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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中国铁路
与城市轨道交通大会历届回顾
2017 年整合展会各会议品牌，为您创造价值

源自 2002 年上海轨道交通展同期技术论坛，历史悠久，底蕴丰厚；2018 年，CIRC 大会获亚

太经合组织运输工作组 Mass Transit Urban Rail Initiative 支持，这是国内首个获得国际多边合

作组织批准的轨道交通行业项目，旨在促进 21 个经济体间轨道交通领域的交流。

CIRC 大会在中国交通运输部、中国科学院的全面支持下，以“合作（Cooperation），创新

（Innovation），变革（Regeneration），城市化（Civilization）”的宗旨全心经营，近三届 CIRC 大会

已累计超过 4000 名全国城市轨道交通业主单位、规划设计单位、系统集成商和装备厂商的专业人

士参与。

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内容覆盖不同运量层级，关注轨道交通设计咨询、施工建设、运营管理、维

护保养、资源开发等全生命周期和产业链的行业盛会。

2019年

活动交流形式在升级

参会人数突破1500人，演讲嘉宾92名，

共7场论坛，2场闭门会，5场技术考察

疫情之下，国内行业大型会议

“首秀”， 给行业树立了复苏的

信心，参会人数超1700人，

演讲嘉宾100+，共8场论坛 

2021

2020 2019

2018

覆盖全渠道，品牌升级 

线上“轨道云学院”、微信媒体矩阵全覆盖

线下全程活动，为企业再创价值，助力前行

参会人数超1000人 

演讲嘉宾120+，共9场论坛



以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和铁路专用线建设为主体，
地方铁路建设将进入高潮时期

持续关注长三角轨道交通发展

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聚焦交通强国、铁路先行，高质量发展导向，注

重一体融合发展，已成为行业人士的共识。

未来几年内，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为代表的城际铁路和

市域（郊）铁路建设将全面启动，地方铁路建设将进入高潮时期。2020 年 12 月，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单位关于推动都市圈市域（郊）铁路加快发

展意见的通知，未来打造全产业链优势，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

北斗导航等新技术的融入，也将为我国轨道交通的发展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到国家战略，这是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下，更高层次地打造对

外开放的空间新格局。交通先行是推动长三角一体化的基础设施支撑，打造长三

角的轨道交通网，构建世界级城市群，加强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构建多心、多核

的网络型城市群空间结构，整体布局发展区域干线铁路，加密城际轨道交通网，加

强综合枢纽和货运专线建设是必然之路。

长三角地区在三大区域中，未来几年新开工的项目将达到约 4000 公里，打造

1 小时到 1 个半小时城际交通圈，城市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组团间半小时到 1 小

时的通勤圈。

2021 CIRC铁路与城轨大会将拥抱“十四五”我国铁路与城市轨道

交通崭新的时代发展机遇，探讨涵盖长三角市域铁路规划与建设、“

站城一体化”开发投资机制、轨道交通全自动无人驾驶技术、智慧运

维与新技术应用、网络化运输组织技术应用、磁悬浮技术、现代有轨

电车线网运营与智能化发展、人脸识别技术、5G、轨道交通减振降

噪等内容。

2021 CIRC 大会展望

践行者

我们是“一带一路”国家战

略、助推“轨道上的长三角”

建设的积极践行者 

集大成者

我们是拥有专业展览、论坛、

竞赛、线上课堂，为您提供全

面宣发方案的集大成者

宣贯者

我们是架起政府、业主、企业

交流平台的桥梁，是行业政

策、标准的积极宣贯者

推动者

我们是全球轨道交通技术

交流与合作的推动者



2021 CIRC大会总体规划
2021年10月17日-19日，CIRC大会将在上海苏州河畔跨国采购会展中心迎来年度的

聚会。超10场专题论坛和研讨会，5000平米会议及展示场地，将汇聚业内大咖和专家们的

战略思维，行业发展趋势、技术分享、创新方案将在此碰撞交织。

“十四五”三大区域城际铁路建设与 TOD 综合开发

以“十四五”期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区域城际铁路

重大工程的规划与建设为背景，紧密围绕干线铁路、城际铁路、

市域（郊）铁路以及城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协同发展的主题，

探讨铁路土地综合开发、站城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建设、铁路

专用线及既有线路利用与改造等话题。

有轨电车与中小运量交通

关注中小运量交通的发展趋势和技术特征，包括现代有轨电

车、智轨、数字轨道胶轮电车、VRT、氢能源电动车等。总结和回顾

我国近十年来中小运量轨道交通的实践项目，探讨交通一体化背

景下其与城市骨干线路的衔接，以及智能化新技术的应用。

智慧交通及轨道交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围绕 5G 与智慧交通、AI 与未来交通、智慧城轨、车路协同与

自动驾驶为主题，探讨交通强国下的智慧交通发展。以智慧地铁

成果为抓手，统筹产业需求及产业化体系发展，建设成果转化平

台，将技术优势进行转移，打造长三角创新共同体。

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

为应对轨道交通线网的快速扩张及持续增长的客流水平，

新建轨道交通线路采用全自动运行模式的比例越来越高，同时

为提升整体线网的运营效率，既有线路升级改造为全自动运行

的需求也快速增长，面向这一庞大的增量与存量市场，将从发展

现状与未来趋势、核心技术、既有线改造、安全管理与工程评估、

运营维护等多个角度展开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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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第十六届 ) 上海国际铁路与

城市轨道交通展览会

通信信号及信息化轨道车辆及机车配件
铁路投资

及轨道运营业主

车站设施及运营维保

规划及设计
供电电气及工务设备

智能铁路及智慧城轨 智能交通&智慧出行

协会会员展区

基础设施建设及配套



301 明珠厅  

2021 中国铁路与城轨大会（CIRC）开幕论坛

“十四五”我国市域铁路与城际铁路发展

轨道交通综合开发与站城融合发展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之铁路先行

轨道交通青年人才论坛

302

轨道交通全自动运行

智慧运维与新技术应用

轨道交通中运量发展趋势与市场

305A 会议室

现代有轨电车线网运营与智能化发展

区域公交一体化与公共交通智慧出行 

305B 会议室

轨道交通减振降噪技术

城市公共交通与公共空间创造

307 会议室

轨道交通技术成果转移转化

 “十四五”长三角市域铁路发展

上海“1000 公里”市域铁路在机场联络线建设

的基础上，2021 年上半年将启动嘉闵线的建设，此

外，长三角一批市域铁路将迎来建设高峰，上海崇

明线、南汇支线、17 号线西延伸、上海金山至平湖、

南京市域 18 号线、镇江市域句容至茅山线、温州市

域 S2 线一期工程、温州市域 S3 线一期工程、台州

市域 S2 线调整、合肥新桥机场 S1 线等。大会将探

讨市域铁路技术标准，多元化投融资，运营组织模

式等主题。

2021 CIRC大会总体规划

轨道交通减振降噪

轨道交通机车车辆轮轨之间的摩擦磨损缩短

轮轨寿命，增加运行能耗，同时也降低车轮与铁轨

之间的牵引力与制动力，影响列车运行安全与稳

定；同时，随着轨道交通上盖开发的大规模推广，

地铁上盖开发（包括车辆段、车站等）综合体的隔

振需求伴随而生。论坛将针对“轮轨摩擦磨损与节

能降耗综合治理”、“地铁上盖开发减振降噪综合

解决方案”两大方向展开研讨。

城市轨道交通智慧运维

聚焦车辆、能源、通信、信号智能运维系统；

智能调度体系协调联动的运营保障系统；互联

互通的智能运维分析决策系统；城轨运营设备

大数据监测安全评估系统；智能化巡检系统；

优化线网级的综合协调与应急指挥系统；基于

BIM 的综合运维监管系统；智慧安检；快慢车、

多交路、跨线运营等网络化运输组织方法；车辆

智能运维技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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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议程以现场公布为准



中国地方铁路协会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德国轨道工业协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公共交通分会

中国技术市场协会轨道交通专业委员会

中国建筑防水协会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掘进机械分会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曼谷创新中心

国家环境保护城市噪声与振动控制
工程技术中心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新能源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促进中心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申铁投资有限公司

CIRC大会合作伙伴

西南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同济大学 

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
重点实验室

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轨道交通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

现代有轨电车（中运量交通）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市域铁路分会 

上海市建设协会 

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

上海市市政公路行业协会 

行业协（学）会

行业专业机构

科研院校

上海市电梯行业协会 

上海市金属结构行业协会

上海市建筑施工行业协会 

上海市消防协会

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城市轨道交通专业委员会

上海市公共交通行业协会

北京轨道建筑学会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技术中心

上海申通轨道交通研究咨询有限公司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车辆分公司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供电分公司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通号分公司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工务分公司 

上海市公交服务中心 

上海有轨电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中欧有轨电车创新中心

德国黑森州中国合作促进中心

西南交通大学（上海）TOD研究中心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安全技术研究院

交铁检验认证中心

懿朵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汉唐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学院轨道

交通环境振动研究所

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
交通研究院

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城市轨道交通学院 

大会合作单位持续更新中，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交通运输部

副部长

刘小明
中国工程院

院士 

陈清泉
中国工程院

院士 

陈湘生

国家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

副司长

王绣春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副会长

国家发改委原基础产业司

巡视员

李国勇
中国地方铁路协会专家委员会

主任

张建平

中国地方铁路协会

秘书长

郑明理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副主任

杨小溪
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

裴 晓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

总工程师

刘千伟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俞光耀
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

常务副会长

周 淮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常务副会长

周晓勤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丁树奎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总裁

毕湘利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

佘才高
西南交通大学

副校长

朱健梅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

王军

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研究院

院长

原上海市交通委

主任

孙建平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科学技术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原上海申通地铁集团

总裁

朱沪生
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
市域铁路分会

会长

陈茂华

往届演讲嘉宾（部分）



国家铁路局科技与法制司
标准二处

处长

刘  燕
中国铁路总公司经营开发部

主任

毛秉仁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宋 博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 

叶  彤
重庆市轨道交通（集团）
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 峙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总工程师

李俊豪

南昌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云峰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俞军燕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王如路

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罗情平
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首席信号专家

朱东飞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城轨事业部

总经理

张洪权

中铁第五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汤友富
广东省铁路建设投资
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

黄贵生
温州市铁路与轨道交通投资
集团公司

董事长

丁建宇

广州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杜洪涛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综合运输研究所

所长

汪 鸣
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王 晔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周宇冠
西南交通大学

首席教授

张卫华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

于百勇

往届演讲嘉宾（部分）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建管中心

总经理

张 川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 

时亚昕
中铁上海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院长

刘建红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
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刘伟杰
上海市隧道院工程
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副院长

杨志豪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现代有轨电车分会

副会长

李鸿春

上海市城市建设设计研究
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上海中欧有轨电车创新中心

主任

徐正良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苟护生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交通院

院长

秦国栋

武汉光谷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总经理

艾传荣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凌翔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朱 妍

上海申通轨道交通研究咨询
有限公司

总经理

田 俊
上海申通轨道交通研究咨询
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洪 翔
中国移动上海产业研究院

副总经理

黄 刚

京津冀城际铁路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苗子簃
广东省珠三角城际铁路运营公司

董事长

朱士友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

院长

郭继孚

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
有限公司

副院长

林仲洪
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
与物流学院

教授

彭其渊
上海申铁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洪刚

往届演讲嘉宾（部分）



上海金山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总经理

项宝余
上海青浦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董事长

翁秉全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
供电分公司

总经理

郭德龙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
通号分公司

总经理

张 郁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
工务分公司

总经理

周 亮
上海地铁维护保障有限公司
车辆分公司

总经理

印祯民

德国轨道工业协会

中国代表

施远非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交通

项目主任

刘岱宗
世界银行交通局

副局长

Binyam Reja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
设计研究中心

总规划师、轨道院院长

宗传苓
复星基础设施产业发展集团

CEO

方建宏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朱雁飞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
设计研究院线路综合分院

院长

朱蓓玲
上海松江有轨电车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总经理

沈家林
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
研究院轮轨系统研究所

所长

耿传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城市轨道交通学院

教授

国际特聘专家

王安斌
申凯公共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

总经理

Bertrand LAUDE
美国南加州政府联合会

执行主席

Kome Ajise

日本国土交通省政策局
海外项目国际合作

主任

Takashi Kobayashi 
法国交通发展集团(Transdev)

高级副总裁

Thierry BERGERO
世界银行专家、
原华盛顿大都市区交通管理局(WMATA)
房地产及站点规划

主管

Stan Wall

往届演讲嘉宾（部分）



详情请咨询大会组委会秘书处：

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艳宗  先生    邬炳  先生

电话：021–62951009   62951059

邮箱：liyanzong@shanghai-intex.com   wubing@shanghai-intex.com

CIRC大会历届赞助支持单位

合作媒体

CIRC大会官方媒体平台

以上排名不分先后

以“传递信息、共享知识、共创价值”

为宗旨，分享轨道交通行业圈的实时资

讯、发布企业品牌信息。累积发布原创

文章、各类国内国际媒体转载文章逾

5000篇，现有专业粉丝数超35000名。

致力于打造业内人士身边的知识殿堂，

2020年5月正式上线，已开设：区域交通一体

化、市域铁路、轨道交通运营及维保、有轨电

车与轨道交通多样化、轨道交通减振降噪、全

自动无人驾驶等6个专栏，分享专家演讲视频

48场，实现线上研讨会直播6场，线上浏览点

击量突破万次。

官方微信号：

铁路与轨道交通RailMetro
轨道云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