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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约束资源优化的机车
乘务员劳动时间管理

刘　鑫 [1]　齐向前 [2]

（1.内蒙古集通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大板机务段，内蒙古 赤峰 025150；

2.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公司审计部，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00）

摘　要　由于铁路运输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运量不均衡，在运量大幅上升时，机务段作为铁路行业的“火车头”，

必须全力以赴保证人车供应，机车乘务员的劳动时间必然会加大，超劳风险也十分突出。本文运用约束资源优化，

通过识别分析约束资源、确定约束资源优化方案、协同非约束资源、建立考核体系四个步骤 [1]，提升了机车乘务员

劳动时间管理水平，降低了机车乘务员超劳风险，激发了机车乘务员工作的积极性，突破了机车乘务员短缺的人

力资源瓶颈，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防范安全风险、增加企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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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于约束资源优化的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

管理实施背景

J机务段管辖线路途经内蒙古中东部偏远地区，自

然环境恶劣，春秋季风沙大、夏季草害严重、冬季异

常寒冷。长期以来，由于受机车乘务员缺员影响，机

车乘务员超劳现象一直比较严重，机车乘务员队伍的

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大，安全风险管理面临巨大挑战。

因此，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解决机车乘务员超

劳与运输生产任务之间的矛盾，充分释放机车乘务员

劳动时间利用效率空间，突破劳动力制约瓶颈。

2 基于约束资源优化的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

管理的主要做法

2.1 组织架构及运作方式

1.组织架构。J机务段成立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管

理工作领导小组，以段长为组长，运用副段长为常务

副组长，总会计师为副组长，以运用科、安全科、统

计科、职教科、劳人科、各运用车间等相关部门负责

人为组员。

2.运作方式。运用约束资源优化，识别出制约机

车乘务员劳动时间管理的三个方面的约束资源，包括

乘务交路、乘务作业和乘务人员。通过搜集约束资源

的相关数据信息，系统分析约束资源形成的原因，并

制定相应的优化方案，从而有效提升机车乘务员劳动

时间管理。

2.2 具体的应用过程

2.2.1 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管理

1.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作

业时间的计算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公式：一次乘

务作业时间 =出发辅助作业时间 +途中运行时间 +到

达辅助作业时间；出发辅助作业时间 =出勤时间 +段

内检查机车时间 +出段挂车时间；到达辅助作业时间 =

到达入库时间 +入段检查机车时间 +退勤时间。

2.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标准。机车乘务员的工作

和休息时间标准，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和《铁路机车运用管理规则》的规定，机车乘务员月

劳动时间标准为 166.6小时 [2]；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作

业工作时间标准。机车司机、副司机配班值乘（标准

班）为客运列车不超过 8小时，货运列车不超过 10小

时；机车双班单司机值乘为客运列车按旅行时间不超

过 15小时加出退勤工作时间，货运列车旅行时间不超

过 16小时加出退勤工作时间；机车乘务员外公寓调休

时间标准。机车乘务员外公寓调休时间不得少于 5小

时；在外公寓驻班休息时间不得少于 10小时；机车乘

务员休息时间标准。机车乘务员在本段（或本车间）

休息时间应根据月工作时间定额均衡安排，每次时间

不得少于 16小时；机车乘务员随货物列车或无卧铺客

运列车便乘时间计算为工作时间，但不计算为一次乘

务作业工作时间；乘卧铺的便乘时间不计算工作时间；

因特殊情况造成机车乘务员趟超劳时，标准机班、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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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单司机值乘方式的机车乘务员单趟工作时间不得超

过规定标准 2小时。

3.机车乘务员超劳。由于机车乘务员存在两个条

件下的劳动时间标准，便形成了两个条件下的超劳，

即“趟超劳”和“月超劳”[3]，“趟超劳”是指一次乘

务作业时间超出标准，“月超劳”是指月累计劳动时

间超出标准。

2.2.2 识别和分析约束资源

通过对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管理的分析，影响机

车乘务员劳动时间的因素有很多，经过机车乘务员劳

动时间管理领导小组评审，识别出机车乘务员劳动时

间的约束资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乘务交路。乘务交路是指乘务员从乘务基地站

开始，担当相应区段内能够接续的值乘任务并且返回

到乘务基地的过程。乘务交路计划的质量直接影响机

车乘务员的排班计划。乘务交路的接续影响着机车乘

务员劳动时间的长短，其接续的时间越短，乘务员轮

乘一次值乘任务所花费的时间就越短。乘务交路按照

交路的长短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一是驻外乘务交路。

乘务员当天不能在返回乘务基地，需要在换乘站或者

是折返站换班休息，休息之后再值乘返回乘务基地；

二是长乘务交路。乘务员工作时间虽然较长，但是当

天可以返回到乘务基地，不需要在外段进行休息；三

是夜间乘务交路。乘务员在零点至早上五点之间的时

间内值乘属于夜间乘务交路；四是一般乘务交路。乘

务员值乘的乘务交路能够满足乘务员的正常工作休息

时间，可以当天返回乘务基地且没有在夜晚工作的情

况，这些都属于是一般的乘务交路。

2.乘务作业。机车乘务员乘务作业涵盖了出勤、

出段检查机车、出段挂车、途中作业、到达入段、入

段检查机车、退勤等环节。机车乘务员乘务作业主要

有两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途中作业。由于线路通过

能力有限、列车开行密度大，为保证旅客列车安全正点，

货物列车只能在密度很大的旅客列车缝隙中运行，货

物列车站停时间较长，平均旅行速度较低，途中作业

时间受限；二是辅助作业。由于机车出段后在车站长

时间停留，造成“人等车”“车等人”和“机车等车底”

等现象，机车乘务员辅助工作时间占比较大。

3.乘务人员。机车乘务员是机车牵引工作的直接

操作者，承担着驾驶机车，维护列车安全正点运行的

重大职责，是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机车乘务人员直

接影响机车乘务员的劳动时间管理水平。乘务人员受

到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乘务机班的配备、乘务员综合

素质、乘务员对所值乘交路的熟悉程度。

2.2.3 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信息化管理

通过运用安全管理信息系统实现机车乘务员劳动

时间信息化管理，为防止机车乘务员超劳，充分考虑

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的均衡性，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

实现以下三大主要功能：

1.实时查询。实时查询管内在途列车信息，随时

提取机车乘务员作业过程中一次乘务作业情况、月劳

动时间情况和趟劳动时间情况等关键节点的信息。

2.超劳预警。为准确区分乘务员单趟劳时情况，

通过不同的乘务员名牌颜色反映每个乘务员单趟劳动

时间情况，实现超劳预警功能 [4]：灰色——正常运行；

黄色——接近超劳；红色——已经超劳；粉色——关

键人员。

3.统计分析。通过提取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数据，

实时统计总超劳次数、总超劳时间、平均超劳时间、

最长超劳时间，各车间月工时、各区段月工时等数据，

结合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写实分析，为合理控制机车

乘务员劳动时间提供准确依据。通过提取工时管理分

析模块的相关数据，具体运用在五个方面：一是均衡

劳动强度。根据机车乘务员超劳情况及时进行调整，

使机车乘务员的值乘任务和劳动时间保持平衡，避免

忙闲不均造成部分机车乘务员超劳、部分机车乘务员

欠劳时的现象 [5]；二是强化现场作业。通过细化全年、

全月、单日、单趟、夜间等劳动时间标准，加强机车

乘务员现场作业控制，使机车乘务员标准化作业成为

保证行车安全最有效、最关键的手段；三是超前防范

风险。通过确定重点车队、关键人员、关键岗位，超

前预想、正确研判、制定预案，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

化解机车乘务员超劳导致的安全风险；四是评价工作

质量。将机车乘务员的一次乘务作业实际时间与标准

时间进行比较，能够准确找出机车乘务员作业中存在

的问题，评价机车乘务员的工作质量；五是提升业务

素质。通过对机车乘务员的劳动时间、趟数、走行公

里等相关指标进行动态排名，引导机车乘务员树立节

约意识，最大限度地减少机车和人员的浪费。

2.2.4 确定约束资源优化方案

1.乘务交路优化。根据运输组织情况，采取延长

乘务交路的方式，合理优化乘值区段，既提高了机车

运用效率 [6]，又减轻了机车乘务员出勤压力。

2.乘务作业优化。通过压缩机车乘务员一次乘务

作业时间，优化乘务作业，采取的具体措施有：一是

途中作业优化。加强机车乘务员操纵机车的科学性，

提高列车运行速度 [7]；加强与调度部门沟通协调，提高

计划兑现率和准点率；严格设置超劳上限，使用客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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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车乘务员担当临时值乘任务，设置上限为 20小时；

二是辅助作业优化。严格落实“一核、一派、一叫”

制度，准时通知乘务员出乘，做到“不早叫、不晚叫、

不漏叫”，减少乘务员出勤时间；根据不同站点实际

情况，严格限定乘务员退勤时间；劳动时间预警及红

线管理。根据各运用车间担当的值乘区段和工作量，

制定周“预警”标准和每月劳动时间 “红线”标准。

每月劳动时间 “红线”原则上以不超过各区段上月机

车乘务员平均劳动时间上浮 20%的标准执行；劳动时

间写实分析。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写实分析主要包括：

日写实、周统计、旬分析和月总结。

3.乘务人员优化。培养一支总量充足、结构合理、

敬业爱岗、素质优良的机车乘务员队伍，对于完成运

输生产任务至关重要。主要采取的措施有：一是清理

“两非”人员。严格按照规定控制“两非”人员比例，

机车乘务员从事非乘务工作及非在岗人数不超过机车

乘务员总数的 2%[8]；二是采用“加强机班”模式。“加

强机班”模式是由 2名司机加 1名副司机组成 3人乘

务机班，即双班单司机值乘模式，客运列车途中运行

时间不超过 15小时，货运列车途中运行时间不超过 16

小时；三是加强业务培训。紧密围绕机车乘务员一次

乘务作业标准，严格落实每周一学、每月一练、每季

一赛、每年一评的“四个一”机制，加强机车乘务员

技能培训；四是招录新职人员。根据运输实际、发展

规划、年龄结构，提出机车乘务员年度人员补充建议，

逐年增加机车乘务员配备人数，减少乘务员缺口。

2.2.5 协同非约束资源

其他劳动时间：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管理的非约

束资源主要是其他劳动时间，其他劳动时间不属于机

车乘务员劳动时间，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机车乘务员

劳动时间的优化产生影响 [9]。其他劳动时间是指机车乘

务员参加除正常值乘外的工作时间，如便乘、看车、

打温、试运、无动力回送等时间，不计入一次乘务作

业时间，尽可能减少人员的浪费。

2.2.6 建立考核体系

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管理责任考核标准：制定机

车乘务员劳动时间管理责任考核标准，从段内组织、

红线管理、统计上报、叫班出勤、其他考核五个方面

制定了考核项点，对标进行量化考核。

3 应用效果

3.1 资源利用高效化

通过实施一系列约束资源优化措施，识别和分析

约束资源→确定约束资源优化方案→协同非约束资源→ 

建立考核体系，优化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管理流程，

加强部门间协同配合，实现“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

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激发企业内生动力。

3.2 预警分析信息化

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实现工时管理实时分

析，通过对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的实时查询、超劳预

警和统计分析，提取工时管理分析数据，为合理制定

优化乘务交路、乘务作业和乘务人员措施提供了信息

基础 [10]。主要体现在一次乘务作业时间缩短、机车乘

务员“月超劳”减少、机车乘务员“趟超劳”减少、 

机车乘务员超劳工资大幅压减四个方面。

3.3 量化考核制度化

按照可量化、可评价、可比较的原则，建立机车

乘务员劳动时间管理责任考核指标体系，明确考核项

点，细化考核标准，确定责任部门，激发机车乘务员

的主动性、积极性，形成了机车乘务员劳动时间管理

上的闭环。优化后机车乘务员人数同比增加 41人、增

幅 4.2%，基础机班数同比增加 20.5班、增幅 4.5%，劳

动生产率由 621换算万吨公里 /人增加至 684换算万吨

公里 /人、增幅 10.14%，机车总走行公里同比增加了

24.2万公里、增幅 9.22%，机车牵引总重吨公里同比增

加了 92.5万吨公里、增幅达 23.89%。通过约束资源优

化方案的实施，突破了人力资源瓶颈，在未招录新人

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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