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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美国拉斯韦加斯电 （记者郭
爽）美国“超回路1号”公司11日在西部内华
达州荒漠首次对“超回路技术”中的推进系统
进行公开测试，测试结果符合预期。科技“狂
人”埃隆·马斯克提出的超高速管道运输梦想
距离实现更进一步。

当天上午，在200多名投资人、合作方

和媒体记者见证下，这家总部位于洛杉矶的
初创公司在拉斯韦加斯以北约50公里处沙
漠中测试了其“超回路推进系统”。新华社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个金属测试装置沿铁轨
加速疾驰，约5秒后利用沙堆减速停止。

“超回路1号”公司高级副总裁乔希·吉格
尔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推进系统测试装

置从0加速到60英里时速（约合每小时96公
里）仅用时1秒。未来，从纽约到北京，乘坐这
样的超高速“管道高铁”或许只需半天时间。

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布·劳埃德对记者
说：“今天我们测试的是全尺寸推进系统，这
是预计今年年底建成的完整系统的一部分”，
当天测试结果符合预期。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特斯拉汽车公
司创始人埃隆·马斯克2013年提出“超回路”
运输系统设想。根据马斯克公布的初始方
案，这一超高速系统由双向管道和运输舱组
成，运输舱的行进时速将达1120公里（相当
于每秒约311米），与某些民航客机的最高飞
行速度相当。

“超回路1号”公司表示，他们已测试了
多种悬浮技术，希望能将这种未来交通系统
应用于货运和客运。依据设计计划，这一形
似胶囊、运载客货的悬浮舱将在真空管道中
依靠电力运行，速度接近音速（音速约为每秒
340米）。不过，相关技术在业界还存在争
议，距离真正实现还有距离。

科技“狂人”埃隆·马斯克2013年提
出了一项或可颠覆人类现有生活方式的
技术概念——“超回路”Hyperloop运输
系统。根据马斯克公布的初始方案，这
一系统由双向管道和运输舱组成，运输
舱的行进时速将达1120公里。也就是
说，从美国旧金山到洛杉矶，600公里单
程旅行只需要30多分钟。

不过，听上去很炫的技术，在现实中
通常看似不可能。这项技术被称为除飞
机、火车、汽车和轮船以外的“第五种交
通模式”，其研发建造面临重重困难。尽
管在马斯克的心里，超高速“管道高铁”
是“协和式飞机、电磁炮和气垫球桌的结
合”，但这个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特斯拉
汽车公司创始人、5个孩子的父亲实在是
太忙了。于是，马斯克抛出开源设计方
案，引得一批美国科技企业、研发机构和
创客摩拳擦掌，先后投身这一领域，以期
将“超回路”技术变为现实。

随着“超回路 1 号”公司 11 日在美
国西部内华达州荒漠中首次成功实施

“超回路”相关技术的公开测试，各方对
于这项超高速“管道高铁”技术的竞争
也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

那么，谁能让马斯克关于未来交通
的“疯狂”梦想变为现实呢？

在所有竞争者中，表现最抢眼的莫
过于总部位于洛杉矶的两家美国初创
公司：“超回路 1 号”公司和“超回路运
输技术”（HTT）公司。

本周率先站上擂台的是 HTT 公
司。这家公司 8 日宣布与美国劳伦
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建立合作，取
得了使用被动磁悬浮技术的资格。这
是一种不另外提供控制能源，单靠系统
自身磁场能量支撑悬浮体的
技术。这项技术有望大
幅降低“超回路”的
建造成本。这家
公司还宣布，计
划 今 年 开 始 在
美国加州“中央
谷地”建造 5 英
里（约合8公里）
长的管道。

HTT公司的
组 织 结 构 相 对 松
散，其大部分成员为
工程师和科学家志愿
者，其中也不乏美国航天局、波
音公司等著名研发机构和科技企业的
专家。该公司对每周至少工作10小时
的员工才支付工资，其首席执行官迪尔
克·阿尔博恩同时兼任

“超回路1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
布·劳埃德曾任美国思科公司总裁，该公
司的一位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布罗
根·巴姆布罗根则是马斯克的好朋友，曾
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工作过20年。“超回
路1号”公司的早期设计研发就是在巴姆
布罗根的车库里进行的。“这总比研发飞
船容易吧，”巴姆布罗根对记者打趣说。

针对HTT公司新近公布获得被动
磁悬浮技术一事，“超回路1号”公司高
级副总裁乔希·吉格尔对新华社记者
说：“我们也做过很多相关测试”。

“超回路 1 号”公司 10 日在新闻发
布会上宣布，该公司已完成8000万美元
的新一轮融资，得到了全球多家合作伙
伴的支持。

除了这两家公司表现抢眼外，还有
不少研发机构也对这项技术表示出浓
厚兴趣，就连马斯克本人也开始“坐不
住”了。其麾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不
久前资助了超高速“管道高铁”设计竞
赛，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
赢得了比赛。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还宣
布将建造“超回路”测试轨道，并在今年
夏天举办一场竞赛，吸引更多创新人才
投身研发这项技术。
（新华社美国拉斯韦加斯5月11日电）

美“管道高铁”首次测试符合预期，速度比飞机还快

未来高铁，北京-纽约半天时间

“超级高铁”又快又便宜？

谁在帮马斯克实现
“管道高铁”之梦

中国会拥有自己的
“管道高铁”吗？

2014年，西南交通大学搭建了全球首个真空管道超高速磁悬浮列车原型试验平台。列车运
行时，管道内的大气压相当于外界的十分之一。研究人员希望通过建造低压环境，减少空气对磁
悬浮列车的阻力。在理想状态下，列车在低压管道中最终能实现时速大于1000公里的行驶，并
且能耗低，无噪声污染。这与“超回路1号”公司所采用的运输系统核心技术原理是一致的。

有“第五种交通模式”之称的超
高速管道高铁11日在美国内华达
州沙漠中完成首次推进系统公开测
试。科技“狂人”埃隆·马斯克3年前
提出了这一最高时速可达1200公
里的“超级高铁”梦想。他设想在洛
杉矶和旧金山之间修建一条这样的
管道，往来两地的车程将可缩短到
35分钟，而且建造成本只有加州在
建高铁项目的十分之一。

“超级高铁”真能实现又快又廉
价的城际往来吗？分析人士认为，
马斯克当初对这一技术的经济效益
估计过于乐观，这种运输方式的成
本可能远高于马斯克的预计。

预计2019年实现货运
2021年提供客运

这种“超级高铁”采用磁悬浮技
术，形似胶囊的悬浮舱搭载乘客或货

物在近乎真空的管道中运行。马
斯克在提出设想时写道，这种管
道可以大幅减少悬浮舱运行
的空气阻力，“只有海平面空
气阻力的千分之一，相当于
在45000米高空飞行”。

但是，马斯克说自己太
忙了，顾不上这个项目，希望
别的公司能将它变为现实。

于是，美国“超回路1号”公司
接手这个项目。该公司去年底买

下内华达州荒漠中心的一片测试基
地，并计划在今年底建成约3.2公里
长的完整测试系统，进行全速测试。
在这个位于拉斯韦加斯以北约50公
里处的测试中心，记者看到十几根直
径约3米的“超回路”管道。

“超回路1号”公司首席执行官
罗布·劳埃德11日预计，这种管道
高铁将在 2019 年实现货物运输，
2021年提供客运服务。

“我们正在应用大规模快速建造
技术，包括机器人焊接，这些技术将带
给我们完善的生产能力，”劳埃德说。

劳埃德创立“超回路1号”公司
之前是美国网络设备巨头思科公司
的总裁之一，他总是乐于将管道高

铁比喻成互联网。他在去年9月的
一篇博客中说：“‘超回路’管道高铁
将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运输网，只不
过在这之中我们移动的是原子，而
不是数据。”

目前，这种颇具未来主义色彩的
管道高铁已经吸引了不少投资者，其
中包括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和美国通
用电气公司旗下的投资机构。

问题很多
成本巨大

尽管首次推进系统公开测试朝
着实现马斯克提出的超高速管道运
输之梦更进了一步，但是真要坐上
这种高铁旅行还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除了一些技术难题需要克服
外，管道高铁的成本也是横亘在梦
想和现实之间的一道坎。

加州的高铁项目预算为680亿
美元。根据马斯克的计算，修建从
洛杉矶到旧金山的管道高铁只需要
60亿至70亿美元。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估计过
于保守。以购买工程建设用的土地
为例，尽管管道高铁为了减少购地
成本采用高架方式，但仍然需要购
买大量土地。马斯克的方案“十分
乐观”地认为几万公顷土地只需花
10亿美元。

一项丹麦的研究在调研了近一
个世纪全世界250项重大基础设施
工程后发现，90％项目的实际造价
都超出预算，平均超出幅度为45％。

事实上，多年间，加州的高铁项
目预算也几经上调，一个重要的原
因是项目沿线一些地方要求工程增
加几座并不必需的高架桥和隧道，
而另一些地方则要求本不经过当地
的线路改道从当地经过。

加利福尼亚州高速铁路管理局
发言人莉萨·玛丽·阿利说，管道高
铁会遇到其他大型基础设施工程都
会遇到的问题，诸如融资、征地、环
境许可以及其他各种审批手续，“每
一样都不容易”。

徐力宇（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记
者彭茜）“速度”一直是人类在发展轨
道交通时的不懈追求。美国“超回路
1号”公司的测试原型车在内华达州
的荒漠如离弦之箭般沿轨道驶出，一
秒内从静止加速至每小时96公里。
未来，从纽约到北京，乘坐这样的超高
速“管道高铁”或许只需半天时间。

“超回路1号”公司的“管道高铁”
就是利用磁悬浮技术让运输舱悬浮
于被抽成真空的管道中，从而实现以
很少的能量驱动运输舱高速前进，设
计时速将达1120公里。

虽然埃隆·马斯克2013年在其麾
下公司官网上公布“管道高铁”开源设
计方案，加速了这一技术从概念走向现
实，但其实早在1934年，获得世界上首

个磁悬浮技术专利的德国工程师赫尔
曼·肯珀就提出在抽成接近真空的密闭
隧道中运行磁悬浮列车的设想。这种

“真空管道式”地面交通也于本世纪初
开始被中国研究者所关注。

2004年，西南交通大学教授、中
国两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
院院士）沈志云举办了一场“真空管道
高速交通”院士研讨会。沈志云在会
上提出超高速是21世纪地面高速交
通的需求，真空（或低压）管道式地面
交通是达到超高速的唯一途径，认为
我国应将目标定位在发展每小时600
至1000公里的超高速地面交通上。

在研究人员的不断积累与探索
下，2014年，西南交通大学搭建了全
球首个真空管道超高速磁悬浮列车原
型试验平台。列车运行时，管道内的
大气压相当于外界的十分之一。研究
人员希望通过建造低压环境，减少空
气对磁悬浮列车的阻力。在理想状态
下，列车在低压管道中最终能实现时
速大于1000公里的行驶，并且能耗
低，无噪声污染。这与“超回路1号”
公司所采用的运输系统核心技术原理
是一致的。

当列车时速达到400公里以上
时，超过83％的牵引力会被浪费在抵
消空气阻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西
南交通大学教授翟婉明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这种情况下气
动噪声、阻力、能耗都会随着列
车速度的增加而显著增长，这
时就要采用铺设真空管道的
办法，解决一系列空气动力
问题，在维持高速的同时
保证舒适性和能耗经
济性。

“我们一直很
热心也很激动地
投入做真空管

道超高速磁悬浮列车方面的探索工
作，但目前尚处于实验室模型试验阶
段，距离工程化和投入实际应用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翟婉明说，研究人员
还在继续寻找突破速度极限的方法。

西南交通大学超导与新能源研究
开发中心的赵勇教授团队目前研制出
了第二代高速真空管道高温超导侧浮
系统，这种将轨道铺在管壁上的“壁
挂”磁悬浮列车，突破了环形轨道离心
力的限制，大幅度提高了高温超导自
由悬浮系统的运行速度。

中国研究人员介绍说，他们已实
现测试模型车在未对管道抽真空的状
态下行驶时速达到80多公里，且运行
平稳。未来还有望实现地面轨道和管
壁轨道相结合的“三维轨道”。

不过，在翟婉明看来，“管道高铁”
要实现商业化面临着不少实际问题，比
如磁悬浮本身的高技术成本、远距离真
空管道建设和维护的高昂投入，以及在
超高速情况下保障乘客安全性的要求
等，“在工程上还要靠一项项安全技术
来保障”。

中国很早就开始了磁悬浮技术在轨
道交通方面的商用试点。2003年，上海
机场线的磁悬浮列车就投入了商业化运
营，长沙中低速磁悬浮快线也于今年5月
初投入试运营，连接北京门头沟与石景山
的北京地区首条中低速磁悬浮线路S1线
也将于年内实现全线贯通调试。

但建设和运营磁悬浮铁路的投入
产出比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以上
海磁悬浮线路为例，这条总长约30公里
的线路，每公里造价超过3亿元人民币，
何时能收回运营成本和建设成本目前
仍是未知数。

翟婉明认为，基于目前中国的
基本国情，能让老百姓感受到切身
好处的还是近十年来轮轨高铁的飞
速发展。

“超级高铁”概念图。

这是5月 11 日在美国
西部内华达州拍摄的“超回
路推进系统”测试装置。

新华社记者 郭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