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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国际缆车大会
会议报道和会议成果

的合作伙伴

城市交通

为交通方案提供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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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寄语
2012年2月22日至25日在中国举办的阿尔卑
斯技术展Alpitec China为期4天，题目围绕
山地和冬季运动技术，而在同时在北京举办
的国际冬季体育运动展ISPO Beijing则以运
动、服饰和品牌服装为主题。这一年度展会
的另一特色是聚焦2018年在南韩将举办的冬
季奥运会，以及与此相关的冬季体育运动和
旅游业。
作为国际缆车纵览编辑部团队， 我们将传递
给读者科学的信息和缆车行业最新发展动向
视为我们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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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缆车协会在里约热内卢

报道新的缆车项目以及有关雪道平整、人工
造雪、缆索制造以及相关项目的信息。本期

2011年中国国际冬季运动机械

刊物一如既往为您提供了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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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世界缆车会议上，
城市轨道交通成为一个核心题目。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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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而缆车技术已经为这一未来的运输方
案提供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国际缆车纵览中
刊登的内耶兹教授的撰文“城市缆车”就已
经系统地阐述了有关题目的方方面面。
希望我们的刊物成为您的挚友
克里斯蒂安·阿穆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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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Leitner

索道

城市缆车

图片：Doppelmayr/Garaventa

约瑟夫·内耶兹教授在他关于城市缆车的理论文章中阐
述了这一领域中的通用概念以及投入使用的缆车系统。

图一：多倍迈尔/格拉文达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 - 卡巴塔斯”轨式缆车

中国在城市交通工具领域中还没有明确
唤起对缆车建造的兴趣，但这并不能掩
盖一个事实，即在几乎所有的国家中，
如果城市发展速度过快，其公共交通都
存在着问题。在这个领域中，缆车可以
做出其重要的贡献。最近几年里这一发
展趋势非常明显，以各种形式建造的缆
车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很多城市中。
但是，所谓“城市缆车”这个概念究竟
指的是什么呢？这常常引起各种讨论，
尽管“城市的”这个形容词第一眼看上
去似乎意义非常明确，其实却不然。当
然，也有一些似是非是的例子，人们无
法明确这是否属于城市缆车。
首先要说明，对于城市缆车这个概念没
有一个法律上的定义。在专业圈子里，
这个概念往往指至少有一段在城市领域
行驶的，以及用于公共载人短途交通的
缆车。根据这些标志，一条缆车如果是
仅仅坐落在城区还不够，它还必须要满
足公共交通工具的功能。只有这样，这
条缆车才能进入城市缆车的狭义范畴。

一个关键的标志是，这样一条城市缆车
主要是用来运载城市居民，特别是用于
上下班交通的，而不是仅仅用来运载游
客的。作为公共载人短途交通工具，它
要完成与公共汽车、有轨电车、地铁和
快轨相似的功能，即便是运载量比较小，
而且具有不同的交通任务(例如，车站
都比较少)。有意义的是，这样的城市
缆车应当和其它公共载人短途交通工具
一起被纳入公交系统。
对城市缆车的概念进行如此“严格的”
定义是有其原因的：城市缆车与其它缆
车类型典型的区别是可供使用率和运营
时间。城市缆车要求的可供使用率通常
在大约99.5%，而运营的时间大约是每
天20小时，一年365天。
用于城市缆车的缆车体系
首先要说明，哪一种缆车体系适用于城
市交通领域，这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但
是哪一种缆车体系更加能满足公共载人

图二：莱特纳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洪格堡缆车”

短途交通的要求，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首先我们对缆车体系的两个基本类型进
行对比。一种是地面行走的运载缆车，
所谓轨式缆车；另一种是“悬空式”运
载缆车，所谓悬空式缆车。这两种体系
有着明显的区别。
轨式缆车
尽管在最近几年里，城市厢式缆车越来
越多采用单缆循环式缆车体系，但是绝
大部分的城市缆车依然是轨式缆车。轨
式缆车和其它公共载人短途交通工具一
样，不会受到侧风的影响，如果对其进
行了相应的技术装备后，其可供使用性
也非常高。这一点是可能受到侧风影响
的悬空式缆车所不能完全做到的。另一
点是，由于轨式缆车采用地面运载，因
此车厢的空间要明显大于悬空式缆车车
厢。这是公共载人短途交通的一个基本
要素。仅仅这一点，轨式缆车的运载功
率就高于悬空式缆车。这里还不包括运
国际缆车纵览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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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Leitner

索道

图三：莱特纳 波马 美国 美国纽约“罗斯福岛”缆车

图片：Doppelmayr/Garaventa

图片：Leitner

图四：多倍迈尔/
格拉文达
美国俄勒冈波特兰
的“玛坎山”缆车

施得到提高，这样就有别于观光线路的
载功率的其它参数，如往复式缆车进站
的时间，以及循环式缆车车厢间距的控
制时间等等。现代城市轨式缆车的例子
有伊斯坦布尔的“塔克西姆 - 卡巴塔斯”
(图一)和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洪格堡缆
车(图二)。“塔克西姆 - 卡巴塔斯”轨
式缆车从地下把欧洲城市中心“塔克西
姆”和港口城区“卡巴塔斯”连接在一
起，其运载量达到每小时7500人。因
斯布鲁克的洪格堡缆车是一条城市轨式

缆车，它有一段平地线段和一段高差线
段，车辆在乘客车厢部分做了水平处理。
悬空式缆车
如前所说，悬空式缆车的根本问题是其
受到侧风影响会导致可供使用性降低。
但是这种缆车也有其优点，这些优点我
们还会一一叙述。在城区，悬空式缆车
的可供使用性还可以采取特别的技术措

缆车(例如在驱动设置中进行多重性配
备)。悬空式缆车最大的优点是，由于
悬空体系而不受地面个人交通的影响。
整个缆车路线都在空中。而轨式缆车就没
有这种独立性，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要为
其 建 造 专 门 的 路 段 (高 架 桥 或 隧 道 )。
这种情况首先就产生了一个成本问题。
轨式缆车的线段，为了避开地面的个人
交通，无论是走地上(高架桥)还是地下
(隧道)，都要比悬空缆车的支架和缆车

图六：波马
哥伦比亚梅德林的8人厢式缆车
“地铁缆车1号”图片：Sigma

图五：莱特纳
意大利波岑的“雷特纳缆车”

图片：Lei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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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Doppelma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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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Doppelmayr

图七：多倍迈尔/格拉文达 委内瑞拉卡拉卡斯的8人厢式缆车“圣奥古斯丁”

图八：多倍迈尔/格拉文达 阿尔及利亚特雷姆森的15人厢式缆车

贵出很多倍。特别是如果有河流或海域
要跨越的话，悬空式缆车的成本优势就
更加明显。悬空式缆车的另一个优点是，
从车厢远望，往往会看到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的景色，给人以很高的经历价值。
这一点对于每天上下班的乘客来说没有
意义，但是对于城市观光者来说，这是
一番富有魅力的经历。
如果把悬空式缆车再分为往复式缆车和
循环式缆车的话，那么在城区领域投入
使用时就要采用常用的基本设计法则来
选择合适的缆车系统。这其中包括支架
地点的选择和所需的承载功率。人们通
常选择往复式体系来跨越海域，而把郊
区连接到上述交通系统时往往会采用循
环式体系。
城市往复式缆车的例子有跨越曼哈顿东
河的“罗斯福岛”缆车(图三)，以及在
设计上别具一格的“玛坎山”缆车，这
条缆车位于波特兰(图四)。跨越曼哈顿
东河的新型“罗斯福岛”缆车采用了两
个单车平行的往复式系统，两条承载缆
跨距为3.2米。波特兰的“玛坎山”缆
车把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和玛坎山周
边的南水岸区连接起来，其非凡的设计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城市循环式缆车类别中，意大利北部
波岑地区“雷特纳缆车”采用了3S缆
车体系(图五)。这条缆车把雷特城区部
分和波岑的公交网络连接在一起。
自动载人设施

图九：波马 巴西里约热内卢的10人厢式缆车
“日耳曼山”

图片：Leitner

图片：K. Thibaudon/Poma

提到在城区交通中起作用的缆车体系，
必须要提起APM这个概念，这就是自
动载人设施。

图十：莱特纳
意大利佩鲁贾的迷你地铁(红线)

所谓自动载人设施，指的是全自动运营
的专线运输设备，其车厢行驶在专门的
独立的运输线路上。这一定义来自于北
美的一个规范。美国土木工程协会
(ASCE)有一项“自动载人设施标准”，
其原文表述为：“An Automated People
Mover (APM) is defined as a guided transit
mode with fully automated operation, featuring vehicles that operate on guideways with
exclusive right-of-way”。
国际缆车纵览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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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道
从技术角度讲，可以把自动载人设施分
为两种。一种是自行式车辆，另一种是
缆绳驱动车辆。今天大部分使用中的自
动载人设施都是由车体内的电机驱动的。
因此这种设施不属于缆车范畴。但是日
益增多的自动载人设施是由牵引缆来驱
动的，这种驱动如同一座水平式电梯，
或是循环式缆车技术的变种，在这种情
况下就属于平面式或近乎平面式的轨式

System系统来运作的。在这一系统中，4
条相互独立的承载缆和车辆可以在运营
中切换到另一条牵引缆上，使4趟列车
在双轨线段上进行非连续性的循环运营。
从交通技术角度讲，自动载人设施有两
个主要的使用区域，第一个区域是在公
共载人短途交通体系中承担次级运输网
的任务，第二个区域则是指飞机场的交
通工具。

施可以由一个人在控制室监控。(这个
例子来自于1999年哥本哈根召开的自
动载人设施国际会议中一个城市建设的
报告)可惜的是交通部门和城市规划负
责人对于自动载人设施的优点知之甚少。
但是可以肯定，最近建造的自动载人设
施获得的成功将会带动更多的项目。城
市自动载人设施的例子我们可以举出两
个，一个是循环式缆车系统，另一个是

图片：Doppelmayr

图十一：多倍迈尔 意大利威尼斯的索道通勤车(载人设施)

缆车。这种自动载人的轨式缆车体系和
其它公共载人短途交通体系相比，其优
点在于投资和运营成本小。自动载人设
施的定义就指出了与传统的轨式缆车的
区别：这就是全自动运营。这种体系中
既没有乘务员，也没有驾驶员，无需在
到站之后揿下开车的按钮，而是直接在
控制室内通过屏幕监视来完成全自动的
行驶过程。
目前运营的有三种不同的缆绳驱动自动
载人设施：
■ 多倍迈尔公司的索道通勤车,
■ 莱特纳公司的迷你地铁,
■ 波 马 -欧 提 斯 公 司 的 人 员 运 载 系 统
(PTS)。
索道通勤车的一种特殊形式目前正在委
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建造。这一自动载
人设施是通过一种所谓Pinched-Loop-

公共载人短途交通的次级网络
自动载人设施典型的运载功率通常在每
小时3000人，运载速度为每秒钟8米。
这样一种体系是无法承担第一级城市交
通网络的运输任务的。无论是其承载功
率，还是行驶速度，还是体系的总长都
太小了。但是作为为第一级网络的车站
输送人员的交通工具还是非常理想的。
一般来说，通往公共载人短途交通网络
最近车站的可接受的步行距离通常从
400米到500米。 如果这样的话，就可
以以第一级交通工具(例如地铁)车站为
中心辐射出4条星状的长度为1000米的
自动载人设施，资金投入相对较低，但
是公共载人短途交通区域则扩展了5倍，
因为这4个外设车站的覆盖半径又开发
了400米到500米。这样4条自动载人设

往复式(通勤)系统：意大利佩鲁贾的迷
你地铁(图十)，由于车厢是红色的，也
被人称作“红线”。另一条是威尼斯的
通勤缆车线(图十一)，这条缆车的正式
名称就是“载人设施”。
机场缆车
机场缆车主要连接各个航站终端，在航
站楼中运载旅客，因此它并不属于城市
缆车范畴，而不能被称为城市缆车。但
是从可供使用性和运营时间来看，它和
城市交通工具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人们
在城市缆车和机场缆车之间不再作严格
的区分。机场缆车的一个经典的例子是
墨西哥城市机场的通勤缆车(图十二)。
在机场几乎可以使用各种缆车体系，只
有悬浮式缆车除外。
国际缆车纵览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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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Doppelmayr

索道
图十二：多倍迈尔
墨西哥墨西哥城机场的索道通勤车

其它缆车类型
为了把城市缆车从其它缆车类型中区分
出来，就要研究缆车最重要的使用范围，
并且了解其相关的特征。首先，有些缆
车尽管位于城区，但是并没有公共载人
短途交通的功能特征。这一缆车有展览
会缆车和郊游缆车。这些概念也没有准

确的定义，但是概念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而且在专业媒体中常常见到。
展览会缆车
展览会缆车尽管大都在城区，但是要完
成的任务和城市缆车完全不同。展览会
缆车的可供使用性不是很高。这种缆车

图十三：多倍迈尔
德国科布伦茨2011年联邦园林博览会的3S缆车

如果停运，尽管不是大家所期待的，但
是它不会导致上下班交通停运的灾难。
展览会缆车主要是用来让人欣赏园林博
览会或世界博览会的。这种缆车一般情
况下仅仅在展会期间运营，会后就被拆
除，改造之后再安装到别的地方上去。
缆车的运营时间和展会的开放时间挂钩
的，其运营时间要比公共载人短途交通
工具的运营时间短得多。展览会缆车除
了把游客运载到另一处以外，也具备着
观光功能：从缆车里观看展览会景致，
其作用至少和A到B的运输一样重要。
这种类型的缆车最近的一个例子是
2011年在科布伦茨举办的德国联邦园
林博览会上使用的3S缆车(图十三)。
郊游缆车
郊游缆车在城市和其它地区都有。它们
并不具备公共载人短途交通的特征。在
可供使用性和每天的运营时间上，它们
和展览会缆车相仿。在使用期限上，它
们并不是仅仅使用几个月，而是数十年。
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早期往复式缆车
兴盛的时候，有很多这种缆车。坐落在
山脚下的城市，通常都会建造一条缆车，
把居民和游客运送到山上观光休闲。
国际缆车纵览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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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CWA

索道

图十四：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祖科胡特”缆车，这是一条两个线段的往复式缆车，其车厢于2008年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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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道
十五)。这是一条修建在缓坡隧道中的
轨式缆车，其设计形状酷似潜艇。并不

图片：Doppelmayr/Garaventa

是每一条缆车都能根据其使用特性对其
进行准确分类。萨拉戈萨2008年世界
博览会时修建的厢式缆车(图十六)就是
这样一个例子。这条缆车把博览会参观
者从主火车站跨越过埃布罗河运载到世
博会广场。这条缆车既可以被称为城市
缆车(它减轻了个人交通的负担)，又可
以叫做郊游缆车。尽管它开往世博会，
但它并非是一条展览会缆车，但是在世
博会期间它和世博会连接在一起。

图片：Leitner

图十五：多倍迈尔/格拉文达 中国香港“海洋公园特快”

图十六：莱特纳 西班牙萨拉戈萨2008年世博会的厢式缆车

国际缆车协会(O.I.T.A.F.)的一次国际会
议在祖科胡特举行。这里就有这样一条
给人印象深刻的郊游缆车(图十四)。车
厢的四周全部采用玻璃，乘坐缆车时美
丽的景观成为游客难忘的经历。

城区内很多老式的轨式缆车也具备郊游
缆车的特征。
在休闲公园和温泉设施里的缆车也属于
郊游缆车这一类。近期建造的最著名的
缆车要属香港的“海洋公园特快”(图

用于旅游业的缆车
从地域和运营角度讲，与城市缆车相去
最远的要属景区中完全用于旅游的缆车
了，这种缆车要么冬夏两季运行，要么
仅仅在其中一季运行。从数量上讲，纯
属冬季运动的缆车数量最多。特别是当
欧盟在缆车新规定中把拖曳式索道也归
属到缆车范围中之后，这一情况更为突
出。目前，除了专业圈子以外，得知这
一欧盟信息的人还为数不多。在冬季运
动缆车中，又有单向式缆车和双向式缆
车(又被称为作业式缆车)之分。从可供
使用性角度来讲，这一区分是有意义的。
在一个滑雪地区，单向式缆车把游客带
上雪道，一旦这条缆车停运，这不仅会
给缆车运营商造成麻烦，而且还会对冬
季运动者造成安全问题。例如某个滑雪
区没有下山的雪道，如果缆车不能把滑
雪者运送到山脚下就会影响到滑雪者的
安全。从技术角度讲，这两种缆车类型
在可供使用性的要求也有不同(组件的
多重配备)。从建造形式上，为游客建
造的缆车的潮流是，车站设计日益奢华，
车厢日益舒适，就拿椅式缆车来讲，缆车
上要装上挡风罩、软座垫和座椅暖气。
而作为工作设施的缆车则是廉价的标准
缆车车站和一般的缆车设置。2014年
冬季奥运会举办地索契采用了缆车的最
新发展，将为这一体育盛事提供安全、
舒适的运载。
约瑟夫·内耶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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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厢

从瓦尔·托伦茨到施坦瑟霍恩
冈洛夫车厢公司是生产轨式缆车、大型缆车车厢、自动载人设施和循环式
缆车车厢的专家，专门为客户提供成功量身打造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2012年的一大盛事是施坦瑟霍恩的敞篷缆车线的开通。冈洛
夫公司为此建造的车厢由于缆绳的线路和其它技术要求，必
须完成非常苛刻的条件。

图片：Gangloff Cabins AG

图片: Gangloff Cabins AG

每当遇到特殊设计或古董缆车翻新，公司总裁马克·普费斯
特率领的工程师、技术员和专业技师都灵活运用他们的技术
和长年的经验，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方案。首席设计师米
歇尔·施泰利每次都可以满足客户的特殊需求。产品的种类
从轨式缆车车厢，例如香港海洋公园的两座“海洋特快列车”
车厢，到最近在后莱茵或圣十字项目中的发电厂使用的缆车
车厢。

图片: J. Schramm

图片: Gangloff Cabins AG

图解：2010年底，冈
洛夫为瓦尔·托伦茨
-奇姆·德·卡隆的往
复式缆车提供两座缆
车车厢。圆弧形的前
端和侧面轮廓给缆车
赋予流线型的美感，
车厢材料采用了复合
式安全玻璃。

图解：2011年夏，冈洛夫公司为科莫 - 布鲁纳特轨式缆车提供提供了青年风
格式的缆车车厢，造型是由两位来自米兰的女建筑师设计的。这条历史悠久
的缆车线从科莫出发，行驶至布鲁纳特，为游客提供了科莫湖和罗萨山的壮
美景观。

2011年8月，冈洛夫公司为巴德·维尔特巴德夏山缆
车提供了两座轨式缆车车厢。夏山缆车把维尔特巴
德中心与夏山连接在一起。在夏山上，人们可以欣
赏这座疗养城市以及黑森林的优美景观。

图解：施坦瑟霍恩的敞篷式缆车是世界创举。众多的瑞士公司参与了这一“
瑞士造”的项目(从左至右)：米歇尔·施泰利(冈洛夫公司)、约克·巴尔西
格(施坦瑟霍恩缆车公司)、雷托·卡纳勒(IKSS公司)、马克·普费斯特(冈洛
夫公司)、伊斯特凡·查莱(格拉文达公司)。由冈洛夫公司提供车厢的这条缆
车线将于2012年5月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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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厢

最后的组装工作热火朝天
2011年9月至12月，有1100个缆车吊厢离开瑞士CWA工厂，
运往世界各地。
53个欧美佳IV-8 LWI是
为奥地利圣加仑基辛的
“阿尔卑斯高山缆车”
制作的

2011年9月，有400个吊厢离开CWA公
司厂区，运往世界16个国家。
马上就要离厂的缆车吊厢中，有一个项
目是提供给奥地利福拉尔贝格滑雪胜地
希尔福莱塔·蒙塔丰的，这里包括：
■ 53个欧美佳IV-8 LWI是为奥地利圣加
仑基辛的“阿尔卑斯高山缆车”制作的
■ 95个欧美佳IV-8 LWI是为奥地利圣
加仑基辛的“格拉斯约赫缆车”制作的
这148个缆车吊厢非常舒适。黑色的皮
座椅下面装置了座位暖气。
为格拉斯约赫缆车建造的95个车厢拥有
蓝色的聚碳酸酯挡板。吊厢内部装置了
LED照明和通话设备。吊厢顶部的太阳
能装置为蓄电池供电。
阿尔卑斯高山缆车的53个吊厢装上橙色
的聚碳酸酯挡板，座位也采用可取暖的
黑色皮座。
■ 82个欧美佳IV-8 LWI提供给奥地利
萨尔巴赫的“贝昂科格尔缆车”
这82个珍珠黄的欧美佳缆车吊厢装上了
黑色软座椅和座位暖气。萨尔巴赫·后
山·列奥冈公司在最近10年里投入2.34

95个欧美佳IV-8 LWI是为奥地利圣加仑
基辛的“格拉斯约赫缆车”制作的

图片：CWA

82个欧美佳IV-8 LWI提供给奥地利萨尔巴赫的“贝昂科格尔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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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个欧美佳IV-10 SI缆车是提供
给奥地利新特图克斯的“冻壁”缆车线的。

亿欧元，为缆车进行更新和增加舒
适度。在未来的冬季里，贝昂科
格尔缆车一号线将以更快的速度
驶向滑雪场。
■ 47个欧美佳IV-10 SI缆车是提
供给奥地利新特图克斯的“冻壁”
缆车线的。
这47个舒适的欧美佳10人座缆车
吊厢不久将在新特图克斯投入使
用。这种吊厢高度高，适合于乘
员将雪具带入吊厢内。皮革的座
位带有暖气。通话设施可以使乘
客和地面保持联系。
■ 63 个欧美佳IV-8/10 ST 缆车
是为法国瓦尔莫雷的“皮拉福”
缆车线建造的。
这63个吊厢设计灵活，既可以为
8位乘客提供座位，又可以为10
位乘客提供站位。把带软垫的座
位折合起来，就成为站席的靠背。
这样就有10个人的
位置。灰色的聚碳
酸酯挡板内部贴有
防划伤膜。从深灰
色的吊厢望出去，壮
美景色尽收眼底。

63 个欧美佳IV8/10 ST 缆车是
为法国瓦尔莫雷
的“皮拉福”缆
车线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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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道

在中国的4条新缆车线
多倍迈尔2010年在中国建造了4条吊厢式缆车
这些缆车线为人们所喜爱的观光景点增
色不少，由于其运载功率高，运营时间长
至深夜，解决了巨大游客流的运载问题。
在热带岛屿海南的三亚市，2010年3月
引进了一条吊厢式缆车，用于沿海山丘
地带。从这个地带看海景和市景，其美丽
景色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让人想起为何
人们把海南称为“东方的夏威夷”。
多倍迈尔在这里留下了美名。早在90年
代，多倍迈尔就在猴岛上建造了4人式
吊厢缆车。这里距离三亚有一个半小时
的车程，是非常受人喜爱的旅游胜地。
正因如此，人们在三亚再一次选中了多
倍迈尔缆车。

图片：Doppelmayr

神奇之山的朝圣缆车

8人吊厢式缆车“三清山”

在武当山，多倍迈尔的8-MGD缆车取
代了中国造的固定夹钳式双人缆车。新
缆车的建造势在必行，因为老缆车已经
无法应对如此众多的来访者。
武当山在中国以“神秘之山”著称，位
于湖北省西北部。为数众多的殿堂、寺
庙、洞穴和隐士宅邸吸引着来自世界各
地的朝圣者。根据传说，中国的内功正
是由武当山道教寺院发明传承的。
缆车的安装时间仅用了两个半月时间，
于2010年10月1日中国国庆节投入使用。
游客想往的舒适

8人吊厢式缆车“三清山”

I江西省三清山是一个旅游胜地，它在
上海以西300公里处。2007年，多倍迈
尔在这里建造了一条8-MGD缆车线。
三年前建造的这条缆车线如此受欢迎，
使得缆车经营者下决心把山坡对面12年
前建造的双人篮式缆车也更换成8人的
国际缆车纵览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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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道
吊厢式缆车。这条缆车线主要使用原有
的缆车线段。在紧急情况下，有一段
500米长的索道区，可以用绞车把乘员
从114米高的地方疏散到地面。另外一
段350米长的索道区，采用绞车救援地
面过于平缓，在这里则采用自行式救援
车进行救援。
最高抗震安全
四川省青城山具有旅游价值。具有上千
万人口的城市成都现在已经通过这条新
的吊篮式索道和都江堰连接起来。原有
的一条双人式吊椅缆车早已不能应对蜂
拥而至的游客，必须建造一条有运载力
的缆车。2008年，四川经历了一场地
震，600万人无家可归，
因此建造缆车时特别考
虑到抗震安全，而多倍
迈尔缆车一直是具备极
强的抗震性的。

8人吊厢式缆车“青城山”

8人吊厢式缆车“武当山”

技术数据
运载功率 人/小时
行驶时间 分钟
行驶速度 米/秒
吊厢数量
间歇时间 秒
线段长度 米
山谷车站高度 米
山顶车站高度 米
高差 米
支架数量
驱动
张紧

凤凰岭
1,500
5.8
5.0
38
19.2
1,433
46
362
316
13
山谷
山顶

青城山
1,200
4.0
5.0
20
24.0
926
848
1,097
249
6
山谷
山顶

三清山二线
2,000
7.6
6.0
63
14.4
2.383
657
1,249
592
14
山谷
山顶

武当山
2,000
5.0
6.0
47
14.4
1,437
818
1,453
635
10
山谷
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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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道

全世界值得信赖的伙伴
全世界雪场经营者、服务提供者、以及越来越多的农民看中凯斯波尔山
地车辆股份公司的技术和服务。
客户的说法都是一样的：下一辆车还是
要买雪道强霸。客户们对品牌的忠实说
明了产品的优质和整体方案的完整，从
咨询到服务。
无论是证书发放还是销售商选择，还是
众多的培训，雪道强霸以一流的技术和
超群的质量为客户提供面面俱到的服务。
正因如此，客户可以不断提高其雪道车
队的经济效益和运作安全性。
为雪道强霸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提供的服
务，必须符合设备所认可的质量。
因此，凯斯波尔公司挑选出技术最过硬、
服务最热情的销售伙伴，由他们组成一
个服务网络。这些销售伙伴熟知最新的
产品开发，并且与客服技术人员保持良
好的关系。销售伙伴和服务技术员定期
进行培训，掌握新产品、新研发和新工
艺。他们对设备上的每一根螺丝和每一
根线缆都了如指掌，并能够解决任何问
题。因此，即便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
这些人员也能最高效地进行工作。

凯斯波尔山地车辆股份公司及其销售商们为客户提供技术精湛的特种车辆服务人员，以及现代化的分析
系统，例如雪道强霸远程诊断系统。

快捷最为重要，这不是一句空话
凯斯波尔公司配件服务始终是快捷的。
配件是通过各地的雪道强霸服务伙伴供
应的，这是制胜的一大优点。如果在服
务当地没有某一个库存备件，那么德国
的劳普海姆总部一定具有库存。为了保
证配件快捷地运到客户手中，公司后勤
团队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严阵以待。
在旺季时，每天有200件配件从劳普海
姆发运。此外，还有每天从奥地利、瑞
士、意大利、法国和美国发出的配件。
每天截止到下午5点收到的订单，位于

劳普海姆的凯斯波尔公司都会当天处理，
并于当天发出配件。这样的服务即便是
在节假日，例如圣诞节和新年都是如此。
凯斯波尔公司还提供24小时的配件自取
服务。
网上服务更加快捷更加简单
订购配件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了。除
了传统的配件目录订购以外，凯斯波尔
公司还提供网上商店配件服务。进入网
络时只需输入车架号码。为了方便以后
的订货，客户也可以为自己的车量设立

雪道强霸原厂配件精度高、质量好、寿命长，
并且随时可以提供。
国际缆车纵览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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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Kässbohrer

雪道

位于德国劳普海姆的配件中心拥有23,500种配件，随时准备运往世界各地。
现代的配件物流和24小时服务为客户提供最大方便。

一组自己车队号码。网上服务方便客户，可以实现订购自动
存档。这样，在后来的订购中，仅需一次点击即可完成。每
一件物品都有特别的说明和安装建议。网上配件商店提供德
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服务。
除此之外，凯斯波尔公司从2009年开始还提供网上服务，为
各种技术问题提供面面俱到的回答和背景信息，并且在雪道
强霸的维护和保养方面提供很多建议和诀窍。凯斯波尔公司
在奥地利、瑞士、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分公司通过“热轴”与
劳普海姆总部网上相连，一旦出现问题，可以在全世界范围
内立即做出反应。这种现代化的通讯方式是对无法取代的人
与人联络方式最完美的补充。
可靠性具备自己的面目
可以让人直接对视的眼睛，可以让人信赖的话语。客户服务
和配件服务在雪道强霸这里并非是一种匿名的服务，而是有
着自己的面目的。这就是技术员的面孔，他总是出现在滑雪
场上。这就是配件专家，他清楚知道客户需要什么。这两类
人员组合成一支强大的团队，长年以来严阵以待。同时，为了方
便客户，凯斯波尔公司还建立了强大的销售商网络。凯斯波尔
公司通过65个国家的130多处服务点为一万多台雪道强霸提供
服务。

Planning - Geo-engineering - Site supervision
Ropeways and lifts - Structural design
Safety legislation planning
Environmental mediation

国际缆车纵览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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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道

在中国这个未来市场上
举足轻重

普利诺特自始至终都是最优质雪道修整车辆的同义词

普利诺特产品系列中的所有雪道车辆都
着眼于日常需求。因此普利诺特能够为
全世界客户服务，满足他们各自不同的
需求。从传统意义上的山地雪道和平地
雪道的修整，到人员运载，直至货物运
载，普利诺特可以满足所有这些要求。
普利诺特根据客户对使用地点的不同，
对使用目的的不同，对舒适程度要求的
不同，为车辆进行量身打造的配置。雪

道经过普利诺特铣刀优质修整之后闪烁
着光芒，吸引众多的冬季运动爱好者前
来滑雪。
普利诺特在中国也取得了成就，今年的
销售业绩令人刮目相看。2011年，普
利诺特和波马北京紧密合作，取得了优
异的销售成绩。十台普利诺特雪道修整
车辆出售给了中国一批著名的客户。车
型有埃佛勒斯特、比松、BR350和哈士
奇狗，客户是万龙雪场、密苑滑雪场、
青岛和武汉。
同时，公司加强了对中国客户的售后服
务。一名新技术员加入了以孙雷锋为首

的优秀服务团队，库存配件也得到了增
加，这样就使得雪道修整车辆制造者在
售后服务方面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去年
以来，公司配备了一辆装备齐全的配件
卡车和一个流动的服务办公室，为客户
提供灵活的服务。
为了加强在中国的力度，公司还在必要
的框架条件上进行了投资。除了维修和
保养之外，普利诺特的服务网络还向客
户提供实际的技术咨询。
此外，普利诺特还有更加长远的打算。
在下一个雪季，普利诺特将在塞北滑雪
中心为选出的客户进行雪道修整车演示。

国际缆车纵览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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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利诺特公司在世界市场上举足轻重
的地位来之不易：杰出的技术、成熟的
产品、现代的设计、对改善永恒的追求，
所有这一切使得普利诺特名列前茅，在
中国这个未来市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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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道

钢丝缆索 ：
完全符合您的需求
埃佛勒斯特功能性最强，修整出最佳的雪道

谁对钢丝缆索提出最高要求，
那么我们就是他最佳的供应商
和最杰出的方案提供者。
我们会认真研究客户的要求和
希望，提出最佳方案，以百分
之百地满足客户的期望值。
这是我们的钢索缆绳在世界各
地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质量上乘，在技术上不
断创新。

图片：Prinoth

为人员运输和货物运输
的轨道设备提供钢丝缆索

波马北京的服务团队
国际缆车纵览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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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绳

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缆车
法策线缆股份公司为缆绳建造新的测试设施。
缆车市场对于缆绳驱动的系统日益提出
效率更高运作和更稳定的要求。面对这
一现状，只有对缆车以及缆绳进行不断
的研发才能满足这一要求。
新研发的产品必须要经过事先的实际测
试才能投入使用，但是由于安全性和经
济上的潜在风险又不能在实地进行测试，
因此这样的测试必须在接近实际的万能
测试设施上进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位于瑞士罗曼霍恩的法策缆绳股份公司
决定建造这样一座测试设施。
测试设施的线段为110米，在这个线段
上可以测试最大直径为60毫米的6股和
8股以及运作缆绳，行驶速度可达18米
/秒。因此法策公司新建试验场上的这
一线段成为全世界速度最快的缆车线，
法策公司负责技术和研发的总监布鲁诺·
隆佳提这样解释道。缆绳环线的总长为
232米，其最大张力可达120吨。
这一设施首先用于循环作业的测试。在
接近实际情况的条件下，设施可以对缆
绳的运营速度、制动力、缆绳拉力、转
向盘和缆绳直径的寿命、以及缆绳的磨
损情况进行测试和分析。

搜集上就获得了很大的竞争优势”，布
鲁诺·隆佳提这样说。
倾斜运行对缆绳、轮组以及转向盘的影响
缆绳如果在轮组或转向盘上倾斜运行，
就会产生扭转，这种扭转会给缆绳的寿
命带来负面的影响。
在转向盘循环行驶时检查夹钳磨损的情
况(固定夹钳和可脱挂式夹钳)
在固定夹钳式体系，夹钳在绕过驱动或
回转盘时，特别容易受到磨损。通过长
时间的测试，可以汲取到各种不同参数
的影响，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研发出如何
减少磨损的方法。

测试缆车设施施工现场，左侧图中是机房

技术数据
长:
宽:
高:
线段跨距:
最高行驶速度:

125 米 (设施总长)
8.5 米 (场地 10 米)
11.4 米
4.4 米
18 米/秒

安装在11.40米高的支架上的轮组

缩短研发的时间

缆车测试技师阿明·施皮希提希在控制室

图片: Fatzwer AG

“在不同的缆绳类型中投入的各种研发
工作，现在可以通过本公司试验场上的
接近实际的测试得以补充。这有很大的
优势，因为我们可以在生产早期就对缆
绳进行测试。这样就可以大大缩短创新
的研发时间。” 布鲁诺·隆佳提解释
道。这台设施的特殊性在于，它可以以
65公里的时速运行。“如果一条缆车每
秒钟走18米，那么车上的乘客肯定会感
到不适”，布鲁诺·隆佳提笑着说道。
尽管如此，这种高速对法策线缆股份公
司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测试新材料的
持久性和耐用性。这样，“我们在经验

缆车机房

每秒钟速度可达18米的转向盘
国际缆车纵览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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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雪
令人印象深刻的业绩
全自动的造雪系统，数百支雪枪，数千
米的安装管线，各种不同类型的泵站。
这就是这家拥有丰厚造雪经验的波兰公
司所取得的成就。
超级雪公司

造雪的技术
去年，超级雪(Supersnow)公司取得了巨大成功，这
家波兰公司的成就不仅在波兰可圈可点，而且在欧洲
其他国家以及南韩都非常成功。

超级雪公司创建于2000年，位于波兰
南部的滑雪中心比亚尔卡·塔特赞斯卡。
在最初几年里，公司主要从事经营和维
修雪枪。与此同时，公司也开始自行研
制雪枪。当地的滑雪胜地成为超级雪公
司的实验基地。公司在这里搜集经验，
研制雪枪。雪枪的绝大部分零部件都是
由超级雪公司制造的。这样就保证了在
生产的每一阶段对质量进行监控。
2004年，雪枪正式投放到市场。2006
年，公司推出第一套完整的造雪系统。
如今，超级雪公司是波兰造雪技术的领
先者，从项目实施到完整系统的运作。
超级雪公司的理念
超级雪公司的员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在公司里，职业道德建立在相互尊重、
诚实、诚意和每个员工的安全的基础上。
公司的座右铭是，总是有改进的余地。
这一原则激励我们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
让我们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 ，这就是
让客户满意。公司的技术解决方案总是
与客户合作开发而成的。这就使得公司
的产品成为滑雪中心运作的基础，并确
保客户完全满意。

超级雪公司从一开始进入造雪系统市场，
就特别强调专业和全面的服务。因此，
每个客户购买产品，不仅购买到用创新
技术制作的最高品质的设备和仪器，而
且还得到广泛的售后服务。公司的生产
政策，就是让每个客户在任何时候都能
最大限度地长时间不间断使用设备。

图片：Supersnow

模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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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雪
公司的项目
波兰公司的成功，主要超级雪公司在波
兰境外的活动。毫无疑问，超级雪公司
在韩国设立代表处对公司的发展产生巨
大的影响。超级雪公司在韩国的代表是
新天空休闲公司。波兰雪枪在韩国多处
滑雪胜地投入使用：凤凰公园，龙平和

伊甸山谷。超级雪公司的下一个重要步
骤是在中国建立代表处，这一代表处将
由新韩国际公司驻北京办事处承担。

超级雪公司的每一位专家用对雪的热爱
和对雪的知识，以最高的质量来完成自
动造雪系统、升降机和雪枪的研发和
制造。

对雪的热爱
超级雪公司今年的项目当然是一个巨大
的成功，但是该公司并没有固步自封。

国际缆车纵览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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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国际缆车协会O.I.T.A.F第10次缆车会议于2011年10月
24日至27日在里约热内卢召开。这次会议无论从专业的
角度还是从社会影响力来讲，都是一个很成功的会议。
开始大家有这样的担忧，认为选择南美
作为会议地点可能会对参会人数有影响，
但是实际则不然，大约250名来自世界
各地的专家前来参加会议，一方面来聆
听会上专业的顶级报告，另外一方面也
欣赏了南美城市的魅力和风光。
对于国际缆车协会来说，每6年举办一
次的会议是该组织最重要的活动。特别

是在这次会议上，要为下一个6年选举
出新的领导层，并确认协会要举办的各
种活动。在10月24日的大会上宣布了，
2005年到2011年任期的协会会长让·
查理·发劳德的位置将由马丁·莱特纳
接任。而协会总秘书长亨利·布鲁格的
职位则由马库斯·皮柴德接棒。与他的
前任一样， 他也是意大利柏森地区缆

Hongkong

图片：C. Amtmann

国际缆车协会在
里约热内卢
车管理局的负责人。
2011年国际缆车协会大会的报告重点
主要围绕一个主题： 城市中的缆车。
不仅在会议的第一天大部分报告探讨这
个问题，而且在其他主题中如“缆车与
旅游”，“缆车的可持续性发展，环保
与社会”以及“技术与安全”的讨论中
也多次提及如何在城市交通中使用缆车

图片：C. Amt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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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国际缆车杂志事先就在其6种
语言的会议宣传册中预料到这个发展潮
流：在会议宣传册上刊登了内耶兹教授
关于城市缆车的一篇重要文章。在这片
文章中，这位国际缆车纵览杂志的技术
主编探讨了这个领域的专业术语并且分
析了在这方面将要使用的各种缆车系统。
有关城市缆车的报告以及各种设备，我

们在国际缆车杂志纵览中都做过详细的
介绍，有关信息请参阅我们的杂志 。
会议第二天的参观直接和城市缆车的主
题相关。我们参观了波马公司在里约热
内卢建造的空中缆车，这是一次难忘的
经历。10节车厢、5条顺序排列的线路、
单缆循环式索道，这个建造在德·阿勒
茂民贫窟地区的索道交通工具，性能优

越。对一个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城区来说，
波马公司这个工程在社会经济中发挥的
深远影响不可估量。
会议的第三天，也就是会议的最后一天，
报告主题涉及多个领域，最后发言的是
两家缆车企业的生产巨头：莱特纳/波
马公司和多倍迈尔/卡拉文塔公司，在
他们的“结束宣言”中， 他们介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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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车建造方面新的研
发成果，以及为城市
交通和滑雪胜地提出
的创新性方案。
即将卸任的缆车协会
主席让·查理·发劳
德先生和新上任的主
席马丁·莱特纳分别
向与会者致辞。美食
和好酒以及热烈的桑
巴舞蹈使得大厅内的
气氛十分欢快。这个
傍晚，令人难忘，
永远留在记忆之中。
约瑟夫·内耶兹

图片：J. Nejez

活动

图片：C. Amtmann

图片：J. Nejez

波马公司建在阿勒茂城区的空中缆车的4个中间站中的2个站台

国际缆车协会新的领导班子：主席马丁·莱特纳先生和总秘书长马库斯·皮
柴德先生。

图片：C. Amtmann

图片：J. Nejez

欢快的桑巴节奏

中国代表团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国际缆车大会上
国际缆车纵览 2011

28

25. > 27. APRIL 2012
*SUSTAINABLE MOBILITY • NACHHALTIGE MOBILITÄT • 可持续发展的交通方式

Création : Artic Creacom / SAEM Alpexpo - Mars 2011

Sous le haut patronage du Ministère de l’Économie, des Finances et de l’Industrie
Under the high patronage of the Ministry for Economy, Finance and Industry.
Unter Schirmherrschaft des französischen Wirtschaftsministeriums.
受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部的赞助。

ALPEXPO - GRENOBLE - FRANCE

INSCRIPTION ET DEVIS EN LIGNE / ON LINE REGISTRATION AND QUOTES :
ONLINE-ANMELDUNG UND KOSTENVORANSCHLAG / 网上注册报名及报价 :
w ww. a l p ex p o. c om • T : + 3 3 ( 0 ) 4 7 6 3 9 6 6 0 0 • F : + 3 3 ( 0 ) 4 7 6 0 9 3 6 4 8

210x297 SAM2012 ISR sans N° stand 4 langues.indd 1

7/12/11 16:19:22

ISR_Chin11_s30_ISR 14.12.11 15:31 Seite 30

活动

2011年中国国际冬季运
动机械设备博览会

姜森控制公司已经在中国实施了一系列造雪项目。
图中：简·毕桂特。

多倍迈尔公司的李艳(右)熟知中国客户的需求，
特此为他们提供最佳的缆车方案。图左：克里斯
蒂安·阿姆特曼，国际缆车纵览杂志。

图片：C. Amtmann

图片：D. Kops

莱特纳公司和普利诺特公司的策萨尔·洛卡特里(
左)和马库斯·西格里斯特对来访者的信息反馈感
到满意。

维利·卡措里欧(左)认为雷戴里公司在中国的缆
车和石油工业领域拥有巨大潜力。图中右侧：迪
特里希·科普斯，国际缆车纵览杂志。

图片：C. Amtmann

图片：C. Amtmann

图片：C. Amtmann

“中国的发展飞速，现在已经建成了
200来处滑雪场。或迟或早我们将在那
里举办世界杯赛”，国际滑雪联盟主席
简·佛兰克·卡斯帕在接受《新闻报》
采访时这样说。这一可喜的现象在今年
的中国Alpitec China展会也让人感受
深刻。在总面积为三万平方米的展会上，
276家展商参加ispo china展会，来自
德国、意大利、中国、法国、奥地利、
美国、加拿大和韩国的60家展商出席了
Alpitec China展会。ispo china/Alpitec China双重展会是亚洲领先的商家
对商家的冬季体育平台。为期三天的展
会中，有17000名来访者。很多展商为
之感到喜悦，他们坚信中国是他们的未
来市场。展会期间还举办了有100多人参
加的国际会议“亚太地区滑雪会议”。会
议的主题有两个：一部分是硬件部分，
主要是指冬季旅游和滑雪工业的设施部
分。另一部分是软件部分，主要是指滑
雪场的质量管理。

图片：C. Amtmann

2011年2月23日至25日，中国国际冬季运动机械设备博
览会Alpitec China与中国ispo展览会一起，在北京的
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参加 Alpitec China的六十家
展商非常满意，这一届展会已经是第三次了。

对于凯斯波尔公司的维尔纳·赛塔勒先生来说，
中国市场至关重要。

波马公司在中国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这家公司
在中国获得了很多新型和大型的缆车项目。
国际缆车纵览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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