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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一、我国现代交通运输业概述 

所谓现代交通运输业，是指现代社会从事旅客和货物运输业的总称。可以说交通运输业

是人类生活的要素，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桥梁，是沟通工农业、城乡、地区、企业之间经济

活动的纽带，同时交通运输业也是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之一。交通运输业又

是面向社会为公众服务的公用事业，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先行性影响的基

础行业。国民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的。 

现代化的交通运输方式主要有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和管道运输。

这 5种运输方式在技术经济上各有长短，都有适宜的使用范围。 

1. 公路运输 

公路运输是在公路上运送旅客和货物的运输方式，是交通运输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主

要承担短途客货运输。公路运输所用运输工具主要是汽车，因此，公路运输一般指汽车运输。

在地势崎岖、人烟稀少、铁路和水运不发达的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公路运输为主要运输方

式，起着运输干线作用。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469.63万km，公路密度48.92km/

百km2。公路养护里程459.00万km，占公路总里程97.7%。全国四级及以上等级公路里程

422.65万km，占公路总里程的90.0%。高速公路里程13.10万km，全国通公路的乡（镇）

占全国乡（镇）总数的99.99%。全国拥有公路营运汽车1435.77万辆，拥有载客汽车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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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辆，载货汽车1351.77万辆。 

2. 铁路运输 

铁路运输，乃一种陆上运输方式，以两条平行的铁轨引导。铁路运输是已知陆上交通方

式中最有效的一种。铁路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同时又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

前提条件。现在我国铁路运输网络已经相当完善，各省、自治区都为铁路所连通。同时，随

着高铁的诞生，标志着我国铁路运输一个新的里程碑。截至 2016 年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

已达12.4万km，其中高速铁路2.2万km，高速铁路运营里程高居世界第一。全国铁路路网

密度129.2km/万km2；电气化铁路里程达到8.0万km，铁路复线里程6.8万km。 

3. 水路运输 

水路运输是以船舶为主要运输工具，以港口或港站为运输基地，以水域（包括海洋、河

流和湖泊）为运输活动范围的一种运输方式。水运至今仍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最重要的运输方

式之一。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内河航道通航里程12.71万 km，等级航道6.64万km，占

总里程的52.3%；全国港口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30388个，万吨级及以上泊位2317个，其

中，沿海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1894个，内河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423个。全国拥有水

上运输船舶16.01万艘，集装箱箱位191.04万标准箱。 

4. 航空运输 

航空运输是使用飞机、直升机及其他航空器运送人员、货物、邮件的一种运输方式，具

有快速、机动的特点，是现代旅客运输，尤其是远程旅客运输的重要方式，也是国际贸易中

的贵重物品、鲜活货物和精密仪器运输所不可缺的运输方式。机场作为航空运输的起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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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航空运输系统的重要基础设施。截至2016年年底，共有颁证民用航空机场218个，其中

定期航班通航机场216个，定期航班通航城市214个。年旅客吞吐量达到100万人次以上的

通航机场有77 个，年旅客吞吐量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的有28个，年货邮吞吐量达到10000t

以上的有50 个。 

5. 管道运输 

管道运输是用管道作为运输工具的一种长距离专门由生产地向市场输送石油、煤和化学

产品的运输方式。管道运输系统的基本设施包括管道、储存库、压力站（泵站）和控制中心。

管道是管道运输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由于管道运输的过程是连续进行的，因此管道两端必

须建造足够容纳其所承载货物的储存槽。截至 2015年年底，管线总里程达到12万 km，其

中原油管道约2.3万 km，成品油管道约2.1万km，天然气管道约7.6万km，管道货运量7.1

万t。对于具有易燃特性的石油运输来说，管道运输有着安全、密闭等特点。管道运输具有

建设周期短，投资少，占地少；运输损耗少，无“三废”排放，有利于环境生态保护；可全天

候连续运输，安全性高，事故少；运输自动化，成本和能耗低等明显优势。 

二、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史 

（一）世界铁路的发展 

自1825年英国出现世界上第一条从斯托克顿至达林顿的铁路以来，铁路至今已有 180多年

的历史。16世纪中叶，英国兴起了采矿业，为提高运输效率，在道路上铺了两根平行的木材作

为轨道。17世纪时，将木轨换成了角铁形状的钢轨，角铁的一边起导向作用，马车则在另一条

边上行驶。后经多年的改进，才逐渐形成今天的钢轨，因此，各国至今都沿用“铁路”这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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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运输一出现就显示出多方面的优越性，很快在世界上得到迅速发展。目前，世界铁

路运营里程总长达到113万km以上，美国铁路运营里程居世界第一位，现有铁路 26万km，

中国和俄罗斯分别为12.4万km和8.5万km，居第二、第三位。 

继英国1846年采用了臂板信号机、1868年采用了自动车钩和空气制动系统后，铁路的

行车速度和可靠性大大增加，铁路运输得到很大发展。此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世界交通领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传统的陆路运输格局被彻

底改变，公路、航空、管道等现代交通运输方式迅速兴起，对铁路形成了强大的替代性竞争，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逐步形成，再加上铁路自身管理体制的不适应和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使得

铁路在这一时期发展相对迟缓，有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停滞局面，造成世界铁路网规模缩小，

客货运量比重下降，经营亏损严重，铁路发展进入低谷，一度被视为“夕阳产业”。 

1973年，世界能源危机，使公路和航空运输发展受到限制，而铁路运输受此影响相对较

小，加上运输过程中排放的废气及产生的噪声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其他交通运输工具相比最

低，特别是高速、重载铁路运输的出现，更使人们认识到铁路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物质文

化生活提高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世界各国铁路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铁

路网结构进一步优化，客货运量有了较大回升。 

世界主要国家铁路相继修通的年份如表1.1所示。19世纪末，世界铁路总长已达65万km，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达到110万km，20世纪20年代达到127万km。其后由于公路、航空运

输的迅速发展，世界铁路修筑速度逐渐缓慢下来，目前世界铁路总长稳定在110万km左右。 

表 1.1  世界主要国家铁路修通年份 

国  名 修通年份 国  名 修通年份 国  名 修通年份 国  名 修通年份 



5 

英  国 1825 加拿大 1836 瑞  士 1844 埃  及 1855 

美  国 1830 俄  国 1837 西班牙 1848 日  本 1872 

法  国 1832 奥地利 1838 巴  西 1851 中  国 1876 

比利时 1835 荷  兰 1839 印  度 1853   

德  国 1835 意大利 1839 澳大利亚 1854   

（二）我国铁路的发展 

1. 旧中国铁路概况 

1876年，英国用欺骗的手段修筑了中国第一条上海至吴淞的14.5km的窄轨铁路，这条

铁路在经营了1年多以后，被清政府以28.5万两白银收回并拆除。时隔5年即 1881年，清

政府为了运煤的需要，由中国人自己出资、自己设计、自己修筑了唐山至胥各庄间11km的

标准轨距铁路，从而揭开了中国自主修建铁路的序幕。此后又在我国台湾修筑了台北到基隆

港和新竹的铁路。但由于清政府的昏庸愚昧和闭关锁国政策，早期修建铁路的阻力很大，到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夕，近 20年的时间里仅修建了约 400km多的铁路。从 1876年至

1949年的70多年间，旧中国共修筑了2.1万km多的铁路。这些铁路既不成网，布局也极不

合理，更没有统一的管理。每条铁路各自为政，互相排挤，设备陈旧，运输效率低。旧中国

铁路设备繁杂，一切铁路设备、零件全靠外国进口，成为各国陈旧技术设备的高价倾销地，

机车多达120种，钢轨130多种，故有“万国博览会”之称。 

1905—1909年，在我国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的领导下，修筑了由我国自主设计、自

行施工的京张铁路，全长206km。并在青龙桥车站设计了“人字形”展线方案。京张铁路的成

就显示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在中国铁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 新中国铁路运输业的发展 

（1）路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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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路网是铁路运输的重要基础设施。铁路路网的规模、结构和质量，不仅直接反映出

一个国家铁路的发展水平，也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铁路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国

家历来高度重视铁路发展，2004年，国务院批准实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以来，我国铁路发展成效显著，基础网络初步形成，服务水平明显提升，创新能力显著

增强，铁路在增强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 2016 年年底，全国

铁路营业里程已达12.4万km，其中高速铁路2.2万 km，提前实现原规划目标。 

为更好发挥铁路骨干优势作用，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国家发改委等部门于

2016 年 7 月修编了《规划》，规划期为 2016—2025年，远期展望到 2030年。《规划》目

标是在原规划“四纵四横”主骨架基础上，增加客流支撑、标准适宜、发展需要的高速铁路，

同时充分利用既有铁路，形成以“八纵八横”主通道为骨架、区域连接线衔接、城际铁路补

充的高速铁路网。重点围绕扩大中西部路网覆盖，完善东部网络布局，提升既有路网质量，

推进周边互联互通。其中“八纵”通道为：沿海通道、京沪通道、京港（台）通道、京哈—

京港澳通道、呼南通道、京昆通道、包（银）海通道、兰（西）广通道；“八横”通道为：

绥满通道、京兰通道、青银通道、陆桥通道、沿江通道、沪昆通道、厦渝通道、广昆通道。 

普速铁路网方面，重点围绕扩大中西部路网覆盖，完善东部网络布局，提升既有路网质

量，推进周边互联互通。一是形成区际快捷大能力通道。包含 12 条跨区域、多径路、便捷化

的大能力区际通道。二是面向“一带一路”国际通道。从西北、西南、东北3个方向推进我国

与周边互联互通，完善口岸配套设施，强化沿海港口后方通道。三是促进脱贫攻坚和国土开

发铁路。四是强化铁路集疏运系统。规划建设地区开发性铁路以及疏港型、园区型等支线铁

路，完善集疏运系统。 

综合交通枢纽方面，枢纽是铁路网的重要节点，为更好发挥铁路网整体效能，配套点线

能力，按照“客内货外”的原则，进一步优化铁路客、货运枢纽布局，形成系统配套、一体便

捷、站城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实现客运换乘“零距离”、物流衔接“无缝化”、运输服务“一

体化”。 

上述路网方案实现后，远期铁路网规模将达到20万 km左右，其中高速铁路4.5万km

左右。全国铁路网全面连接2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速铁路网基本连接省会城市和其他50万

人口以上大中城市，实现相邻大中城市间1～4h交通圈，城市群内0.5～2h交通圈。 

（2）其他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路网优化和发展的同时，我国机车、车辆、信号、通信及

组织管理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1.2反映了近年来铁路主要运输设备数量变化情

况。尤其是近十多年，铁路部门在关注铁路基础设施不断增加以适应国民经济需要的同时，

更注重技术的改革与创新。如在工程建造、高速列车、列车控制、客站建设、系统集成、运

营管理、调度指挥等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铁技术。在上海虹桥站成功应用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与建筑一体化技术；在机车车辆装备技术方面，车体头型优化、转向架、

牵引传动、制动系统、弓网关系、智能化、气密性、减振、降噪、舒适性等十大技术创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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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已在高速列车上应用。成功研制大修列车等大型养路机械。此外，自动化、现代化的大型

编组站、客运站和货运站相继建成；计算机技术及先进的数据通信技术在铁路运输生产、经

营管理中的广泛采用，进一步推进了铁路运营管理向综合化、自动化发展。 

表1.2  1985—2016年铁路主要运输设备数量 

项  目 
年  份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6 

线路/万 km 5.50 5.78 6.26 6.87 7.54 9.10 12.4 

机车/台 12 140 13 970 15 554 15 253 17 473 19 431 21 000 

客车/辆 21 106 27 526 32 663 37 249 40 328 52 130 71 000 

货车/辆 304 613 368 561 436414 443 902 541 824 622 284 764 000 

三、我国铁路运输分类 

（1）按铁路管理权限的不同，可将铁路分为国家铁路、地方铁路、合资铁路、专用铁路、

铁路专用线等。 

① 国家铁路。国家铁路是指由国家出资修建的中国铁路总公司（以下简称铁路总公司）

管理的铁路，它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② 地方铁路。地方铁路主要是地方自行投资修建或者与其他几种铁路联合投资修建，由

地方人民政府管理，担负地方公共客货短途运输任务的铁路。 

③ 合资铁路。合资铁路分为国内合资铁路和中外合资铁路。国内合资铁路是指由两个或

两个以上企业或其他单位合资修建的铁路。中外合资铁路是指由中方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或

者其他单位与外商投资者联合修建的铁路。 

④ 专用铁路。专用铁路是指由企业或其他单位管理，并配有机车动力、车辆、站段等铁

路设备，专为本企业或本单位内部提供运输服务的铁路。专用铁路主要用于非营业性运输，

但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也可用于公共旅客、货物营业性运输。 

⑤ 铁路专用线。铁路专用线是指由企业或其他单位管理的与国家铁路或其他铁路线路接

轨的专为企业使用的铁路岔线，铁路专用线一般不配备机车，大型企业也可配置自己的专用

机车及专用自备车辆。 

（2）按运输方式多少，铁路运输分为单一方式运输和铁路多式联运。 

铁路多式联运一般有国内铁路与国内公路、航空、水路联运；同时，也应包括国内铁路

与国际海上相互间的联运。《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规定：国家铁路、地方铁路参加国际联

运，必须经国务院批准。 

（3）按是否以营利为目的，可将铁路运输分为营业性运输和非营业性运输。 

① 营业性运输。营业性运输是指为社会服务、发生各种方式运输费用结算的运输。目前

我国铁路的客、货运输都是营业性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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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非营业性运输。非营业性运输是指为本单位服务、不发生各种方式运输费用结算的运输。 

四、我国铁路运输的特点 

1. 铁路运输是高度集中、统一指挥的大企业 

铁路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关系到国计民生；而铁路运输又是在

点多、线长、流动分散的情况下，夜以继日、连续不断地在高速运输中进行生产活动。这就

决定了铁路必须强调高度集中、统一指挥，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重点物资运输，才能保证铁

路运输任务的完成，也才能获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铁路运输是一部大联动机 

铁路的运输生产是由车务、机务、工务、电务、车辆等很多部门和很多工作环节紧密联

系而共同完成的。各部门、各单位、各工种、各个工作环节必须紧密配合、协调动作，如同

钟表一样准确而有节奏地工作，才能安全、有序地完成繁重的运输任务。铁路运输生产中，

如果一个局部或一个单位或一个关键岗位出现疏忽或差错，就可能造成事故，影响整条线路

的畅通。所以，要求每一个铁路职工必须有高度认真负责和互相协作的精神。 

3. 铁路是半军事化的大企业 

铁路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求铁路职工战时全力以赴服从战

争需要，日常应严格遵章守纪、服从上级命令。铁路的各项规章制度具有科学性，其中有些条

文是用血的代价换来的，因而带有权威性、强制性，是铁的纪律。每个铁路职工必须接受纪律

的约束，增强纪律观念，培养执行规章制度和严守纪律的自觉性，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 

由于铁路具有上述特点，因此，要求铁路的企业管理、组织运输生产和各项改革都必须

适应这些特点。只有这样，铁路运输生产才能做到安全正点、畅通无阻。 

五、铁路运输的基本设备 

铁路运输设备是铁路完成运输任务的物质基础。为完成客货运输任务，必需的基本设备

有以下几类： 

（1）线路：是机车、车辆和列车的运行基础。 

（2）车辆：是装载货物和运送旅客的工具。 

（3）机车：是牵引列车和调车的基本动力。 

（4）车站：是办理旅客和货物运输的生产基地。 

（5）信号及通信设备：完备先进的信号通信设备是确保行车安全和提高运输效率的必要

手段。人们通常把它们比作铁路运输的“耳目”。 

（6）铁路信息技术设施及安全保障设施：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和相关设施，是提高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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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利用率和更加有效地组织运输生产的保障；而安全保障设施是我国铁路行车安全

的基本保证。  

当然，为了确保运输工作安全、顺利、有序、不间断地进行，铁路各种基础运输设施必

须经常保持良好的状态，这就需要对各种运输设备进行各项保养、维护和检修工作，铁路部

门为此专门设置了不同种类的修理工厂、业务段、检修所和信息所等。 

复习与思考 

1. 简述铁路运输业的特点。 

2. 简述我国铁路运输设备的发展趋势。 

3. 简述世界铁路运输设备的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