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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盛 晖 中国铁建铁四院副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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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10月11日

秦沈客运专线全段建
成通车，设计时速 250 公
里，为中国第一条高速国
铁线路

大事记

2004年
1月21日

国务院审议通过《中
长期铁路网规划》，规划建
设“四横四纵”客运专线，
设计时速200公里以上

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
营，为中国内地第一条设
计速度350公里/小时高速
铁路

2008年
8月1日

京沪高铁全线正式通
车，初期运营时速300公里/
小时，2017年 9月，运营速
度350公里/小时，是世界一
次开通里程最长、商业运营
速度最高的高速铁路

2011年
6月30日

广深高速铁路狮子洋
隧道开通运营，为国内里
程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
第一座水下铁路隧道

2011年
3月11日

京广高速铁路武广段
开通运营，列车最高运营
速度350公里/小时

2009年
12月26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交通运输部、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了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发
布“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规划

2016年
7月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矫 阳

初夏时节，新建的广州白云站，2227 根工程桩已

经浇筑完成。广州白云站是广州铁路枢纽规划，“五主

三辅”客站布局中的主客站之一。站场规模 11 台 24

线，以普铁为主、高铁及城际为辅，下设六条地铁线。

走进广州白云站施工现场，工人很少，很多工序已

经交给机器人干了。

“白云站是全国首个大规模运用智能化机器人的

项目，施工采用了 18 种智能机器人，在土建、机电、装

饰装修等各专业领域进行实际应用。”中铁建工集团广

州白云站项目信息化负责人林遵虎说。

“绿色、智能、安全、人文”新理念，已全面贯穿至中

国高铁的建设历程中，新技术不断引领新发展。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 3.79 万

公里，较 2015年末的 1.98万公里增长近 1倍，稳居世界

第一，“八纵八横”主骨架已搭建七成以上。

高铁网覆盖 94.7%的百万
以上人口城市

自 6月 3日起，新建绵泸高铁内（江）自（贡）泸（州）

段开始进入试运行阶段，距正式开通运营又近一步。

在自贡变电所，首台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上岗试

运行。“这是业内首次采用自主研制的牵引变电所辅助

监控系统（机器人）。”中铁电气化局三公司川南项目部

党工委书记程忠强说。科技日报记者注意到，智能巡

检机器人高 1.12 米、宽 0.66 米、长 0.86 米，可自行设定

路线，实现自主巡逻，利用超声波雷达实现机体 360度

避障与防跌落功能。

绵泸高铁内自泸段全长约 130 公里，设计时速为

250 公里。北接成渝城际，南连渝昆高铁，是成渝经济

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川南城市群快速

客运通道之一。建成通车后，自贡市和泸州市将进入

“动车时代”，内江、自贡、泸州将形成半小时经济圈，至

成渝两地形成 1小时交通圈。

继轨道上的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后，轨

道上的成渝城市群呼之欲出。

4个多月前，正线全长约 180公里，设计时速为 350

公里的徐（州）连（云港）高铁通车运营。“至此，我国‘八

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最长横向通道——全长 3422公里

的连云港至乌鲁木齐高铁全线贯通，将为新亚欧大陆

桥经济走廊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透露。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包括北京、上海、武汉、郑州等

全国及区域中心城市，建成了以“八纵八横”主通道为

骨架、不同速度等级的区域连接线衔接和城际铁路补

充的高速铁路网，实现相邻大中城市间 1—3小时交通

圈，城市群内 0.5—2 小时交通圈。我国已成为世界上

高铁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高速列车运行数量

最多、商业运营速度最高、高铁技术体系最全、运营场

景和管理经验最丰富的国家。

快速发展的中国高速铁路，正改变着中国人的出

行方式。来自国铁集团最新统计，全国高铁网已覆盖

94.7%的 100万以上人口城市。

商业运营速度及建设标准
创世界新高

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近日发布，新建南通

至宁波（通苏嘉甬）高速铁路项目启动站房设计方

案征集，意味着这条跨海高铁可行性研究进入决策

程序。

通苏嘉甬铁路是国家高速铁路网“八纵八横”主骨

架——沿海铁路客运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条铁路

最具挑战的是通苏嘉甬线路跨杭州湾大桥。

设计线路图显示，这座跨海大桥与杭州湾公路大

桥基本平行，海域段全长约 29.2公里，大桥包括北、中、

南 3座航道桥，大桥建成后将是全世界最长、建设标准

最高的跨海高速铁路桥，设计建设将创多项世界纪录。

“世界第一座强潮海湾、超低阻水率、全埋置式承

台基础的高速铁路跨海大桥；北航道桥主跨达 450米，

采用混凝土箱—钢桁组合梁斜拉桥并铺设无砟轨道，

在世界高速铁路建设中的首次使用；海中引桥采用 80

米主跨的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最大联长达 3080 米，

其超长联、大跨度、曲线连续梁无缝线路创世界纪录。”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通苏嘉甬铁路项目总工程

师张建表示，这些新纪录对世界铁路桥梁乃至桥梁工

程领域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2020 年 7 月 1 日，我国自主设计建造、世界上首座

主跨为千米级的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建成，与沪苏通

铁路同步开通运营，标志着我国成功攻克千米级超大

跨度桥梁技术。

2020 年 12 月 27 日，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全

线贯通，雄安站同步投入使用。京雄城际全长 106 公

里，设计时速 350公里，被誉为新时代中国高铁建设的

标杆和典范。“这条高铁还是全国铁路建设中首条全

线、全专业、全过程采用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实

现虚拟建造的数字孪生铁路。”京雄城际铁路指挥部指

挥长杨斌说。

此前一年，2019 年 12 月 30 日，世界首条智能高

铁——京张高铁首次在世界实现 350 公里时速自动

驾驶。

早在 2017 年 9 月 21 日，复兴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

率先按时速 350 公里进行商业运营，创世界高铁商业

运营最高速度。

复兴号动车组重要标准中
84%为中国标准

4月 26日 21时 29分，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萨至

林芝铁路，全线接触网成功送电。为今年 6 月 30 日开

通奠定坚实基础。

拉林铁路正线全长 435.5 公里，新建正线 403.1 公

里，设计行车速度为每小时 160公里。

线路开通后，复兴号高原内电双源（内燃+电力）

动力集中动车组将开进西藏、开到拉萨，实现复兴号对

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

2016 年 7 月，两列中国标准动车组在郑徐高铁成

功开展时速 420 公里交会和重联综合试验；2017 年 6

月，中国标准动车组被命名为复兴号并随后在京沪高

铁上线运营。

复兴号高速动车组 254 项重要标准中 84%为中

国标准，性能比以往动车组更胜一筹。“每个细节都

追求完美，仅高铁转向架装配方案就设计了 90 种，经

过上千次反复验证。”中车四方公司钳工首席技师郭

锐说。

此后，复兴号系列动车组又持续增加了时速 350

公里 17 辆长编组、250 公里 8 辆编组、160 公里动力集

中等多款复兴号新型动车组，并上线运营。

复兴号系列动车组，是中国铁路科技创新取得的

重大成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华武表示，我国率先成功探索

了时速 400公里及以上高速铁路系统关键技术参数变

化规律，高速动车组技术全面实现自主化、标准化和系

列化，极大增强了我国高铁的核心竞争力。

与高铁建设发展同步，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 12306 铁路互联网售票系统，互联网售票比例超过

80%。近年来，12306 推出并不断优化完善网络购票、

自主取票、电子客票、移动支付、在线选座、站车 WiFi

以及异地购票、全路通退通签等便民利民服务，大大增

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国铁集团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全国铁路配备复

兴号动车组 1036 组，已累计安全运行 8.36 亿公里，运

送旅客 8.27亿人次。

据悉，国铁集团已着手布局铁路新基建，启动铁路

5G 专网技术体系及关键技术研究，中国铁路主数据中

心平稳运行，正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在

铁路领域的应用。

高速铁路：“中国速度”领跑世界

对火车站的最初印象，是 1974年 11岁时第一次去

北京。我见到了气势巍峨的北京站，规模庞大，热闹非

凡，还会在整点报时奏响《东方红》。

上大学时，可供我们学习的范本就是以 1959年建

成的北京站、1976 年建成的长沙站为代表的我国第一

代火车站。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新建和改造了一大

批铁路客站。这些客站在极为艰苦条件下建成，是功

能相对单一的“城市大门”。

1987 年，北京站建成后 28 年，终于出现了一个划

时代的铁路客站作品——上海站。它首创“南北开口、

高架候车”的线上式车站类型，车站与城市的关系变得

更加紧密，这种布局也迅速风靡全国。

时值改革开放，这一时期涌现出以上海站、北京西

站、郑州站等高架候车为代表的第二代铁路客站。

1985 年，我也走出大学校园进入铁四院，承担起铁路

客站设计的重担。

进入 21 世纪，中国高铁迅猛发展，铁路客站迎来

了又一次升级换代的建设高潮。我在这股浪潮中逐渐

成长为高铁客站设计的主力军。

2005 年，在武汉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提

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三代铁路客站划分概念，

并预测了新一代铁路客站发展的方向：车站定位从单

一的“城市大门”向多元开放的“换乘枢纽”转化；流程

模式从“等候式”向“通过式”过渡；设计观念从“便于管

理”向“以旅客为中心”转变……

后来，这些预见逐步成为现实。

2009 年，全新的武广高铁武汉站建成通车。在武

汉站的设计中，我和设计建设团队首创了一种“可选式

候车”流程模式，成功地解答了我国新建客站是沿袭传

统“等候”模式还

是直接照搬国外

高效“通过”模式

的问题。

如 今 ，经 济

转 型 和 智 能 化

的进一步发展，

又 一 次 促 使 中

国 铁 路 客 站 转

型 升 级 。 我 和

团 队 又 开 始 探

索 并 实 践 中 国

第 四 代 铁 路 客

站 —— 站 城 一

体化融合发展高铁枢纽综合体。

以北京站为代表的第一代客站，担负着“城市大

门”形象，但建设规划中城市功能缺失，是“有站无城”

的 1.0时代。以上海站为代表的第二代客站，开始尝试

将长途客运、地铁等城市交通引进火车站，但缺乏整体

前瞻性规划，是“站城分置”的 2.0 时代。以北京南站、

武汉站、广州南站、上海虹桥站为代表的我国第三代客

站，形成以高铁客站为中心、无缝衔接其他交通的综合

客运枢纽。同时，各地纷纷围绕新建铁路客站打造“高

铁新城”，可称为“先站后城”或“依站建城”的 3.0时代。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铁路客站和城市建设规划在前

期就开始统筹。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站、广州白云

站、杭州西站等一批创新客站方案的确定和付诸实施，

中国的高铁客站建设进入“站城融合”的4.0时代。

现在，我们正全力投入杭州西站的建设之中。杭

州西站引入了商务、商业等多重城市功能，是以交通

为中心的城市综合体。站中有城，城中有站，城市与

车站没有截然的界限。以前走得了，现在要走得快、

走得好——让老百姓更舒服的乘车，这是我们永无止

境的追求。

我见证了四代火车站变迁

石济高速铁路开通运
营，至此，中国铁路“四横
四纵”快速通道全部建成
通车

2017年
12月28日

中 国 标 准 动 车 组 被
正式命名为复兴号，并于
6 月 26 日在京沪高铁正
式双向首发

2017年
6月25日

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
开通运营，这是中国自主
设计建造、世界上首座跨
度超千米的公铁两用斜拉
桥，设计建造技术实现了5
个“世界首创”

2020年
7月

京雄城际铁路全线开
通运营，这是中国第一条
全过程、全专业运用 BIM
技术设计的智能高速铁路

2020年
12月27日

截至2020年底，我国高速铁

路运营里程达 3.79 万公里，较

2015年末的1.98万公里增长近1

倍，稳居世界第一，“八纵八横”主

骨架已搭建七成以上。

3.79 万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