的产业链，还有一支包含设计、咨
询、监理、施工各方面人才的工程建设队伍。要
建轨道交通线路，在重庆要什么有什么，性价
比还比日本的技术设备高。

2009 年，重庆轨道交通设计和施工团队
前往韩国大邱市，为大邱市单轨交通线提供了
轨道梁模板、轨道梁生产系统控制技术、支座
安装控制技术等多项技术支撑。这是重庆单轨
技术迈出的“走出去”的第一步。

随后，重庆顺势而为，重庆对外经贸集团
与重庆轨道交通集团合作成立轨道产业公司，
目标是利用前者丰富的海外市场拓展经验和
资源，不断加快重庆单轨“走出去”的步伐。

在国内市场，北京、杭州、西安、承德、贵阳
等 20 多个城市派团到重庆参观考察单轨交
通，深圳、柳州、吉林、承德、邯郸等城市已规划
了跨座式单轨交通系统。

在海外市场，重庆先后参与了印尼、巴西、

泰国等国的轨道交通建设项目，已完成印尼万
隆和日惹两城市跨座式单轨交通可行性研究
报告编制，并将为巴西圣保罗轨道 17 号线提
供跨座式单轨轨道梁产品，哈萨克斯坦、土耳

其、新加坡等国也正在与重庆洽谈单轨建设项
目。其中，泰国曼谷粉线、黄线跨座式单轨已正
式招标，部分国家的单轨交通项目也已签订意
向协议。

单轨交通的优势，使其在国际市场颇受欢
迎。“单轨交通不只适合重庆，与重庆类似的山
区城市、内陆地区的中等城市，还有沿海城市、
旅游城市等都适合建设单轨交通系统。”

重庆轨道交通院士专家工作站站长沈晓
阳等专家表示，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实施
过程中，与相关国家的基础设施(包括轨道交
通)合作建设将是重点领域之一，而单轨的高
性价比也适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
和经济承受能力。受益于此，单轨交通产业将
迎来广阔的国际市场前景。

何希和说，海外市场作为重庆单轨“走出
去”的重要战略点之一，重庆正在加强海外业
务团队建设，做好典型示范项目，扩大与央企
的合作，充分借力有成熟海外经验的央企的资
源，加快推进重庆单轨技术和装备的海外输
出，充分利用当地企业的地缘优势，政策和法
规的专业认知，提高重庆单轨海外市场拓展的
质量。

“出海”之路不平，呼唤政策支持

国产单轨在海外市场要“走得快、走

得好”，应尽快破解国产单轨海外竞争

中的投融资高成本等困局

然而，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市场的激烈角
逐，只靠优质的产品是远远不够的，年轻的重
庆单轨交通产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日前，重庆轨道交通海外市场拓展团队前
往印尼万隆，参加当地轨道交通项目的竞标。
在竞争过程中，主要对手日本日立和加拿大庞
巴迪的投融资利率仅为不到 1% ，而国产单轨
却高达 5%-6%，尽管重庆单轨技术成熟，仍直
接导致国产单轨在竞争中处于劣势，项目推进
举步维艰。

这已经不是重庆单轨产业第一次遭遇海
外投融资高成本困局，当然，这也是我国高端
装备制造业“走出去”面临的普遍难题。在此前
的多次海外市场竞争中，由于我国投融资成本
高于对手数倍，重庆单轨已多次“尚未起跑就
输了一大截”。然而，这只是国产单轨“出海”之
路上的“拦路虎”之一。

何希和说，基于当前的国际市场形势和
国产单轨产业的成熟度，正是国产单轨“走出
去”的最佳时机，然而，目前国内正在重复引
进其他国家的单轨技术，一旦走上一条重复
引进技术的道路，既可能导致产能过剩，还将
对新兴的国产单轨产业造成严重冲击，导致
国内资源无法统一，若不及时对此趋势予以
控制，将阻碍国产单轨走向国际市场的步伐。

同时，在海外市场，国内主要制造商内部
统筹协调不到位，旗下合资企业不顾行业大
局，随意杀价，恶性竞争的苗头已经出现，这有
可能导致国产单轨痛失走向国际市场的最佳
时机，也将影响国产品牌的国际市场形象。

此外，作为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典型代
表，市场前景广阔的国产单轨尚未被纳入“一
带一路”重点项目范畴，目前只享受到一般制
造业“走出去”的优惠政策，国际竞争力有待进
一步提升。

多名业内专家表示，国产单轨在海外市场
要“走得快、走得好”，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

如尽快破解国产单轨海外竞争中的投融资高
成本困局，国内控制引进同类技术，统筹国内
资源“一致对外”，促进国产单轨产业健康发展。

Q：什么是跨座式单轨？
A：与传统双轨式轨道交通不同，跨座
式单轨是指轨道为一条带形梁体，车辆
跨坐于其上行驶的交通系统。

Q：跨座式单轨有何优势，为何受到山
城的垂青？
A：跨座式单轨有四大显著优势：一是
爬坡能力强；二是转弯半径小；三是造
价较低；四是节省土地，噪声低。此外，
它还具有景观性好、节能降耗等优势。

Q：与日本、德国等单轨交通先行者、垄
断者相比，我国技术有哪些创新成果？
A：重庆打破了单轨交通“只有四节编
组车辆，只适合中小运量”的传统形态，
相继研发出六辆和八辆编组的新型车
辆，将跨座式单轨升级为适合中大运量
的交通系统。此外，重庆还研制出可实
现无人驾驶的单轨列车，车辆的智能化
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我国也在全世界
率先建立了跨座式单轨交通标准体系。

重庆单轨 Q&A

▲ 2014 年 8 月 1 日，在重庆市渝中区李子坝，轨道交通 2 号线列车穿楼而过。重庆轨道交通 2 号线是中国西部地区首条城市轨道交
通线，也是中国首条跨座式单轨交通线路,于 2004 年 11 月 6 日开通。它东起重庆商业闹市中心区的较场口，西至大渡口区钢铁基地新山
村，设 18 座车站。其中渝中区李子坝车站位于大楼第 8 层，每当轻轨经过此站，远观此景甚是震撼。 新华社资料照片

英建议发展自动驾驶火车

大幅度提高铁路运输效率

英国铁路运行集团近日发布的一份铁路发展报告
说，为应对该国日益上升的铁路运输需求，未来可以逐
步升级铁路设施，引入自动驾驶新一代火车，大幅提高
铁路运输效率。

铁路运行集团是代表英国多家火车运营公司的行
业性组织。

在这份有关未来英国铁路发展规划的报告中，铁
路运行集团提出了多项技术发展建议，其中包括发展
“完全智能”的火车，让每列火车都能通过传感器和信
号收发设备来进行实时通信，以避免碰撞，帮助实现自
动驾驶。

报告介绍，如果大规模推广自动驾驶火车，不但
能让火车运营更高效，降低火车延迟的概率，并且对
英国这种人力成本较高的国家来说，还能节省不少
运营成本，估计每年能为铁路行业减少 3 . 4 亿英镑
(约合 29 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开支。

报告说，英国政府此前已经公布了一项金额达
4 . 5 亿英镑(约合 39 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目的就
是为了推动“数字化铁路项目”，将测试新的信号传输
技术，这是发展自动驾驶火车的第一步。

除自动驾驶火车，报告还提出了一系列技术升级
建议，包括可以提高乘客过检票机效率的手机应用程
序、能够改善车厢空间和乘坐舒适性的新型座椅设计
等。

铁路运行集团首席执行官保罗·普卢默说，这份报
告描绘了未来铁路的技术升级前景，可以让人们在出
行和货运方面有更好的体验。

(记者张家伟)综合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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