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OTONGFAZHAN 交通发展

ＥＴＴ：处在科技前沿的
下一代运输方式
□ 张耀平

摘 要： 本文回顾了真空管道运输从概念设想到专利技术形成的发展过程，
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真空管道运输的研究开发现状进行了考察。
分析表明，
美
国、
瑞士和中国是较早启动该项研究的国家，
中国具备率先发展真空管道运
输系统的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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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人类没有停止过对更高速度的追
求，
在这种追求过程中，
前人的高速
旅行期望不断地由梦想变成现实。
迄
今，
公共运输工具中速度最快者当属

“Ｅｖａｃｕａｔｅｄ Ｔｕｂ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纽约的旅行时间只需１０分钟
（根据作

（ＥＴＴ）”
，
它将给今天的运输模式与运

家 Ｅｄｗａｒｄ Ｐｅｎｄｒａｙ 所著的 Ｒｏｂｅｒｔ

输格局带来革命性变化。

［１］
Ｇｏｄｄａｒｄ传记记载）
。

２ 真空管道运输的设想
世界科技史上，
任何一项重大发

１９６５ 年，Ｅ Ｄ Ｗ Ａ Ｒ Ｄ Ｓ Ｌ Ｋ 发表
了 题 为 “ 高 速 管 道 运 输 （Ｈ Ｉ Ｇ Ｈ －
ＳＰＥＥＤ ＴＵＢ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

飞机和磁悬浮列车。
然而，
飞机和磁

明或发现都是人类共同智慧的结晶，

的文章，
提出了一个能够在９０分钟内

悬浮列车均有其极限速度，
这种速度

是一代又一代人思想积淀的量的积累

从波斯顿到达华盛顿的客运系统设

并非人们旅行的最理想速度和终极速

达到一定程度时质变的体现。
最终实

想，
此系统由一对抽成一定真空的管

度。
飞机和磁悬浮列车速度不能继续

现这一转变者，
即被人们认定为该技

道组成，其中的车辆运行速度为

提高的障碍是空气阻力，
空气阻力跟

术的发明人或缔造者，
从而载入科技

５００ｍｐｈ。［２］

速度平方成正比地增加。
这意味着要

发展的史册。
至于真空管道运输，
从

还有资料显示，早在 ２０世纪６０

想在飞机和磁悬浮列车的基础上实现

思想萌芽到概念提出，
再到专利申报

年代，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家通过

突破，
创造下一代高速运载工具，
则

与获得，
大致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技术分析，
设想了一种高速运输工具

需要考虑从根本上减少或消除空气阻

现代火箭之父Ｒｏｂｅｒｔ Ｇｏｄｄａｒｄ，

——真空管运输系统，
而且预计在２１

力。
一个合乎逻辑的可能思路是：建

在Ｗｏｒｃｅｓｔｅｒ工学院１９０４年的开学典

世纪可能成为现实。该设想的轮廓

设真空管道，
让车辆无接触、
无摩擦

礼上演讲时提到：在波斯顿至纽约之

是：横贯美国东西，
由纽约到洛杉矶

地在其中运行，
即可使速度在飞机基

间建一条真空管道铁路线，
车辆通过

修建一条长 ３９５０ｋｍ的地下隧道，隧

础上数倍地提高。
这种运输方式就是

电磁方式悬浮在轨道上，
消除金属之

道内抽成相当于 １‰个大气压的真

真空管道运输，英文中称为

间的接触，
这种运行方式从波斯顿到

空，
将磁浮车系统安装在隧道内，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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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真空隧道中，时速可达
２５０００ｋｍ／ｈ，即令采用该理论速度
１／４的速度，即平均速度６７５０ｋｍ／ｈ，
由纽约到洛杉矶也只要３６分３０秒的
［３］
旅行时间。

Ｆｏｒｇａｃｓ的研究对真空管道与大
气环境中的运输线路进行了比较。
他
提出的真空管道运输系统由真空泵抽
成一定真空、
埋置于地下，
且用永久
磁铁对车辆提供悬浮力，
速度为９６６
ｋｍ／ｈ，相应的普通线路速度为 ４８３
ｋｍ／ｈ。研究表明，真空管道中速度
提高增加的效益远远大于开挖隧道增
加的成本，
足以补偿隧道开挖工程费
图１ Ｄａｒｙｌ Ｏｓｔｅｒ发明专利中描述的ＥＴＴ车体

用；真空管道运输系统对环保贡献巨
大，而能耗又非常小。另外，对不同
的悬浮方式作了比较，
用电池提供悬
浮力的系统可能造成牵引力损失，
不

是一个复杂、
昂贵的问题，
在地下几

气阻力的惟一有效方法就是建设真空

如采用永久磁铁优越。
还指出真空管

百英尺的岩石中挖掘隧道要求采用先

管道。
但是，
历史的光环最终只落到

道运输系统最好采用永磁悬浮模式。

进的隧道挖掘机。

对该发明起决定性作用的人身上。
从

［４］

16

［５］［６］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设计，
美国佛

这种意义上来说，
历史所承认的真空

ｗｗｗ．ｒａｎｄ．ｏｒｇ）公司的研究人员

罗里达机械工程师 Ｄａｒｙｌ Ｏｓｔｅｒ于

管道运输系统的发明人大概只有

Ｒｏｂｅｒｔ Ｍ． Ｓａｌｔｅｒ在他的研究报告

１９９９年获得真空管道运输（ＥＴＴ）系

Ｄａｒｙｌ Ｏｓｔｅｒ了。

１ ９ ７ ８ 年，美国兰德（Ｒ ａ ｎ ｄ ，

（Ｔ ｒ ａ ｎ ｓ － Ｐ ｌ ａ ｎ ｅ ｔ ａ ｒ ｙ

Ｓｕｂｗａｙ

统发明专利，
至此，
真空管道运输作

３ 美国 Ｅｔ３．ｃｏｍ 公司的 ＥＴＴ
研究工作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Ｂｕｒｇｅｏｎ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为一项正式的专利技术被记录在世界

中作了如下描述： 一种叫“运输之

科技发明史上。
在此后的几年中，
关

星”
的地铁系统，
由电磁支撑和在地

于真空管道运输的评价，
一些人认为

Ｄａｒｙｌ Ｏｓｔｅｒ的 ＥＴＴ专利（美国

下一定真空度的管道中运行的车辆组

它并不是什么新发明，
也有人说在几

专利号：５，９５０，５４３）
包括如下内容：

成，
能够在一小时内穿越美国。
该系

十年前他们都有类似的设想。
因为道

沿线路方向的两根抽成真空的管道，

统跟地方运输系统之间有转运联接，

理很简单，
旅行速度要想继续提高，

车体，真空设备，悬浮部件，加速装

还可以进行货物运输。
但是隧道开挖

必须克服空气阻力，
而在地表消除空

置，
能够回复能量的刹车系统，
减振
装置，
管道定位器，
辙

表１

佛罗里达高速铁路项目招标备选技术方案［８］

１、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Ｍａｇｌｅｖ
２、Ａｍｔｒａｋ－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３、Ａｌａｒｉｓ Ｔｉｌｔｉｎｇ Ｔｒａｉｎ， Ｍａｄｒｉｄ－Ｖａｌｅｎｃｉａ， Ｓｐａｉｎ
４、Ａｌｆａ Ｐｅｎｄｕｌａｒ Ｔｉｌｔｉｎｇ Ｔｒａｉｎ， Ｐｏｒｔｕｇａｌ
５、Ａｒｌａｎｄａ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Ｓｗｅｄｅｎ
６、Ｂｏｍｂａｒｄｉｅｒ
７、Ｅｕｒｏｓｔａｒ，ＵＫ－Ｅｕｒｏｐｅ
８、Ｅｖａｃｕａｔｅｄ Ｔｕｂ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９、Ｋｏｒｅａｎ Ｔｒａ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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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Ｍａｇｌｅｖ ２０００ 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１、Ｍａｇｐｌａｎｅ， Ｉｎｃ．
１２、Ｒｏｔｅｍ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１３、Ｓｉｅｍｅｎｓ
１４、Ｔａｌｇｏ
１５、 ＴＧＶ Ｗｅｂ
１６、Ｔｈａｌｙｓ
１７、Ｔｒａｎｓｒａｐｉｄ

叉系统，
自动控制、
检
测与维护装置，施工
［７］
方法，
安全系统等。

ＥＴＴ车体如图１所示：
为了促进 ＥＴＴ研
究与开发工作，
Ｄａｒｙｌ
Ｏｓｔｅｒ于１９９９年在美
国佛罗里达州注册成
立 Ｅｔ３．ｃｏｍ 公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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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采用特许加盟制度，
加盟费１００美

根据美国佛罗里达高速铁路建设

元，
加盟后即成为Ｅｔ３．ｃｏｍ公司的一

署（Ｆｌｏｒｉｄａ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

名特许人，
不仅意味着持有该公司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ＦＨＳＲＡ）的计划，将在

一份股份，
同时可以继续发展其他对

Ｔｅｍｐａｒ－Ｌａｋｅｌａｎｄ－Ｏｒｌａｎｄ之间修建

ＥＴＴ 有兴趣、愿意支持、推动 ＥＴＴ发

一条 １３７ｋｍ的高速铁路。２００２年，共

展的成员。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可以调

有来自世界各国的１７家公司的技术

动和联合社会各界人士，
把对ＥＴＴ的

方案得到提名（如表１所示）。

支持者凝聚起来，从各自的领域为
ＥＴＴ早日实现贡献力量。

Ｅｔ３．ｃｏｍ 公司的 ＥＴＴ 方案名列
其中。
在２００３年的最后一轮竞标中，

Ｄａｒｙｌ Ｏｓｔｅｒ夫妇辞去了其他可

共有四个方案入围，
ＥＴＴ方案建议报

以获得较高薪水的职位，
专心致力于

告是其中之一。２００３年 ３月，ＦＨＳＲＡ

ＥＴＴ的研究与开发工作。
除了出租房

主持的四个方案的竞标答辩在佛罗里

产
（必要时会卖掉其中一些）
的收入

达举行，
当时Ｄａｒｙｌ Ｏｓｔｅｒ在中国，
没

作为基本研究经费外，
他们没有其他

能亲自出席答辩，
导致ＥＴＴ方案支持

收入来源，
过着最节俭朴素的生活。

率下降。
ＥＴＴ方案处于不利竞争地位

表２

图２ ＥＴＴ断面与普通高速铁路断面比较

的原因还有：
（１）旧有技

ＥＴＴ方案的主要技术参数与成本概算

项目
单位成本（美元） 单位
６座车体
￥２７，６００
ｅａ
车站（７００ 人 ／ 小时）
￥７，１００，０００
ｅａ
管道线路
￥１，９７３，０００ ｍｉｌｅ
供电站
￥５００，０００
ｅａ
设计费
工程勘测费
真空站
道叉
安全检测器

￥５０，０００ ｍｉｌｅ
￥１００，０００ ｍｉｌｅ
￥２００，０００
ｅａ
￥５，２００，０００
ｅａ
￥５００，０００
ｅａ

数量
１３４
３
８９
６１ｍＷ
９６
９６
１７
３
３

ＥＴＴ 基础设施总费用

容量
６
７００

术势力较强大，形成对
成本（美元）
ＥＴＴ 这种新技术的抵制；
￥３，６８４，６００
￥２１，３００，０００ （２ ）ＦＨＳＲＡ 的竞标主持
者同时是其中一个方案的
￥１７５，５９７，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
支持者，
造成对其支持方
￥４，８００，０００
案的偏袒和对 ＥＴＴ 方案
￥９，６００，０００
的歧视；
（３）ＥＴＴ 毕竟没
￥３，４００，０００
有任何试验线，
未经过实
￥１５，６００，０００
践检验，
技术可行性容易
￥１，５００，０００
受到质疑。
ＦＨＳＲＡ ＥＴＴ 方案的

￥２３８，４８１，６００

主要技术参数与成本概算
交通隔离费用
保险费
合同费
加工费

￥１，５５６，０００

８６

￥１３３，８１６，０００
￥２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３８，４８１，６００

管道加工
车辆加工
高温超导磁浮轨道
绕线机

￥４７４，０００
￥８７０，０００
￥７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

ｅａ
ｅａ
ｅａ
ｅａ

３６
１
１
４

￥１７，０６４，０００
￥８７０，０００
￥７１０，０００
￥４８０，０００

设施

￥１，５００，０００

ｅａ

１

％

６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８８１，４０３，２００
￥５２，８８４，１９２
￥９３４，２８７，３９２

合计
专利使用费
总计

（资料来源： Ｅ Ｔ Ｔ Ｐ Ｒ Ｏ Ｐ Ｏ Ｓ Ａ Ｌ Ｆ Ｏ Ｒ Ｆ Ｌ Ｏ Ｒ Ｉ Ｄ Ａ Ｈ Ｉ Ｇ Ｈ Ｓ Ｐ Ｅ Ｅ Ｄ Ｇ Ｒ Ｏ Ｕ Ｎ Ｄ Ｔ Ｒ Ａ Ｎ Ｓ Ｐ Ｏ Ｒ Ｔ Ａ Ｔ Ｉ Ｏ 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ＨＡＳＥ １， ＰＡＲＴ １ ＴＡＭＰＡ ｔｏ ＯＲＬＡＮＤＯ，ｂｙ ｅｔ３．ｃｏｍ Ｉｎｃ．）

如表 ２所示。
下面是 Ｅ Ｔ Ｔ 方案跟
普通高速铁路的断面尺寸
比较示意图（图２）。
由于政府支持以及资
金筹措等方面的原因，
目
前 ＦＨＳＲ 计划处于停顿状
态。然而，ＥＴＴ 从获得专
利到列入政府高速线路备
选方案，
是一个不小的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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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 供电传感器；Ａ２－ 直线电机；
Ａ３－ 导向传感器；Ａ４－ 悬浮传感器
图３ ＳｗｉｓｓＭｅｔｒｏ系统

４ 瑞士的Ｓｗｉｓｓｍｅｔｒｏ系统
Ｓｗｉｓｓｍｅｔｒｏ是一种完全设置在
地下的交通设施，
由两个直径５米的

１９９９年６月，
完成了主要的研究工作。

５ 中国在真空管道运输领域
的研究与发展

隧道组成，
线路的大部分从岩石中穿

科技公司、
铁道部专业设计院等单位
演讲报告 ＥＴＴ 及其研究工作。由于
Ｅｔ３．ｃｏｍ 公司提交给 ＦＨＳＲＡ 的 ＥＴＴ

早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我国有些

方案选用高温超导磁浮技术，
高温超

报纸就对美国科学家提出的真空管道

导块材和永久磁铁是建设ＥＴＴ系统的

运输系统设想作过报道，
后来还有一

主要材料，
所以Ｄａｒｙｌ Ｏｓｔｅｒ走访了北

些评论文章相继见报。
１９８８年，
老一

京有色金属研究院超导研究中心。
作

代铁道工程专家郝瀛教授在他的
《中

为意向的超导块材供应方，
Ｅｔ３．ｃｏｍ

国铁路建设》
一书中，
把真空管道运

公司跟北京有色院超导中心签订了合

与大气密度，
这种真空环境有利于减

输系统视为未来铁路发展的一种模式

作协议，
其他签订合作协议的还有山

小空气对车体的阻力，
节省用于驱动

［３］

作了介绍与描述。 后来还有其他书籍

西磁材联盟、
铁道部专业设计院、
北

的能量。
运行车体用磁悬浮方式，
由

作过类似的介绍。

方交通大学建筑设计院、
西南交通大

过，
依据地形的变化，
深度一般在地

18

院电工所、
西南交通大学、
北京特运

下６０～３００米处。
车站都设在城镇中
心，跟城市和地面的运输线联接成
网。隧道中抽成一定的真空，
真空度
大约跟１８０００米高空的气压相当，
这
是协和式飞机作高速飞行所需的高度

直 线 电 机 驱 动 ，设计运行速度

［６］

２００１年，
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

学超导研究开发中心等单位。

人员跟Ｄａｒｙｌ Ｏｓｔｅｒ建立联系，
启动

作为外聘专家，
Ｄａｒｙｌ Ｏｓｔｅｒ在

本项目最早由Ｒｏｄｏｌｐｈｅ Ｎｉｅｔｈ

了真空管道运输在中国的研究与推动

西南交通大学工作三个月，
就建设高

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提出，随后受到瑞

工作。
令人欣慰的是，
真空管道运输

温超导磁浮模式的真空管道运输试验

士联邦理工学院专家的支持。
在联邦

理念在中国的认可程度甚至超过美

线进行了交流探讨。
大家对世界上第

政府和私人企业的资助下，
于１９９３年

国。开始时，尚有部分嘲笑、怀疑和

一条真空管道运输试验线率先在中国

３月完成预可行性研究，
表明这种系

视其为科学幻想者，
随着一些专业领

建成充满信心。
Ｄａｒｙｌ Ｏｓｔｅｒ离开后，

统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是可行的。

域教授、
院士层面专家表示出认同、

西南交通大学成立了
“真空管道运输

１９９２年成立 Ｓｗｉｓｓｍｅｔｒｏ公司，为主

关心和支持，
人们开始转向理解，
并

研究所”，
正式启动了我国在真空管

要研究筹集到一定的必要资金。１９９７

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

道运输领域的研究开发工作。
这是世

５００ｋｐｈ。如图 ３ 所示。

年 １１ 月，向瑞士政府提交了修建
Ｇｅｎｅｖａ－Ｌａｕｓａｎｎｅ线路的申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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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底，Ｄａｒｙｌ Ｏｓｔｅｒ来到中

界上第一个由大学或者政府部门成立

国，
先后应邀到北方交通大学、
中科

的真空管道运输研究机构，
表明中国

JIAOTONGFAZHAN 交通发展

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前

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２０世纪末材

言，我国具有非常有利的研究开发

列。

料工艺、航天工业、计算机、自动控

基础，具备率先建成世界第一条真

制、
高速铁路等技术走向成熟，
建设

空管道运输试验线路的环境条件。

ＥＴＴ 所需的基础条件已经具备。尤

占领这一科技制高点是中国的机

跟中国、
美国和瑞士相比，
其他

其是，互联网、电子商务、无线通讯

遇，也是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

国家对真空管道运输的研究只限于部

的高度发达，对便捷物流和超高速

会窗口之一。

分学者通过写论文发表一些个人见

运输提出了新的要求。
人类环保、
能

解，均无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协作团

源意识的增强，也要求开发更加生

队，
研究工作缺乏系统性和组织性。

态友好、
节省能源的交通工具。
因此

６ 其他国家的相关研究

２００３年，日本学者 Ｍ． Ｏｋａｎｏ等
人在Ｐｈｙｓｉｃ Ｃ 上发表文章：
“超导磁

现在启动ＥＴＴ建设项目研究既有客
观需求，
又符合现实条件。

浮货运系统可行性研究——暨高温超

美国 Ｅｔ３．ｃｏｍ 公司的 ＥＴＴ 系统

导块材磁浮导轨的荷载特征”
。
文中

和瑞士 Ｓ ｗ ｉ ｓ ｓ ｍ ｅ ｔ ｒ ｏ 公 司 的

描述了一种在真空管道中行驶的货运

Ｓｗｉｓｓｍｅｔｒｏ系统都属于真空管道运

系统，
这种系统采用超导块材的磁通

输范畴，
但二者之间有本质的区别。

钉扎原理进行导向。如图４和图５所

Ｅｔ３．ｃｏｍ 公司的 ＥＴＴ 基于小管道断

［９］
示。

面、独立的小车体，高频率连续发
车，除了可以低速运行，更追
求高目标速度，
不仅适合较短
距离运输，
长大距离更能发挥
其优越性。而 Ｓｗｉｓｓｍｅｔｒｏ的
出发点是为了解决瑞士本国或
者欧洲范围内的运输问题，
由
于将来应用的目标区域较小，
则没有追求超高速度。
管道断

图４ 车体驱动模式 （ａ）利用势能加速和减速；
（ｂ）利用直线电机加速和减速

面以及车辆大小跟现有的地铁
相当，
运行车辆采用组合车列
方式。可见，ＥＴＴ模式更符合

真空管道运输的未来发展方向。
目前，美国在真空管道运输领
域的研究工作暂时处于领先地位。
由于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能够
瞄准这一国际前沿科技，并积极开
展交流与合作研究，使得中国在真
图５ 带超导磁浮导轨的真空管货运系统
断面结构

空管道运输领域的研究同样处于国
际领先水平。近年来，我国经济保
持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不断攀

７ 结论

升，许多高端科技创新研究及应用
开发进入世界前列。
种种迹象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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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管道运输从设想提出、概

中国占领未来世界科技制高点的趋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Ｃ３８６（２００３）

念形成到技术专利的确立，经历了

势越来越明显。就真空管道运输而

５００－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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