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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新线引入的站改施工
安全管理思考
涂晓文， 罗隆， 吴琳鹏， 万俊亮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江西 南昌 330002）

摘

要：铁路新线大规模建设带来了大量的站改施工作业，针对新线引入站改施工安全管理难

点，总结其主要问题集中在施工准备、施工过程、关键环节控制、工程线管理、工程开通条件
等方面；而主要原因包括施工人员缺乏经验、施工安全基础管理薄弱、施工组织管理不规范、
施工技术风险研判不到位等。提出 7 项管控措施建议：加强站改施工准备工作、严格施工关键

环节控制、强化施工过程管控、加强工程线管理、加强施工安全基础管理、严格技术资料管理、
充分运用信用评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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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新线引入站改施工安全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引言

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并提出加强新线引入站改施工

我国铁路建设处于高位运行状态，目前仅中国铁
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管内就有在建新线 12 条，“十三
五”规划建设 5 条，还有远期规划的更多新线。新建铁
路要实现与既有铁路网互联互通就必须与既有铁路网

联通，这就出现了大量新线引入营业线的站改施工工
程，相关技术文件对此有规定作业要求 ［1-5］。总结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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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建议措施。

1

管理难点
新线引入站改施工有别于其他营业线施工及集中

修等施工项目，存在以下工作难点：
（1） 新线引入站改施工工程量一般较大、较为复
杂，且一般均有过渡工程，行车设备、作业方式、作
业方法会发生较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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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线引入站改施工项目建设单位一般是路外

（2） 错误进入已开通设备范围进行施工。施工单

施工单位，新增结合部施工安全工作，日常施工安全

位对新开通设备范围交底不清、不全面，部分人员在

管理更为复杂；

无施工调度命令的情况下，进入已开通设备范围进行

（3） 新线引入营业线施工对正常运输组织影响较
大，特别是营业线有旅客列车甚至是高铁列车运行，

无计划施工；施工单位存在现场作业人员随意使用四
轮平板车问题，危及列车安全。

新线引入站改施工对高铁和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有一定
的影响，施工组织难度较大；

（3） 施工负责人擅自组织超范围施工。建设单位
对施工单位书面安全交底、编制施工方案和安全保证

（4） 新线引入营业线施工工期一般都有滞后，前

措施要求落实不到位；施工单位超出施工计划和施工

松后紧，造成后期施工组织工作量大，赶工期现象

预备会布置作业项目范围，擅自组织施工作业人员进

突出。

行施工作业；建设、监理、设备管理单位未及时检查

2

主要问题
当前，新线引入站改施工安全问题比较集中，而

且发生的安全问题大部分是等级较高的一般 C 类及以上

发现并制止超范围作业违章行为，甚至有时发现了施
工单位超施工计划施工也不制止、不汇报。

2. 3

工程线管理存在安全隐患
（1） 施工单位擅自开通工程线。与工程线接轨站

铁路交通事故，有的直接影响高铁和旅客列车安全。

管理单位不签订接轨协议，未制定隔开设备措施，造

2. 1

成工程线与国铁线路分界模糊不清，设备管理责任不

站改施工准备不充分
（1） 设计、施工和设备管理单位技术交底不到位。

由于站改施工项目比较复杂、多次过渡，牵涉面比较

明确，容易造成工程线车辆溜逸侵入营业线，危及列
车安全。

广，且基本均存在赶工期现象。
（2） 信号设计图纸存在缺陷，与现场实际不一致。
如有过渡站型的大封锁施工，由于设计未针对过渡站

（2） 衔接工程线道岔未纳入联锁。对未纳入联锁
的衔接工程线道岔，由施工单位自行进行手摇准备进
路，容易发生提前准备进路情况。

型出具牵引回流走向图，现场使用的却是最终正式站
型的牵引电流回流图。

（3） 隔开安全措施落实不到位。施工单位在使用
工程线过程中，存在衔接道岔不及时与营业线隔开、

（3） 信号导通试验不彻底。站改大封锁施工前的

擅自接通断轨、擅自撤除车档等不落实物理隔开措施

信号导通试验是验证信号设备安装、电路关系正确与

问题，如果工程线内机车车辆发生溜逸等将直接进入

否的关键环节。若前期信号导通试验不彻底，容易导

营业线，严重危及列车安全；同时机车车辆从工程线

致站改大封锁施工信号设备不能正常开通。

出来不通知列检、货检检查或检查不彻底，将造成走

2. 2

行部不良 （如工程线内脱轨）、装载加固不良等问题机

施工过程关键环节控制不到位
（1） 施工移动停车信号牌管理存在安全隐患。施

工单位施工安全预想会对移动停车信号牌设置存在漏
项，未建立形成防护图；现场作业人员责任心不强，
错误插设移动停车信号牌且擅自离开岗位；施工结束
开通前，施工负责人盲目通知驻站联络员销记开通线

车车辆擅自进入营业线，将危及营业线安全。

2. 4

站改工程开通条件不完备
（1） 技术资料提供不及时或错误。站改施工，施

工单位未提前 30 d 向设备管理单位和车务单位提供设

计资料、技术资料，甚至资料错误或自相矛盾；设备

路，造成移动停车信号牌未撤除被列车撞上，严重危

管理单位及车务单位对于施工单位提供的设计资料、

及列车安全。有的工务、监理单位由于未明确安全监

技术资料存在复核不认真、未到现场进行复核等问题，

控配合人员，甚至未配足人员，在未实地全面检查施

特别是过渡站型的车站，易造成部分错误或自相矛盾

工现场，也未确认移动停车信号牌是否撤除的情况下，

的设计资料、技术资料未被发现。

盲目通知本单位驻站联络员销记开通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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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不规范。由于时间紧，施工单位提供技术资料编

规划好 ［6］。

制不及时等原因，导致车站在编制 《站细》 等规章制

3. 2

施工安全基础管理薄弱

度的时间不足，有的甚至不按编制流程组织设备管理单

（1） 问题整改不到位。建设单位对各层面检查发

位参加编制或修订协调会，以致一些潜在问题不能及时

现的施工安全问题不够重视，未及时、主动组织参建

发现修正；有的不满足 7 d 公布时间要求，导致现场学

单位整改落实，部分单位对问题采取“拖”的策略，

习培训时间不足及培训不到位，为现场执行埋下隐患。

（3） 开通条件确认不到位。大型站改施工过程中

造成部分施工安全隐患问题未及时整改销号，埋下安
全隐患。

时经常使用大型机械 （如挖掘机） 配合施工，如果操

（2） 设备管理单位施工监管存在漏项。施工单位

作不当时容易造成新增钢轨擦伤、掉块，轨枕破损等

与设备管理单位签订的施工配合协议存在缺漏施工工

线路病害。施工单位为确保施工正点开通线路，有时

程内容等问题，有的设备管理单位对施工单位缺乏全

线路设备在还未检查养护、未达到线路开通条件，甚

面监管，预介入或站改施工日常监管不到位，普遍存

至岔区道床尚未捣固到位等情况下，就盲目登记申请

在以安全协议代替施工监管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现

开通线路。

场存在的问题，特别是隐蔽工程遗留问题较多。

3
3. 1

原因分析
施工安全意识不强

（3） 日常安全风险管控不到位。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及建设单位未针对新线引入营业线站改施工高风
险项点，采取针对性安全卡控措施，在管控现场施工

施工安全意识不强，特别是重施工、轻行车、抢

方面方法不多、效果不佳，存在施工计划、联调联试

进度，对涉及行车安全方面的问题重视不够，提前研

计划及施工计划签收单未签认就开始施工问题，造成

判不足。

超范围、无计划、无调度命令施工。

3. 2

3. 3

施工人员缺乏经验
（1） 人员素质存在差距。部分施工单位施工管理

施工组织管理不规范
（1） 施工协调小组职责履行不到位。车务单位作

人员及作业人员营业线方面的施工项目少、经验不足，

为协调小组组长在组织召开施工预备会时，存在未通

对铁路营业线施工安全专业术语及名词理解不透、营

知建设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会议、施工单位或设备管理

业线施工安全知识及经验不足、现场管理人员及作业

单位参会人员资质把关不严等问题，有时在施工当日

人员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具有相应铁路施工经验

又不到现场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协调解决营业线施工、

的综合性专业技术管理人员，是施工单位当前面临的

运输、安全等结合部问题，造成施工“带病”作业，

一个突出问题。

存在安全隐患。

（2） 施工前安全培训不够。主要是部分施工人员

（2） 设备管理单位配合监管不力。相关设备管理

在施工前未接受严格的安全培训或安全知识教育，对

单位人员责任心和安全意识不强，见怪不怪，在发现

施工各种规章、制度、知识的学习停留于形式，理解

施工单位超范围、无计划施工，不坚决制止，也不及

不透彻，对其他类似施工安全事故并进行认真学习和

时向施工协调小组组长或列车调度员报告施工单位违

总结教训，对施工过程中可能遇见的各类困难与阻碍

章行为，丧失监管职责。

未能及时沟通和汇报。
（3） 施工与运输的矛盾突出。营业线站改施工一

（3） 驻站防护员、现场防护员作业管理不严。有
的防护员对业务知识学习不重视，作业纪律较差，特

般需要在保持铁路运营和正常行车安全的前提下进行，

别对闲聊、防护脱节危险性认识不足；有的防护员缺

工期紧、干扰多、安全威胁大，需要考虑邻线通过列

乏资质，甚至用劳务工代替；有的防护员违规参与作

车影响、天窗时间、作业人身安全等各种因素，妥善

业、不严格执行防护纪律或组织下道不及时，造成严

处理好施工与运输的矛盾需要在施工方案中提前设置

重的人身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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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施工技术风险研判不到位
（1） 行车设备变化情况研究不够。参建单位、设

论、细化、完善，避免方案出问题。

4. 2

严格施工关键环节控制

备管理单位对站场信号、接触网等行车设备特殊变化

（1） 规范小平板车管理。禁止各施工单位配置小

的研究不够彻底，特别是对新旧设备细微变化处没有

平板车，严禁任何小平板车上道。各施工单位加强对

引起足够的重视。

现场作业人员安全警示教育管理，提高营业线施工安

（2） 过渡站型信号施工图存在漏项未发现。对存

全意识，强调超范围、无计划、无调度命令施工作业

在过渡站场的施工，信号设计人员未考虑过渡站场的

的危害性，禁止超范围、无计划、无调度命令施工，

牵引回流走向对信号设备的影响，未编制过渡站场的

同时充分发挥监理单位现场监理作用。

牵引回流走向图，而是用最终站型的牵引回流走向图

（2） 抓好过渡工程风险研判。针对站改施工特别

代替。电务段在信号施工图审核时未发现过渡站型的

是过渡工程施工安全风险突出的特点，要对材料机具

牵引回流走向图缺失，存在安全隐患影响设备运营。

侵限、两线间槽道施工影响线路路基稳定、营业线上

（3） 沟通不对等。施工单位与设备管理单位有时

方吊装坠落侵限、高处作业坠物、脚手架搭设不规范

沟通、协调处于不对等状态。施工单位成本意识较强，

导致坍塌、高空飘物导致接触网烧断以及焊接切割引

工作基础是设计，而设备管理单位有时存在按运营要

发的消防安全等高风险项点，认真研判，制定防控措

求进行改造及“搭便车”等现象，造成施工单位与设

施开抓好落实。

备管理单位信息沟通、问题协调、施工配合等方面信
息不畅，本位主义严重。

4
4. 1

措施建议
加强站改施工准备工作
（1） 把好设计图纸审核关。各专业系统要做好设

（3） 加强施工交底防范超范围施工。施工单位要
加强施工开通设备范围、施工设计、施工方案、施工
计划等进行全面交底，确保施工负责人全面掌握。

4. 3

强化施工过程管控
（1） 强化施工监管。加强施工现场调查；建立相

关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设备管理单位、车务单位施

计调查、施工图审核，确保图、物与现场实际一致。

工人员、监管人员间的联系方式、协调机制。施工单

尤其是过渡站型分步开通的施工，站型复杂，变化较

位提前告知设备管理单位具体施工内容和计划安排，

多，更需重点加强过渡方案、过渡工程的审核；加强

以便设备管理单位安排现场配合监控人员。监理、设

对牵引回流图的审核，核对牵引回流径路上的吸上线

备管理单位要根据施工情况指派人员进行现场监理、

等相关设备设置和连接是否合理，避免开通后因牵引

监控，防范和杜绝违规施工行为。

回流不畅或不合理造成设备故障。
（2） 把好信号设备和软件导通试验关。充分做好

（2） 全面建立防护体系。施工单位要绘制现场施
工防护图，施工负责人要及时发布设置和撤除移动停

信号各系统软件在厂内的仿真测试、现场倒换试验及

车信号牌，并做好提醒和确认工作，严防设置错误；

现场设备的导通试验，所有设备导通至末端，软件功

监理等单位要加大防护体系的盯控力度，重点检查施

能联锁试验彻底，若对成段的列控应答器报文修改，

工准备、防护体系、放行列车条件等安全薄弱环节，

必须采用车载仿真测试系统进行报文数据验证，确保

及时发现问题，分析原因，查找漏洞，制定措施。

软件数据和功能正确。
（3） 把好施工组织方案会审关。站改施工尤其是

（3） 加强大型机械配合施工监管。有大型机械配
合施工时，工务系统监控人员应加强施工过程监控，

引入枢纽站改施工改造的行车设备多、范围广、系统

大型机械配合施工完毕后，线路开通前应及时对大型

杂、风险高，必须组织各专业系统的专业主管全面对

机械走行及作业区段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发现设

施工项目和内容、施工步骤、人员安排、试验组织、

备伤损应根据伤损程度要采取无损加固、打磨等相应

过渡方式、注意事项、安全措施等内容进行详细的讨

措施。施工结束后与施工单位对接及时进行永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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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加强工程线管理

铁路新线引入的站改施工安全管理思考 涂晓文等

承担单项作业内容和带班任务。

（1） 杜绝工程线未批先通。工程线接通前必须经

（3） 落实施工管理职责。提高政治站位，把全体

集团公司施工管理办公室接轨批复，并按批复要求落

参建员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实接轨安全措施后才能开通使用，禁止施工单位未经

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上来，坚守高铁和旅客列车安全

批复擅自开通工程线，各设备管理单位、车务单位及

万无一失的政治红线和职业底线，经常性开展施工安

建设、监理单位要加强日常监控。

全隐患排查整治。各参建单位要加强现场监督检查，

（2） 严格落实工程线与营业线隔开措施。工程线

采取严格考核手段，落实现场安全保证措施。监理单

与营业线接轨时，原则上不采用与正线、到发线衔接

位、设备管理单位要配足、配强人员，严格履责强化

的方案，确需衔接时应按规定设置安全线，衔接道岔

全过程施工安全和施工质量监管，及时发现和消除施

必须与有关信号机联锁；工程线接轨处使用断轨进行

工安全隐患。

隔开设置时，要安装脱轨器，并同时设置移动停车信

4. 6

号牌，确保工程线与营业线处于绝对隔开位置，防止
工程线内机车车辆溜逸或擅自进入营业线，危及营业
线安全。

严格技术资料管理
（1） 强化法律意识。新设备 （特别是过渡工程）

开通前施工单位必须提前 30 d 向设备管理单位和车务
单位提供技术资料。车务单位在接受施工单位技术资

（3） 严格工程线使用。工程线只能供工程单位使

料时要严格办理交接手续，技术资料必须盖章或签名。

用，开通前施工单位必须与车务、车辆等单位签订安

（2） 强化规矩意识。车务单位要严格执行 《站细》

全协议，明确车辆进出调车及技检、货检工作要求；

编审批程序，按规定组织编制协调会，提前 7 d 公布

施工单位对工程线内机车车辆停放必须严格按规定采

《站细》 等规章制度办法，同时及时向机务等单位抄

取防溜措施，防止机车车辆溜逸；遇工程线向车站方

送。纸质抄送要留回执单，各种交底会、协调会要留

向为下坡道时，要严格控制下坡道线路上调车作业和

存资料，必要时要编发会议纪要。

车辆停留作业，防止车辆溜逸进入站内危及营业线

（3） 强化责任意识。各设备管理单位、车务单位

安全。

预介入人员要相对固定，参会的内容要共享，编制预

4. 5

介入方案、施工方案、规章制度三者间要紧密衔接。

加强施工安全基础管理
（1） 提高施工方案和施工计划编制质量。严格按

专业技术人员要善于从不同类型的技术资料中审核、

铁路营业线施工规章编制施工方案，严格审查施工作

比较、印证资料的准确性，主动到现场核对、向施工

业范围和作业影响范围，坚持“行车不施工，施工不

单位复核、向设备管理单位了解，确保技术资料与现

行车”。针对高架候车雨棚外装修、站房封顶及材料构

场实际一致。

件吊装、客车上水设施施工，站场路料回收、挡碴板

4. 7

克缺及接触网更换和克缺调整等站改高风险施工，建

充分运用信用评价管理
建设单位要有效运用激励约束考核、信用评价考

设单位要提前牵头梳理施工方案，合理编制施工计划，

核等方式，加大参建单位施工违章问题的考核处罚力

及时合理签订施工安全协议，积极取得设备管理单位

度，对严重违章问题及时认定不良行为，对问题突出

的配合。

的单位坚决停工整改，违章蛮干的人员立即清理出场，

（2） 强化职工教育培训。全覆盖强化事故案例学
习教育，吸取事故教训，提高营业线施工安全意识。
加强施工作业人员营业线施工安全知识培训教育，使

严控违章作业行为，确保施工安全可控。

5

结束语

之熟练掌握本岗位安全操作技能，确保现场作业人员

在新线引入营业线的站改施工安全风险管理与控

熟悉作业内容、岗位安全风险和安全注意事项；非正

制中，安全管理是重中之重。要树立“生命至上、安

式职工，未经培训、无营业线施工经验的人员，不得

全第一”的思想，健全组织、配齐人员、建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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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施工安全管理程序 ［7-8］，分类、分专业、分工点编
制针对性的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并强化现场组织实施，
确保新线引入站改施工安全有序可控，确保营业线运
营安全，确保高铁和旅客列车安全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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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Management of Station Rebuilding of New Railway Lines
TU Xiaowen, LUO Long, WU Linpeng, WAN Junliang

(China Railway Nanchang Group Co Ltd, Nanchang Jiangxi 330002, China)
Abstract: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of new railways has brought a large number of stations rebuilding.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the safety management may confront new challenges. The paper summarizes major safety
management issues, such as construction preparation, control of key procedures, engineering line management
and the opening conditions, and explains main reasons to these issues including inexperience workers, weak
construction safety foundation, non-standard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poor technical risk prognosis.
Therefore,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even improvement measure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construction
preparation, controlling key links and work progress, strengthening management of the engineering line,
construction safety foundation and technical data, and making full use of credit evaluation system.
Keywords: railway; new line; station rebuild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afe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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