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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動運行將成標配三年內形成網絡

國產無人駕駛地鐵在京首發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中新網、新京網報道：具有完全自主知識
產權的中國第一條軌道交通全自動運行系統的北京地鐵燕房線30日正式投
入載客運營，試運營期間，日均客流量在7萬人次左右。隨着燕房線正式
開通，全自動運行系統將逐漸成為北京地鐵的 「標配」 ，新一輪軌道交通
線路建設都將採用全自動運行系統技術，到2020年左右將形成一張網。

燕房線信號系統提供方、交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副總裁王偉說，全自動運行技
術進一步提高了系統的可靠性，提高了多
系統之間的聯動性，使系統整體的故障率
大大降低。 「舉例來說，全自動運行不是
簡單減少司機數量，在當前中國軌道交通
運量不斷攀升的實際運營情況下，司機將
轉變為乘務員的角色，一旦列車發生故障
，乘務員可處理特殊情況，並把車輛駕駛
到安全地點。」
北京交通大學副校長張星臣表示，自
主化信號系統能夠更好地與中國軌道交通
超大客流的特點相匹配。同時，自主化研
發系統的示範應用極大提升了中國軌道交
通在世界軌道交通領域的地位和核心競爭
力，為中國城市軌道交通裝備 「走出去」
提供保障。
隨着燕房線正式開通，全自動運行系
統將逐漸成為北京地鐵的 「標配」，並將
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應用。根據相關規劃，
北京地鐵3號、12號、17號、19號線以及新
機場線等新一輪軌道交通線路建設都將採

當天，北京市首條中低速磁浮S1線、
有軌電車西郊線也開通試運營。
磁浮S1線全長10.2公里，共設8座車站
，本次開通石廠站至金安橋站區段7座車站
，長9公里。未來，S1線將加強北京西部地
區與中心城區的交通聯繫。
有軌電車西郊線西起香山站，東至巴
溝站，線路全長約9公里，共設6座車站，
屬於中低運量軌道交通，乘客可盡賞沿途
美景。

▲北京市民在紫竹院公園滑雪
網絡圖片

發車間隔
最短可縮
至2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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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一名 「
司機」 照顧
乘客，無需
操作列車，
只需在車上
監視即可。

智能：為應付突發
情況，科研人員設
計 了 41 種 場 景 ， 包
括 18 種 正 常 場 景 和
23 種 異 常 情 況 。 例
如自動開去洗車並
折返入庫。

全自動磁浮車市民爭嘗鮮

能力，北京地鐵運營有限公司今年就已先
後17次縮短列車間隔。
「
1分43秒，4號線由南向北方向早高
峰的最小發車間隔目前已是內地最短。」
北京京港地鐵有限公司項目副總經理鍾國
良說，北京的人口爆發式增長，一些地鐵
線路甚至在開通當年就達到了遠期設計流
量。
「到2020年，北京將擁有900公里軌道
交通，中心城區750米內軌道交通站點覆蓋
率將達到90%。」北京市交通委副主任容
軍說，不斷加密的軌道交通網絡將刷新 「
北京速度」，承載首都的快速發展。

積將達近百萬平方米，為歷年之最，市民
遊客可盡享冰雪運動魅力。
近年來，雪上活動項目備受青睞，成
為市民冬季遊園的重要選擇。北京市公園
管理中心有關負責人介紹，11處冰雪運動
場地包括自然冰場、人工雪場和冰場三種
類型。其中，既有陶然亭公園、紫竹院公
園內的老北京冰場，也有頤和園、北海公
園具有 「皇家範兒」的嬉冰場所，還有玉
淵潭公園等多家公園營造的雪場環境。
目前，紫竹院公園、陶然亭公園、玉
淵潭公園3家公園的雪場活動於本周內全
部開放，20多項雪地項目、千餘件雪上運
動器具供遊客遊玩體驗。

黑龍江推雪主題活動迎遊客
12月30日，遊客
在黑龍江著名景區雪
村開心遊玩。2018年
元旦假期期間，龍江
森工推出童話世界，
夢裏雪鄉；滑雪勝地
亞布力；四季大美鳳
凰山；原汁原味的雪
村等活動迎接八方來
客。

（記者

于海江）

稿

30日，北京燕房線、S1
線以及有軌電車線路西郊線
開通試運營。
7時許，從北京市西部
門頭溝區的石廠站發出的S1線列車上，已
有不少乘客 「嘗鮮」。
「我是頭一回坐磁浮車。」今年八旬
的史偉良和老伴一起來體驗這趟 「從窗戶
看着工程從無到有，直至開通」的線路。
他稱，車很平穩，今後進市區會更加方便
， 「平時坐890路公交車，有時等車等很
久，還擔心堵車，地鐵開通就不愁了。」
記者了解到，S1線磁浮列車線路設計
最高速度每小時100公里，實際運營最高
速度每小時80公里，從門頭溝區到石景山
區僅需十幾分鐘，加強了北京西部地區與
中心城區的聯繫。
北京磁浮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王平對
記者表示，與傳統輪軌交通相比，磁浮列
車在行駛過程中，車身浮起與軌道形成8

特

▲12月30日，北京 「最美」 有軌電車西
郊線開通運營
網絡圖片

北京公園開放11冰雪運動場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今年冬
天，隨着氣溫降低，北京市屬公園預計將
陸續開放11處冰雪運動場地，冰雪活動面

每節車廂裝有2個攝像頭，車
前方和側面也裝有攝像頭，無
死角監控，列車遇障礙物會自
動 停 止 運 行； 線 路 上 ，每 隔
200米裝有一個攝像頭；控制
中心設有4套服務器，即使3
套出問題，仍能正常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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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京報）

京軌道線608公里 10年增兩倍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燕房線
、西郊線、S1線3條軌道交通新線路12月30
日開通，北京市軌道交通運營線路由此增
加到22條，運營里程增長到608公里。這意
味着，從2008年的8條線路，200公里運營
里程算起，不到10年，北京市軌道交通運
營里程增長了兩倍。
2008年8條線路，2010年14條線路，
2017年22條線路……北京軌道交通網絡的
擴張之快，堪稱「北京速度」。而四通八達
的軌道網絡，每天客運量超1000萬人次。
巨大的客流壓力使高峰期北京市一些
軌道列車的負載率超過120%。為增加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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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房線黑科技

◀北京地鐵燕房線 「無人駕駛」 室
中新社

智 能

首條中低速磁浮線開通

人 力

司機將變身乘務員

▲12月30日，首條國產全自動地鐵，
北京地鐵燕房線開通試運行。圖為乘客
乘坐燕房線
網絡圖片

省 時

用全自動運行系統技術。
截至目前，內地已有12個城市已建、
在建城市軌道交通開通全自動運行線路。
北京機場線、上海10號線、廣州機場APM
（全自動旅客捷運系統）等均採用全自動
駕駛技術建設，但核心技術由國外引進。
燕房線作為中國首條自主研發的全自動運
行示範線路，標誌着中國軌道交通全自動
運行技術不再依賴進口，其技術探索和經
驗將為後續線路發揮樣板作用。

安 全

北京地鐵燕房線位於北京房山區，本
次開通線路包括14.4公里高架線路、9座車
站，設計時速為每小時80公里，所採用的
全自動運行系統技術已達到城市軌道交通
列車運行自動化水平的最高等級（GOA4
級），能夠自主完成上電自檢，自動發車
離站、自動到站開閉車門、自動折返、運
營後自動回庫休眠、自動洗車等全套操作
，整體技術已經達到國際領先水平，代表
着軌道交通技術發展方向。

至10毫米的間隙，沒有車輪與軌道的撞擊
、振動及摩擦，噪音控制在70分貝以內，
乘客會感到更加安靜平穩，乘坐起來也更
加舒適。
位於北京市房山區境內的燕房線，列
車外形像一隻飛躍的海豚。交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信號系統項目經理呂愛國介紹，
燕房線所有任務都由列車自行完成。其中
列車配備了電子眼，運行中若檢測到前方
軌道有異常情況，車輛會在1秒內自行制

動，確保安全。
位於北京市海淀區境內 「最美」線路
─西郊線的列車，白配紅，載着 「楓葉
情」，帶領乘客領略昆玉河、南水北調紀
念園、頤和園、北京市植物園、香山等風
景區。
開通首日，西郊線首發站巴溝站人頭
攢動，姜艷與朋友一早來搭乘這趟車去香
山， 「沒想到這麼多人」， 「跟公交比，
它肯定準點又不會堵車」。 （中新社）

◀ 30 日 ， 北 京
首條中低速磁浮
軌 道 列 車 S1 線
開通試運營。圖
為乘客刷卡進站
網絡圖片

深圳前海港貨中心奶粉熱賣
【大公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29日開始，內地進入2018年元旦三天假期
，深圳大批市民紛紛攜家人外出旅遊和購
物，其中，前海港貨中心成為客流主要集
散地之一。周大福港貨中心有關負責人表
示，當天就已接待了3000多人前來購物和

消費，預計三天假期將近萬人前來消費。
記者在港貨中心看到，一些家長專門
前來購買愛他美、美贊臣和美素佳兒等品
牌的奶粉，其中美贊臣荷蘭版一階段900
克每罐售價275元，僅比香港貴約10%。有
店員表示，當日生意較平時上漲了近兩成。

據了解，為吸引年輕人和兒童，港貨
中心元旦期間推出禮品屋優惠銷售，包括
大疆無人機、iPad、行李箱、兒童精美書
包等，不但有一定的折扣，還可以獲得抽
獎機會。因而，許多父母帶着小孩前來購
買。其中無人機、iPad和書包等最受青睞。

元旦假期首日5600萬人次出行
【大公報訊】綜合記者倪夢璟、新華
社報道：經國家旅遊局數據中心測算，12
月30日，全國共接待國內遊客0.56億人次
，實現旅遊收入345億元人民幣。
元旦假期首日，全國大部分地區以晴
天為主，總體適宜出行。各地中短途旅遊
、都市和郊區休閒遊成為消費主流，自駕
遊比例高。全國旅遊市場南下避寒、北上
玩雪趨勢相對明顯，三亞、廈門、深圳、
昆明、廣州等避寒旅遊目的地和哈爾濱、
瀋陽、吉林等冰雪旅遊目的地最受歡迎。
公路、鐵路、民航均迎來出行高峰，
全國鐵路預計當日發送旅客達1060萬人次
。公路出行以中短途自駕為主，部分遊客
選擇提前錯峰出遊，有效緩解了交通和景
區接待壓力。

據中國鐵路上海局集團介紹，元旦期
間，長三角鐵路將迎來高峰，共預計發送
旅客775萬人，其中30日預計發送旅客225
萬人，達到最高峰。


非常喜歡乘坐高鐵
「我是來上海參加國際象棋比賽的學
生，這次因為比賽結束要回家，與家裏人
一起回家跨年。」12月30日，正與家人等
待乘坐高鐵的林同學告訴記者，自己與家
人以及同學共5人因準備回溫州老家跨年
，便選擇了自己 「最喜歡的方式」回家。
正在候車回寧波的英國留學生詹姆斯
亦對高鐵稱讚連連， 「中國高鐵很快很棒
，服務也很到位。」在他看來，高鐵速度
快，票價適中，「我非常喜歡乘坐高鐵。」

▲30日，上海虹橋火車站迎來大客流
大公報記者倪夢璟攝
據悉，元旦小長假第一天，中鐵上海
局實際發送旅客189.8萬人，同比去年多發
送25.7萬人，增幅達到15.6%。為應對大客
流，該公司30日計劃加開旅客列車34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