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

项目概要
组织
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
解决方案
公路和铁路资产性能
地点
英国，英格兰
项目目标
• 与公众分享封闭信息，每年
减少 3,600 次车道封闭，从
而降低成本和道路施工人员
的风险。
• 尽量减少封路，提高交通畅
通性和用户满意度。
使用的产品
AssetWise™

快讯
• 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负责运
营、维护和改善英格兰的主
要道路网，全长 4,300 英里，
包括高速公路和主干公路。
• 道路占用管理系统是利用
AssetWise 开发的基于云的系
统，可为所有相关人员、地
方部门和公众提供实时更新
和清楚的信息。
• 所有资产管理者可以在一张
地图上查看所有道路封闭状
况和事件。

投资回报
• 通过将封路次数减少二十
分之一，英格兰高速公路
公司预计在第一年就能获
得 1,651% 的投资回报，每年
可节省 700 万英镑。
• 通过道路占用管理系统共享
信息，维护人员在主要道
路网的作业时间减少 14,400
小时。

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Highways England）
利用道路占用管理系统来减少道路封闭
减少车道封闭每年可节省 700 万英镑
管理和改善主要道路网

实时提供封闭状态

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由英国交通大臣管理，该公司
负责构成英格兰主要道路网的高速公路和主“干
线”A 级道路的运维。主要道路网络复杂而且已经
老化，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必须确保路网上所有
资产的运营安全和效率。该公司将在未来五年投
资 121.6 亿英镑建设高速公路并将现有 1,580 英里
的高速公路升级为智能高速公路，其中硬路肩会在
部分时间开放通行，以提高通行能力。除了改善路
网之外，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还希望提升路网运
营，帮助驾驶员在行驶之前和行驶途中更好地做出
决策。

道路占用管理系统是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大型资产
生命周期信息解决方案的核心组件，基于 Bentley 技
术建立。其主要功能是规划和管理封路事件。道路
占用管理系统通过事件碰撞检测、协作、可视化以
及及时与管理者分享事件信息，管理计划内和计划
外的事件，确保畅通无阻的用户体验。

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负责管理主要道路网的道路封
闭，该路网全长 4,300 英里，包括桥梁、隧道、排
水系统等多种结构和可变的信息牌、电缆等技术资
产。主要道路网占英格兰道路总长度的 2％ 左右，
但它承载的交通量约占英国所有机动车交通量的三
分之一、公路货运量的三分之二，每天通行的车辆
超过 400 万辆。仅管理这些车道的封闭每年就要花
费政府 1.404 亿英镑。道路施工延误将增加交通和
燃料成本，交付延误还可能导致商业损失，因此，
限制这一高交通量公路网的封闭至关重要。该组织
的主要道路网运营许可证具有关键绩效指标要求，
需要确保至少 97% 的车道可用。

发生车道封闭时，道路占用管理系统可以实时跟踪
封闭的状态，并尽快通知相关人员，确保封闭期间
不发生问题。如果发生任何可能延迟道路重新开放
的事件，道路占用管理系统会通知高级管理人员并
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使路网尽快恢复畅通状态。

AssetWise 为道路占用管理系统提供基础
AssetWise 为管理报告、基于风险的管理评估、资产
信息收集以及全面的道路占用管理系统提供全面的
解决方案。此外，AssetWise 还用于实现所有数据可
视化，包括道路设备、岩土、结构和排水资产，以
及用于管理、控制、分发和存档与基础设施资产有
关的所有类型的信息，提高了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
的效率。

为了降低成本，确保满足关键绩效指标要求并更有
效、更方便地管理封路，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希望
替换其原有系统并建立道路占用管理系统。英格兰
高速公路公司计划利用该系统每年减少 3,600 次车
道封闭。通过利用道路占用管理系统，对道路网络
进行测绘并可视化资产和维护封闭情况，预计每年
将节省 700 万英镑的成本。
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东密德兰资产管理负责人
Simon Came 表示：“我们的目标是拥有畅通的道路网
络。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到达想
去的地方，人们可以在一分钟内行进一英里。”

英格兰主要道路网借助 AssetWise 实现了所有数据的可
视化，以管理与基础设施资产有关的所有信息

“Bentley 的道路
占用管理系统解决
方案是我们整合和
共享资产信息的关
键，公司能够在整
个业务协作过程中
获得综合效益。
—— Richard Arrowsmith
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
资产信息团队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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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还记录了主要道路网上的所有事件或道路封
闭状况，并绘制在一张地图上。AssetWise 可以实
现小型巡检项目或大型项目信息数字化，在一个
位置集中呈现所有事件和所有资产的情况。掌握
了所有信息，道路占用管理系统管理人员可以做
出更明智的决策来改善路网。此外，由于所有数据
都集中在一个位置，资产管理者可以使用道路占用
管理系统来查看主要道路中发生的情况，以及如何
最合理地规划路面、结构、道路设施、岩土工程和
排水资产的运营检查和维护更新。资产管理人员利
用 AssetWise 能够可视化所有计划的封路；集中管
理和安排运维和规划活动；并基于数据做出明智的
决定，以尽量减少封路。
道路占用管理系统实现了国家和地方道路网络的可
视化。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可以了解更全面的信
息，即便某个道路不属于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了
解其他道路在不同时间发生的情况有助于其为驾驶
员规划路线。

数字化协同工作流
借助道路占用管理系统，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可以
在全部业务中实现数字化协同工作流，包括与地方
部门、第三方和出行公众的数字化协作。其业务模
式已采用自动化的系统，摒弃了复杂而耗时的流程。
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资产信息团队主管 Richard
Arrowsmith 表示：“Bentley 的道路占用管理系统解
决方案是我们整合和共享资产信息的关键，公司能
够在整个业务协作过程中获得综合效益。”
车道封闭事件涉及多个利益相关方，包括资产管理
人员、道路空间预定者、道路空间授权者、第三方
道路空间请求者、昼夜施工团队以及道路封闭管理
人员。道路占用管理系统可为所有内部和外部利益
相关方提供基于云的唯一来源解决方案，并集成每
个用户的需求和访问级别。这样一来，无论施工人
员身处何地，他们都可以随时访问并实时分享信息。
此外，道路占用管理系统还会与警方和出行公众共
享道路封闭事件的数据，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向客户
共享信息，以便驾驶员能够及时了解任何道路施工
或延误情况。这些信息也可以提供给第三方，比如

有资质完成施工作业的公用事业提供商。道路占用
管理系统在系统中内置了法定程序，第三方组织必
须遵循该法定程序来授权、管理和跟踪请求。所有
系统用户都可以看到这些请求，并且系统在评估道
路封闭冲突时会考虑这些请求。

减少封闭，节约资金，降低风险
此前事件是按照“先到先解决”的原则处理，借助
这一新系统，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根除了手动工作的
冲突。现在，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根据优先级来管理
道路占用管理系统中的事件，尽可能减少封路。
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的道路占用管理系统减少了封
路事件，提高了交通畅通性，实施了安全标准，集
成了所有服务提供商，并实现了监管支出的合规
性。通过最大程度地利用该系统，英格兰高速公路
公司预计每年可以减少 3,600 次的道路封路，仅在
第一年就可以获得 1,651％ 的投资回报率。
车道封闭减少后，道路施工的任务量也随之减少，
这也降低了道路施工人员的风险，提高了用户的满
意度。有了道路占用管理系统，团队通过信息共享
将道路封闭减少了二十分之一，在一年时间内减少
了施工人员 14,400 个小时的道路维护工作量，从而
降低了潜在的事故风险。

实现高效运营
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制定了性能规范，其中列出了
衡量主要道路网性能的八个关键指标。其中包括：
提高路网安全性、提升用户满意度、保障交通顺
畅、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环境、为骑行人员和行人
提供便利、实现真正高效率，以及保持路网的良好
状态。
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于 2017 年 8 月开始实施道路
占用管理系统，此后运营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道
路占用管理系统为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提供了切实
可行且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提供了全面的内外部
数字化协作方法。英格兰高速公路公司借助道路占
用管理系统，替换了原有系统，提高了施工人员的
安全性和客户满意度，并减少了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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