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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深耕中国轨道交通行业30
余年， 始终锚定轨道交通信号系
统的核心技术研发， 缔造了轨道
交通的中国 “大脑”； 他带领团
队为我国构建了自己的技术体系
与信号产业， 实现中国轨道交通
信号系统的进口替代； 他曾荣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北京
市科学技术一二三等奖， 被评选
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
管理人才等；他荣膺“中国地铁50
年致敬人物”，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 他就是2020年全国劳动
模范 、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 “交控科技”） 董事长、 城
市轨道交通列车通信与运行控制
国家工程实验室主任郜春海。

自主创新， 解决我国城
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 “卡脖
子”难题

郜春海1989年考上北京交通
大学 ， 学习交通信号与控制专
业 ， 毕业留校当老师教信号专
业， 研究信号核心技术， 这一研
究， 便是30余年。

1969年我国首条地铁线路诞
生之后， 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
让西门子、 阿尔斯通等外企蜂拥
而至， 这使得我国长期处于被国
外技术和设备垄断的状态。 而被
称为 “人命关天”， 作为城市轨
道交通的 “大脑”与“中枢神经”
的信号系统不仅价格十分昂贵，
项目工期完全由老外说了算，核
心技术还长期受制于人。那时，一
套系统动不动就卖到几亿元的高
价， 国人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
地。 更令城市轨道交通人无奈甚
至愤怒的是， 谈判时外国企业动
辄就以 “涉及机密” 为由拒绝回
答中方合理的技术问题。

郜春海对此深有感触。 在上
世纪90年代末， 他经常以专家身
份参与核心设备的招标和采购谈
判， 目睹跨国公司一次次将国内
地铁信号控制系统大单收入囊
中， 我国还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
余地， 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很受
刺激， “即便我们通过艰苦的谈
判后， 日常的设备维护也令人十
分头疼， 一个零件出现问题甚至

要返回国外工厂， 维修时间长达
一年半载也是常事， 并且价格是
原来采购价的十几倍。 那时候真
的是 ‘花大价钱受洋罪’， 苦不
堪言。” 郜春海感慨地说。

“什么时候， 中国地铁能用
上咱自己的信号系统？” 作为一
个交通人， 郜春海不禁发出这样
的心声。

“买是买不来核心技术的，
买也买不来话语权， 只有自主创
新才能让中国轨道交通信号系统
不再受制于人！” 郜春海在心里
有了这样坚定的声音。 2000年 ，
为了我国轨道交通事业做大做
强， 当时在学校当老师的郜春海
响应国家核心技术国产化和自主
化战略号召 ， 结合学校科研优
势， 决定组建自主开发信号系统
研发团队， 开始了艰苦的自主创
新之路。

“但没有前人经验做参考，
国产信号设备要打破国外品牌的

垄断谈何容易， 从方法论、 研发
工具、 验证评估、 安全认证和项
目管理手段都是清一色的进口
货， 要打破国外如此环环相扣的
技术体系垄断难题一大堆， 初始
阶段几乎见不到希望！” 最迷茫
的时候， 他将自己封闭到一个地
方， 不分昼夜地进行研究分析，
然后再将思路源源不断地传到研
发基地。 在研发的过程中， 加班
加点是家常便饭， 有时候为了做
测试 ， 郜春海团队在 “咣当咣
当” 的列车上一呆就是好几天，
夏天一身汗， 冬天一身寒。

艰难困苦， 玉汝于成。 经过
10年的艰苦努力， 2010年底， 郜
春海带领团队， 成功攻克了国外
巨头几十年才研制出的第三代
CBTC技术， 能够在确保列车运
行安全的前提下， 缩短列车运行
间隔， 提高列车行驶速度， 从而
减少乘客候车时间， 大幅提高出
行效率。 该技术达到世界上最高

安全等级SIL4、 最短行车间隔90
秒的水平。

2010年12月30日， 由郜春海
主 导 的 “ 北 京 地 铁 亦 庄 线 ”
CBTC信号系统示范工程顺利开
通， 标志着自主创新CBTC系统
首次应用于实际工程， 使我国成
为亚洲第一个、 世界第四个掌握
该项核心技术并开通运用的国
家。 “终于打破外国长期垄断，
解决了制约我国轨道交通信号系
统几十年的 ‘卡脖子’ 难题， 我
们内心充满了喜悦和兴奋之情！”
谈到当时的情景， 郜春海依然十
分激动。 目前自主创新CBTC系
统已在全国范围广泛应用， 并逐
步开拓国际市场， 创造出中国第
一个完整的自主化CBTC系统产
业链。

不懈努力， 打破国外轨
道交通全自动运行领域技术
垄断

在CBTC成功落地后， 郜春
海并没有停止创新的脚步， 反而
不断做 “第一个吃螃蟹 ” 的事
情。

在当时， 不同的信号系统、
不同厂家的信号系统不能互相兼
容， 这不仅造成了运营维护的高
成本， 也让跨线运行成为奢望。
虽然， 互联互通能让车流组织与
客流需求的匹配度拥有更大优化
空间， 建设和人工成本也将持续
降低， 但是让十多家厂商的信号
系统实现互通绝非易事。 但郜春
海并没有被困难吓倒， 反而激发
起创新的热情。 他和研发团队经
过不懈的努力， 首次创造性提出
不同系统间互联互通的理念， 解
决了这一世界性难题， 并首次应
用于重庆互联互通国家创新示范
工程， 还带领国内多家企业开发
满足互联互通标准的系统， 形成
中国标准的CBTC互联互通产业
链。

对郜春海来说， 创新永远没
有止步的时候。 针对自动化和智
能化发展需求， 他又带领团队成
功攻克了自动化最高等级GoA4
级FAO (全自动运行， 俗称 “无
人驾驶 ”) 技术 ， 并在北京地铁

燕房线国家示范工程中首次应
用， 打破国外在轨道交通全自动
运行系统领域的技术垄断和技术
封锁， “这成为我国第一条真正
意义上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
动运行线路！” 郜春海兴奋地说，
在FAO基础上， 他进一步升级研
发并掌握第4.5代互联互通的全
自动运行系统， 并在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线上首次示范应用， 该条
线路设计速度达到 160公里/小
时， 成为目前全球最快的城市轨
道交通全自动运行线路， 实现了
FAO系统与国际同领域相比， 从
“跟跑” 到 “领跑” 的转变！

全力以赴， 实现在世界
范围内的“领跑”

30余年的耕耘， 正在结出耀
眼的硕果。 在郜春海的带领下，
交控科技逐渐从跟着国外技术路
线创新， 走向了原创性创新的无
人区 ，“跟着国外技术研发路线
走，永远也走不出自己的道路，实
现不了超越！ 只有走出自己的道
路， 才能让我国的技术创新走到
世界的前面！ ” 郜春海充满感慨。

“支撑技术创新的， 永远是
大量高科技人才！ 我们已经连续
几年， 跟相关部门合作， 投入大
量资金， 支持高校大学生开展技
术创新， 以便未来为轨道交通领
域输送大量的优质人才！ ”目前，
郜春海团队正在全力推动轨道交
通全场景的基础研究和全生命周
期的技术创新 ， 通过采用 5G+
AICDE（人工智能、物联网、云平
台、大数据、边缘计算）等新技术
为轨道交通赋能， 探索研发高效
率、低成本、可持续发展的第6代
智能轨道交通系统， 全力以赴实
现在世界范围内的 “领跑”。

“只有矢志不渝地坚持走自
主创新之路， 我们才能在全球轨
道交通行业的战略核心地带拥有
更多话语权， 才能给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增添强劲动力！” 在郜
春海的带领下， 交控科技正通过
自主创新， 为轨道交通进行智慧
化赋能， 为乘客提供更优质出行
体验， 进一步助力我国新基建和
交通强国的建设!

郜春海：缔造轨道交通的“中国大脑”
□本报记者 余翠平

李艳松是中建二局安装公司
北京环球影城主题乐园项目的机
电班组长，从2018年8月起，他和
工友们就负责起了环球影城侏罗
纪公园的主题灯光、 音视频及游
乐设施的调试工作。

春节期间， 李艳松照常来施
工现场， 对工作内容进行逐一查
漏补缺。按照往年惯例，现在他应
该在返乡的路上，准备回家团圆。

“年关将至，本来是想回家过
年的，但是今年响应“就地过年”
倡议，就在工地过年了，家里人都
能理解。 项目部给我们安排得妥
妥的，宿舍有空调，24小时热水洗
浴。”老家在山西长治的李艳松笑
着说， 本来他已经买好了回家的
火车票，和家里人商量之后，疫情
影响回家路上也不安全， 他决定
响应号召留京过年， 听说工地条
件这么好，家人也就放心了。

建筑工地人员复杂、 流动性
大， 春节又是务工人员集中返乡
的高峰期。受疫情影响，北京出台
了“非必要不出京”的政策，鼓励
外来务工人员就地过年。为此，中
建二局安装公司周密部署， 提前
摸排人员去向，储备应急物资，做
好留京人员生活保障工作。

虽然回不了家， 但李艳松并
没有失落，“在北京过年期间，每
天除了工资还能领到补贴， 有一
万多块钱哩。”李艳松的儿子去年
刚考上大学，“春节期间的补贴都
够儿子学费了。”他说。

和李艳松一样 ，52岁的赵耀
均是中建二局安装公司环球影城
项目的生产班组长， 今年他也在
工地过个特别的年。

春节将至， 赵耀均和往年一
样， 早早买好回四川达州老家的
火车票。 但随着政府提倡就地过

年， 加上公园里的娱乐设施进入
最后的调试阶段，工期紧张，赵耀
均退掉了火车票， 决定今年就在
环球影城工地上过春节。 他希望
能在春节期间尽快完成各项娱乐
设施的调试工作， 等到春暖花开
公园开园的时候， 再把家人接到
北京团聚， 一起在环球影城感受
他和工友们打造的奇幻世界。

“春节期间，食堂将继续供应
餐食，减免部分费用。”中建二局
安装公司北京环球影城主题乐园
项目经理杨猛介绍。据了解，为了
让外地工友在北京过一个好年，
项目部做了充分的准备， 留人更
留心。

“我们接到‘就地过年’号召
的第一时间就向工人发布了倡议
书，严格按照国家规定，调整春节
期间报酬， 并在1月20日至1月31
日，除工资之外每天补贴300元，2

月1日至20日， 每天补贴500元。”
杨猛介绍， 项目部根据留守工友
的数量， 合理安排了春节期间施
工计划，目前正在加紧囤积材料，
确保春节期间的正常施工。

北京环球影城主题乐园是世
界第五个，亚洲第三个环球影城，
在2014年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落
户于北京通州文化旅游区。 项目
由美国环球影业电影公司和首旅
集团共同出资， 总投资高达上百
亿， 是环球影城投资的世界上最
大的以电影和电视制片厂为主题
的主题公园， 预计2021年春季正
式营业， 对北京的旅游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

目前，李艳松、赵耀均和其他
30多位工友正在对园内的灯光照
明、 通风空调等设备进行全方位
调试， 全力以赴确保项目顺利开
园、有序运营。

□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王东坡

北京劳动者
之之歌

李艳松、赵耀均：项目上“别样”过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