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共同构建智慧地球

台湾高铁
在前沿保证乘客安全
与其他一些地区一样，台湾岛上的生活也与其特定的地理条件密切相

概述
需求
台湾高铁公司 (THSRC) 需要一种高度可
靠、具成本效益且主动的方法来处理高速
铁路运输维护方面的高需求。

关。台湾东部三分之二的面积为崎岖的山岭地区；在台湾 2,300 万
的总人口中，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海岛西海岸沿线的平原地区，台湾
的经济活动也大多集聚于此。 尽管台湾人口密度在全球整体排名第
15 位，但如果单从繁忙的西部经济走廊来看，其人口密度在全球的
排名应在第 6 位左右。

解决方案

密集的人口分布为台湾的公共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尤其是交

THSRC 利用 IBM Maximo® 构建了一款

通领域。事实上，在台湾西部走廊，连接包括台湾首府台北在内的各

采用高级传感技术和条件式监控技术的高

个主要城市的道路及铁路网络日益密集，同时其物理基础设施也呈现

级维护管理解决方案。

出集约化利用的趋势。

是什么使它更智慧

在意识到现有交通网络存在很多不足之后，台湾政府决定在其主要城

采用基于规则的自动化工作流管理，能够

市之间修建高铁线路，以此作为减少交通拥堵的有效方式之一，同时

确保提前解决维护问题，以免出现乘客安

扩展经济活动的范围，为台湾地区的长期繁荣奠定基础。在此背景

全问题。

下，台湾高铁 (THSR) 系统应运而生，台湾高铁系统是一条全电气化

成果

铁路线路，在 90 分钟内即可将乘客从北部的台北运送至南部的高

“借助 IBM 的 Maximo，我们已经成功地

雄，全程 214 英里，而传统运输模式至少需要 4.5 小时才能跑完全

建立了智能的运输系统，该系统旨在满足

程。THSR 网络的施工历时五年，耗资 150 亿美元，期间遭遇过巨大

台湾在安全、快速出行方面不断增长的需
求。”
— 台湾高铁公司维护管理信息系统经理

Ming-Der Lee

的工程挑战；举例来说，由于相关地区存在很多陡坡，因此 90% 的
高铁路线要么需要横穿隧道，要么就需要跨越高架桥。更严峻的挑战
在于这些结构的设计要确保能够抵挡大部分 THSR 路线上经常会出现
的地震活动。

高速挑战
尽管这些施工挑战非常严峻，但 THSRC 也非常清楚，保持列车安
全、可靠且准时运营同样会带来新的挑战，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会带来
更大的挑战。列车的最高速度接近每小时 190 英里，因此高铁对轨
道、制动器和车轮等的压力更大，进而导致高铁的维护要求更高。为
了满足这些要求，THSRC 采用 IBM Maximo 构建了一种高级设备维
护系统，该系统能够自动触发维护活动，在网络中检测潜在问题，并
通过自动报警提前解决维护问题， 以免给乘客的安全带来风险。

让我们共同构建智慧地球

THSRC 设计了名为维护管理信息系统 (MMIS) 的解决方案，其目的是
收集来自现有监管和遥测系统（如 SCADA、信号系统和轨道车辆传

商业效益
●

通过条件式维护功能，增加了台湾高铁
网络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

延长了固定资产投资的使用寿命

●

凭借资产管理和 ERP 流程集成，提高

●

●

感器）的数据并将其集成至简化的规划和维护工作流。该系统目前可
收集 320,000 多个数据元素，具体包括车轮转速、温度以及列车供电
所用架空线的厚度。以列车车轮为例，可实时以无线的方式将基于状
态 的 数 据 发 送 给 中 央 存 储 库 ， 以 便 与 正 常 规 格 进 行 对 比 。 IBM

了流程效率

Maximo 的特定属性可确保系统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通过延长网络运行时间，提高了资产效

如特定参数发生偏差，如刹车磨损过大，车载监控系统便会自动向

率

MMIS 系统发送警报，然后 MMIS 系统会自动生成相应的工作指令请

通过更为全面、主动的维护方法优化人

求（指定预防性维护、整改性维护或紧急维修）。为了将请求分出轻

力资源规划、备件库存管理和采购实践

重缓急并确定履行请求的最佳方式，系统需要考虑特定资产（即可容
忍范围内的偏差）的具体维护参数以及备件库存、维护人员和现有工
作请求的可用性。处理这些因素之后，MMIS 系统会向 THSRC 的
ERP 系统发布一项工作指令，该 ERP 系统已通过 IBM Maximo
Enterprise Adapter 与 MMIS 系统集成。

更智能的轨道：

通过智能资产管理进行主动维护
物联化

THSRC 的监控和遥测系统会跟踪并报告 320,000 多个资产要
素（如轨道、隧道）的具体情况。

互联化

如发生维护问题，IBM Maximo 会实时向 THSRC 的维护管理
解决方案发送警告。

智能化

根据已存储的维护规则和服务资源状态，系统会自动对工作
指令进行创建、优先排序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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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该工作后，MMIS 系统会关闭工作指令，并更新相应的维护记

解决方案组件
软件
●

IBM Maximo® Asset
Management

●

IBM Maximo Enterprise Adapter

服务

录。IBM Maximo 可在 MMIS 内提供资产管理、工作指令规划、项目
管理、库存管理、资源管理、采购管理和应用界面的核心功能。在实
施过程中，THSRC 向 IBM Software Group 寻求如何优化 Maximo 性
能的相关建议，并与来自北京的 IBM Global Rail Innovation Center
主题专家商讨了新的高级方法。

保持准时，最大化运行时间

●

IBM Software Group

THSRC 开始服役后的两年内，乘客接待人数非常多，平均每天接待

●

IBM Global Rail Innovation Center

90,000 多人次（预计到 2033 年将达到每天 145,000 人次）。尽管这
一现象表明需要更快的南北运输，但同时也反映了从一开始，THSRC
的准点率就非常高 - 99.15% 的列车可在预定时间的六秒内完成到站
和出站。THSRC 的维护管理信息系统经理 Ming-Der Lee 将这款新解
决方案视为 THSRC 准点运行的关键基础。“IBM 的软件帮助我们更深
入地了解资产的具体情况并开发了更高效的工作流程，进而使我们在
竞争中始终快人一步。”Lee 解释说。借助 MMIS 系统，可生成并管
理 THSRC 95% 以上的维护工作指令。
迄今为止，也许衡量新解决方案的安全影响的最佳方式为观察 THSRC
每天所面临的运营风险 - 已通过实时资产监控有效管理的风险。其中

“IBM 的软件帮助我
们更深入地了解资

一个维度是铁路和调度基础设施，这包括 50 条隧道和分布在 214 英
里轨道上的高架桥，其中部分设施还经过地震多发地区。然后就是列
车自身，30 列包含 12 节车厢的列车组会以高达 186 英里/小时的速

产的具体情况并开

度经过轨道。因为强大的物理应力以及复杂的变量阵列需要时刻进行

发了更高效的工作

1998 年发生的高铁致命事故（该事故的罪魁祸首是未经检测的一个车

流程，进而使我们
在竞争中始终快人

监控，因此条件式的自动化监控是确保乘客安全的必要措施。德国
轮上的一条疲劳裂纹）说明了无处不在的资产监控对于维护乘客安全
的重要性。
尽管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但 THSRC 还将 MMIS 视为能够延长其资产

一步。”

寿命并减少计划外维护支出的一种重要工具。通过提高其资产管理流

— Ming-Der Lee

时间意味着提高资产效率。通过更为全面、主动的维护方法，可优化

程的每个部分的效率，该公司节省了大量资金。提高 THSRC 的运行
人力资源规划、备件库存管理和采购实践。

改善移动性，促进繁荣发展
借助其条件式维护解决方案，Ming-Der Lee 认为 THSR 将能够有效推
行台湾减少交通拥堵、改善城际出行的战略，并藉此促进台湾地区的
繁荣发展。“乘客安全是重中之重。”Lee 说。“借助 IBM 的 Maximo，
我们已经成功地建立了智能的运输系统，该系统旨在满足台湾在安
全、快速出行方面不断增长的需求。

有关更多信息
想要获取更多有关如何帮助转型贵企业的信息，请联系您的 IBM 销售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
敬请访问：ibm.com/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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