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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导入】 

随着中国高铁的迅猛发展，我国铁路交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铁路运输业的发

展历程如何？铁路运输业有什么特点？高速铁路的发展概况如何？我国和谐铁路建设的内

涵如何？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有助于学生学习“铁道概论”这门课程。在本项目中学生将

会逐一了解这些问题。 

【学习目标】 

（1）了解现代交通运输业的作用、性质和种类； 

（2）掌握铁路运输业的特点； 

（3）了解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历程； 

（4）了解我国铁路的规划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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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一  了解现代交通运输业的作用、性质和种类 

【图片引导】 

   

  

图 1.1.1  运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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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知识】 

一、现代交通运输的作用 

交通运输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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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业又是流通领域的支柱，它是沟通工农业、城乡、地区、

企业之间经济活动的纽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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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运输业中的交通网络，就好像是布满祖国各地的脉络，把全国联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为各民族的团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运输业把国民经济中各生产部分的产、供、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成为发展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和工农业现代化的先导。 

（3）运输业对巩固国防，实现国防现代化以及在反侵略战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甚至是

用经济尺度所不能衡量的。 

（4）运输业在对外开放、对外贸易和发展世界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以及在国家间经济、

技术、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现代交通运输的性质与特点 

随着生产力发展，社会出现行业分工，有了产品交换，也就产生了交通运输。随着生产

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在的交通运输已独立成为一个物质生产部门。它的生产过程表现为

运送旅客和货物的运输过程，其运送对象在位置上的变换是生产在流通过程中的继续。交通

运输虽是一个物质生产部门，但它又不同于其他的物质生产部门，因为交通运输的生产不为

社会创造出新的物质产品，在运输过程中，既不增加运送对象的数量，也不改变运送对象的

性质，运输旅客和货物的结果，只是改变了旅客和货物所在地的位置。因此，“位移”就是交

通运输的“产品”，它是以“人千米”和“吨千米”为单位来计量的。 

三、现代交通运输的种类 

现代交通运输业主要包括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及管道运输等五种方式。 

（一）5 种运输方式的特点 

1. 铁路运输 

铁路运输是以固定轨道作为运输道路，由轨道机械动力牵引车辆运送旅客和货物，或由

动车组运送旅客的运输方式，如图 1.1.2所示。铁路运输具有节能、环保、安全、大运力等特

点，每一列列车运载旅客和货物的能力远比汽车和飞机大得多，我国常规铁路的旅客列车运

行速度一般为 80 km/h 左右，特快旅客列车为 120～160 km/h，高速旅客列车可达 250～

350 km/h。此外铁路运输还具有占地少、能耗低、污染小、成本低、全天候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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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  铁路运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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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所用运输工具主要是汽车，因此，

公路运输一般指汽车运输，如图 1.1.3所示。其主要优点是机动灵活、使用方便和实现门到门

的直达运输，对客货运量大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同时可担任铁路、水路等运输方式的补充

和衔接。公路运输（高速公路除外）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较，具有投资少、资金周转快、投

资回收周期短和技术改造较容易等优点。但其装载量小，单位运输量的能源消耗大，运输成

本高，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排放污染物和产生噪声污染等，造成汽车公害。 

 

图 1.1.3  公路运输 

3. 水路运输 

水路运输是以船舶为交通工具，在水域沿航线载运旅客和货物的一种运输方式，如图

1.1.4所示。水路运输按航行的区域分为远洋运输、沿海运输和内河运输三种类型。水路运输

的运输能力相当大，在海洋运输中，目前世界上超巨型油轮的载质量可达 55万吨，巨型客船

也可达 8 万吨。此外，水路运输具有占地少、运输成本低、能耗少、投资省等突出的优点，

但其运输速度较其他运输工具慢且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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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4  水路运输 

4. 航空运输 

航空运输是用飞机运送旅客和货物的一种运输方式，如图 1.1.5所示。航空运输在 20 世

纪崛起，是运输业中发展最快的行业。其最大的优点是速度快，具有一定的机动性，不受山

川地貌、河流湖泊等限制，只要有机场和导航设施保证，即可开辟航线。其缺点是载运能力

小、能源消耗大、运输成本高。 

 

图 1.1.5  航空运输 

5. 管道运输 

管道运输是以管道作为运输通道，并备有固定式机械动力装置的现代化运输方式，如图

1.1.6所示。管道运输是近几十年来得到迅速发展的一种运输方式，主要以流体能源石油、天

然气、成品油为运输对象，现在还可以运输煤和矿石等货物。管道运输具有运送能力大、效

率高、成本低、能耗小等优点。管道运输所用的管道埋于地下，还具有占地少、不受地形坡

度限制、不受气候影响、能长期稳定运行、沿线不产生噪声且漏失污染少等优点，是一种很

有发展前景的现代运输方式。但管道运输由于长期定点、定向、定品种运输，调节范围窄且

不能输送不同品种的货物。各种运输方式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既相互独立，又相

互依存，既有协作，又有竞争。只有多元化的综合利用、合理布局、协调发展，建成科学的

综合运输体系才能对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发挥最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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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6  管道运输 

（二）各种运输方式特征 

1. 送达速度 

送达速度是指运载工具将所运送的对象（旅客或货物）从始发地运送到终到地的全部时

间。各种运输方式有其适用的速度范围：公路运输的最优速度为 50～100 km/h，铁路运输为

100～300 km/h，航空运输为 500～1000 km/h。人们对交通运输的速度要求不但在不同的距

离条件下是不同的，而且在相同的距离条件下也有不同层次的要求，因此不同的交通运输方

式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 

2. 运输成本 

运输成本是交通运输业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运输成本中，如果无

关支出占的比重较大时，则运输成本受运输密度的影响较大，铁路运输最显著，水运、公路

运输则较小。运输距离越长，路途运行费用越低，因此对水运影响最大，水运成本低，铁路

次之。此外，运载量的大小同样影响着运输成本，载质量较大的运输工具一般来说其运输成

本较低，水运在这方面居于有利地位。 

总之，考察某种运输方式的运输成本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一般来讲，水运及管道

运输成本最低，其次是铁路和公路运输，航空运输成本最高。 

3. 投资水平 

各种运输方式由于其技术设备的构成不同，不但投资总额大小各异，而且投资期限和初

期投资的金额也有相当大的差别，各种运输方式在线路基建投资和运载工具投资方面也各有

差异，水运、航空运输的线路投资最低，公路次之，管道和铁路运输最高（线路设备是专用

的）。铁路的技术设备（线路、机车车辆、车站、厂、段等）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投资

额大而且工期长，因此投资集约程度高。相对而言，水上运输是利用天然航道进行的，线路

投资远较铁路为低，主要集中在船舶、码头。 

因此，从运载工具及基建投资来看，管道投资最低，铁路、水运次之，航空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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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输能力 

从运输能力上看，水运和铁路运输都处于优势地位（就单个运载工具而言，特别是海运，

运输能力最大），而公路和航空的运输能力相对较小。 

5. 能源消耗 

由于铁路运输可以采用电力牵引，因而具有优势，而公路和航空运输则是能源（石油）

消耗最大。管道运输所耗能源约为水运的 10%、铁路的 2.5%。 

6. 运输的通用性与机动性 

铁路与管道运输受气候与季节影响最小，而机动灵活方面则公路与航空运输较为优越。 

7. 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对空气和地表的污染最为明显的是汽车运输，喷气式飞机、超音速飞机等使噪声污染更

为严重，相比之下，铁路运输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程度最小，特别是电气化铁路这种影响

更小。 

（三）各种运输方式适用范围 

（1）铁路运输：在国土幅员辽阔的大陆国家，是陆地交通运输的主力；适合经常稳定的

大宗货物运输，特别是中长途货物运输；也适合于中长途、短途城际和现代快速市郊旅客运

输的需要。 

（2）公路运输：在中短途运输中效果最突出，特别是“门到门”的运输更显得优越，补

充和衔接其他运输方式，如担负铁路、水路运输达不到的区域以及起终点的接力运输。 

（3）水路运输：特别适合于大宗货物的长途运输，尤其是远洋运输，不仅是国际间贸易

的主要运输方式，也是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4）航空运输：适用于长途旅客运输、货物运输及邮件运输，包括国际和国内运输，在

专用航空运输方面（如摄影、人工降雨、林业播种、抗灾救护等）更显优势。 

（5）管道运输：是流体能源非常适宜的运输手段，尤其是输送属危险品的油类，由于管

道埋在地下，受地面干扰小，运此类物品较为安全。 

【练一练】 

1. 现代交通运输业主要包括铁路、      、水路、航空及      运输。 

2. 通用性最强的运输方式是      运输；运输成本最高的是      运输。 

3. 简述运输业的作用。 

4. 运输是进行物质产品生产的必要条件，这个观点正确吗？ 

5. 铁路运输业的特点有哪些？ 

6. 现代交通运输业的种类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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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二  了解铁路运输业发展 

【图片引导】 

         

   

图 1.2.1  铁路发展 

【相关知识】 

一、世界铁路的建设与发展 

世界铁路交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起  源 

16世纪，随着英国采矿业的兴起，为了运输煤炭和矿石到港口，最初用两根平行木材作

轨道。17世纪，英国钢铁大跌价，逐步出现用角铁替代木材铺在路上，等铁价上涨时再卖出

去。角铁的一边起导向作用，防止车轮脱轨，马车则在另一边上行驶，如图 1.2.2所示。经过

多年的不断改进，角铁换成了钢轨，“铁路”变成了“钢路”，但是人们还是习惯上把它叫作

“铁路”。大约在 1555 年，一家德国煤矿首用实体钢轨，而且还使用带凸缘的车轮；到 18 世

纪末期，钢轨逐渐演变成了工字钢轨，但仍用马来牵引车辆。1814年，英国人制成世界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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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蒸汽机车，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早期火车如图 1.2.3所示。 

 

图 1.2.2  马拉火车 

 

图 1.2.3  早期火车 

1825 年 9 月 27 日，世界上第一条行驶蒸汽机车的永久性运输设施，英国斯托克顿—达

林顿铁路正式通车。乔治·斯蒂芬森亲自驾驶他的“旅行”号蒸汽机车，牵引煤车和客车组

成的列车，共运行 31.8km，运行速度在 20km/h左右。乔治·斯蒂芬森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

“蒸汽机车之父”。它的出现，标志着近代铁路运输业的开端，使陆上交通运输迈入了以蒸汽

机为动力的新纪元。世界主要国家铁路通车年份如表 1.2.1所示。 

表 1.2.1  世界主要国家铁路通车年份 

国名 修通年份 国名 修通年份 国名 修通年份 国名 修通年份 

英国 1825 加拿大 1836 瑞士 1844 埃及 1855 

美国 1830 俄国 1837 西班牙 1848 南非 1860 

法国 1832 奥地利 1838 巴西 1851 日本 1872 

比利时 1835 荷兰 1839 印度 1853 中国 18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