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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站用清水混凝土
儒风素语呈品质地铁

作为济南第一条地铁线，R1线
在施工工艺上体现着品质地铁的理
念。7月16日，记者来到长清区海棠
路与芙蓉路路口看到，前大彦站正
式完成架体拆除，鱼腹状的车站已
经能够见到真身。车站外立面为天
然的混凝土颜色，表面平整光滑、色
泽均匀。

据现场的施工人员介绍，这是
R1线采用的一项独特技术，“车站
采用了清水混凝土浇筑，不用再进
行二次装修。”清水混凝土又称装
饰混凝土，它一次浇筑成形，不做
任何外装饰，直接采用现浇混凝土
的自然表面效果作为饰面，特点是
表面平整光滑、色泽均匀、棱角分
明、无碰损和污染，显得十分天然、
庄重。

据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相关负责
人介绍，整个R1线高架车站都将采
取清水混凝土工艺，追求一种“原汁
原味”的效果，也体现出儒风素语的
设计理念。

入口处设单车停车点
王府庄可20米平行换乘

品质地铁不仅体现在工程的建
设，在车站功能布局的细节上也体
现“以人为本”的原则，让乘客享受
到高品质的服务。以前大彦车站为
例，共设有两个出入口，分别设置在
海棠路东西两侧，“其实车站的出入
口设置很有讲究，基本法则就是随
着人流“走”，哪里人流量大，就把出
入口设置在哪里，每一个路中高架
车站的设置模式是基本一致的。”现
场工作人员介绍说。

乘车时市民很关注乘车和换
乘是否方便。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总
工办主任李虎介绍说，为了更好地
服务乘客，让乘客享受高品质服
务，每个轨交站点周边还将设置自
行车停放点、出租车停靠点，并优
化调整既有公交站点位置，实现各
种交通的无缝对接。而为了服务好

残疾人，每个站点还将设置无障碍
设施。

未来，济南R1线的各个换乘车
站内的换乘也将十分方便。“其中王
府庄站是R1线与R2线的换乘车站。
这里是站厅平行布置，通过共用站
厅换乘，R1线在南侧，R2线在北侧，
换乘距离为20米左右。付费区内换
乘通道有二十多米宽，在一层内实
现刚走下这条线，接着走上另一条
线，节省时间，提高换乘效率。”

除王府庄外，R1线与M3线在大
杨庄站为L形换乘，在济南西站与
M1线为十字换乘。目前，包括西客站
在内，火车站，机场都已预留了便捷
通向地铁站台路径，让乘客实现5分
钟坐地铁。

R1线车站
也为丁香紫配色

R1线的品质感也体现在站点的
文化味道上。“我们的理念是将济南
的文化抽取出来，融合进地铁外部
的这些配套设施中，打造品质地
铁。”李虎说。

为了体现R1线的特色，车站也
做了独特的设计。其中最引人关注
的是文化墙的设计。“在R1线重点
车站内部，我们浓缩济南的文化，
做了背景墙。”李虎说。这些文化墙
将彰显济南的特色和传统文化。比
如有的背景墙的材料选用了陶板，
纤维石膏板等新材料，其中选用了
一种看着像丝帛一样的陶瓷，可以
生动展现竹简和书籍的样子，刻上

论语。比如用丝帛一样的陶瓷，设
计成论语的形状等。李虎说，济南
轨道交通已经与艺术院校开始合
作，着手进行这方面的设计和打
造。

另外在车站出入口的风亭、冷
却塔等配套设施上，也进行了艺术
设计，这在国内地铁站内还比较少
见。“这些设施一眼看上去会感觉很
突兀，我们就通过做工艺美术设计，
将它们设计成工艺美术品，如雕塑
小品等，具有泉城的特色，同时使它
们能和环境融合，不会显得很突
兀。”李虎说。

据李虎透露，R1线的车站内配
色，也将与车辆颜色相符，采取丁香
紫的配色。据李虎介绍，每条线也都
设计了各自的独创文字和数字，用
于站点内装饰。

““论论语语””文文化化墙墙
像像丝丝帛帛古古书书
R1R2换乘不用坐电梯，站口有单车停放点

2019年建成的R1线，是一条怎样的线路？她有着怎样的泉城特色？未来将如何改变泉城百姓的交通和生活？近日，济南轨道交通集团给给出了答案：安全、绿色、智慧、品质。四大理念在R1
线上如何践行的？本报记者独家解码R1线，提前带您走进2019年的地铁时代。

据济南市轨道交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四句话其实是层层相扣的。“其中,安全是第一位。”该负责人表示,安全地铁不仅是指将来运行的安全,同时也包括前期设计过程中严格科学
的安全设计,以及建设过程中的施工安全。

而品质地铁则首先意味着市民在乘坐地铁的时候能够享受到高标准的服务。上述负责人介绍,品质地铁的核心是提升服务水平,首先是地铁工程的建设质量和运行水平要达到一个高
品质；其次是能否做到功能优先,把人文关怀落实到地铁建设运营所有细节之中,充分体现优质服务。

济南的绿色地铁理念,将主要通过采用清水混凝土工艺、太阳能光伏发电、节能控制系统、雨水收集、中水处理、地源热泵、刹车再生电源等等先进技术,实现节地、节材、节水、节能、降噪
和保护水生态环境等方式来实现。

智慧地铁主要是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依托地铁资源,整合基于线网的公共交通信息、公共服务信息与商业资源信息,为市民提供便捷、时尚、活力的公共服务和商业服务。

解解码码地地铁铁RR11线线

穿越溶洞和岩层
量身打造盾构机

R1线南起池东站，北到演马庄
西，在济南西部穿行。11座车站中，7
座是高架站，4坐为地下站，地下区间
长9 . 7公里。众所周知，地铁施工过
程中要克服复杂的地质条件，因此地
下段施工难度最大、风险也最大。

据济南轨道交通集团质量安全
部孙立建介绍，R1线全线大部分盾
构区间的土层为粉质黏土，但是在位
于王府庄与大杨庄之间的区间风井
区域，地层中有溶洞分布，地下水较
为丰富，盾构施工难度升级。在施工
过程中，当盾构机穿越有溶洞发育的
岩层时，施工风险会大大提高。

“由于济南市内南高北低,南靠
泰山余脉,北邻黄河冲积平原,地层
中软土、砂卵石、灰岩交替分布,岩溶
裂隙强烈发育,形成了复杂独特的地
质水文条件。”孙立建说。

为了保证R1线施工的顺利进
行，隧道施工的主力设备——— 盾构
机，也根据济南的特点进行了特殊定
制。济南重工负责人许京伟介绍说，
他们生产的盾构机是为济南量身打
造的复合盾构机。济南造盾构机刀盘
配备41把高强材料滚刀 ,以及撕裂
刀、刮刀。滚刀、撕裂刀把碎石切割成

小块,刮刀将碎石和泥土刮下来,三
种刀具有不同的高差,分工协作。

目前R1线地下段共有6台盾构
机正在进行盾构施工，预计今年年底
或者明年年初，整个地下区间实现洞
通。

下穿高速和高铁
地下施工地上跑车

R1线地下段的走向，正好要穿
过京台高速、京沪普铁和京沪高铁，
穿越过程可以说是施工中的难点，危
险重重。“盾构机下穿高速高铁，是工
程重难点，被定位为一级施工环境风
险。”中铁十四局R1线地下段土建一
标工程部部长巢达说。R1线穿越铁
路高速，背负着两大任务，一方面要
保证地上高速、铁路线路的平稳运

行，另一方面要做好隧道施工，为以
后地铁安全运行打下基础。

去年11月，R1线开始小试身手，
从地下穿越京沪铁路。“当时下穿京
沪普铁的时候，我们和铁路局相关部
门做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一方面，利
用测量仪器对轨道轨距和标高进行
测量，监控地下施工对轨道本身的影
响；另一方面，在下穿路基区域内，要
对地表进行监测。”中铁十四局R1线
地下段土建一标安全部部长郭晓冬
回忆起去年11月下穿京沪普铁时，依
然能声情并茂地讲出完整的细节。

平时列车运行经过地面时，本身
就会对路基产生影响，因此，在下穿
普铁期间要与铁路部门沟通，将列车
降速至40公里/小时，最大程度降低
下穿过程中对路基的影响。

2017年6月，“开拓一号”开始穿
越京台高速。6月14日晚十时左右“开
拓一号”在左线开始下穿京台高速，

“开拓二号”紧随其后在右线穿越。穿
完高速，“开拓一号”和“开拓二号”盾
构机继续往东穿越京沪高铁，“穿越
高铁会比穿高速更危险，要求更高。”
巢达说。中铁十四局轨道交通R1线
土建一标项目部有关人士说，7月17
日晚12点，济南地铁R1线左右线两
台盾构机均已完成下穿京沪高铁的
任务。

施工两年来零死亡
预警机制完善到位

R1线的施工周期长、难度大，要

保证全线安全，需要有良好的安全管
理体系。在这一方面，济南地铁也下
了大力气。“我们的安全目标是确保

‘零’死亡，轨道交通建设两年了，没
有发生亡人事故。”孙立建说。

为了保证施工安全，R1线建设
过程中制定了严格的安全管理制
度。“本着防患于未然的风险意识，
我们采取了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机制。”孙立建说。引入风险
评估专家论证制度，对于重大风险
源提前进行识别，并且提出预防措
施。

一旦遇到事故，为了能够减少损
失，R1线完善了预警机制。“制定了
轨道交通工程综合应急预案1项、专
项应急预案11项，可以按照预案科学
救援，将损失降到最低，为安全再加
一道保险。”孙立建说。

从前期的安全设计，到安全施工，再到后期的安全运营，安全地铁的理念
渗透于工程始终。通过加强安全管理，制定应急预案，针对济南的特殊地质条
件量身定制盾构机，采用多种技术安全下穿京沪铁路、京台高速，在济南地铁
建设者的努力下，R1线开工建设两年来，实现了零死亡的安全目标。

安全地铁

车车站站顶顶能能发发电电
地地下下水水能能回回灌灌
R1线绿色建设，成了全国示范

地下水回灌保泉
可抵四个大明湖

地铁R1线开工建设以来，尤其是地下
站的施工，地下水位的升降影响牵动着万
千百姓的心。地铁的地下施工，会不会影响
济南地下水？这个问题，济南轨道交通集团
早就想到并且提出了解决方案。他们自主
研发了“地下水回灌保泉施工技术”，施工
中抽出的地下水八成都可以回灌到地下。
R1线地下站所有项目地下水回灌率均达到
80%以上，个别将近100%。R1线四个地下站
综合测算，回灌地下水量接近四个大明湖。

从去年3月份起，R1线站点演马庄西站、
演马庄入地段基坑施工现场就多了一台特
殊的设备——— 降水回灌一体化设备，这也是
济南第一台真正意义的回灌设备，使降水和
回灌的功能实现了“二合一”。“有了这台设
备，施工中抽出的地下水八成都可以回灌到
地下，在试验时，有的站点将近100%回灌。”
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有关人士说。

雨水回收中水利用
废水回用率达95%

配合济南打造“海绵城市”的功能，
R1线也有不少节水的措施。R1线每个高
架车站均设置55立方米的雨水收集模
块，范村车辆基地在基地绿地上设置了
243立方米的雨水收集模块，这些装置都
可以收集雨水进行再利用。

“回收的雨水可用于绿化和浇洒道路，
可以有效地节约用水量，减少系统维护成
本，降低城市排水压力。”轨道交通集团物
资部资深主管杨培盛说。另外，车辆基地采

用了中水回用系统，生产废水收集后集中
处理，回用率可达95%。

地下站将使用
可调通风型站台门

R1线的地下车站里，站台门也很有
讲究。据杨培盛介绍，综合济南的实际情
况，R1地下车站的站台门选择了可调通
风型站台门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将屏蔽
门系统与安全门系统的优点结合起来。”
杨培盛说。

进入夏季，通风口就完全关闭，转换为
屏蔽门，这样就可以降低公共区空调冷负
荷，节省能耗。而到了过渡季和冬季，可调
通风型站台门又会转换为安全门，上方的
风口会打开，这么一来，隧道区域和地面人
员出入口，就会形成一条流动的通道。由之
产生的活塞风随列车进出车站同时扰动站
台空气，为车站引入新鲜空气，并对车站公
共区的环境温度进行降温冷却。

根据环境变化
智能控制照明

在R1线地铁运行过程中，运用先进
的环保技术，能够做到节水、节电，实现

“开源节流”。高架车站还采用了光伏发
电技术，“R1线共设置了3座高架车站，
其中光伏可用面积2000㎡。”

使用光伏发电，日均发电量可以达
到4000余度，可以解决地铁运行的很大
一部分能源问题。

除了通过各种方式“开源”发电外，轨
交系统还采取了“节流”的手段。比如在公
共区及出入口采用了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对车站的照明进行智能化管理。“根据环
境变化，智能控制照明系统的开关可以调
节，比如亮一半。”杨培盛说，这样就比传
统照明控制系统节省20%-30%的电能。

济南轨道交通R1线是住房城乡建设部市政公用类科技示范工程项目，建设过程
中采用了清水混凝土、预制U梁、加压回灌等多项绿色技术，并计划采用光伏发电、中
压回馈、可调通风站台门等多项绿色技术，实现轨道交通工程绿色技术的高效集成。

绿色地铁

“品质地铁”是济南轨道交通的一个重要理念。清水混凝土的施工工艺保
证了施工品质和质量，车站功能人性化设计给市民带来良好的出行体验，车站
内的文化墙设计，又提高了R1线的文化品质。高品质的R1线，值得市民期待。

互联网自动售检票
提升乘客乘车体验

乘坐地铁的时候，市民首先关注的
是购票问题，购票是否方便，影响着乘客
的乘车体验。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传
统的现金支付方式已然式微，移动支付
变得十分普遍。为顺应潮流，除了常规现
金购票外，济南轨道交通R1线售票系统
将使用多种移动支付方式。首先是时下
最流行的扫码支付，乘客使用微信或者
支付宝扫码即可以买票进站。另外，轨道
交通集团还将开发手机APP用于购票和
充值。自动售检票系统在规划设计和建
设实施中还考虑了云购票机、云闸机等多
种购票进站方式，节省时间的同时，解决
传统车票媒介存在的弊端，具有方便、快
捷、高效、经济的优势。目前，国内地铁以
人工售票和售票机售票为主，移动支付还
比较少见。济南轨道交通的自动售检票系
统将给乘客带来全新的体验，排队买票
或找硬币的场景会渐渐成为历史。

未来，还会考虑引入信用支付方式
和生物识别技术，将现有的资源进行整
合升级，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提供更方
便和快捷的用户体验。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脸识别技术也可以用于进站乘车。

全高清摄像机
覆盖公共区域

地铁站内客流量一般较大，因此乘
客安全问题十分重要。济南轨道交通R1
线的视频监控系统运用了多种高新科
技，保障市民乘车安全。

R1线车站内均实现视频监控全高
清覆盖，通过全高清和智能视频分析技
术实现入侵检测、人员滞留检测、可疑物
品遗留检测、逆行检测、乘客追逐及剧烈
运动监测、客流量突变告警、人流统计、
告警及显示场景重组、人脸识别等应用。
其中，入侵检测技术可针对进入禁区的
目标进行检测，按照规则触发报警；滞留
检测技术可探测在禁停区域逗留的目标
是否超过设定时间并触发报警；可疑物
品遗留检测技术与滞留检测技术类似，
可自动检测被遗留的可疑物品，侦测出
物品离开人手的情况，产生报警信息提
示值班人员，以便及时排除存在的安全
隐患，尤其预防爆炸事故的发生。R1线
通过先进的视频监控系统，全面把握站
内的人员和物品情况，保证乘客安全。乘
客也可以通过LCD屏幕观看实时高清
视频、列车进出站时间、突发情况疏散指
示等信息。

预留全自动
无人驾驶运行条件

在车辆运行方面，R1线列车采用
AT0自动驾驶技术，列车在区间内自动
运行，司机只需到站后进行简单操作即
可完成列车正常运营。这种操作模式可
以使列车运行平稳，准点率极高，超过
99%。在未来，济南轨道交通R1线也可能
采用更为先进的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
前期R1线已预留全自动无人驾驶条件，
待条件成熟后可通过改造实现。

R1线列车设置专家诊断系统，实时
自动检测列车各系统设备状态，通过列
车网络在司机监控触摸屏上显示，同时
利用车地无线通信技术，将正线和停车
库内的列车运行状态信息实时上传至控
制中心，方便检修人员及时掌握列车运
行状况和故障情况下的快速响应。

未来地铁购票以人为本，扫码支付即可买票进站。（资料片）

列列车车可可实实现现
自自动动驾驾驶驶技技术术
扫码就能买票，全高清监控保障安全

济南轨交R1线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智慧地铁”线，从购票的移动支付，到视频监
控的全高清覆盖，再到行车控制技术，济南轨道交通R1线承载了许多先进科技，将
大大提高乘客的乘车体验，保证车辆运行安全。

降水回灌一体化设备是济南第一台真正意义的回灌设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2016年8月31日，地铁R1线地下，工人冒着酷暑闷热在工作。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品质地铁

智慧地铁

高高铁铁地地上上飞飞驰驰
地地下下安安全全施施工工
穿铁路、过溶洞，两年来零事故

D4、D5采写 本报记者 魏新丽 喻雯 蒋龙龙
见习记者 赵夏晔 实习生 王觅

前大彦站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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