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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日，记者来到济南轨交
R1 线的前大彦站，这是济南
轨道交通建设中进度最快的
一个车站，位于长清区前大彦
村的西南角，土建工程已完成
约 90% 。沿海棠路一路向南，
远远就能看到高架上已经成
形的岛式鱼腹形地铁站，灰色
的外壁和整齐的玻璃百叶窗
让车站看起来像一列静止的
列车。

前大彦站负责人刘经理
介绍，前大彦站出入口的主体
已经完工，雨棚和连接天桥大
约本月底安装好，到时候车站
的出入口就正式建设完成。

进入车站，能看到站厅层
和站台层的大理石地面已经
铺了约一半，楼梯处上方，丁
香紫色的R1箭头指示标识也
已经装好，未来乘客从这里通
往站台乘坐地铁的场景已经
能够想象。工人们正在进行地
面铺设、线管敷设等装修装
饰、机电安装工作。“前大彦站
是标准站，R1线高架段的其
他6个车站主体结构也基本完
成，出入口正在浇筑中，完成
效果与前大彦站类似。”刘经
理说。

站在未来乘客等车的站
台位置，能看到地铁的钢轨已
经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8月
20日R1线从池东站开始铺轨，
现在已经铺到大学城站了，基
本完成了高架段的一半。进入
12月，焊轨工作也开始了。”刘
经理介绍。

对比高架段工程的“高歌
猛进”，R1 线地下段进展则稍
慢一些。截至目前，R1 线地下
段内还有三台盾构机在掘进，
预计春节前后全部贯通。同
时，R1 全线唯一一个还未封
顶的大杨庄站正在进行顶板
的浇筑，近期内主体结构也将
完成。

明年 6 月 R1 线可以实现
“洞通”，12 月实现“轨通”，
2019 年上半年 R1 线列车就
可以开始空车试跑，年底正式
通车，将成为济南第一条开跑
的地铁。

R1线
车站内景露出一抹丁香紫
铁轨已铺到大学城

济南人的地铁梦跑到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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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底，省城
多项重大工程迎来建
设性节点，本报特推
出“年底探营”专题策
划，派多路记者奔赴
轨道交通、CBD建设、
穿黄隧道等各大工程
一线，实地探访工程
建设进度，为老百姓
奉上最鲜活的工程

“剖面图”。

□记者 郝小庆

自2015年R1线开始建设以来，济南地铁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市
民们瞩目。现在地铁到底修到什么程度了？高高架起的R1线、直达
遥墙机场的R3线、贯穿南北的R2、M3线，何时能通车？近日记者前
往轨道交通建设现场探访，看看在新的一年到来前，济南人的地
铁梦走到哪里了。

11日，在位于济南市奥体
西路与经十路交叉口北侧的R3
线奥体中心西站点，工人们正
在进行车站主体的建设。从路
面往下看，北侧的地下二层岛
式车站已经现出雏形。“奥体中
心西站设计为R3线与M3线的
换乘站，所以规模较大，总面积
有3 . 25万平方米。”轨交集团R3
线二标段业主代表王继栋介
绍，由于车站的下一步建设即
将占用经十路北侧的两个车
道，为减少对行车的影响，提前
移除了南侧的绿化带，“弥补”
即将占用的车道。

“目前R3线13个车站中进
度最快的是王府庄站，今年7月
份已经封顶。”王继栋说，截至
目前，R3线共有王舍人站、工业
北路站和龙奥站三个站的主体
封顶，正在进行出入口、风亭等
附属设施结构建设。其他10个
车站进展各不相同，多数还在
进行土方开挖、外运等工程。

“每个车站从开挖到主体完工
大约是6-8个月，几个标段的车
站主体完工后，装饰装修作业
会统一进场。”

12月6日，丁家东站-礼耕

路站区间双线顺利贯通，这是
R3线12个盾构区间中首条贯通
的双线盾构区间。现在R3线其
他区间还在挖掘，地下11台“钢
铁侠”正在掘进，元旦前还有一
台下地。“预计1月份王舍人站-
滩头站盾构区间也能贯通，但
R3 全线‘洞通’大约要到明年
年底。”王继栋说。

此外，R3 线大约有 4 . 5 公
里沿工业北快速路敷设，在奥
体中路与冷水路口，R3 线的工
业北路站、王舍人站与 BRT 站
台奥体中路站、冷水路站相遇。
这意味着，轨道交通、快速公交
和常规公交系统会在这两个站
点无缝衔接。未来地铁站投入
运营后，市民可以在这两站的
BRT站台直接下到地下乘坐地
铁，也可以从地铁站点地下通
道上到地面换乘普通公交。

R3线
三个车站已封顶，年底12台“钢铁侠”全下地

R2、M3 线
中心城区管线复杂
M3 开工至少半年后

济南的轨道交通建设中，R2
线和规划M3线一直备受济南市
民关注。R2线是济南市东西方向
市域快线，连接济南西客站片区、
济南长途汽车总站、济南站周边
地区及东部新城，具有向东预留
延伸至章丘区的条件，并连接R1
线和R3线。记者从济南轨交集团
了解到，目前R2线正在进行盾构
机下地前的准备工程。

规划为横贯济南东西的轨交
M3线则还在等待报批。近日，经
十路市政管网优化提升工程已经
启动，主要对经十路上腊山立交
桥东段、南辛庄路口段等18个道
路交叉口进行管线迁改，以满足
未来地铁建设的条件，全部工程
大约需要半年。完工后，M3线一
旦获得国家批复，就可以尽快开
工建设，也就是说，M3线的开挖
动工至少还要等待半年。

在2015年公示的济南市轨道
交通第二轮建设规划中可以看
到，济南中心城区未来将建设环
线和M1-M4线，形成“一环(环线)
三快(R1、R2、R3)六普(M1-M6)”的
线网结构。不过目前还只有R1、
R2、R3和M3线有实质性进展，其
他线网还需等待审核报批。

列车
样车正在制造，明年三月来济

地铁线路逐渐“长成”，列车
准备的怎么样了？据济南轨交集
团工作人员介绍，地铁车型敲定
为B2型，预定了24列4编组的列
车，现在样车正在制造中，预计明
年三月份首辆列车即可下线运达
济南。“到时候R1线池东站至大学
城站已经可以满足列车试运行条
件，地铁司机、乘务员等相关工作
人员要在这一段进行实训。”轨交
集团工作人员介绍，等到全线“轨
通”、“电通”后，列车就可以全线
试跑了。

据了解，B 型车一节车厢定
员 240 人左右，预计一列 4 编组的
B2 型车，能载 960 名乘客。“R1 线
列车最高运行速度为 100km/h ，
初期速度 46km/h，高于普通地铁
线路 36km/h 的速度。”工作人员
说，乘地铁跑完 20 多公里的 R1
全线大约需要 35 分钟。

相关链接

RR11 线线前前大大彦彦站站内内，，侧侧壁壁上上的的玻玻璃璃百百叶叶窗窗已已装装好好，，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在在查查看看铺铺好好的的轨轨道道。。见见习习记记者者 金金灿灿 摄摄

前前大大彦彦站站内内，，部部分分箭箭头头指指示示标标志志已已经经装装好好。。见见习习记记者者 金金灿灿 摄摄

工工作作人人员员在在查查看看已已洞洞通通的的隧隧道道。。

见见习习记记者者 金金灿灿 摄摄

目前，济南轨交集团第
一批地铁“订单生”正在南
京、苏州和济南进行跟岗培
训，为济南地铁的运行提前
做好准备。

根据济南轨交集团培训
计划，继前期将168位“地铁
新人”送南京、苏州地铁公司
跟岗培训之后，又将 28 名新
员工分派到济南 R1 线项目
部、范村车辆基地及各施工
现场进行跟岗锻炼，在R1线
客运部、机电部等部门学习
运营管理、机电技术、通信及
信号系统等工作。

目前R1线高架段已经开
始铺轨，明年三月份池东站
至大学城站将具备列车试运
营条件，届时首列地铁列车
将运抵济南，第一批地铁工
作人员也会在这一路段上进
行上路训练。记者 郝小庆

济南地铁“订单生”
赴南京、苏州培训

济南地铁R1线
中间车站能掉头

地铁行驶到终点站后，
需要“掉头”返回。在地铁系
统里，这一动作被称作“折
返”。一般情况下，终点站的
折返都是采用站后折返，较
少使用站前折返。济南地铁
R1线除了有折返线外，还在
中途车站设置了停车线，也
具有折返功能，满足了故障
列车停车、夜间存车和工程
维修车辆折返的功能。

站后折返即列车进站
后，乘客下车，列车继续往前
开一段距离，并通过道岔驶
到对向车道。随后列车停止
运行，驾驶员从车头走到车
尾(或者换新的驾驶员)，车头
车尾互换并开始行驶到乘客
上车点，之后在对向车道正
常行驶。据济南地铁公众号

地铁和轻轨
区分看这里

目前济南修建的轨道交
通是轻轨还是地铁？一般人
认为地上跑的是轻轨，地下
跑的是地铁，其实这是错误
的，地铁和轻轨的区别主要
体现在客流量上。地铁为大
运量系统，高峰小时运送乘
客的能力约为 3-6 万人次；
轻轨为中运量系统，高峰小
时输送乘客的能力约为 1-3
万人次。

实际上，城市轨道交通
分为地铁系统、轻轨系统等
七大中类，每个中类又分许
多小类。地铁是铁路运输的
一种，一般是在地下运营，但
有时为了配合修筑的环境，
并考量建造及营运成本，可
能会转成地面或高架路段。

地铁一般采用A型或B
型列车，分别对应 3 米、2 . 8
米的列车宽度，而轻轨一般
采用 C 型列车，对应 2 . 6 米
的列车宽度。今年 9 月，济南
轨交 R1 线敲定地铁列车为
B2 型车，可见济南修的是地
铁而不是轻轨。

据济南地铁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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