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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站车病媒生物防制信息化管理
应用与实践
康立
郑州铁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郑州 450052
摘要：目的

采用信息化管理手段，探讨实时数据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解决病媒生物防制在铁路运输生产调度中

存在的难题。方法
应用。结果

采用互联网 B/S 架构，研制信息化管理系统，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在工作中加以实践和

掌握车辆运行的动态变化，
形成历史记录，实时监控和追踪重点车厢，及时控制病媒生物孳生，全年旅

客列车鼠类和蜚蠊等重点病媒生物防制零投诉率。结论

病媒生物防制信息化管理可以实现精细化管理，保证工

作效果，
提高客运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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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practice 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vector
control in railway stations

KANG Li
Zhengzhou Railway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Zhengzhou 450052, Hen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and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scheduling of railway transportation
using the method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ethods The internet B/S framework was used to develop the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for data processing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It was put into practice and applied in operations. Results
Efficient vector management was achieved by grasping the dynamic changes of vehicle operation maintaining historical
records, monitoring and tracking key compartments to control vector breeding. There are no complaints about rodents and
cockroaches from the passenger trains every year. Conclusion The management of vect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an
enhance management, improve work efficiency and service quality.
Key words: Vecto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Railway
随着铁路的高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广大旅
客对于铁路运输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铁路站车（客
运车站、旅客列车）病媒生物来源广、种类多、危害较大，一
直是铁路卫生部门的工作重点 。运输生产系统庞大，多
［1］

部门协调合作，车辆调动频繁，维修养护次数多，旅客列车型
号繁杂，内部构造设施各不相同，车辆之间相对独立又互相
联系，病媒生物极易借着铁路运输开放的公共空间传播到不
同的地点，扩散孳生，各部门在病媒生物防制上缺少相互联
系，
站车病媒生物防制始终为一难题

。

［2-6］

1
1.1

材料与方法
研究对象

以郑州铁路局的旅客列车和二等以上客运

车站为研究对象，于 2016 年 2－10 月建立信息平台和数据

库，对全部 1 600 辆旅客列车和 680 辆高铁动车组及 42 个二
等以上客运车站进行数字化信息管理。
1.2

研究方法

采用互联网 B/S 架构，研制信息化管理系

统，根据列车运行编组的方式不同和客运车站的等级不同，
研究车站、车队、班组、车底与病媒生物防制间的关系，分别

大数据、云计算的应用使建设数字铁路成为提高服务水

建立客运车站和旅客列车、高铁动车组数据库，以车站问题

平的重要支撑，信息化管理在铁路运输安全生产的各个环节

库、车辆型号、运行状况、病媒监测、卫生技术指导、历史信息

得到了充分运用。铁路卫生部门承担站车的常见病媒生物

追踪、
阳性数据处理等为重点，
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

防制、检查监测、技术指导和科研培训，将数字化建设和病媒
生物防制有机结合，提高卫生管理能力，强化统计分析，建立

1.3

质量控制

本研究将客运车站、旅客列车进行了详细

的铁路运输专业调查，深入一线进行长期走访和调研；在研

畅通的信息通道，加强重点环节的监控，是卫生部门迫切需

制过程中，定期与有关部门协调，听取建议改进方案；信息系

要考虑的内容 。本研究结合实际工作研制信息系统，通过

统建立后由不同科室的多名人员分别负责数据录入，部门负

对站车病媒生物控制进行数字化管理，有效地提高了工作效

责人负责审核；系统正式启用后，对各模块间的联系进行技

率，
保证了防制效果，
节省了人力、
物力成本。

术测试，
确保信息系统可靠运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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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一、
二等客运站的归属管理经常进行调整，
卫生部门在进行
监督监测和技术指导时常遇到管理变更的情况，
进行信息化管

站车病媒生物防制的难点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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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加强车站监控及综合防制 铁路部门根据生产力布局，

结 果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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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站和旅客列车作为服务旅

理后，
卫生部门长期对各车站进行监控，并将技术指导内容条

客的开放性公共场所，每天运输旅客较多，旅客背景各不相

款进行数字化，可根据统计图直观地评价车站整体存在问题

公共场所开放空间

同，各自风俗习惯特点明显，卫生理念也不同，携带大件行李
物品，病媒生物较易通过携带方式进站上车，源头上无法避
免。同时客运站和旅客列车均有大量的餐饮单位，为旅客提

的各评分项比例（图 1），既可以统计每个车站的历史情况，也
可以分析卫生管理要求在车站中的落实情况，根据结果进一
步发动各单位进行群防群治。

供餐饮服务，
不可避免地会从外部带入病媒生物。
2.1.2

站车之间互相流动

根据我国铁路管理情况，全国共

有 18 个铁路局（集团公司），在不同的管辖范围内经营运输
生产，铁路运输车站多，线路长，在地理空间上覆盖全国各

地，长线路的旅客列车往往 1 个往返能经过数个铁路局、几

十个车站，不同地域的病媒生物种群因流动旅客在不同的
车站和列车间互相传播，同一病媒生物可能在多个铁路局
同时孳生。
2.1.3

车型设计种类繁多

铁路车辆设计发展历史久远，多

个设计制作单位标准不统一，多个时期制造的不同型号车辆
在运用中组合在一起，车辆构造不同其内部设施及提供的备
品也不同，导致携带上车的病媒生物容易孳生的环境在同一
图 1 各车站存在问题扣分项目

列车也不尽相同。部分车型卫生死角多，或车型缝隙大管道
多，或车型使用适合病媒生物繁殖的材料，尤其是高铁动车
组采用整体化设计，节与节间无法单独甩挂，每列动车均为
一个贯通的空间，
从而加大了卫生部门控制病媒生物的难度。
2.1.4

2.2.2

掌握车辆型号，选用合适方法

将全部车厢信息录入

数据库，
掌握每辆车厢的类别和车型（图2），
在日常工作中根据

每列车由多个车厢组成，编组因

不同车型特点，建立了各车型的工作规范，详细规定了不同

维修、备用、补充和临客等原因时常变化，一旦某节车厢携带

车型上使用药物的部位、数量，规定了防制方法的选择、实施

病媒生物，可迅速传播至其他车厢，给防制带来较大困难，盯

及监测方法和重点部位；根据不同季节、不同运行线路分析

控重点车厢、问题车是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卫生部门在现

各车型可能产生的病媒生物危害，并有针对性地安排工作，

场进行防制时，常因车厢调动造成工作失联，以往发现病媒

节省了大量的物力和财力。

车辆频繁维修调动

生物的车厢正在连续追踪处理时，在编组中消失或调动到另
一列车，车厢间的互相传播使病媒生物防制十分困难。同

2.2.3

动态入库管理，规范作业时间

针对车辆编组的动态

变化，每月将车辆编组信息录入数据库，按普速列车、动车和

时，在局间调动的车厢及入库入厂维修的车厢更易孳生病媒

高铁进行分类，掌握车次、运行线路、始发和终到时间、作业

生物。

时间、出入库时间、车底数及车厢数，记录车次到站后加开的

2.1.5 部门间缺少联动 站车病媒防制注重源头治理，
可在第

一时间发现虫情并加以控制，
达到最好的防制效果。铁路运输
系统是一个庞大复杂的集合体，
车辆部门负责库停、
维修，
调度
部门掌握编组、
甩挂信息，
车务、
乘务人员负责客运服务中的舆
情应对和信息反馈，
保洁人员承担基础卫生，
卫生部门负责日
常防制、监督监测和技术指导，部门间各自独立，缺少必要联
动，
实际工作中经常出现信息传递不畅的情况。
2.1.6

库停作业互相干扰

旅客列车为最大化地发挥作用，

套跑信息，自动生成卫生部门需要的在库内的作业时间表

（图 3），选择科学的时间段进行防制作业，避免各部门间互相
干扰。
2.2.4

建立历史数据，防制有底可查

现场实施防制作业和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时，记录作业信息和最新车厢信息，并
更新至系统，生成车辆历史记录（图 4），一方面是通过实时

记录，抓铁有痕，提高责任心；另一方面是实现精细化管理，
将具体车次落实到人，强调精确施药。更重要的是信息系统

列车交路安排非常紧张，运行后入库时间短，客运保洁、备品

根据数据自动查找分析车辆可能存在的失联情况，自动提示

更换、车辆维修、病媒防制等均在同一时间集中作业，相互影

部分车辆因异地调动或在外地存放及外局入库，避免因此造

响，现场应长期放置的长效设备和药物可能很快被破坏而失

成防制空白点。

效，存在药物作用时间短，药品更换不及时等问题，无法保证
2.2

信息化管理应用与实践

2.2.5

实时监控编组，追踪重点车厢

信息系统自动生成各

车次的编组变动情况，实现以车次为单位对整个编组进行查

防制效果［8］。
针对车辆在日常管理中的难

点，为加强站车病媒生物防制，追踪问题车和阳性车，以便及

询（图 5），也可以对每个车厢的历史情况进行查询，以往有病
媒生物孳生、各部门有反映、新引进及新上线运行的车厢均

时发现隐患，保证工作效果，提高客运服务质量，建设了站车

为监控重点对象，同时对重点车厢发生问题的月份及其相邻

病媒防制管理平台，将信息化管理应用于实际工作，发挥了

的车厢予以追踪，自动分析有隐患的重点车厢，自动提示当

积极作用。

前所在车次，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查看和监测，采取预防

· 218 ·

中国媒介生物学及控制杂志 2018 年 4 月第 29 卷第 2 期

Chin J Vector Biol & Control, April 2018, Vol.29, No.2

图 2 车辆基础信息

图 3 列车入库基础信息
信息系统运行以来，该系统已准确地获取、分析、协助处理了
多起因病媒生物引起的事件。

3
3.1

讨

论

完善机制建设，突出系统控制

铁路病媒生物防制是

系统工程，必须坚持群防群治，坚持环境综合治理及各部门
协调合作，
建立健全的网络化管理体系，
从法规文件上落实职
责，加强监督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和宣传机制的顺畅运
行。目前，
信息管理主要由卫生部门管理使用，
今后应突出综
图 4 列车病媒生物防制实时记录

准确分析信息，及时控制病媒生物

的职责范围内统一指挥、
分块管理，
共同维护良好的卫生环境，
体现大数据对运输服务质量的有力支撑。

性措施，
有效地减少了人力投入。
2.2.6

合治理理念，
将信息管理的终端点分布到各站车单位，
在各自

准确、及时地收

集病媒生物反映信息对实施控制十分重要，收集渠道常见于

3.2

改进数据收集，提高防控效率

铁路运输生产始终树

立“安全第一”的理念，及早发现安全隐患是重中之重，第一

日常监测、旅客反映、客运反映和检查发现等，应第一时间对

时间处理事件是安全生产和铁路良好氛围的基本要求。目

发生的情况进行分析，核实确认，通过系统分析车厢上线运

前，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仍采用手动实时录入的方式，未跟

行时间、来源、线路方向及近期车厢有无变动等，了解基本情

上数字铁路的发展建设，实际工作中作业人员现场无法及时

况，掌握事件性质，为采取措施提供了有力的数据基础。自

获取数据，造成诸多不便。全球定位系统结合地图的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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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车厢历史追踪情况
手段已在国内创建和外环境病媒生物监测中得以运用［8］。提高
改进收集方法，选用手持设备无线传输等方式，利用手机或
平板电脑等实现现场查看，
采用信息化手段提高防控效率。

3.3 加强风险评估，
提高防控效果 当前工作重心仍为防制

措施的实施，
在对站车的统计分析和风险评估基础上，
还不够
系统和全面，
军队已在病媒防制的体系建设和风险评估方面进
行研究［9］。今后铁路部门要结合监督、监测、指导和日常管理
内容，
更加全面地分析站车状况及旅客列车的病媒生物孳生规
律，
研究我国高铁动车组的编组和运行模式对病媒生物控制提
出的新要求，
提供风险评估指标和体系，
提高防控效果，
从而为
旅客提供安全、
卫生、
舒适的旅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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