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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梳着两条“大辫子”
带着久违的情怀升级归来
郑州农业路双源无轨电车B2区间车于元旦当天正式开通试运营
50台“大辫子”重装上阵，全新亮相郑州街头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宁田甜 实习生 张洪瑞 通讯员 白晶 文图

阔别十一年，今又回归。
2021年1月1日，大家惦念已久的郑州大辫子公交真的回来了。
两条长长的大辫子，穿梭在郑州市内的繁华街道，相信不少人对十多年前郑州街头遍布的无轨电车

都有深刻印象。
或是儿时上下学的必备选择，或是年轻时奋斗出行的首选公交，从1979年的正式开通，到2010年

的暂时阔别，无轨电车成为了不少人对于那个时代的记忆。
这个元旦，阔别了11年之久的无轨电车以一种崭新的姿态重回大家的视野，“双源无轨”的新型运营

模式，让记忆中的“大辫子”在性能与舒适性上又有了质的飞跃。
带着久违的情怀，承载着无数的期待，全新的“大辫子”向我们缓缓驶来。
元旦当天上午，郑州双源无轨电车B2区间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
据郑州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来，农业路这条外观靓丽的新型公交车道将成为郑州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更能体现郑州的城市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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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首末站：上行 西三环化工路——中州大道站
下行 中州大道站——西三环站

运营时间：6:00~21:30
单程：12.5公里
发车形式：对发
票价：1元
IC卡适用范围：A、B、C、D
惠民措施：BRT站台同台双向免费换乘

沿途站点设置：
上行：西三环化工路、西三环西流湖路、西三环站、电厂路站、冉

屯东路站、嵩山北路站、天明路站、东三街站、文化路站、博物院站、
花园路站、政七街站、经三路站、东明路站、中州大道站

下行：中州大道站、东明路站、经三路站、政七街站、花园路站、
博物院站、文化路站、东三街站、天明路站、嵩山北路站、冉屯东路
站、电厂路站、西三环站

车内环境

2021年1月1日，大家惦念已久的郑州“大辫子”公交真的回来了。

不同时期的大辫子公交，承载着郑州的城市记忆。

现场：50辆双源无轨电车整齐待发，
“大辫子”公交正式回归

1月1日上午9时许，在郑州市西三环
农业路场区，郑州市农业路双源无轨电车
（B2区间车）试运营开通仪式举行。

50辆大辫子公交列队整齐，“贺B2区
间开通试运营”的大红条幅很是醒目。

郑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自郑州第一条电车线路开通以
来，不仅开创了公交服务新模式，更打造了

首条“巾帼线路”等一系列优秀的“电车品
牌”，在服务市民出行的同时更与绿城市民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上午9时10分，郑州市交通局局长翟
政正式宣布“郑州双源无轨电车B2区间开
通试运营”。

随后，首台双源无轨电车悬挂喜庆的
大红色条幅，缓缓驶出农业路西三环公交
场站。

自此，新旧交替，情怀再续。
12米长的车身、流线运动型的设计，

给人以动感与活力的视觉冲击力。
在现场，记者还看到一辆黄色的抢险

车，上写“工程抢险，随时停车”。

体验1：座位多，手机充电口多，颠簸
感和噪音微乎其微

在开通仪式上，记者乘坐B2区间新型
“大辫子”公交车发现，这种车型的车厢紧
凑精致，座位数量比现行B2普通公交车多
出3个，也就是总共有座位23个。

最细节的地方是，车厢前排座位旁边
有个小台子，老年乘客上下车可扶可握，年
轻人可随手放一些小物品。更为方便的
是，全新“大辫子”公交的车厢内共设有8
个手机充电插口，供乘客为手机应急充
电。这些接口分别设置在车厢前部和中部
的两侧，非常显眼方便。

车厢较普通B2公交车约高出20~30
厘米，能够充分满足身材较高大的市民需
求。

记者跟随一辆B2路“大辫子”电车全
程体验发现，新车型在行车速度上与普通
公交保持一致，约在30~40km/h，运行期
间的颠簸感与行车噪音几乎可以忽略不
计。

体验2：运营三天情况如何？乘客有
何意见和建议？

1月3日，大河报记者再次乘车体验，
同时采访乘客的乘车感受。

当天，搭乘“大辫子”公交的乘客数量
正常，车厢内站立的乘客并不拥挤，行车较
稳。

爱心座椅较好满足了市民需求。对
此，六十多岁的刘女士称：“新‘大辫子’公
交车挺不错，它的爱心座位比普通的多，对
我们老年人挺友好。这车子走起来感觉更
稳当，噪音小，空调暖风也很足，真好。”

不过，也有节假日需要通勤或参加学
习班的年轻人提出意见，刚开通运行的B2
区间“大辫子”比普通B2路车经停站少，这
就需要中途换乘到普通的B2车，不够方
便。比如许多要到南阳路站上课的学生需
要在天明路站就下车换乘，对此他们表示

“有点浪费时间。”
针对这一问题，司机师傅解释说：“像

这种情况我们都会提前提醒乘客，尽可能
减少乘客麻烦。不停的站点是因为站台还
没有修好，这种新‘大辫子’没法停，不过站
台都会陆续修建好，到时候都能正常停
靠。”

情怀：那时的电车条件艰苦，却也美好

曾担任郑州旧式“大辫子”公交车乘务
员的王晓花是郑州第一代电车驾驶员。

她回忆，以前电车的条件非常艰苦，车
顶上连接车身与线网的线杆并不像如今全
自动这么方便，需要人工拉起来才可以。
如果车辆出现故障，需要两个售票员下车
拉着“辫子”跟着车在后面跑，才可以让车
重新行动起来，有时候甚至需要跑上百米，
非常辛苦。

对于乘坐体验，王晓花也同样用艰苦
来概括。当时不仅座位是硬板塑料座，车
厢中间的帆布篷还会漏风，冬天跑起来冷
风会直接灌进车里。即使司机和票务员每
年都会买棉鞋抵御寒冷，但腿和脚还是会
被冻得麻木。到了夏天又非常炎热，“衣服
可以说是干了湿、湿了干”。

不过，王晓花也非常怀念以前亲如一

家的司乘关系：“虽然以前条件艰苦、故障
频发，但只要遇到路坏了、车子走不动的情
况，全车的同志都会下车帮忙。有困难的
时候都是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克服，特别美
好。”

同样是老郑州人的王保喜对电车也印
象深刻。他回忆，上世纪80年代，电车是
三个门的大通道电车，那时的电车有人卖
票。两个门的电车是在90年代后期才开
始启用，是无人售票车。

“1983年我12岁，那时郑州电车是三
个门的车，每个门各有一人卖票。当年，我
姐姐在前门卖票，我在她后面报站。那时
报站是人工的，话筒摁一下，声音传到车厢
外。再摁一下，声音在车厢里。”王保喜回
忆说，“1979年那会，俺们蜜蜂张村去了一
百多个人到电车公司上班。俺大姐和俺二
姐夫是郑州第一批电车驾驶员，都有首批
驾驶证。俺二姐在电车上卖票，俺大姐夫
是线路队的，就是架上面电线的。”

提及郑州的老电车，老郑州人郭山林
老先生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速度快，干
净。”

“因为几十年前坐的普通公交车，发动
机不好的时候，满车厢都是汽油味。那时
还没有环保的概念，因此当年坐个普通的
电车就觉得很幸福。”他说。

好奇：驾驶过老电车的车长们，再驾
驶新电车是何感受？

大辫子公交的回归，最期待的除了情
怀绵长的老郑州人外，还有曾经驾驶过老
电车的车长们。

今年45岁的万利霞便是其中之一。
万利霞曾经驾驶了近9年的无轨电车，后
转为驾驶普通公交车。

此次新型双源无轨电车的开通，她作
为首批入选的公交车长，激动之余，也较之
普通人有着更加深刻的感受。

“以前想要驾驶无轨电车，必须要先学
会搭线，这也是当时技术比武中很重要的
一项。”据万利霞介绍，之前的无轨电车脱
线后无法再继续行驶，在变道、转弯、并线、
分线的时候车速或者路面情况不好时很容
易掉线，必须马上进行搭线操作。路上如
果遇到障碍物也不能变道绕行，要么等待，

要么“甩线”，这些都是经常会遇到的问
题。而现在的双源无轨电车方便多了，一
键搭线收线，并且可以脱线行驶，对车辆的
灵活性与运营组织都有很大的便利。

另一位有着深刻感受的车长是今年
44岁的李艳秋。李艳秋在2003年进入公
交行业开始就驾驶无轨电车，此次双源无
轨电车的回归，给她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轻”。操控性能轻，相较于老式电车沉重
的方向盘，新式双源无轨电车方向盘轻便
许多，再也不会出现之前那种“如果是力气
小的女生就必须要站起来才能拉得动方向
盘”的情况。

其次就是工作量轻，智能化的升级操
控，免去了许多复杂的整理环节，“感觉就
像驾驶私家车一样，轻巧便利，还非常节能
环保。”

八问新型“大辫子”公交

问题1：此次试运营共投入多少辆车？如
何运营的？乘客候车时长与普通公交相比
是否不同？

郑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郑州公交集团）运营部负责人李志阳
介绍，作为郑州快速公交系统的补充力量，
此次共计50台双源无轨电车投入使用。
线路设置从农业路西三环沿农业路快速公
交专用道行驶至农业路中州大道，沿途进
入农业路快速公交站台停靠，乘客可在站
内实现同台双向免费换乘。

郑州市公交集团快速公交公司运营副
经理申磊说，整条线路单程耗时35~40分
钟。试运营结束后，B2路全线公交车都将
会升级成双源无轨电车，届时，在没有电网
的路段，将靠电车自身携带的电池组驱动
行驶，“电车在休息当中，会在场站对电池
进行充电”。届时，乘客候车时间也将进一
步缩短。

问题2：新型“大辫子”公交车较以往老式
电车有何升级？

李志阳介绍，此次无轨电车采用的交
通运行模式为“双源无轨”，即：“动力电
池+线网”的双源动力系统。车辆在运行
过程中利用线网供电进行行驶，在无线网
路段可利用自身配备的锂电池组进行动力

供给，脱线行驶可达百余公里。车辆还配
备有二代隔离DCDC变换器，实现线网高
压系统和整车高压系统的物理隔离，整车
安全性能显著提高。

除了科技化的智能升级，新型双源无
轨电车在人性化、便捷性方面也秉持了纯
电动公交车的优良特性。零污染零排放，
静音平稳，车内的手机充电接口以及安全
逃生窗、无障碍踏板等设备一应俱全。减
震舒适度、空调冷暖风力等多个方面都有
大飞跃，和以前的电车相比可以说是天壤
之别。

问题3：线网对于高温、严寒、大风暴雨等
极端天气的应对能力如何？

李志阳说，备受关注的B2区间双源无
轨电车中的“大辫子”也是此次升级中的最
大亮点之一。车身顶部的集电杆装置（俗
称“大辫子”）采用最前沿技术，具有一键自
动升降功能和自动捕捉线网及脱网自动快
降的功能，一键自动捕捉系统具有图像识
别功能，能够在雨、雪、雾、沙等恶劣天气及
夜间依然灵敏有效。并且在驾驶室内，驾
驶员可以直接从屏幕中观察到集电杆状
态，并进行升降操作，再也不用走出驾驶室
进行人工脱线复位。

据介绍，针对“大辫子”车，专门建有抢
修队伍和供电所，如果线路出现故障，会立
刻派遣专人前往故障点进行抢修。同时，
线网、变电站等一整套设施都有专人做日
常维护。

“在十年前，我们的供电所都已经发展
得非常不错了，现在重操旧业当然也是轻
车熟路。”李志阳说。

问题4：除了农业路，郑州是否还有其他类
似双源无轨电车线路的规划？

李志阳说，暂时没有。首先，开设双源
无轨电车线路的资金投入非常大；其次，它
也是政府的一项惠民工程，道路条件各方
面要求都非常高，需要多方评估。再一个，
目前郑州的公交车百分百都已经是新能源
公交，其中包括纯电动和加气加氢车辆，都
能实现零排放，无污染。

问题5：农业路双源无轨电车对郑州交通
起什么作用？对于郑州来说有何意义？

李志阳介绍，纯电动的能源供给，真正
做到了零污染零排放，成为城市环保攻坚
的又一强大助力。它也成为农业路东西向
的一个客流走廊，相当于通过电车的元素
把公交系统的层次丰富了一下。

原来的汽油车全部更新换代成了现在
的电车，电车又分为气电混合、纯电驱动以
及新运营的双源无轨电车，郑州公交的车
辆类型更丰富了。这种公交系统配置水平
在全国范围来看，不敢说唯一，但应该是少
见的。

此次双源无轨电车的开通试运营，不
仅为市民的出行增添有益助力，更是推进
郑州城市全局发展，精准落实国家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的实践之举。

问题6：郑州为何不弄成南京那种地下线
网、公交站台接触充电的线路？据了解，南
京主城区已经不具备开通大辫子公交（空
中架线）的条件，但我们却可以，有什么技
术优势吗？

南京市目前有两条有轨电车线路（河
西和麒麟），采用的是线缆入地，公交车辆
接触站台充电的模式。

此前，记者就曾咨询过郑州电车模式
和南京模式的区别。

郑州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独家告诉顶
端新闻·大河报记者，郑州的电车模式和南
京的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技术路线，“我们
的技术更成熟可靠”。

而据李志阳介绍，该试运营线路全程
线网设置在农业路高架桥下，在不影响城
市上空美观的前提下，也进一步增强了线
网的安全性与稳定性。边行边充的能源供
给方式，大大节省了公交场站建设充电桩
的程序。只要运营需要，随时都可上线行
驶，极大地增强了公交线网运转速率的灵
活性。

“这种电车模式是依托本地汽车产业
技术而生，也算是因地制宜，全国范围内应
该少见。”李志阳说。

问题7：放眼全国公交行业，郑州的双源无
轨电车此举有何示范意义？

李志阳说，电车的历史有一百年左右，
目前，在北京、上海都有电车，“大辫子”电
车就像一件历史文物，承载了一方水土与
一方人的记忆。如果一座城市发展到一定
的规模，还有电车在运行就更体现了多元
化发展的理念，它代表了城市的一种品位
和层次。现在科技很发达，电车到处都是，
但带着“辫子”的电车却很少见。对郑州来
说，四十年前电车开通，许许多多的郑州人
都对电车有着深刻的记忆，所以这次重新
开通“大辫子”公交更像是一个彰显城市品
位的举措。

问题8：“大辫子”回归的原因是啥？
李志阳说，重新启用“大辫子”一方面

想提升城市的品位与格调，另一方面是想
利用公共交通服务质量的提升来引导市民
绿色出行。随着城市的发展，小汽车、电动
车都越来越多，城市要想进步，公共交通必
须先行。我们必须用公共交通的发展引导
城市的发展，否则一个城市迟早会面临越
来越严重的堵车问题。倡导全体市民尽量
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绿色出行，这是大城市
交通在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