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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戈Ⅱ建设我国高速磁浮客运交通的设想
陆仁达

曹信红

（中国路桥集团第一公路工程局，北京，１０００２４）

摘

要

高速磁浮客运交通（Ｍａ西ｅｖ）是一项代表当前高新技术的综合交通运输新方式，中国

上海已成功建设了世界上第一条商业运行示范线。作为一种高速、安全、舒适、便捷的交通工具，
Ｍａｇｌｅｖ适用于我国省会城市之间，科学规划建设我国的磁悬浮客运交通必将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新增长点。
关键词

高速磁浮交通；规划；建设；新增长点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３１ １３，上海在世界上率先建成了

术并首先付诸工程建设的国家。目前，磁浮是一种最

浦东轻轨至龙阳路的高速磁浮列车商业运营示范

新的客运交通系统，长距离运行时的平均运行速度

线，经过一年的调试、试运行，２００４年１月正式投人

达４００～４５０ ｋｍ／ｈ．可以补充航空与普通铁路、高速

交通运营服务，运行速度达４３０ ｋｒｒｇｈ。全程３０ ｋｍ，

公路之间的速度断层．最适应４００～１ ５００ ｋｍ距离的

运营时间８分钟，每组列车编组５节，其中包括端车

交通，比较适用于我国省会城市之间的交通。人们旅

２节、３节中节车，每组列车的首车定员为５６人、中

行时间控制在３小时以内，就不会觉得疲劳，也能早

节车定员１１０人，尾车定员７８人。端车长２７．５

ｍ、

晨出发，到达目的地完成商务活动后当天返回，提高

宽３．７ ｍ、高４．６６ ｍ（含天线）；中节车长２４．５ ｍ、宽

工作效率。磁浮交通与其他客运交通工具的适用范

３．７

Ｉｎ、高４．１６ ｍ，车内净宽３．４３ ｍ、净高２．２８ ｍ。根

围与应用特点比较见表２。

据需要．车厢可以设计改装成货车或者邮车等。车辆

一、高速磁浮交通设备的优点

自重与承载能力如表１。

１．能耗低

高速运行条件下，空气阻力在列车所受的阻力
表１

列车承载能力及自重

（吨）

中占主导地位，空气阻力与速度的平方成正比，因此
有必要分析和比较能耗的影响。德国联邦研究与技
术部在“新型快速铁路系统应用范围”研究中心对能
耗分析的结论如表３。
表面是按定员相近的两种列车为基础进行计算
的，测算的主要数据基础是：平原地区、旅行距离
６００

高速磁浮客运交（Ｍａｇｌｅｖ）以无机械接触的崭
新技术带来一系列工业技术、经济、环境改善等特

座：磁浮ＴＲ列车为５节编组，４０８座，平均停站距离
为１２０ ｋｍ，耗电量自变电站算起。
ＴＲ磁浮列车同等速度下平均每坐席公里耗电

征，从而导致了一场人民交通工具的技术革命。我国
是继德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三个掌握磁浮系统技

ｋｍ，ＩＣＥ高速轻轨列车为２动８拖编组，４０２

量低于ＩＣＥ轻轨列车的原因是：

收稿日期：２００４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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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磁浮交通与其他客运交通的适用范围及应用特点比较

表３高速轻轨和磁浮系统的单位电能耗

ＩＷ·ｌＩ，（座·ｋｉｎ）

２．磁浮列车启动快，爬坡能力强（≤１０％纵坡均
可），选线比较灵活。转弯半径小，Ｒ≥３５０

ｍ。

３．环境影响较其他交通方式小

①噪声
据测试，高速磁浮与高速轮轨比较，噪声值如表
５。测量位置为距线路２５ ｍ处，测量结果为列车驶
过时的瞬时值。
表５磁浮与轻轨列车驶过时的噪声水平比较

①磁浮列车为无接触运行，机械阻力甚微，相
应能耗较少：

②磁浮列车无轮轨走行部和受电弓，空气阻力
小，从而减少能耗；

③磁浮列车速度高，旅行时间短，坐席密度可
适当高于轮轨列车，从而平均每坐席上的耗电量相
应较少。
说明在同样速度条件下，磁浮列车的噪声低于

现代社会中．能源的节省和能源资源的保护是
交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磁浮交通的优势在于：

高速轮轨列车。

①一次能源消耗中，磁浮交通最少（表４）；

②有害物质排放

②所使用的电能是二次能源，可以充分利用再

磁浮列车与轮轨列车都采用电能源，其有害物

生能源和其他较经济的能源，从而保护国家的非再

质排放量取决于电能的取得方式，以火电为例，列出

生资源：

了不同交通方式每坐席公里的有害物质排放量比

③无接触方式大量减少了线路和车辆的有形

较，如表６。表列数据说明磁浮系统和轮轨系统的有

磨耗．而其他运输方式的线路和车辆磨耗中的一般

害物质排放量低于航空和公路，且磁浮系统是最有

金属或橡胶材料，它们在生产规程中需要消耗大量

利于环境的选择。

③磁辐射

的能源。
表４各交通方式一次能源消耗

磁浮的强磁场存在于车辆的线路界面的间隙

ＩＷ·ｉｌ／（座·ｋｍ）

处．对人体的影响来自间隙处泄漏的磁通量。由于
路／车界面的间隙很小，而且磁力线通过间隙闭合，
故磁通量的泄漏量很小。表７为不同场合的磁辐射
强度。
４．占用土地少
土地是最重要的环境资源。磁浮交通对土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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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交通方式的有害物质排放量

ｍｇ，（座·ｋｍ）

失效，导致与这个网相连的所有用电设备
失效，包括四分之一的悬浮导向磁铁失
电，磁浮列车仍能保持悬浮，并安全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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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不同场合的磁辐射强度

山

不同场合地球磁场磁浮列车彩色电视电磁炉电吹风
５０

１００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

实践证实。
二、我国磁浮交通技术的科研成果

列车

磁辐射

到就近停车站点。这些可靠、安全性设计，

０００

１９８０年代国防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
学和铁道科学研究院对磁浮交通试验列
车、试验路段进行测试并取得阶段成果。
１９９０年代科技部组织了“九五”国家

重点课题“磁浮列车重大技术经济问题研究”；对“八
五”低速磁浮列车攻关情况进行论证观察、成果鉴
定；对日本、德国磁浮列车作了专题分析研究；发布

了“磁浮列车重大技术经济问题研究报告”、“沪杭高
占用量远远少于高速公路．同时由于磁浮系统在同

速磁浮线可行性研究报告”及一系列的专题技术报

等速度下容许的平曲线半径比轮轨高速列车小（在

告。

Ｖ＝３００

从１９９０年代起，我国以大学、科研机构为主组

ｋｎｄｈ时，轮轨铁路的最小曲线半径Ｒ血＝

４ ０００—５ ０００

ｍ，而磁浮系统最小半径Ｒｍ＝ｌ

５９０

ｍ）、纵坡比轮轨铁路大（轮轨铁路最大纵坡Ｉ一＝４％；

织了联合攻关。包括电气工程、土建工程和机械车辆
工程的联合科研中心在四川省青城山建成了４２５

ｍ

磁浮系统最大纵坡Ｉｍ。＝１０％），线路能够更好地适应

长的试验路段。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常导、超导磁

地形．减少填挖工程数量，从而使土地被占用的数量

浮列车进行了模型试验。

更少。表８是磁浮系统与轮轨铁路用地和土石方数

为了验证高速磁浮交通的可用性、安全性、经济

量比较表。说明一般情况下，磁浮系统占地面积和土

性．上海市用２２个月时间建造了３０ ｋｍ的商业运

石方数量分别只有轮轨铁路的５０％和２５％。

营示范线。磁浮交通的四个部位（线路、车辆、牵引供

表８磁浮与轮轨铁路用地及土矿数量

电、控制系统）的设备和调试由３家德国公司组织的
联合体负责。在德方转让线路技术的基础上，中国上
海磁悬浮交通发展有限公司率先进行了创新开发，
获得了包括线路技术、专用可调支座等８项专利。根
据合同规定，中方独立承担开发并使用了“磁浮商业
运行维护管理系统软件”。同时进行的国家“十五”计

注：测算的线路长度为２００ｋｍ。

划重大专项研究。即将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系统规

５．安全、舒适

划方案，并对设备国产化进行了初步探讨，为规划建

磁浮列车的运行安全可靠。在磁浮列车开发过

设我国磁浮交通创造了较好的基础条件。

程中．确定一条设计原则，即磁浮列车上任意单个电

三、规划建设我国磁浮高速客运交通的设想

子或电气部件失效，都不会妨碍整车的正常运行，通

１．磁浮高速客运交通适合在中国发展

过模块化的、独立的、冗余零部件实行所有必不可少

（１）高速客运的交通量需求正在迅速增长

的功能。当任意零部件出现故障时，列车可继续按时

建设磁浮高速客运交通适应了高速客运迅速增

刻表运行。例如，按分散独立的原则，实现电网的安

长的需求，由多种交通方式构成发达的交通运输综

全性与可靠性。每节列车上装有４个４４０ Ｖ直流电

合体系，促进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展。

网．相互间是隔离绝缘的，所有耗电设备分别有４个
电网供电，耗电量和空间分布是平衡的。每个电网由

（２）磁浮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本有较大的降低
空间

８个升压斩波器供电，当同一个电网的３个升压斩

上海市浦东一龙阳磁浮交通示范线总投资折合

波器失效，这个网仍然能够工作。即使一个电网完全

３亿元／ｋｍ，即３ ６００万美元／ｋｍ。这是一条从无到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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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引进德国先进技术，汇总了开发、设计、施工、研

个高新技术项目，车辆的悬浮、导向及控制，轨道长

究的全部费用．包括列车车辆、牵引供电、线路和道

定子和换轨道岔是专有技术。其他的车辆制造、牵引

岔设备、运行控制系统及维修养护基底，都计算在

供电、运行控制等技术都是从高速轮轨技术转移过

ｋｍ长的线路成本中。当磁浮系统用于中、长干线

来的，与高速轮轨基本上是兼容的。因此，根据我国

３０

基础设施项目时，其建造成本会有较大的下降空间。

已掌握的磁悬浮四大系统技术和经验，结合我国已

据无锡一上海一杭州磁浮线路预可行性研究，

有的工业基础，规划建设我国的磁浮工业体系是可
行的，有较大的发展前景。

项目总投资的预测算，线路总长３１１ ｋｍ，其中干线
２７６

（１）车辆从国产化程度来分析，车辆结构件、

ｋｍ．支线３５ ｋｍ，拟在２０１０年中国上海世博会

前建成，线路和车辆静态投资折合１．７９亿人民币／

电机、车载电气和电子设备、监控系统和软件四大部

ｋｍ．即折合２ ０８０万美元／ｋｍ。由于设备的报价尚有

分，我国有多家铝业公司和飞机制造公司，青岛四方

较大的降价空间，国产化的许多设备可以通过招标

车辆研究所及株洲时代橡塑公司等，通过应用项目，

比选．线路土建工程造价占５％一７％，进一步优化设

实现车辆制造的大部分国产化。至于车厢内的一般

计，每公里的造价还会有降低可能。

设备，如空调、座椅、广播、照明、装饰等可全部国产

归纳起来．磁浮系统如果比高速轮轨铁路交通

化。
（２）牵引供电系统

有价格上的竞争力，那么发展我国的磁浮高速交通
具备了技术经济的竞争力，势在必行。
２．规划高速磁浮客运交通的设想

（１）初步建立磁浮高速客运的网络——城市群

除高寿命人高压真空接触

器及运行控制系统是专门开发软件外，其他都是通
用电气产品，实现国产化的程度指日可待。按照上海
示范线上的设备配制种类．立足于国内目前的研究
和生产设备条件，其主要电气设备的国产化率达到

内的快速交通
随着我国城市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
升，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经济圈将是我

国城市集中、经济繁荣的地区。如能将区域内旅行时
间缩短到０．５。２小时．则各城市的自然资源、机场等
基础设施，以及金融、贸易、旅游、文化资源等将实现
共享．促进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
磁浮列车是有着巨大潜能优点的客运交通方
式．完全符合城市的规划要求，支线进城实现换乘经
济、方便。

７％以上是完全可做到的。
（３）运行控制系统磁浮交通的运行控制系统
的技术与高速轮轨铁路运行控制技术基本相同，其
软件设备过程控制计算机、安全计算机基本都是进
口。该运行控制系统约占总造价的１０％左右。
（４）线路及道岔设备轨道梁的设计、制造，在
上海示范线已实现了完全国产化，线路上长定子铁
蕊、变频电缆国内多家电缆制造厂都能生产。至于道
岔，都是钢结构和机械传动装置常规技术，国内已有
五座标数控铣床就可完成机械加工。

构想：①建设南京一镇江一常州一无锡一苏
州一上海一嘉兴、杭州的磁浮高速交通线；

总之，经过认真分析、调研，通过合资、合作，建
立有系统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磁浮交通工业体系，

②建设北京一廊坊一天津一塘沽磁浮交通线；

凭借其后发优势走向世界是可行的。充分利用现有

③建设广州一佛山一番禺一东莞一深圳一香港

企业的基础．尤其是铁道部门等研制高速轮轨列车

磁浮线。

已取得成果，高速磁浮系统的硬件设备，取得７０％

（２）建立国家综合运输体系中的高速磁浮交通
专线网

统集成技术，可以通过合理购买。当然，一些核心技

据铁道部研究规划，中国未来要建成１２万ｋｍ
的铁路网．其中有８

的国产化率是可能的。比较困难的是软件开发和系
术．还是要组织力量资助开发，以免受制于人。

ｋｍ为高速客运专线，联系

磁浮高速客运交通代表着一项高新技术，目前

间距为３００～４００ ｋｍ的大中城市，高速铁路的建设

世界仅有德国和日本有过深入研究，而我国已成功

规划、最佳选择是集快速、安全、环保、经济优势的磁

地建设了世界上第一条商业运行示范线，并在一些

浮高速客运交通。

领域形成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在

０００

３．建立我国磁浮交通工业体系的构想

国际磁浮系统产业分工中具独特地位。

目前．上海浦东一龙阳３０ ｋｍ的磁浮系统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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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系列的磁浮工业技术体系，与德国合作积累了

１综合运输．２００４，（６）

我国自己的经验，但是毋庸置疑，高速磁浮系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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