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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霍尔三维结构的大西高速铁路
综合试验质量管理模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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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西高速铁路综合试验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运用霍尔三维结构理论，结合大西高

速铁路综合试验实际，从时间、逻辑、组织 3 个维度，探讨大西高速铁路综合试验质量管理的
内涵及相互关系，提出高速铁路综合试验质量管理模型，为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组织开展

大西高速铁路综合试验提供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为我国高速铁路综合试验的组织与实施提供
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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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速铁路作为一种运量大、能耗低、污染小、安全

专业技术的接口关系，解决关键技术问题，测试与评

舒适的交通运输方式，在我国交通运输体系中占

估新技术、新装备的运用稳定性和可靠性。随着我国

有重要地位，是国家科学技术、装备制造、综合国力，

高铁技术的迅猛发展，高速铁路综合试验已成为铁路

以及现代化程度的集中体现。高速铁路是一项庞大的

技术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大西高速铁路

系统工程，涉及高速动车组、牵引供电、工务工程、
通信信号、运营调度、客运服务、养护维修、安全防
护、节能环保等系统，在高速铁路技术创新发展的进
程中，为研究新技术运用中遇到的一系列综合重大技
术问题，保证新技术的运用安全，需要组织开展高速
铁路综合试验。通过试验研究验证，探索技术创新中
的关键问题，确定新技术的运用条件和标准，协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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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试验 （简称大西综合试验） 是我国铁路迄今为止
试验规模大、专业覆盖广、历时时间长、技术难度高
的高速铁路综合试验 ［1］。以大西综合试验为典型案例，
从系统工程的角度，运用霍尔三维结构理论，对大西
综合试验质量控制管理模式进行深入研究，构建试验
质量管理模型，为高质量组织开展试验提供科学方法
和借鉴。

1

霍尔三维结构理论
霍尔三维结构理论是美国系统工程专家霍尔

（A D·Hall） 于 1969 年提出的一种系统工程方法论。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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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三维结构是将系统工程整个活动过程分为前后紧密

为深化高速铁路基础理论研究、核心技术攻关、建立

衔接的 7 个阶段和 6 个步骤，同时还考虑为完成这些阶

健全我国高速铁路技术标准体系提供了技术支持。

段和步骤所需要的各种专业知识和技能，形成由时间

2. 3

质量管理维度及要素

维、逻辑维和知识维所组成的三维空间结构。霍尔三

大西综合试验是一项涉及多系统、多目标、多阶

维结构具有研究方法上的整体性，即技术应用上的综

段的系统工程，且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合性、组织管理上的科学性和系统工程工作的问题导

的若干分试验系统组成，各分试验系统逻辑关联最终

向性的突出特点 ［2］。霍尔三维结构系统工程方法论的

满足综合试验的整体要求。在时间维 （试验过程） 方

出现，为解决大型复杂系统的规划、组织、管理问题

面，主要涉及规划决策、拟定方案、试验准备、方案

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应用广泛。

调整、动态调试、试验实施、总结验收等要素；在逻

2
2. 1

大西综合试验介绍
试验段概述

辑维方面，逻辑维的每个步骤贯穿于时间维的各个阶
段，主要涉及明确问题、目标选择、提出方案、方案
分析、方案确定、实施计划等要素；在组织维 （试验

大西综合试验是一项铁路系统试验工程，其项目

组织管理） 方面，主要涉及综合试验领导小组、工程

多、专业全、历时长、技术难度大、标准要求高。该试

建设指挥部，技术总体组、项目指挥部、试验段领导

验段位于大同—西安铁路客运专线原平西—太原区段，

组、现场指挥部，综合试验项目部等机构要素；在资

沿线设有原平西、忻州西、阳曲西 3 个车站，正线长度

源维 （试验资源） 方面，主要涉及试验设施、试验车

度 250 km/h。试验段正线特大桥 12 座，大中桥 21 座，

维 （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方面，主要涉及地质、气

长度约 20.8 km

方面，主要涉及运筹学、控制论、管理科学、铁路专

86.67 km，线间距 5 m，最小曲线半径 4 000 m，设计速

辆、试验方法、技术标准、参试人员等要素；在环境

桥梁占全线长度的 49.30%。试验段内隧道 7 座，累计

象、人文、规章、制度等要素；在知识维 （知识结构）

验项目的需要，按照 350 km/h 标准对试验段通信、信

业技术知识等要素 ［5］。

。为满足大西综合试验目标定位、试

［3］

号、接触网、牵引网供电、曲线超高、减振降噪设施、
检修设施等相关工程进行改造和调整，新增聚氨酯固

3

大西综合试验质量管理模型

化道床、自然灾害及异物侵限监测系统、地震监测预

由于大西综合试验涉及维度多，且不同要素间存

警系统等试验设施设备，并为开展最高速度 385 km/h

在相互耦合、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对大西综合试验质

高速铁路综合试验提供试验条件。

量管理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对试验产生影响的诸多维

2. 2

度中，以时间维、逻辑维、组织维最为关键。从大西

试验内容
大西综合试验主要涉及中国标准高速动车组系统

综合试验的全局出发，研究系统整体与要素之间、整

科学试验、关键系统及部件服役性能研究试验、型式

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

试验和运用考核试验，以及工务工程、牵引供电、通

关系，分析试验质量管理的关键环节及要素，提出基

信信号、振动噪声、自然灾害及异物侵限监测系统、

于霍尔三维结构的质量管理模型 （见图 1）。

地震预警系统等 10 类 80 项试验内容 ［4］。大西综合试验

3. 1

时间维

的实施，系统评价和验证了中国标准动车组及关键系

时间维表述了大西综合试验从开始到结束按时间

统、部件的功能和性能，固定设施新结构、新型自然

顺序排列的全过程，即从时间维度对各个工作阶段进

灾害及异物侵限监测系统、地震监测预警系统设计的

行了界定，结合试验实际，将时间维划分为规划决策、

合理性，固定设施养护维修新技术的实用性，通信信

拟定方案、试验准备、方案调整、动态调试、试验实

号系统优化技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全面掌握牵引供

施、总结验收 7 个阶段。

电系统参数和性能，以及铁路减振降噪措施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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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规划决策。为进一步增强铁路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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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实施。大西综合试验现场实施分为 5 个阶

段。第 1 阶段完成第 1 批次中国标准动车组型式试验、
科学试验及其他一系列试验；第 2 阶段完成第 1 批次中

国标准动车组运用考核试验及地震预警系统控车试验；
第 3 阶段完成国产化、自主化列控系统试验；第 4 阶段

完成第 2 批次中国标准高速动车组型式试验、科学试验

及自主化列控系统互联互通试验；第 5 阶段完成第 2 批
次中国标准高速动车组互联互通试验、科学试验及噪
声源识别、地震预警系统试验、综合巡检车运用
考核 ［1］。
图1

（7） 总结验收。为系统评价大西综合试验技术水

大西综合试验质量管理模型

提高我国高速铁路技术装备自主化水平，经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国铁集团） 组织研究和论证，
决定选择大西铁路客运专线原平西—太原段开展高速
综合试验，并明确试验区段、试验内容、试验时间、
试验组织、试验经费，以及相关工作要求 ［6］。
（2） 拟定方案。依据大西综合试验批复，大西综
合试验项目部组织参试单位，进一步细化试验内容及
相关要求，编制试验大纲初步方案，并组织多次研讨
修订后，形成试验大纲送审方案，经国铁集团组织评
审后获得批复 ［7］，完成大西综合试验方案拟定。
（3） 试验准备。大西综合试验准备阶段主要完成

平和试验成果，试验组织实施单位与各参试单位共同
参与，分专业形成大西综合试验报告，试验报告经多
次研讨和修订，具备开展总结验收的条件后，由国铁
集团组织完成大西综合试验技术总结与技术评审。

3. 2

逻辑维
逻辑维的每个步骤贯穿于时间维的各个阶段，以

大西综合试验时间维的“拟定方案”阶段为例，将逻
辑维设定为明确问题、目标选择、提出方案、方案分
析、方案确定、实施计划 6 个步骤 ［6］，阐述研究确定
大西综合试验方案和实施计划的过程。

（1） 明确问题。在决定选择大西铁路客运专线原

以下 5 个方面的工作任务：一是 350 km/h 大西综合试验

平西—太原段开展高速综合试验后，随即进入拟定大

二是车上、地面检测设备预先安装和调试。三是各项

际情况，采用解释结构模型法 ［10］，将复杂的系统分解

新技术、新产品的方案评审和上道试用评审。四是编

为若干子系统，每个子系统又分解成若干个相互关联、

制动态调试大纲及综合试验大纲、总体计划、测点布

相对简单的试验项目，利用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构

置图等。五是试验人员、设备准备就绪。

成多级递阶结构模型。

段工程改造、试验配套工程及试验段工程初步验收。

西综合试验方案 （大纲） 阶段。根据大西综合试验实

（4） 方案调整。针对参试单位提出补充和调整试

（2） 目标选择。在初步明确大西综合试验系统结

验内容的请求，经国铁集团组织研究并批准，对大西

构及试验项目的前提下，应用效用理论，分离试验子

综合试验大纲部分内容进行调整 ［8］，调整后的试验大

项目的主观成分和客观成分，量化评判指标和评价方

纲进一步优化和完善了试验内容。

法，建立评价体系，对若干相互关联的子项目进行综

（5） 动态调试。依据 《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高速综

合评价。在既有可支配资源的条件下，综合考虑试验

合试验段综合试验前动态调试大纲》［9］，采用高速综合

预期、成效收益、所处环境、风险程度、预期损失等

检测列车，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逐级提速，完成轨道、

因素影响，确立大西综合试验总体目标，以及各个子

路基及过渡段动力性能、桥梁动力性能、隧道、电力

系统和试验项目的预期目标。

牵引供电、通信系统、信号系统、综合接地、电磁环

（3） 提出方案。设定大西综合试验关键子系统、

境、声屏障、自然灾害及异物侵限监测等测试项目动

试验项目，判断并提出关键要素，分析关键要素的相

态调试和条件确认。

关性，建立邻接矩阵和可达矩阵，分解可达矩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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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结构模型描述大西综合试验内容，形成试验初步方

质量保障。大西客专公司是试验段工程改造的组织实

案并采用网络图直观表示。

施机构，是实现建设目标的直接责任者。试验配套工

（4） 方案分析。在大西综合试验初步方案基础上，

程的实施，在大西客专公司原有管理制度的基础上，

针对预设试验内容和目标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突出对新

增加了试验人员的技术指导和过程控制，由中国铁道

技术、新装备的试验验证与考核，根据实际情况对试验

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铁科院集团有限公司）

方案提出调整建议，进一步优化试验项目，明确试验目

组织相关试验单位在项目实施前，提供书面施工方案、

标，确定试验内容，完善试验方案，并对试验大纲的完

工艺流程和作业指导书，现行规范没有验收标准的需

整性、系统性、合理性、可行性，以及试验环境、条

提供技术条件。在试验配套项目施工时，铁科院集团

件、风险等进行分析评估，形成试验送审方案。

有限公司组织相关试验单位安排专人进驻现场进行技

（5） 方案确定。针对大西综合试验送审方案，组
织开展方案评审，考虑大西综合试验实际需求、试验

术指导、过程控制、结果把关，确保施工质量满足试
验要求。

环境和条件，以及诸多不确定因素，对试验方案进行

（3） 试验装备。在装备研制方面，成立技术总体

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形成大西综合试验报送方案，经

组，由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组成，负责相关企业、高

大西综合试验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后，形成试验实施

校、科研院所等机构的技术支持，组织协调试验装备

方案。

研制工作。为有效组织装备采购，在国铁集团的领导

（6） 实施计划。依据批复的大西综合试验实施方

下，铁科院集团有限公司成立项目指挥部，下设办公

案及相关要求，聚焦大西综合试验子系统、试验项目

室、物资采购工作组、财务工作组、审计工作组，以

预期目标，综合考虑试验线路、试验时间、试验地点、

及高速动车组、综检车、巡检车、基础设施检测监测

试验列车、试验设施设备、试验环境、试验项目特定

等 14 个子项目工作组，全面负责试验装备采购工作。

条件、行车调度、试验组织、安全保障等因素，采用

（4） 综合试验。在综合试验实施方面，国铁集团成

关键路线法制定周密的试验实施计划，经试验段领导

立综合试验领导小组，领导和协调试验组织工作。中国

小组和现场指挥部批准后实施。

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试验段领导组和现场指挥

3. 3

部，全面负责大西综合试验期间的行车组织和安全管理

组织维
组织维是指在上述各阶段和每一步骤中的组织管

理形态。
（1） 组织管理。针对大西综合试验组织管理、工

工作。铁科院集团公司成立综合试验项目部，组织参试
单位完成各项试验任务，各参试单位全面参与相关试
验，负责本专业测试、试验验证和技术保障工作。
（5） 安全保障。大西客专公司成立试验段施工安

程改造、试验装备、综合试验、安全保障等管理需求，
创新管理体制、运行机制，采用项目型或矩阵型的组

全生产管理领导小组，负责综合试验段工程改造安全

织结构形式，组成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结构合理、

生产管理工作。各施工 （监理） 单位成立安全生产工

协作高效的的管理团队，实行项目全过程管理，制定

作组，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落实巡视、旁站制度，

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和工作标准，明确各层级及相关

加强施工过程的安全管控。工程设计、咨询等参建单

部门的组织关系、工作范围和职责权限，探索并形成

位成立相应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分层制、专业化的组织管理模式，构建产学研用联合

从设计源头上把控安全。太原铁路公安局成立试验段

攻关的协同创新体系，为顺利实施试验提供组织

安保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项办公室，负责综合试验段安

保障 ［11］。

防工作。

（2） 工程改造。大西铁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大西客专公司） 成立工程项目建设指挥部，负责
试验段工程改造和试验配套工程实施，提供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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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通过运用霍尔三维结构理论，结合大西综合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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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霍尔三维结构的大西高速铁路综合试验质量管理模型初探 范今

实际，从时间维、逻辑维、组织维 3 个维度，将大西综

［4］中国铁路总公司. 大西高速铁路综合试验圆满结束［J］．

维和逻辑维，将大西综合试验的各个阶段映射到二维

［5］陶家渠 . 系统工程原理与实践［M］. 北京：中国宇航

合试验转换为较直观的立体空间结构，通过建立时间
平面上，该平面的任意一点都能反映大西综合试验某
一时间点的状态，通过该状态可以清晰了解每一阶段

铁道学报，
2017（9）：
47 ．
出版社，
2013 ．

［6］中国铁路总公司 . 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组织开展高
速、
重载综合试验的通知：
铁总科技〔2013〕89 号［A］.

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做好各项工作的调度和安排，而
组织维的建立，为大西综合试验高效和有序实施提供
了组织保障。

北京，
2013.

［7］中国铁路总公司 . 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大西、沪昆

客专高速综合试验大纲的批复：铁总科技函﹝2013﹞
931 号［A］. 北京，
2013.

在对大西综合试验质量管理与控制进行了初步探
讨后，提出了大西综合试验质量管理模型。按照这一
思路，以霍尔三维结构理论为指导，研究建立试验进
度、投资、安全等管理模型，形成大西综合试验完整
的管理控制体系，对于强化试验各阶段管理工作，全

［8］中国铁路总公司 . 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调整大西客

专原平西至太原段高速综合试验大纲部分内容的
通知：
铁总科技函﹝2015﹞345 号［A］. 北京，
2015.

［9］中国铁路总公司 . 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大西铁路客

运专线高速综合试验段综合试验前动态调试大纲

面落实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等管理要求，高标准、
高质量、高效率完成大西综合试验将发挥重要作用。

的批复：
铁总工管函〔2015〕455 号［A］. 北京，
2015.

［10］周倜，顾长鸿，金柏冬，等 . 一种基于改进的解释结
构模型法的系统模型构建方法：CN10593094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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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Combined Test Quality Management Model for
Datong-Xi'an High Speed Railway Based on Hall Three-dimension Structure
FAN Jin

(Railway Science & Technology Research & Development Center, China Academy of Railway Sciences
Corporation Limited,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Combined test on Datong-Xi'an High Speed Railway is a huge systematic project. This paper uses the

Hall three-dimension structure theory and considers the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combined test on the railway to
discuss the quality management during the test from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time, logic and organization.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model for quality management during the combined test on high speed railways, which
serves as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method for test organization with high standard, quality and
efficiency, and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organizing combined test on other high speed railways across China.
Keywords: Datong-Xi'an High Speed Railway; systematic project; Hall three-dimension structure; railway

combined test

- 54 -

CHINA RAILWAY

20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