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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条运用双流制技术的市域（郊）铁路江跳线

全国首条双流制市郊铁路今日开通

江跳线多项创新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8 月 6 日 13:58，全国
首条双流制市域（郊）铁
路——江跳线正式开通
运 营 ，乘 客 从 江 津 圣 泉
寺站到大渡口跳磴站全
程只需 28 分钟。这也是
重庆首条开通运营的市
域（郊）铁路。
江 跳 线 的 开 通 ，对
重庆加快交通强市建
设、打造“轨道上的都市
区 ”、构 建“1 小 时 通 勤
圈”，乃至全国轨道交通
领 域 都 具 有 开 创 性 、突
破性、示范性意义。
今 年 内 ，江 跳 线 列
车还将与城市轨道交通
5 号线贯通运营，乘客从
江津圣泉寺站可一车直
达 5 号线石桥铺站，这将
加快重庆“四网融合”的
步伐。
江跳线起于轨道交
通 5 号线跳磴站，止于江
津 区 圣 泉 寺 站 ，途 经 江
津区、九龙坡区、大渡口
区 、高 新 区 ，全 长 约
28.22 公 里 。 全 线 新 建
石林寺站、九龙园站、双
福站、享堂站、江津高铁
站、圣泉寺站 6 座车站，
由重庆交通开投铁路集
团（下称“市铁路集团”
）
负责运营管理。

自主攻坚
建设全国首条双流制市郊铁路

市铁路集团作为重庆市域（郊）铁路及城轨
快线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的专业化公司，牵头
组织国内专家对双流制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并结
合重庆山环水绕、江峡相拥的地形地貌特征，联
合重庆中车长客开展技术攻关。

城市轨道交通列车爬坡能力。
在故障自救方面，江跳线列车每辆车厢都有
动力，当一辆车厢动力出现故障时，其它车厢可
“带”故障车厢回到车库，实现故障工况的车辆自
救。
技术标准，市铁路集团牵头主编的《双流制
轨道交通技术标准》，是国内首本用于指导双流
制线路建设的技术标准，填补了我国现行规范空
白。该标准于 2022 年 6 月 1 日作为重庆市地方
标准正式实施。
此外，重庆中车长客公司在厂内建设了江跳
线专项实验列车线路，总长度达 1.7 公里，最高试
验速度达 50 公里/小时，填补了国内双流制车辆
试验验证及产业化的空白。

为何重庆能建成全国首条双流制市域（郊）
铁路？
市铁路集团总工程师王猛表示，江跳线列入
破解建设资金难题
重庆市域（郊）铁路规划，目的就是加快江津区建
创新投融资模式
设同城化发展先行区，深入推进“四网融合”，让
优质便捷高效的轨道交通服务逐渐向主城新区
延伸，助力打造
“轨道上的都市区”。
2015 年，
江跳线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
如果江跳线按照传统的市域（郊）铁路建设，
“江跳线批复之初，曾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确
无法实现与 5 号线贯通运营，
乘客从中心城区往返
定建设制式(最终确定建设双流制市域（郊）铁
江津时，就面临一个问题：在跳磴站需要下车换
路)；
二是解决建设资金。”
王猛回忆说。
乘，
这就无法满足乘客
“一车直达”
、快速便捷的出
根据相关规定，市域（郊）铁路由地方政府出
行需求，
江津区同城化发展的效果也会打折扣。
资。资金问题成为江跳线开工建设的
“拦路虎”
。
创新贯通运营模式
从贯通运营角度，为何不直接建成地铁？对
在经过前期多次调研后，市委、市政府和江
此，王猛表示，将地铁建到主城新区，不仅不经
津区委、区政府立足国内实践，借鉴国际成功经
年底江跳线列车将开到石桥铺
济，也不科学。再者，国家出台《关于推动都市圈
验，探索新型投融资模式，采用 PPP 与市区共建
市域（郊）铁路加快发展的意见》等文件，大力支
相结合的多元化模式解决资金难题，即项目采取
“乘坐江跳线，只需刷一次卡、进一次站，20
持和鼓励建设市域（郊）铁路。
“A 包+B 包”的模式：A 包由江津区政府负责土
多分钟就能到达跳磴，并在同站台换乘轨道交通
王猛解释，市域（郊）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地
建工程；B 包采用 PPP 模式建设，由社会资本方中
5 号线，非常方便。”曾参加试乘、家住江津区圣泉
铁功能定位不一样，即地铁覆盖中心城区的高密
国铁建和政府出资人代表市铁路集团共同负责
寺、在九龙坡区石桥铺上班的的黄先生如此点赞
度大客流，设计速度一般为 100 公里/小时以内，
机电设备、运营维护等的新型投融资模式，特许
江跳线的快捷。
服务范围在 50 公里以内，站间距离为 1~3 公里；
经营期结束后，再将江跳线整体项目设施移交给
放在以前，黄先生交通高峰期从江津区开车
市域（郊）铁路设计时速为 140~160 公里/小时，
市政府指定机构。
去石桥铺需要 1 个多小时，碰上节假日或者高速
服务范围一般为 50~100 公里，站间距大于 3 公
“采取多元化投融资模式有利于节省政府基
公路堵车，
要花更长时间。
里，更适合中心城区与主城新区之间的交通连
础设施的初期建设投资支出，整合社会资源，盘
如今，江跳线通车，乘客乘车到达跳磴站后
接。市域（郊）铁路以地面和高架为主，投资成本
活社会存量资本，对于江津区加快融入主城都市
无需出站，在跳磴站站台即可实现与 5 号线同台
相对较低，运行速度更快。
区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通过社会资
换乘。
干线铁路和城际铁路设计速度分别为 300
本方的参与建设，也带来了项目建设管理的先进
江津区居民乘车去中心城区上班再也不怕
“晚
公里/小时以上、200~300 公里/小时，站间距离
理念，提高了江跳线建设效率，对于江跳线工期
点”
，
去解放碑、
观音桥等商圈购物也不在话下。
30~50 公里，
适合乘客中长途旅行。
的保证有重要意义。”江津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
更让沿线居民期待的是，
最快今年底，
江跳线
不仅如此，放眼全球，现代化大都市圈都以
责人表示。
与轨道交通 5 号线贯通运营，
江跳线列车可开到石
市域（郊）铁路来支撑。如东京、巴黎、伦敦等世
2016 年，
江跳线江津区启动建设。
桥铺站，
市民沿途可换乘1号线、
6号线、
9号线以及
界知名都市圈，都建有数倍于城市轨道交通的市
环线。未来，
待5号线中段贯通运行后，
江跳线列车
域（郊）铁路网，形成了从核心城市（城区）到周边
申请和获得 20 多项技术专利
可直接开行至5号线园博中心站。
的轨道
“1 小时通勤圈”
。
远期，江跳线还将与 7 号线（规划）、17 号线
填补国内多项技术空白
国内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明确提出通过建设
（规划）和渝昆高铁（在建）实现同站便捷换乘，并
市域（郊）铁路，打造
“1 小时通勤交通圈”。
预留与轨道交通 18 号线贯通条件，进一步方便
“ 创 新 ，贯 穿 于 江 跳 线 整 个 建 设 运 营 全 过
专家认为，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
沿线居民出行。
程。”王猛表示，在江跳线建设过程中，由市铁路
断深入以及推进“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做大重庆
市铁路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官波表示，
未来，
集团牵头组织，已申请和获得技术专利 20 多项，
主城都市区“极核”势在必行。重庆要打造“轨道
重庆将构建起联通中心城区的
“两纵两横”
4条、
260
其中多项关键技术属国内首创，填补了国内多项
上的都市区”和实现“1 小时通勤圈”，只能建立在
公里城轨快线和辐射主城新区的
“一环十射”
11条、
双流制核心技术空白，受到了全国乃至全球关
轨道交通基础之上，构建多层次轨道交通网体
1061 公里市域（郊）铁路，
形成一张崭新的、
高质量
注。
系，通过市域（郊）铁路来填补。
的都市快线网络。预计到2035年，
“轨道上的都市
在江跳线石林寺站与中梁山隧道进口路段，
那么，该如何破解不同层次轨道交通网络高
区”全面建成后，主城都市区各区之间可 1 小时通
设有交、直流转换路段，
采用的双流制技术不仅填
效融合发展的难题？
达、相邻地区之间半小时通达，
真正实现
“1 小时经
补了国内空白，
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水平。
经过深入研究论证，
专家给出了解决方案——
济圈”
、
“1 小时通勤圈”
和
“一日生活圈”
，
市民获得
据介绍，目前，我国轨道交通供电制式通常
将江跳线建成全国首条采用双流制技术的市域
感、
幸福感将大大提升。
分为两种：交流 25 千伏和直流 1.5 千伏。交流 25
（郊）铁路。
除了创新贯通运营模式外，江跳线还打造了
千伏制式，供电距离远，适用于干线铁路、城际铁
双流制市域（郊）铁路，在国内尚无应用先
“精、
准、
服”
特色运营服务品牌。
路和市域（郊）铁路；直流 1.5 千伏制式，供电距离
例，如何建设？
在智慧化服务方面，江跳线江津高铁站及圣
近，
适用于城市地铁和单轨。
答案：自主研发攻坚。
泉寺站，安装在站台门的 PIS 屏不仅可显示列车
因为供电制式和车辆限界的不同，地铁、单
到站时间、发车间隔、首班和末班车发车时间等
轨列车与市域（郊）铁路列车分属不同技术特征
信息，还可显示列车车厢拥挤度。车辆在未进站
的两张轨道网，
通常不能跨线路运行。
时，乘客就可根据颜色选择人数较少的车厢，从
江跳线之所以能打破这种格局，原因在于创
而避免出现各车厢乘坐不均的现象。
新研发了双流制技术。
智能化运营，江跳线车站的中控室都设有
据介绍，由市铁路集团和重庆中车长客联合
“一键开关”
，工作人员只需按一个按钮，就可以
研发的江跳线双流制列车，搭载两套牵引供电系
实现车站全部设备的关闭或开启，极大提升了车
统，当列车行驶到石林寺站与中梁山隧道进口路
站管理效率。传统的轨道交通车站，每天早晨发
段时，靠跳磴方向采用的与 5 号线一致的直流
车前和晚上收车后，工作人员需要开启和关闭车
1.5kV 供电制式，靠江津方向采用交流 25kV 供
站的相关设备，如监控画面、广播语音播报、电扶
电制式。双流制列车在自动完成供电制式的转
梯、卷帘门等。若工作人员通过步行，逐一开启
换的同时，
依然行驶如常，
感觉不出任何异样。
或关闭设备，
大约需要 20 分钟。
不仅如此，
江跳线创新还表现以下方面——
列车舒适性方面，江跳线列车的空调出风
车辆方面，双流制车辆，不仅载客量更大，爬
口，除了布局在车顶两侧、在列车中顶部，增加了
坡能力强、故障自救能力也更强。
一排分散式送风小孔。这是重庆中车长客通过
一列车最多可容纳乘客 2322 人，较 1 号线和
对列车内温度场、湿度场、风速场等性能指标仿
6 号线列车运能提升 15%。
真计算，创新采用这种中顶分散式小孔送风方
爬坡能力方面，
由于江跳线车辆搭载了两套供
案，避免空调栅格式集中送风，冷气直接对着乘
电系统，
整车重量增加了约 8 吨。市铁路集团与重
客头部吹。
庆中车长客特别进行技术攻关，
提升牵引传动系统
为减少噪音和震动，列车运用噪声分析控
能力，
将列车最大爬坡能力提升
50‰，
也大大高于
江跳线车辆段运用库

制技术，将声学设计融入车辆设计全过程，在
车辆进入隧道时自动关闭空调风门，提高车辆
的气密性，防止乘客出现耳鸣问题；在转向架
上增设抗蛇形减震器，确保列车快速运行中的
稳定性等。
推出特殊人群无障碍预约出行、重点乘客帮
扶等特色服务举措；成立模范班组，快速响应乘
客需求，
让出行更贴心，
乘客更暖心。
解决车辆日常运维难题，在列车检库内设置
了直流 1.5 千伏和交流 25 千伏双电源方案，解决
了列车在库内实现交流、直流两种工况下的维修
维护及保养需求。
江跳线采用 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建立
了建管平台、数管平台、运维平台三大平台，实现
了从规划设计、施工建造、投资造价和运营维护
过程中的数字化、智能化管控。特别是每个设备
都拥有自己的二维码，设备维护人员只需拿手机
一扫，就可获得设备的 BIM 模型、维修履历及技
术图纸等，
做到设备的所有资料一目了然。
目前，
《双流制市域（郊）铁路与城市地铁贯
通运营成套技术》已获批成为中国城市轨道交通
协会全国示范工程，未来“双流制”技术和产业有
望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推广及应用。
雯雯
图片由重庆市铁路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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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铁路集团简介
重庆市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作为重庆市
域（郊）铁路及城轨快线项目的投资、建设和
运营管理的专业化公司，于 2013 年底经市政
府批准成立，为重庆交通开投集团所属骨干
子企业。目前，集团承担着建设城轨快线 15
号线一期、15 号线二期、27 号线和市域（郊）
铁路江跳线、璧铜线、渝合线一期以及关坝铁
路专用线等 7 个项目，总里程约 210 公里，投
资规模超 1000 亿元。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市铁路集团紧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
交通强市等战略部署，全力推进“市域（郊）铁
路+城轨快线”的一体化都市快线网络体系
建设，为构建服务主城都市区“1 小时通勤
圈”，助力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区”，更好服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
质生活积极贡献力量。
未来，市铁路集团将聚焦国际化、绿色
化、智能化、人文化“四化”目标要求，积极担
当交通强市建设主力军重任，全力推进都市
快线网络建设，精心扮靓都市快线品牌，让城
市运行更畅通高效、
市民出行更便捷舒适。

重庆市铁路集团部分重点项目
城轨快线 15 号线一期。城轨快线 15 号
线一期工程全长约 38.7 公里，设车站 14 座，
起于九曲河东站，
终于两江影视城站。
城轨快线 15 号线二期。15 号线二期工
程全长约 32.8 公里，设车站 11 座，西起曾家
站，
东至九曲河东站（不含）。
城轨快线 27 号线。城轨快线 27 号线全
长约 51.9 公里，设 14 个车站，西起璧山站，东
至重庆东站。
市域（郊）铁路铁路江跳线。市郊铁路江
跳线全长约28公里，
全线新建车站6座，
起于轨
道交通5号线跳磴站，
终点为江津圣泉寺站。
市域（郊）铁路璧铜线。璧铜线全长约
37.4公里，
设车站9座，
起于璧山站，
终于铜梁西
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