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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施工管理信息化建设
实践与思考
包育其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 调度所，上海 200071）

摘

要：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经过多次调研和全方位论证，确立了构建铁路施工信息

化综合管理体系的总体思路。通过信息化手段，规范施工计划编制审批源头，及时、准确地采
集施工现场信息，实现施工安全风险研判，提升施工管理的交互性和便捷性，并利用大数据统
计分析改进施工生产组织。在铁路施工综合管理平台中，开发应用了邻近营业线施工管理系统、
天窗修计划管理系统、电子登销记系统等 6 个子系统，取得了重塑施工业务规则、提高天窗管

理水平、推动生产组织变革等应用效果，实现了施工管理的信息共享和数据交互。在此基础上，
针对铁路施工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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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和管内干线小集中修等施工任务繁重 ［1］，施工安全

引言

成为上海局集团公司运输安全工作的重点和关键。自

2015—2020 年 ， 中 国 铁 路 上 海 局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简称上海局集团公司） 营业里程由 8 960 km 增加至

12 858 km，新增营业里程 3 898 km。随着京福、杭昌、

2014 年起，上海局集团公司创新施工管理理念，以信
息化技术为支撑，研发多个施工管理信息系统，构建
铁路施工信息化综合管理体系，以期解决天窗修管理

京港、合杭、连镇、盐通等高铁线路的建设运营，阜

水平不高、邻近营业线施工管理粗放、施工和维修质

阳北、宁波、合肥、杭州等枢纽扩能改造和既有线站

量难以掌控等问题 ［2］。

场改造等大型施工项目迅速增加，造成繁忙干线集中

1

铁路施工管理信息化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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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各铁路局集团公司在铁路施工管理中应用

CHINA RAILWAY 2021/07

运 营 维 护

铁路施工管理信息化建设实践与思考 包育其

的信息化系统，以施工计划、维修计划及电子登销记

生产计划。

等系统为主，以上系统主要基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3） 电子登销记系统。具备计划实时导入、流程

限公司 （简称国铁集团） 研发的铁路运输调度管理系统

自动控制和用语模板化等功能，实现对施工、维修、

5.0 （TDMS 5.0） 进行应用

检查、故障等各类型作业登销记全过程的客观记录，

［3-5］

。上海局集团公司在营业

线施工计划和高铁维修日计划管理中应用 TDMS 5.0，

为相关的施工管理系统提供准确数据。

在其他施工管理中则应用自主研发的管理系统。

（4） 施工用户与数据管理系统。具备单位信息控

TDMS 5.0 中施工管理相关子系统已使用 10 年以上。

制和用户信息维护、权限分配、指纹采集等功能，不

序迭代升级明显滞后，业务逻辑控制智能化程度不高，

入提供标准接口，实现基础数据信息的统一源头控制。

随着铁路施工安全管理要求不断提升，TDMS 5.0 的程

仅能分专业进行基础数据维护，还为后续相关系统接

施工全过程管理缺失功能较多，已不适应铁路施工管

（5） LKJ 基础数据管理系统。实现 LKJ 基础数据的

理需求 ［6-8］。例如，在施工计划系统中，相关数据控制

在线提报、审核、发布，以及专业维护和共享，确保

逻辑不严密，不具备上传施工方案及会议纪要的功能；

数据审核流程安全可控；在各级人员编制施工计划时，

在维修计划系统中，计划提报未实现对区域数据的控

提供快捷方便的数据查询，提高计划准确性。

制，主要依靠人工审核，既易发生计划源头错误，又

（6） 高铁综合防护辅助系统。在高铁线路施工和

增加了审核工作量；在电子登销记系统中，缺少故障、

维修时，对于来车防护信息和相关调度命令，可通过

检查和分路不良等各类作业场景的登销记，无法进行

专用定制手持终端进行传递和控制。

计划与实际登记的自动比对，智能化程度不高。

2. 2

2
2. 1

上海局集团公司信息化建设实践
系统开发
上海局集团公司经过多次现场调查和外局调研，

应用效果
在铁路施工管理信息化建设实践中，通过铁路施

工综合管理平台及其子系统的开发应用，主要取得了
以下效果：
（1） 重塑施工业务规则。在多个系统的开发和应

组织专业部门开展全方位论证，最终确立铁路施工信

用过程中，不断提炼经验教训，重新规范了施工计划

息化综合管理体系的总体思路，并研发可供全路应用

管理、天窗综合利用、邻近营业线施工管控、登销记

的铁路施工综合管理平台。通过规范施工计划编制审

办法等多项施工管理业务规则。例如，在邻近营业线

批源头，确保计划正确；及时、准确地采集施工现场

施工管理中，自 2016 年起，在国铁集团规定的月度监

信息，系统地研判施工安全风险；提升施工管理全过

督计划基础上，增加用系统上报周计划和日计划的业

程交互性和便捷性，提高管理效率；利用大数据的统

务流程要求，以日计划为实际作业依据，以周计划提

计分析改进生产组织。

前告知设备管理单位作业安排，便于科学合理地安排

基于铁路施工综合管理平台，通过以下 6 个子系统

监护人员，统筹外单位施工监护和本单位日常生产组

（1） 邻近营业线施工管理系统。实现邻近营业线

监督日计划 215 554 次，有效地掌控了邻近营业线施工

的开发应用，为铁路施工管理提供重要的技术手段：

施工安全监督计划网上申报、审批和过程监督，并进
行模板化的风险提示，使邻近营业线施工的日常生产
组织更加科学合理、有序可控。
（2） 天窗修计划管理系统。依据设定模板和结合
共用原则，完成维修项目的申报与下达，实现大部分
维修计划自动平衡，从源头上保证维修作业的合理性
和安全性，推动设备管理单位更加科学、合理地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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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2020 年，上海局集团公司共下达邻近营业线施工
的计划安排及人员到岗监护情况。

（2） 提高天窗管理水平。通过自主研发的天窗修
计划管理和统计分析技术，将天窗综合利用的理念落
到实处。共划分局控Ⅰ类、局控Ⅱ类和站控等 3 类天窗
区域 4 294 个，根据作业项目性质，精细区分各专业维

修作业需求，建立各单位无条件结合共用的绿灯项目、
有条件结合共用的绿黄灯项目、仅限 1 家单位作业的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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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项目、结合施工天窗组织的红白灯项目等 4 大类共计

发应用中，存在重视功能开发、忽视升级维护的问题。

209 个项目的数据库。基于天窗区域划分和项目细分的

在系统运维中，仅针对部分程序功能进行小修小补，

数据库，实现天窗修计划自动平衡，避免人工安排效

未关注系统在方便、快捷、稳定、智能化、界面友好

率低下和计划源头差错，使各专业统筹安排、综合利

化等方面的用户体验。实际上，铁路施工管理系统的

用，充分满足设备维修需求。2020 年，维修需求满足

用户不仅有路内人员，更有大量施工、监督等单位的

率达 99.9%、天窗兑现率达 99.8%、天窗综合利用率达

路外人员，应建立符合时代发展的系统更新维护机制，

73.8%，在全路保持了较高水平。

（3） 推动生产组织变革。根据近几年数据统计分

析，深入研究各专业生产组织方式，结合不同专业的
设备维护周期及作业特点，促进各单位更科学合理地
编制计划，推进生产组织方式不断优化。自 2018 年起，
上海局集团公司实施工电供生产组织一体化，通过建

提高系统生命力，为用户提供安全、高效、好用的操
作平台。

3

系统建设思路
在系统建设中，还应把握以下思路，保障系统的

信息化水平：

立“检养分开”优化生产组织架构，明确了检查工区

（1） 坚持系统的安全性。应根据当前网络安全和数

为设备管理责任主体、维修工区为设备养修主体，车

据安全要求，确保系统安全使用，特别从源头上考虑

间为生产组织和应急处置主体，对工电供既有车间、

内、外网交互使用，以及手机 APP 客户端需求，投入必

工区进行生产组织架构调整，工务工区数量减少 35%、
电务工区数量减少 18%，施工相关信息系统不断配套

要的安全技术设备，守住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的关口。

（2） 保障系统的稳定性。目前，铁路施工管理系统

优化功能，以适应“检养分开”的计划管控和考评要

主要使用铁路内部专用网络 ［9-10］，在上海局集团公司管

求，为工电供生产组织一体化的顺利推进提供可靠的

辖范围内，存在城市与乡村，平原与山区等不同地区的

技术保证。

带宽、网速差异，影响系统的稳定性，造成一些用户使

2. 3

用体验感极差。因此，应投入相关软硬件资源，对内网

存在问题
铁路施工管理信息化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应用

效果，但仍存在以下问题：
（1） 智能统计分析功能不完善。上海局集团公司通

通道进行升级改造，提高内网应用质量；另外，针对内
网通道改造困难的地区，应充分利用地方电信网络资
源，通过内外网交互技术，保障系统的稳定性。

过施工管理系统开发等实践，实现了施工管理信息化

（3） 提高系统的实用性。业务设计和程序开发部

“从无到有”，但多个系统同时研发运用，造成系统深度

门应密切配合，在程序功能研发基础上，紧跟业务发

功能不可避免地存在欠缺。例如，统计分析功能不完

展变化和需求，不断补充和完善功能设计，在操作控

善，虽然拥有大量的计划源头数据和登销记过程数据，

制、业务逻辑、智能比对、人机交互、运算效率等细

但统计和分析仍需人工完成，亟需依据相关统计规则，

节上，以便捷、高效为目标，提升用户体验，提高系

开发自动统计和人工干预相结合的智能统计分析功能。

统的实用性。

（2） 大数据应用研究滞后。由于统计分析功能不
完善，缺乏对施工数据深入研究的有效手段。对于计

4

下一步工作建议

划安排是否合理、计划是否按需兑现、作业时间是否

（1） 不断完善现有系统功能。①邻近营业线施工管

充足、计划取消是否准确客观、设备故障与日常维修

理系统。开发施工监护安排、过程追踪写实和统计分析

的关联性、把关人员是否按时到岗等情况，都需要通

等功能，实现对邻近营业线施工的闭环管理；②电子登

过科学的研判机制，进行精确统计分析，从而将大数

销记系统。继续开发分路不良登销记和统计分析等功

据更好地应用于生产组织和日常管理。

能，为各施工管理系统提供准确数据，实现信息共享；

（3） 不重视系统更新。在铁路施工管理系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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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电脑网页版和手机 APP 客户端，提高开户管理效
率，解决路外单位数据维护工作需求。

（2） 继续研发系统新功能。①天窗统计分析系统。
针对现有施工管理系统数据，实现自动运算与人工干
预相结合的统计分析，为相关部门推动生产组织改革、
强化施工管理提供数据依据；②应急抢修计划管理系
统。针对行车设备隐患应急抢修工作，实现应急抢修

专业的生产维修组织方式，结合不同专业的设备维修
周期及作业特点，促进各单位施工、维修计划更加科
学合理，实现日常生产组织安排与施工、维修计划的
高度融合，推动各专业生产维修体制改革优化。

5

结束语
上海局集团公司基于铁路施工管理各专业细分深

计划的安全、及时、准确提报；③施工方案管理系统。

入研究，围绕现场生产组织和专业管理需求，建立了

实现施工方案编制、预审和审查的全过程管理，保证

统一标准的铁路施工综合管理平台，有效地掌控施工

方案编制规范和审查流程完整；④施工组织管理系统。

管理全过程。通过建立大数据的积累和分析，为改进

实现对营业线施工预案的编制、审核和审批进行全过

施工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推进日常生产组织安排与施

程管理，以及对营业线施工会议和现场组织过程记录

工、维修计划的高度融合，使其成为提升铁路施工管

的管理。⑤施工安全协议管理系统。对施工安全协议

理水平的重要技术平台。

的编制和签订过程进行模板化控制和网络化签订，通
过统一认证，实现与铁路基础数据平台的信息实时交
换、功能互补和数据共享，形成完整的铁路既有线施
工综合管理平台，真正发挥系统集成的规模化效应，
提高管理效率。
（3） 建立系统更新维护的长效机制。针对施工管
理系统种类多、功能复杂等特点，上海局集团公司相
关业务和信息技术部门应建立系统更新的长效机制，
结合硬件替换、软件更新、业务规则调整等变化，以
适应铁路施工管理发展为目标，立足于提升用户体验，
不断优化程序设计，提升施工管理系统的安全性、稳
定性、实用性和便捷性。
（4） 全面构建施工综合评价体系。①制定天窗综
合利用考核激励制度。根据系统统计分析和追踪写实
功能的完善，由各专业部门进一步研究，建立综合天
窗利用的分析、评价标准，对各站段天窗综合利用工
作进行综合排名，制定天窗综合利用的相关考核激励
制度；②充分发挥上海局集团公司安全管理新机制的
作用。结合系统提供的大数据，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
研讨，补充完善有关施工、维修管理、登销记作业的
考核条款，严格施工方案审查、计划编制审核到现场
组织实施等全过程的责任追究，强化责任落实，有效
地对施工安全风险进行日常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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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施工管理信息化建设实践与思考 包育其

Thoughts and Practices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f
Railwa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BAO Yuqi

(Traffic Control Center, China Railway Shanghai Group Co Ltd, Shanghai 200071, China)
Abstract: China Railway Shanghai Group Co Ltd. has established the general guidelines for building an

information-based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of railway construction after investigations and all-around
demonstrations. The preparation and approval of construction plans are standardized by taking information-based
measures, and the construction site information is timely and correctly collected, so as to evaluate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risks and make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teractive and easy. In addition, big data
statistical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On the integrated management
platform of railway construction, 6 subsystems are developed and used, includ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for
construction adjacent to commercial lines, the management system for maintenance window plan, and the
electronic registration and write-off system. As a result, the rules concerning construction operations have been
modified, the window management capacity has been improved, and the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reform has
been promoted, thus realizing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data exchange in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n this
basis,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of railwa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re
analyzed,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next step are put forward.
Keywords: railway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djacent to commercial lines;

maintenance window plan; electronic registration and write-off; construction user and data management; LKJ;
integrated protection of high speed rail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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