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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上海国际轨道交通展览会（Rail+Metro China） 

2020 中国国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大会（CIRC 2020） 

圆满闭幕 

          2020 年 9 月 2-3 日  上海  

一、 疫情后国内首场大型“展+会”活动，互动结合抒写新篇章 

2020 年伊始，一场新冠疫情使得全球大部分行业都受到了冲击，轨道交通

行业也在疫情肆虐期间导致工程停工，线路停运和客流下降，各地都面临巨大的

疫情防控压力和挑战。虽身处“后疫情时代”，但轨道交通行业也通过本次疫情，

有效提升了应对公共安全事件的意识和反应能力，新技术、新措施的快速应用，

助力着轨道交通行业朝着智能化的方向不断迈进。 

在国内的疫情得到了有效的、快速的控制之后，由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主办的年度活动——“2020 第十五届上海国际

轨道交通展览会（Rail+Metro China 2020）”于 2020 年 9 月 2-3 日在上海

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同期，由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交通运输部和中国科学院

联合支持的“2020 中国国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大会（CIRC 2020）”顺利拉

开序幕。 

作为 2020 年开年以来，国内轨道交通行业首场线下大型商贸对接活动，本

届展会及铁路城轨大会得到了中国地方铁路协会、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交通运输

部科学研究院、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西南交通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

行业政府主管部门、协会、高等院校的大力支持，结合线下的实际情况，以精致

型、定制型的展台模式，立足国内市场和交流的需求，为业内搭建了交流沟通的

宝贵平台，为业内带来了一阵“复苏”的风潮。 

 

二、 立足国内市场，智能化助推发展新方向 

本届上海轨道展共有来自全国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 80 余家知名企业



 

参展，展出面积 5,000 平方米。展品涵盖机车车辆及配套装备、通信信号系统与

IT 技术、车辆内饰系统、检修及维保设备、牵引供电与驱动装置、规划设计与

咨询服务、基建配套设施等，两天展会共有超 3500 名行业人士莅临参观。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中国中车、庞巴迪、高铁电气、中国移动上研院、上海

城建院、上海隧道院、卡斯柯、上海电气泰雷兹、富欣智控等企业积极参与，展

品涵盖轨道交通车辆及其配套、信号关键技术、设计咨询、运营与维保产品、5G

新技术应用等。 

中国中车携 11 家子公司组成中车展团参展，展台上发布了全球独家首创的

全自动驾驶 MINI 磁浮列车和机车车辆火灾防控系统，CJ6 型城际动车组、“初

心”号智轨电车、北京新机场线市域动车组、上海 14 号线地铁列车等创新成果

的展出，也成为本届展会观众关注的焦点。此外，复兴家族新增的“擎天柱”成

员——FXD2B 型电力机车也在展会亮相，展现出我国重载铁路的实力。 

申通地铁集团在本届展会上，以“智能运维跨入运维新时代”为主题，围绕

数字化提升运营质量安全，推进地铁智能维护创新，重点展示集团在智能运维领

域的创新应用成果。 

中移智行作为中国移动旗下智慧交通领域专业公司，在本届展会上正式发布

了“5G+”轨道交通解决方案。中国移动上海产业研究院打造了综合轨交产品体

系，体系围绕站、车、线三个维度，以智慧场站服务、轨交车地通信、轨交信息

化云服务三大核心平台建设规划为依托，打造以轨交场站为“枢纽节点”，轨交

车地通信为“传输网络”，生产管控信息化建设为“连接纽带”的综合轨道交通

信息化产品体系。 

 

三、 世界首列数字轨道胶轮电车（DRT）列车亮相上海轨道展 

由中车浦镇公司设计制造的全球首列由光电磁数字化导向的胶轮低地板列

车“驶入”上海轨道展现场。这列数字轨道胶轮电车是在传统低地板有轨电车基

础上重新改进设计的。列车采用以电磁标记为主，视觉导航和卫星导航为辅的数

字化轨道导向方式。车辆通过车载传感器读取道路路面上连续铺设的磁钉编码信

息，可实时准确定位车辆，并控制各个车轮按线路走向转动。数轨列车采用 3



 

辆编组，总长 30.5m，车辆最高运行速度 70km/h，最大载客量 302 人。采用

低地板设计，两侧车门入口高度 330mm。 

数轨列车所使用的磁钉轨道成本低、可靠性高、免维护、不受天气环境影响。

车辆可实现限速控制、障碍物报警、车身姿态矫正等多种安全防护功能，同时为

司机提供目标速度、自动报站、车道偏移等多种辅助驾驶信息。 

近日，在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中运量 T1 示范线滴水湖站开工仪式上，

这列 DRT 列车正式发布。T1 示范线的正式开工，标志着临港地区公共交通骨干

网络——中运量公交网正式启动建设，根据临港新片区《交通提升三年行动计

划》，中运量是其中骨干公交、品质公交建设的重要内容，临港中运量交通规划

共 6 线成网，主要服务地区各功能性组团之间民众的快捷出行，全网线路总长约

105km。2020-2022 年拟开工建设 T1 线、T6 线和 T2 线。此次开工的 T1 线计

划于 2020 年底初步建成，并实现车辆上路试运营。 

 

四、 铁路与城轨大会热度不减，8 场论坛持续关注长三角交通一体化发展 

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国交通运输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由上海

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上海申通地铁集团主办的

“2020 中国国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大会（CIRC 2020）”，得到了中国地方铁

路协会、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研究中心的特别支持，以“区

域交通一体化与高质量运营的探索”为主题共举办了 8 场论坛，内容覆盖区域交

通一体化、市域铁路、地铁、有轨电车、地面公交等不同运量层级，同时聚焦全

自动无人驾驶、安全运营与新技术、车辆大修及既有线路改造等行业热点，从线

网规划、建设、运营、维保等全生命周期探讨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趋势。

两天大会共有近 100 位中外嘉宾发表演讲，1700 多名专业人士莅临参会。 

1. CIRC 2020 大会开幕论坛：持续关注长三角交通一体化发展，推动我国轨道

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近些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的提出，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

市轨道交通“四网融合”，促进高质量区域集群发展，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代。 



 

本届开幕论坛以一体化发展为背景，立足长三角，同时聚焦我国若干主要都

市圈的交通发展现状，以及在一体化进程中交通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围绕长三角、

粤港澳轨道交通一体化发展、“四网融合”多制式互联互通和高效运营、区域轨

道交通智能化发展等议题展开研讨。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同济大学城市风险管理

研究院、中国地方铁路协会、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德国轨道工业协会等政府

单位与机构专家作了相关主题报告。 

2. 促进国际交流，“2021 亚太经合组织交通科技创新竞赛”启动仪式拉开序幕 

“ 2021 亚 太 经 合 组 织 交 通 科 技 创 新 竞 赛 （ Innovation in Public 

Transport，简称 INPUT）”是经亚太经合组织（APEC）科技创新政策伙伴关

系机制（PPSTI）批准举办的国际竞赛活动，项目由中国科技部递交，得到了智

利、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泰国、越南共八

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积极共提。竞赛主题为“基于智能化的多层次公共交通

一体化发展”，希望通过竞赛活动鼓励科技创新和技术应用转化，推动亚太经合

组织各经济体间青年交通人才的互动，并定于 2021 年 5 月在上海召开颁奖与交

流活动。 

竞赛启动仪式在大会开幕论坛上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清泉宣读了竞赛倡

议书，有关政府机构、专家、驻沪领馆代表、高校代表将共同参与，宣布竞赛正

式开启。 

 

五、 线上+线下结合，专业与大众媒体争相报道 

展会通过线上线下全方位联动，专业媒体与公众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在展前、

展中、展后，向行业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全面推送和报道。 

组委会依托大会各合作单位，全力打造了“轨道云学院”线上互动平台，通

过分享大会视频、文字资料，以及开通直播课程，进一步扩大了 CIRC 大会的品

牌影响力和传播力，使得大会的智慧成果能持续地分享给业内的人士，有效地促

进了行业的交流与学习。 

专业媒体方面，组委会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杂志社、中国 E 车网、《世

界轨道交通》杂志社、中国轨道交通网、《铁路采购与物流》、《轨道交通装备与



 

技术》、《高速铁路与轨道交通》&《今日轨道交通》、《机车电传动》、《电力机车

与城轨车辆》、《交通建设与管理》、《轨道世界》等 20 多家行业内专业媒体保持

着长期的合作，在杂志和微信平台进行定期的报道和宣传。 

公众媒体方面，五大电视栏目包含新闻综合频道《新闻报道》，新闻综合《新

闻夜线》，第一财经《财经夜行线》，ICS 频道《直播上海》，浦东电视台《浦东

新闻》等栏目对展会进行了采访和电视报道。 

上海新闻广播 FM93.4 直通 990 栏目以电台的形式对展会进行了播报。新

华社、中新社、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新闻晨报、青年报、劳动报、浦

东时报、经济日报、大公报、澎湃新闻、人民网、东方网、新民网、金融投资网

等纸媒，门户网站均对展会进行了宣传。 

美通社大陆地区及东南亚地区在展前共 4 次投放报道，聚焦机械制造、交通

物流版块的推送，共计超 1000 家门户网站进行了转载和报道。 

 

六、 促进国内行业内交流，为轨道行业搭建优质的交流平台 

为期两天的展览会及大会共吸引了 5000 多人次的专业观众，来自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重庆、成都、长沙、武汉、南昌、南

京、徐州、南通、宁波、合肥、青岛、杭州、温州、金华、苏州、绍兴、无锡、

常州、佛山、昆明、南宁、东莞、福州等 30 家地铁建设及运营单位人士莅临参

观和参会。 

同时，来自武汉、沈阳、佛山、深圳、嘉兴、青岛、嘉善、珠海、淮安、南

平、张掖等有轨电车建设及运营公司代表出席，以及山东铁投、陕西铁投、浙江

轨道集团、四川铁路集团、杭海城际等铁路相关单位领导莅临。 

根据专业观众岗位性质调查，从事城市轨道交通管理、销售、技术、采购的

专业观众仍占据绝对比重；观众主要来自于轨道交通业主单位、车辆生产配套商、

系统集成商、设计单位、政府部门、科研院校、铁路系统等。 

 

在此，我们谨向给予上海轨道展、铁路与城轨大会鼎力协助的各参展商，合

作单位及其广大媒体朋友，以及关心展会成长的有关政府单位、协会和相关机构



 

的各界人士、专家致以衷心的感谢。在疫情尚未完全解除的特殊时期，因为各位

的信任，我们才能为业内呈现了一场难能可贵的聚会。 

2021 年，我司将继续深耕轨道交通行业，通过联合各行业协会，给轨道交

通行业带来全年度、全国多地、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活动。关注国展、关注铁路与

轨道交通平台，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品牌宣传和商务契机。 

2021 年，我们再相聚！ 

 

 

上海国际轨道交通展览会组委会 

中国国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大会组委会 

2020 年 9 月 

 

 

附：现场照片集锦 

 

组委会：上海国展展览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娄山关路 55 号新虹桥大厦 11 楼 

联系人：胡晓萍   邬炳   李艳宗   陈曾洁   程晴 

电话：021-62951060/62951059/62951009/62952013/62952073 

 

 

 

 

 

 

 

 

 



 

附：现场图片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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