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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最大铁路枢纽客站开通运营——

北京丰台站，百年老站的华丽转身
严 冰 刘乐艺

北京丰台站外景。 原梓峰摄（人民图片）

6月20日7时12分，北京丰台
站32站台上，首趟高铁列车G601
停靠于此。“太荣幸了！”旅客左荣
峰惊喜得知，自己买到了首发列车
的第一张车票。“1995 年，我就来
过丰台站，没想到20多年过去，这
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7时 26
分，列车缓缓驶出站台，驶向太原
南方向。

从这一刻起，经过4年改扩建，
百年老站北京丰台站迎来华丽转
身，以全新面貌正式开通运营。北
京丰台站副站长王建告诉记者，改
建后的北京丰台站是亚洲最大铁
路枢纽客站，主要安排京广高速铁
路，京沪、京九普速铁路等多条线
路的列车始发终到作业，运营初期
安排旅客列车120列。

亚洲最大铁路枢纽客站长什
么样？有怎样的创新亮点？内部
景观如何？近日，记者走进北京丰
台站一探究竟。

“古今交融”的交通枢纽

位于北京西三环与西四环之
间的北京丰台站长什么样？从空
中鸟瞰，丰台站呈现出一款线条粗
犷的“中”字造型。气势恢宏的外
观，时常引得旅客停下脚步，掏出
手机“打卡”留念。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丰台站项目负责人马辉说，北京丰
台站站房设计以丰台地区古时拜
郊台为灵感，取“筑台建城”之意，
采用四周建筑略低、中间建筑高耸
的建筑形态，并与中国古建筑“三
段式”布局相契合。

走进站内，更能领略到建造者
“古韵新风”的设计理念。吊顶采
用藻井造型，融入古建筑结构之
美；高铁出站夹层墙壁上，钟楼、鼓

楼壁画映入眼帘，让出站旅客第一
时间感受到浓浓京味儿；出站通道
两侧墙壁布置着具有地域特色的
装饰，诉说着北京前门景观、四时
佳节、胡同文化等……

“这可是个老站了，想当年客
运、货运都在这里。”谈起北京丰台
站，家住附近的徐杰说，他早就关
注车站即将开通的消息。“真没想
到新丰台站能有如此‘高颜值’，改
建得非常大气！”

丰台火车站始建于1895年，曾
服务老京张铁路、京广铁路、京沪
铁路等多条线路。随着首都城市
建设和铁路的快速发展，车站承担
的相关业务相继移交北京西站、丰
台西站等站办理，至 2010 年运输
业务全部停办，2018年9月实施改
扩建工程。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
司站房工程项目管理部副处长王
秀范介绍，改建后的北京丰台站站
房建筑面积约 40万平方米，每小
时最高可容纳 1.4 万人同时候车，
设有 32条到达出发线，32个客运
站台面。

“其实，北京丰台站并非叠加
在老站房之上，而是在老丰台站东
侧约 1公里的地方。”王秀范解释
说，由于原有老站房的区域受限，
不适宜进行大规模拆迁。因此，现
丰台站的所在地选在老站房的东
货场位置，充分利用既有土地空
间，承载城市新功能。

在站内设计上，北京丰台站还
是国内首座采用高铁、普铁双层车
场重叠设计的特大型车站，形成了

“顶层高铁、地面普铁、地下地铁”
的立体交通模式，方便旅客“无缝”
换乘城市交通。

具体而言，一层主要是南北进

站大厅、综合服务中心与普速站台
层；二层为高架候车层，主要是旅
客高架候车室等；三层是高铁站台
层，和其他车站不同，这里的高铁
站台为尽头式站台，高铁全部西进
西出；地下层则主要是铁路普速出
站、社会停车场、快速进站厅和地
铁换乘区等。

上层是车场，下层是候车厅，
如何保证结构安全？记者了解到，
在丰台站的受力结构当中，大型梁
就有 24根，最高梁高度达 5.2 米，
相当于两层楼高。大型梁柱采用
材料纯度高的高强混凝土一体浇
筑成型，具有较强的抗压、抗变形
能力，密度大、孔隙率低，有效缓解
了车辆与轨道之间的震动。

“采用双层车场可以节约车站
建设土地，集约整合交通资源配
置，减少城市交通基础建设成本。”
马辉说，这样独特的立体交通结构
形式改变了传统铁路线路的布置
方式，实现功能创新，而且采用互
不干扰的两场进出站立体流线体
系，高速和普速旅客有不同的进出
站路线，使出行更加方便顺畅。

据悉，北京丰台站开通运营
后，北京铁路枢纽北京、北京西等
车站功能相应优化调整，各车站分
工更加科学合理。

绿色低碳的现代建筑

漫步于北京丰台站，记者最直
观的感受便是通透敞亮。在进站
大厅，柔和的阳光透过采光天窗倾
洒而下；在高铁站台层，更能看到
不一样的“风景”——西望西山，东
瞰丽泽商务区。

据了解，绿色低碳是北京丰台
站设计中的一大亮点。自实施改
扩建工程以来，丰台站便以“绿色

建筑”为目标，从节能、节水、节材
等各方面着手，融入低碳理念，实
施绿色技术，打造现代车站。其
中，在采光方面，丰台站表现可圈
可点。

北京丰台站充分运用自然光
源，在车站屋顶间隔安设采光天
窗，确保白天能有足够阳光照入三
层高铁站台。与此同时，剩余的屋
顶位置也被有效利用，通过铺设光
伏发电板，为站内照明、取暖、制
冷、通风等供应绿色能源，预计每
年可发绿电700多万千瓦时。

记者注意到，尽管二层候车厅
位于三层高铁站台的正下方，却依
然是光线明亮。原来，高铁站台层
的地面设计也暗藏玄机。

“在三层地面，采用特殊制作
的‘导光管’装置，将天窗透过的自
然光再引到二层候车厅进行照明，
同时配套补光装置，无论夜晚还是
阴雨天都可实现全天候照明。”建
设单位中铁建工集团北京丰台站
项目部总工程师许慧对记者说，北
京丰台站 200 多个“导光管”均具
备自洁功能，不需要检修维护，预
计每年可节省用电量约95万千瓦
时，减少碳排放900余吨。

不过，丰台站将自然光用到极
致的设计，还当属将车站“一分为
二”的中央光庭。“二层候车厅有一
大部分被高铁轨道遮盖，采光条件
稍差一些，所以我们将3个高铁站
台列为一组，在车站中间位置留出
中央光庭，让整个候车厅的空间感
大幅提升。”马辉透露，中央光庭创
新应用新型ETFE膜结构，既满足
了照明，又不会感觉阳光刺眼，提
升了旅客的候车体验。

站房内设置智能照明系统，通
过计算机集中、时钟定时等多种控
制手段，实现照明智能、节能控

制。在有自然光照和有显示大屏
的地方，安装照度传感器，可根据
当前照度值自动开启或关闭不同
数量的照明设备，达到节能效果。

不仅仅是关注采光节能，在北
京丰台站，类似的绿色巧思存在于
设计建设的全过程。

“双层车场设计节约了土地资
源，却也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许
慧介绍，高铁在“空中走”，车站负
重非常大，为了承担高速、普速列
车动荷载，北京丰台站钢结构总用
钢量近20万吨，具有构件种类多、
单体构件大的特点，势必需要在技
术和管理上进行创新。

为此，中铁建工项目团队通力
合作，以三维模型为载体，自主研
发出钢结构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
实现了丰台站主体钢结构从钢构
件原材加工、过程运输、焊接、后期
结构安全健康检测的全生命周期
内质量可追溯。

通过扫码、拍照、上传三步，施
工人员就能在平台上将施工数据
与钢构件自动绑定。“无论是钢材
生产厂家、现场吊装时间，还是焊
接时的现场环境，全部信息在平台
上都是一览无余，真正让数字技术
下沉落地。”许慧说，据统计，钢结
构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可提高原
材料利用率 1%，综合节约钢材用
量 4700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8600吨。

温馨便捷的旅途驿站

除了绿色低碳，北京丰台站还
格外突出人性化与便捷性。

“一个车站，好不好用、适不适
用，旅客说了算。”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许慧表示，丰台站的每一处墙

角、柱脚、电梯拐角都进行圆润化
处理，给旅客带来更舒适安全的出
行体验。

记者走进候车厅一处母婴室
看到，婴儿床、护理台、折叠式安全
座椅等母婴设施一应俱全，全木质
装修再配以绿植盆栽，显得分外温
馨。而在母婴室不远处，就是全软
包处理的儿童娱乐区，色彩艳丽的
游乐设施备受孩子们欢迎。

不仅如此，北京丰台站对无障
碍设施也进行了全面优化提升，共
设置 23 处无障碍卫生间，融合无
障碍电动推拉门、安全抓杆、紧急
呼叫按钮等设施，全面满足残障人
士的使用需求。通过“有爱无碍”
的设计，为旅客打造安全、人性、体
贴的旅途驿站。

除了无障碍卫生间和母婴室，
车站还设置了两处重点旅客服务
区，对于老人、孕妇等重点人群，车
站工作人员将免费提供“一对一”
服务，确保旅客安全顺利乘车。“旅
客可以在12306上提前预约，我们
会根据预约量提前安排好负责对
接的工作人员。”王建说。

在综合立体的交通枢纽站内，
如何确保乘客不迷路，是设计者和
铁路运营部门必须解决的重要问
题。

记者发现，除了造型别致的绿
植小景与一排排暖黄色的座椅，在
站内最常见的便是指路标识。根
据北京丰台站的设计，前 20号数
字对应的是普速列车的检票口，21
至 32 号则是高铁列车检票口，在
指路立牌上方还标明了东南西北4
个方向。

“作为一个特大型车站，北京
丰台站的候车厅功能布局进一步
优化，为的是让旅客出行更便捷。”
王建表示，车站采取了多种措施引
导旅客前往相应候车区。“例如，车
站的静态标识有很多，站内还设有
许多流动岗，会有专门工作人员提
供引导服务。”

同近两年开通的许多新车站一
样，北京丰台站不设售票厅，而是设
置了7处集售票、改签、退票、制证
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记者看
到，与传统售票厅不同，综合服务中
心取消了玻璃隔挡，台面也相对低
一些，便于工作人员与旅客交流。

据了解，截至目前，丰台站周
边功能区建设基本完成，已完成11
条接驳道路部分路段建设，长度约
10公里。车站已具备先进、完善的
立体交通换乘功能：车辆走高架，
平台落客即停即走；行人走通廊，
人行通廊为旅客遮风挡雨。进出
站旅客采用地铁、地面公交、出租
车、私家车、网约车等方式，均可到
达或驶离丰台站。

值得一提的是，在丰台站停车
场，大巴车、网约车、共享单车都有
专门停放区域。“接乘客时，可以直
接约在指定车位，再也不用举着电
话互相找了。”前来送客的出租车
司机马师傅说，过去有的乘客因为
不熟悉方位，常常无法确定自己所
在位置，经常绕着车站走上好几
圈。“这个小小的规划就是人性化
的体现，方便司机也方便旅客，节
约大家的时间成本。”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停车场
周边道路进一步设置完善指引标
识，并探索利用‘北京停车服务’

‘北京交通’手机应用程序，对外发
布车场剩余车位资源。”静态交通
丰台公司副总经理李金星说，“旅
客可通过高德地图等，查看车场信
息，包括车场空闲车位数量、排队
车数量以及预计车辆到达停车场
后排队时间等，进一步提升便利
化、智能化服务水平。”

北京丰台站的管理单位北京
西站党委副书记梁兆钰告诉记者，
北京丰台站的开通运营，将进一步
强化北京综合交通运输服务功能，
极大便利人民群众出行，对不断增
强广大旅客美好旅行的获得感、幸
福感，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丰台火车站站房。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下图：丰台站候车大厅。
北京丰台站供图

上图：丰台站高铁站台层出站口。
记者 严 冰摄

右图：丰台站温馨的母婴房。
记者 严 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