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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铁路运输是一种陆上运输方式，以机车牵引列车车辆在两条平行的铁轨上行驶。传统方

式是钢轮行进，但广义的铁路运输尚包括磁悬浮列车、缆车、索道等非钢轮行进的方式，或

称轨道运输。铁轨能提供极光滑及坚硬的媒介让列车车轮在上面以最小的摩擦力滚动，使这

上面的人感到更舒适，而且它还能节省能量。如果配置得当，铁路运输可以比路面运输运载

同一重量物时节省五至七成能量。而且，铁轨能平均分散列车的重量，使列车的载重能力大

大提高。

        铁路有时指某铁路&ldquo;线&rdquo;如京广铁路，有时指铁路线的集合而包括旧线新线或

一线二线，如某铁路扩改名义下新建一条还是属于某铁路系统。

        高铁时代的铁路等级很复杂，有路网等级、时速等级、客货等级等不同角度的分级。高

铁级高于国铁Ⅰ级，国铁Ⅰ级有的是快速铁路，有的是普通铁路。

        标准轨道是相对于米轨和宽轨而言。时速等级的三分法里，普通铁路比较于快速铁路和

高速铁路，二分法里则是普通铁路比较于捷运铁路。

        中企顾问网发布的《2022-2028年中国铁路通信信号系统行业发展趋势与行业竞争对手分

析报告》共十五章。首先介绍了中国铁路通信信号系统行业市场发展环境、铁路通信信号系

统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铁路通信信号系统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铁

路通信信号系统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铁路通信信号系统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

，最后分析了中国铁路通信信号系统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铁路通信信号系统

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中国铁路通信信号系统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

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

数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

市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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