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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安全管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安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京投轨道交通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

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

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西安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市隧道工程

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昆明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福州地

铁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东莞轨道交通一号线

有限公司、深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厦门住宅集团、沈阳地铁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郑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市住建委。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吕培印、刘淼、唐明明、曹晶珍、侯建刚、王志良、王浩、王亚利、炊鹏飞、

郝建伟、米保伟、郄晋林、祝建勋、寇效辉、孙志伟、刘立东、张浩、金淮、夏秀江、鲁卫东、李俊伟、

潘彪、高文新、李世民、石长礼、李少波、刘方克、尹文刚、纪英奎、徐庆辉、刘天正、刘魁刚、曹伍

富、孙长军、蔡德国、王霆、吴精义、王燕平、吴丹、冯国冠、何志平、王晖、汪良旗、仇培云、纪宏

伟、陈立龙、成俊、黄钟辉、赵喜斌、周天忠、钟有信、王占生、庄群虎、查红星、王晓辉、张军、阎

永鹏、、何鹏飞、车宇、陈开端、乔书光、朱建峰、饶彪、张艳平、张家德、董培壮、赖志伟、吴锡平、

胡涛、黎忠文、张海波、李东明、苏志辉、王胜平、马亚梅、吴清杰、崔硕、江涛、林森、孟昆鹏、刘

永辉、毕景佩、张亚彬、周伟、李卫国、王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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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规划、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施工等工程建设各阶段安全风险

管理要求、风险分级标准、风险管控要点，隐患排查治理要求、隐患分级标准、隐患排查要点以及相关

信息化建设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建与扩建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GB/T 50585 岩土工程勘察安全标准

GB 50652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建设风险管理规范

GB 50715 地铁工程施工安全评价标准

GB 5091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

CJJ/T 275 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TB 10304 铁路隧道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安全风险 safety risk

安全生产中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结构破坏、环境影响等不利事件的概率（频率）及其损失的组合。

[来源：GB 50652—2011，2.0.1]

风险因素 risk factors

导致风险发生的各种有害因素、危险事件或人员错误行为的统称。

[来源：GB 50652—2011，2.0.3]

风险控制 risk control

制定风险处置措施及应急预案，实施风险监测、跟踪与记录。

注：风险处置措施包括风险规避、风险降低、风险转移和风险自留四种方式。

[来源：GB 50652—2011，2.0.10，有修改]

周边环境 surrounding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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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中与工程相互影响、位于地面或地下的既有或在建的建(构)筑物(含文物古建)、管线、桥

梁、隧道、轨道交通设施、铁路、城市道路、地表水体等的统称。

[来源：DB11/T 1316-2016，2.0.6]

工程自身风险 engineering risk

因工程结构自身特点、地质条件复杂性或工程施工影响等可能导致的工程结构自身安全风险。

[来源：DB11/T 1316-2016，2.0.1]

周边环境风险 surroundings risk

因工程施工活动导致工程与周边环境相互作用，引发周边环境破坏或受损的安全风险。

注：主要指对工程影响范围内的重要管线、建（构）筑物、既有运营轨道交通或铁道、城市高等级道路、桥梁、水

体等的影响。

安全隐患 potential danger

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程、制度及设计文件等的规定，或者在生产活动中存在

的可能导致不安全事件或事故发生的物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

重大安全隐患 significant potential danger

危害和整改难度大、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工、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方能消除的隐患，或者因外部因

素影响致使工程建设各方自身能力或行为难以消除的安全隐患。

一般安全隐患 common potential danger

除“重大安全隐患”外的其它安全隐患。

隐患排查治理 potential danger inspection and control

对工程建设过程中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环境的不安全因素、管理上的缺陷所导致的

风险控制措施弱化、失效、缺失等，进行排查、评估、整改、消除的闭环管理活动。

双重预防机制 double prevention mechanisms

指在安全生产活动中开展的安全风险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是生产安全的双重保障。

4 总体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应实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相结合的安全管理机制，坚持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保障安全生产，维护社会和谐，实现安全发展。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安全风险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应覆盖规划、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

施工等工程建设各阶段。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各阶段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应相互衔接、协调配合，共同

实现把风险控制在隐患形成之前、把隐患消灭在事故之前，严防风险演变、隐患升级导致生产安全事故。

建设单位应统筹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监督各参建单位执行并落实。

各参建单位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明确

各层级岗位职责，落实管理人员、措施、费用，及时消除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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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参建单位人员应根据工作内容合理安排风险辨识和隐患排查频次，注重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性

和隐患治理的及时性。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应进行信息公示，各参建单位应如实记录过程性

资料，并通过信息公示栏、短信、系统平台、专项通报等有效手段及时公示或告知从业人员和利益相关

方。对于重大安全风险和重大事故隐患，应向相关部门报告。

城市轨道交通各参建单位应建立具备正向激励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考核与奖惩机

制，定期督导检查，保障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

城市轨道交通各参建单位应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对于整改后仍可能对后

续工序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和隐患，应告知下一步工作单位。

各参建单位应加强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培训内容宜细化到专业和工种，建立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的

考评与奖惩机制，保障教育培训工作的实效。

城市轨道交通承保的保险机构要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事故预防服务工作机制。

鼓励引入专业的第三方安全管理机构或中介协助开展体系构建、技术指导、现场服务、信息化建

设等咨询服务工作，提升安全管控质量。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宜借助信息化、标准化的形式开展，以提高管控

效率。

5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基本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的对象应包括建设各阶段的安全风险因素以及可能对后续工作开

展带来安全不利影响的设计或施工缺陷。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风险实行分类分级管控制度，包括：

a) 风险分类应结合实际工作划定，以利于开展风险管理工作；

b) 风险分级宜采用四个等级，按照风险由大到小依次表示为Ⅰ级、Ⅱ级、Ⅲ级、Ⅳ级；

c) 对于原始风险为“Ⅰ级”和“Ⅱ级”的风险，必须更改方案或采取风险管控措施使其风险降

至可接受的水平。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程序主要包括风险辨识、风险评估、风险控制等环节，其中：

a) 风险辨识包括资料收集、划分工作单元、风险因素识别、风险筛选等 4 个步骤；

b) 风险评估包括制定风险分级标准、选择评估方法、风险估计、风险控制措施建议、编制评估

报告等 5个步骤，风险评估报告格式参见附录 A 中 A.1；

c) 风险控制包括风险控制措施落实、风险巡查、风险监控等工作。

各参建单位在安全风险管控过程中应开展动态的风险监控与风险巡查，及时掌握安全风险因素的

状态、辨识评估新增的安全风险因素，风险因素表格式参见附录 B 中表 B.1。风险监控与风险巡查包括：

a) 在风险监控过程中发现安全风险因素的状态异常时，应启动安全风险预警程序；

b) 对于因客观原因导致的风险控制措施无法落实，或因工况改变、风险升级导致的既有风险控

制措施不能满足要求的，应重新开展风险评估工作；

c) 对于风险管控措施未落实的，参加各方应督促落实，对于风险管控措施落实不到位的，应作

为安全隐患纳入隐患排查治理流程，开展闭环管理。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风险预警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具体为：

a) 预警等级宜划分为三个等级，按照严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红色、橙色、黄色预警。

b) 安全风险预警可根据预警内容细分为监测预警、巡查预警和综合预警；

c) 安全风险预警程序包括预警、响应、处置、消警等 4 个环节，可根据不同的预警等级或预警

内容选择不同的程序或参与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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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预警程序应设置时间要求，保证响应及处置的及时性。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风险分级标准、安全风险评估方法、预警等级标准的选择可参考 GB 50652 确定。

城市轨道交通隐患排查治理的对象包括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和管理方面的缺陷。

城市轨道交通隐患排查治理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包括：

a) 隐患分类应结合实际工作划定，以利于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b) 隐患分级宜采用四个等级，按照隐患严重程度划分为重大安全隐患和一般安全隐患，其中，

一般安全隐患由大到小可再细分为Ⅰ级隐患、Ⅱ级隐患、Ⅲ级隐患；

c) 重大安全隐患管理应执行挂牌督办制度；

d) 一般安全隐患的分级标准可按照危害程度和整改难易程度来划分，包括：

1) Ⅰ级隐患：危害较大，可能造成人员伤亡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在本地区范围内造成不

良社会影响；隐患整改难度较大，需局部停工整改治理方能消除的隐患；

2) Ⅱ级隐患：危害一般，可能造成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造成本地区社会集中关注的安全事

件；需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消除的隐患；

3) Ⅲ级隐患：危害和整改难度不大，发现后能够立即整改消除的隐患；

e) 对于整改严重超时或屡改屡犯的一般安全隐患，可采取隐患升级的对策；

f) 各参建单位宜结合现场实际遴选典型隐患问题，形成隐患问题标准库，推行隐患排查治理标

准化。

隐患排查治理程序主要包括排查、响应、治理（整改）、复核、消除等环节，具体为：

a) 隐患排查治理实行台账式闭环管理，各参建单位主要负责人负责监督落实，台账格式参见表

B.2；

b) 隐患排查治理流程设计应充分发挥各参建单位的职责，调动各层级岗位人员共同参与，责任

到岗，落实到人；

c) 隐患排查频次、排查内容应结合岗位和具体工作内容设定，科学合理安排；

d) 隐患排查治理强调时效性，各个环节应结合实际情况设置合理的时限，促进隐患问题及时整

改消除；

e) 应定期形成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报告，总结当前隐患排查治理形势，明确下一步工作要求，隐

患排查治理工作报告格式参见附录 A 中的 A.2。

6 规划阶段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一般要求

6.1.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规划阶段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应具备以下基本资料：

a) 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及轨道交通专业规划报告和图件；

b)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规划报告和图件；

c)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勘察资料；

d)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沿线周边环境（包括文物、地下管线、空洞和障碍物）调查资料；

e) 对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工程规划方案的综合比选与评价报告；

f) 规划编制单位的编制组织、编制程序、人员配置情况；

g) 其他相关资料。

6.1.2 建设单位应组织规划编制单位开展工程规划方案的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6.1.3 建设单位、规划编制单位应定期开展规划编制工作过程中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6.1.4 规划方案安全风险评估成果质量、隐患排查治理成效宜纳入规划阶段的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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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6.2.1 规划阶段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内容主要是针对规划方案中可能对后续工作带来安全不利

影响因素的评估，包括：

a) 线位、站位、线路选择与工程选址风险分析，编制风险识别清单；

b) 分析后续工程实施时潜在的重大风险因素；

c) 提出风险处置方案；

d) 编制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6.2.2 规划方案中的重大安全风险因素包括：

a) 重大不良地质条件；

b) 邻近或穿越既有轨道交通线路、重要建（构）筑物、铁路、重要管线、古文物、军事保护区、

地表水体等；

c) 生态环境污染及破坏；

d) 自然灾害，特殊地形地势导致的洪水、内涝灾害；

e) 需特殊设计或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或新设备及系统的工程；

f) 其它重大安全风险因素。

6.2.3 规划方案的安全风险评估应考虑与其它规划工程的相互关系，如空间位置、先后施工顺

序等带来的安全风险。

6.2.4 规划阶段重大安全风险的处置措施宜以风险回避为主，如调整线路、修改方案等。

6.2.5 规划阶段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成果主要为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应给出工程建设的安全风

险清单以及风险处置措施建议，经专项评审后可作为后续风险管理的依据。

隐患排查治理

6.3.1 规划阶段的隐患排查治理内容主要是针对规划方案编制单位资质、人员安排、编制依据、

编制程序、过程资料和成果审查等方面的缺陷，包括：

a) 规划编制单位资质失效；

b) 编制场所的安全隐患；

c) 编制组织及人员配置是否满足要求；

d) 编制程序是否合规；

e) 过程性资料是否完整；

f) 其他问题。

6.3.2 规划阶段的隐患排查治理成果主要为隐患排查台账、隐患排查整改回复、隐患排查治理

的总结报告等文件。

7 可行性研究阶段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一般要求

7.1.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应具备以下基

本资料：

a)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图件；

b)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勘察报告（可研勘察）；

c) 地下工程沿线的周边环境（包括地下管线和障碍物等）调查报告；

d) 评审通过后的规划阶段风险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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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可行性研究编制单位的资质、编制组织、编制程序、人员配置情况；

f) 其他相关专题研究报告和参考资料。

7.1.2 建设单位应组织可行性研究编制单位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方案的安全风险评估工作。

7.1.3 建设单位、可行性研究编制单位应定期开展可行性研究编制工作过程中的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

7.1.4 可行性研究阶段安全风险评估成果、隐患排查治理成效宜纳入本阶段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的工作考核。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7.2.1 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主要是针对可行性研究方案中可能对后续工作带来

安全不利影响风险因素的评估，包括：

a) 开展现场风险调查；

b) 对可行性研究方案进行风险评估，编制风险识别清单；

c) 重要、特殊的结构设计和施工方法的适应性风险分析；

d) 轨道交通运营及其对周边区域的影响；

e) 机电设备系统选型与配置风险分析；

f) 提出降低可行性方案风险的处置措施；

g) 编制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7.2.2 工程可行性研究的安全风险评估应重点对以下风险因素进行分析：

a) 自然灾害；

b) 区域特殊岩土、不良地质和复杂水文地质条件；

c) 重大关键性节点工程施工工法选择及适应性；

d) 工程施工对沿线控制性周边建（构）筑物、管线、古文物、地表水体等的影响；

e) 工程施工的环境保护，包括污染、噪声、粉尘等；

f) 危及人员和工程安全的各种危险物质。

7.2.3 对于安全风险较大的重大关键节点工程应进行专项风险评估，论证风险控制方案。

7.2.4 可行性研究阶段针对重大安全风险提出的安全风险控制方案，宜采用优化可行性方案、

调整施工方法和调整机电系统配置等风险控制措施。

7.2.5 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成果主要为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应给出工程建设的

安全风险清单以及风险处置措施建议，经专项评审后可作为后续风险管理的依据。

隐患排查治理

7.3.1 可行性研究阶段的隐患排查治理内容主要是针对可行性研究编制单位资质、人员安排、

编制依据、编制程序、过程资料和成果审查等方面的缺陷，包括：

a) 可行性研究编制单位资质失效；

b) 编制场所的安全隐患；

c) 编制组织及人员配置是否满足要求；

d) 编制程序是否合规；

e) 过程性资料是否完整；

f) 其他问题。

7.3.2 可行性研究阶段的隐患排查治理成果主要为隐患排查台账、隐患排查整改回复、隐患排

查治理的总结报告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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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勘察阶段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一般要求

8.1.1 在勘察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勘察单位、勘察咨询（监理）单位应开展常态化安全风

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8.1.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勘察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应按勘察阶段分别进

行。

8.1.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勘察阶段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应具备以下基本资料：

a)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规划报告和图件；

b)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文件及图件；

c)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勘察大纲和成果报告，沿线地形图，沿线周边环境、地下

管线和障碍物等调查报告；

d)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批复文件、相关专题研究报告与专家咨询意见等；

e) 已完成的规划阶段和可行性研究阶段的风险评估报告；

f) 勘察单位的资质、勘察大纲及实施方案、人员配置情况；

g) 其他相关资料。

8.1.4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勘察应按规划、设计阶段的技术要求，分阶段开展相应的勘察工作。

8.1.5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线路或场地附近存在对工程设计方案和施工有重大影响的岩土工程问

题时应进行专项勘察。

8.1.6 建设单位应提供勘察单位进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査治理工作所需的相关资料，

并保证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8.1.7 建设单位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职责应包括：

a) 全面统筹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査治理工作，动态掌握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对建设各方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与考核；

b) 组织勘察单位向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进行勘察成果交底，当工程设计发生变化时，

应及时组织勘察单位进行必要的补充性勘察；

c) 开展工程勘察隐患排查治理，跟踪Ⅱ级及以上隐患整改情况，必要时进行现场复核。

8.1.8 勘察单位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职责应包括：

a) 编制岩土工程勘察大纲或方案，针对勘察施工及环境调查过程中的作业风险，制定有效的预

防措施和应急预案；

b) 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消除现场隐患，对于重大隐患应及时上报建设单位；

c)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中应详细分析特殊不良地质风险对工程的影响并提出对策；

d) 因现场场地条件或现有技术手段制约，存在无法探明的工程地质或水文地质情况时，应会同

设计单位分析设计或施工中潜在的风险，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并在勘察成果中说明情况，提

出合理建议；

e) 岩土工程勘察现场作业过程中，严格落实方案中的预防措施，防范发生地下管线破坏、停电、

爆炸和火灾等风险；

f) 当工程设计、勘察方案有重大变更时，应根据变更情况对工程勘察的风险因素与隐患条目进

行重新辨识。

8.1.9 勘察咨询（监理）单位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职责应包括：

a) 审查勘察方案中针对地质风险的控制措施；

b) 对所监理勘察工程开展施工现场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c) 监督勘察单位在勘察实施过程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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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8.2.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勘察安全风险等级可依据勘察成果质量、勘察作业方案完整性、勘察

作业安全防护、勘察设施与操作等因素划分。

8.2.2 工程勘察阶段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内容主要是针对勘察作业安全风险和不良地质条件可

能造成的施工风险进行评估与控制，包括：

a) 对勘察作业实施风险进行风险评估，编制风险识别清单；

b) 不良地质与特殊岩土评价，评估其对后续施工安全的影响；

c) 重要、特殊的结构设计和施工方法的地质适应性风险分析；

d) 提出风险应对措施或方案；

e) 编制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和工程地质风险管理专篇。

8.2.3 勘察作业风险因素主要包括：

a) 勘察方案不合理，包括勘察孔位布置与数量、钻探与原位测试技术、室内土工试验方法等；

b) 地下障碍物、构筑物及地下管线等周边环境调查不清，危险源识别不全面；

c) 勘探作业安全生产防护措施不到位，无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d) 勘察设备或设施故障，人员操作不当或失控等；

e) 勘探工作结束后，钻孔未按要求回填封闭或孔内有设备遗留物；

f) 特殊环境的作业风险，如道路、水上、边坡、岩溶、采空区、狭窄空间等的作业风险。

8.2.4 不良地质和特殊岩土体对后续施工安全的影响分析应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的结构与工法开

展，包括：

a) 应分析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渗漏、结构上浮、结构不均匀变形、结构坍塌、周边环境敏感性等

风险；

b) 应分析采用矿山法施工的地面坍塌、掌子面坍塌、掌子面突涌、初支过载、过量沉降、爆破

飞石、降水困难、中毒窒息、爆炸等风险；

c) 应分析采用明挖法施工的基坑坍塌、基底隆起、基底突涌、围护结构渗漏、围护结构变形、

地表过量沉降、爆破振动、降水困难、中毒窒息等风险；

d) 应分析盾构施工的地面坍塌、进出洞坍塌、进出洞突涌、中途换刀检修、密封失效、过大沉

降、掘进受阻、刀盘刀具非正常磨损、中毒窒息、爆炸等风险；

e) 应分析高架施工的桩基承载力突变、桩孔坍塌、墩台沉降、地层液化等风险。

8.2.5 勘察单位受建设单位委托可对工程建设用地范围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

与环境影响评价等开展专题研究。

8.2.6 勘察单位应定期核查勘察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识别新增安全风险

因素，动态调整安全风险清单。

8.2.7 勘察单位应采取措施降低勘察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对于地质变异性较大的区域，应在

风险评价中明确。

8.2.8 勘察阶段风险管理宜采用的风险处置措施包括：

a) 充分利用前一勘察阶段的成果资料；

b) 收集并利用邻近已建工程的勘察成果；

c) 审查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检查试验方法与数据，抽查钻孔芯样；

d) 调整钻孔间距，增加钻孔数量；

e) 采取多种勘察手段；

f) 充分利用现场及室内测试等技术人员的工程实践经验。

8.2.9 工程勘察阶段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成果包括勘察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和工程

地质风险管理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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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排查治理

8.3.1 工程勘察阶段的隐患排查治理主要是针对勘察组织、程序以及勘察作业过程的违规行为，

参见表 C.1，包括：

a) 勘察单位（含分包、试验单位）资质失效；

b) 勘察组织及人员配置是否满足要求；

c) 勘察成果编制程序是否合规；

d) 勘察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包括安全风险控制措施落实情况、文明施工、地下设施避让、

机械设备使用、周边环境保护和钻孔封闭等；

e) 过程性资料是否完整；

f) 其他问题。

8.3.2 勘察作业过程宜按勘察程序划分隐患条目，如勘察准备、钻孔定位及高程测量、勘察钻

孔、取芯编录、原位实验、室内试验、报告编审等。隐患内容应包括：文明施工、地下设施避让、

临时用电、勘察机械设备使用、周边环境保护、钻孔封闭等。

8.3.3 勘察阶段隐患排查治理应完成以下工作：

a) 工程勘察隐患辨识，编制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并进行隐患分级；

b) 工程勘察隐患动态跟踪管理；

c) 工程勘察隐患排查治理通告；

d) 现场重大隐患上报及处置等；

8.3.4 勘察单位应负责勘察施工现场隐患排查治理的执行和落实，主要内容及职责应包括：

a) 结合勘察方案拟定隐患排查治理计划，建立工程勘察隐患排查治理实施方案；

b) 编制工程勘察Ⅱ级及以上隐患专项治理方案和应急预案；

c) 负责勘察施工人员隐患排查治理交底及教育培训；

d) 负责勘察现场所有隐患的排查与治理，做到隐患及时治理消除，并做好现场隐患台账。

e) 定期向工程建设各方通告隐患排查治理状况；

f) 工程设计、勘察方案如有重大变更，应根据变更情况对工程勘察隐患排查治理清单进行重新

辨识；

g) 做到安全措施费用专款专用。

8.3.5 勘察阶段隐患排查治理中可采用的处置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编写工程勘察隐患排查治理记录，建立现场隐患排查治理监督机制；

b) 加强隐患排查治理教育培训，提高勘察施工管理人员和勘察现场施工人员的隐患排查治理治

理意识；

c) 对Ⅲ级及以上隐患编制隐患处置措施，建立工程勘察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台账和档案资料。

8.3.6 勘察阶段的隐患排查治理成果主要为隐患排查治理的档案，以及周报、月报、年报等过

程性报告。

9 设计阶段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一般要求

9.1.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阶段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应具备以下基本资料：

a)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规划报告和图件；

b)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上阶段的工程设计文件及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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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满足本阶段设计需求的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勘察报告，沿线地形图，沿线环境、地下管线和

障碍物等调查报告；

d)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批复文件、相关专题研究报告与专家咨询意见等；

e) 已完成的各阶段的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f) 设计单位的资质、设计需求及设计工作大纲、人员配置情况；

g) 其他相关资料。

9.1.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阶段安全风险评估根据设计深度不同可分为总体设计、初步设计

和施工图设计阶段安全风险评估。

9.1.3 建设单位应组织开展初步设计阶段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督促各参建单位开展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对程序和成果进行考核。

9.1.4 设计单位应开展工程设计方案的安全风险自评估工作，形成高风险工程清单，优化设计

方案，降低后续的施工风险和周边环境风险。

9.1.5 设计咨询（监理）单位应组织开展设计各阶段的安全风险评估与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监

督针对设计方案中的风险控制措施的落实情况。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9.2.1 工程设计阶段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主要是针对设计文件中的结构形式、工法选择、不良

地质、周边环境等不利因素可能带来的施工及运营安全风险。包括：

a) 制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等级标准；

b) 施工及运营潜在风险辨识与评估，编制风险记录文件；

c) 针对重大安全风险因素进行专项风险分析与评估；

d) 制定风险处置措施，并编制Ⅱ级及以上残余风险的专项应急预案；

e) 形成风险工程专篇和风险评估报告。

9.2.2 总体设计阶段应初步识别出全线Ⅰ级、Ⅱ级原始风险，形成风险分级清单，主要风险因

素宜包括：

a) 自然灾害；

b) 特殊不良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

c) 周边环境的影响；

d) 工程交叉相互影响。；

e) 邻近重要的古建筑、文物、国家和城市标志性建筑等；

f) 车辆、机电设备及系统选型与配置；

g) 工程设计缺陷或失误；

h) 专业接口协调等。

9.2.3 初步设计阶段应全面识别全线工程自身风险和环境风险，进行风险分级，形成风险分级

清单及初步设计阶段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初步设计主要风险因素宜包括：

a) 自然灾害；

b) 特殊不良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

c) 地层物理、力学参数的取值，工程荷载与计算模型，工况选取不当或失误；

d) 周边环境的影响；

e) 车辆及机电设备系统配置不当；

f) 设计方案变更不确定性、设计方案选择的不合理性。

9.2.4 施工图设计阶段应核查确认风险等级以及初步设计相关风险管控措施的落实情况，形成

风险分级核查清单，施工图设计主要风险因素宜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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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然灾害；

b) 特殊不良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

c) 不明地下障碍物等周边环境的影响；

d) 工程结构变形、沉降和位移；

e) 结构形式与施工方法不适应；

f) 车辆、机电设备及系统选型与配置不当。；

g) 现场施工场地及周边环境条件限制等。

9.2.5 工程设计阶段的安全风险宜开展清单化管理，按照结构或工法分别分析其工程地质风险、

工程自身风险、周边环境风险和机电设备选型风险。

9.2.6 工程地质风险主要分析以下因素：

a) 不良地质作用，包括断裂、地裂缝、岩溶、采空区塌陷、有毒有害气体等；

b) 特殊性岩土，包括填土、软土、风化岩与残积土、孤石、湿陷性黄土、液化土、膨胀岩土、

砂卵石地层等；

c) 复杂的地层结构：地层空洞或透镜体、复合地层、风化深槽、地层突变等；

d) 地下水：水囊、承压水、污染或腐蚀性水。

9.2.7 工程自身风险主要应分析以下因素：

a) 明挖基坑：基坑坍塌风险、基底突涌风险、基底隆起风险、基桩断裂风险、结构上浮风险等；

b) 矿山法施工：掌子面坍塌风险、拱顶坍塌风险、隧道透水风险、马头门与开洞风险等；

c) 盾构施工：盾构选型与适应性风险、盾构始发到达风险、小半径掘进风险、盾构开仓风险、

联络通道施工风险等；

d) 高架施工：支架现浇风险、挂篮施工风险、预制吊装风险等。

9.2.8 周边环境风险主要应分析以下因素：

a) 建构筑物：沉降、开裂、倾斜、倒塌、运营振动风险；

b) 市政道路：沉降、开裂、塌陷风险；

c) 管线：沉降、开裂、泄漏、中断、燃爆风险；

d) 水体：渗漏、护堤或围堰开裂风险。

9.2.9 机电设备选型风险主要应分析以下因素：

a) 设备选型：设备选型与土建设计、装修设计不协调风险，预埋件、预留空洞设置不合理风险；

b) 接口兼容性风险：不同设备、系统间的接口不兼容不匹配风险；

c) 机电工程设计风险：土建、机电、设备、系统各专业空间路由冲突风险、相互干扰风险。

9.2.10 对关键工程、关键节点及工序、重大周边建（构）筑物影响以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

新材料、新设备的工程应进行专题风险评估。

9.2.11 工程设计阶段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应充分结合施工及运营需求开展，在合理的预算

范围内满足后续安全管理的需要。

9.2.12 初步设计阶段的安全风险评估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宜委托第三方专业化单位开展，

对评估后确定的原始风险等级为Ⅰ、Ⅱ级的设计方案、周边环境控制措施等组织专家论证。

9.2.13 针对原始风险等级为Ⅰ、Ⅱ级的重大安全风险，应开展专题试验研究或风险分析，编制

施工注意事项说明应急处置方案。

9.2.14 工程设计阶段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的成果主要应有风险工程专篇、初步设计阶段安全风险

评估报告等。

隐患排查治理

9.3.1 工程设计阶段的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主要针对工程设计单位资质、人员安排、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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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程序、过程资料和成果审查等方面的缺陷，参见附录 C 中表 C.2。包括：

a) 设计单位资质失效，组织及人员配置是否满足要求；

b) 设计依据中未见设计合同。未见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文件、专家意见及执行情况答复；

未见初步设计批复文件、专家评审意见及执行情况答复，或未见初步设计方案调整的原因说

明；设计依据规范版本有误或已废止；

c) 设计依据中未见地质勘查报告、物探报告、管线调查报告等基础资料；

d) 计算书中结果与图纸中不一致；

e) 未给出监测控制值及预警值；

f) 模板图专业会签不齐全；

g) 施工配合不到位；

h) 其他问题。

9.3.2 工程设计阶段的隐患排查治理成果主要为隐患排查台账、隐患排查整改回复、隐患排查

治理的总结报告等文件。

10 施工阶段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

一般要求

10.1.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阶段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应具备以下基本资料：

a)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规划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工程设计文件及图件；

b) 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勘察报告，沿线地形图，沿线环境、地下管线和障碍物等调查报告；

c)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批复文件、相关专题研究报告与专家咨询意见等；

d) 已完成的各阶段的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e) 施工及监理单位的资质、人员配置情况、工作大纲及实施细则；

f) 其他相关资料。

10.1.2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建设单位应对各单位的工作开展进行监督。

10.1.3 建设单位应负责组织和监督现场施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实施，主要内容

及职责应包括：

a) 制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指导并组织工程建设各方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

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并督促开展相关培训工作；

b) 收集、整理并分析安全风险信息，及时检查、排查现场安全隐患并督促整改；

c) 审查施工单位提交的安全风险动态管控清单，组织建设各方对安全风险控制措施进行审定；

d) 监督检查建设各方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及隐患排查治理实施状况；

e) 定期组织其他建设各方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沟通和交流，并对安全

风险状况及隐患情况进行记录；

f) 发布风险预警并组织对预警事件分级处置；

g) 跟踪Ⅱ级及以上隐患的整改，对重大隐患进行挂牌督办；

h) 配合政府主管部门对现场施工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活动进行同步监督管理；

i) 组织搭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信息平台；

j) 配合或组织突发事故处理。

10.1.4 勘察单位应负责进行勘察交底，开展施工安全风险动态跟踪和隐患排查，主要内容及职

责应包括：

a) 对工程重大安全风险进行勘察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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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据施工现场变化情况，参与审查风险动态分级、重大安全风险处置方案及应急处置方案；

c) 对施工过程中补充勘察进行技术指导，对补充勘察成果予以确认；

d) 定期组织现场巡视，参加验孔、验槽、地质断面确认等工作，根据现场地质等变化情况，合

理调整勘察成果，修正地质参数，指导现场超前地质预报等关键风险工作；

e) 配合突发事故处理。

10.1.5 设计单位应负责进行设计交底，开展施工安全风险动态跟踪和隐患排查，主要内容及职

责应包括：

a) 对工程重大安全风险进行设计交底；

b) 根据施工现场变化情况，参与审查风险动态分级清单、重大安全风险处置方案及应急处置方

案；

c) 动态调整重大安全风险预警控制指标，明确监控量测要求；

d) 根据现场施工条件变化，合理调整设计方案，办理设计变更；

e) 定期组织现场巡视，检查施工现场风险控制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时报告现场施工与设计文件、

设计要求不吻合等隐患；

f) 配合突发事故处理。

10.1.6 监理单位应负责监督检查施工现场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及时排查隐患，主要内

容及职责应包括：

a) 对现场监理人员进行施工安全风险交底，落实工程建设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

b) 审查施工单位补充调整后的安全风险动态评估报告、安全风险动态管控清单、安全风险控制

措施方案等；

c) 监督检查施工单位安全风险控制措施落实以及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d) 对施工单位隐患整改情况进行监督与复核，及时消除已整改的隐患问题，督促隐患闭环；

e) 评估监理工作内容不全或失察的风险；

f) 对于重大安全风险、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或重大隐患问题的整改，应按制定的旁站方

案进行旁站，作好监理现场记录；

g) 对施工单位存在的安全风险或违反安全风险管控规定的行为，监理单位有责任向施工单位提

出警告，不听劝阻或情节严重的，监理单位有权予以停工处置，并及时上报建设单位；

h) 对施工监测和第三方监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并提出监理意见；

i) 配合或组织突发事故救援和处置。

10.1.7 施工单位应负责施工现场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的执行和落实，主要内容及职责

应包括：

a) 及时开展施工安全风险动态辨识与分级，更新安全风险动态管控清单，编制风险动态评估报

告，补充完善重大安全风险控制措施方案；

b) 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整改各参建单位排查出的隐患；

c) 现场区域施工人员必须严格执行登记制度，对施工班组、施工人员、技术人员进行施工安全

风险交底，落实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管控教育培训计划；

d) 组织落实安全风险控制措施，必要时开展补充勘察、超前地质预报等安全风险管控工作；

e) 开展工程监测工作，整理分析上传监测数据，及时提交监测预警、预报信息，工程监测应符

合 GB 50911 的要求；

f) 结合工程施工进度及时上报工程施工信息，向工程建设各方通告现场施工安全风险状况，对

安全风险进行动态公示告知；

g) 定期开展应急预案修订、应急培训、应急演练、应急保障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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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对与工程施工有关的事故、意外或缺陷等进行安全风险记录。；

i) 发现重大隐患时应及时上报，挂牌整改；

j) 组织实施突发事故救援和处置；

k) 必须做到施工安全措施费专款专用。

10.1.8 第三方监测单位应负责现场监测工作、风险预警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主要内容及职责

应包括：

a) 根据设计单位技术要求，动态调整预警监控指标及标准；

b) 评估监测点布置不当、监测点或监测设备损坏的风险，开展监测测点的破坏巡查与修补工作；

c) 对监测人员进行交底，并形成交底记录；

d) 开展第三方监测工作，及时整理监测数据，分析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e) 指导施工单位开展工程监测；

f) 排查工程监测过程中的隐患，如仪器精度、监测方法、监测频率、数据处理等方面的问题；

g) 在监测工作开始前应对基准点进行复核联测及检查，同时采集监测点初始值；

h) 开展施工现场作业部位及环境设施风险隐患巡查；

i) 开展监测数据统计分析，对施工监测和第三方监测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并形成记录，及时提交

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j) 配合突发事故处理。

10.1.9 质量检测单位应负责现场质量检测工作、风险管理和隐患排查，主要内容及职责应包括：

a) 对现场原材料进行取样检测，发现不合格等隐患应及时上报建设单位；

b) 对现场施工过程的过渡措施、辅助措施等质量进行抽样检查；

c) 分阶段对工程实体结构进行质量检验，出具检验报告。

10.1.10 安全风险咨询单位辅助建设单位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主要内

容及职责应包括：

a)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勘察资料、设计文件等编制工程初步设计阶段和施工准备阶段安全风险

评估报告，并组织专家论证；

b) 编制、修订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体系；

c) 制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考核标准；

d) 收集、整理、分析建设各方报送的风险信息数据，及时发布预警、消警信息；

e) 对原始风险Ⅱ级及以上的风险工程进行跟踪咨询，提出降低风险的处置方案；

f) 提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信息化建设或咨询服务；

g) 配合突发事故处理。

10.1.11 工程保险单位应负责现场的保险评估检查与风险赔偿，主要内容及职责应包括：

a) 宣传贯彻工程保险的政策、意义，解读理赔条款、风险赔偿案例等；

b) 定期检查评估现场施工风险控制情况；

c) 可要求被保险单位及时提供工程施工进度及风险信息；

d) 发现存在违反保险条款的施工风险，必须通知被保险人；

e) 施工中如发生保险合同中约定承保的风险损失，应及时支付风险赔偿。

10.1.12 建设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单位均应编制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配备应急物资，定期开展应急预案评审及应急演练。同时，应和邻近社区等加强安全风险管控工

作的相互沟通与交流，建立应急联络机制。

10.1.13 施工单位应在监理单位监督下开展工程地质补充勘察、周边环境影响因素核查工作，

勘察单位负责技术管理，并对成果予以确认，设计单位应根据勘察单位确认的成果及时优化和调

整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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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4 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可采用工程保险转移建设安全风险产生的经济损失，但不应将工

程保险作为唯一减轻或降低安全风险的控制措施。

10.1.15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建立健全重大隐患治

理督办制度，督促工程建设各方消除重大隐患。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10.2.1 施工阶段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主要针对施工及安装过程中的地质、结构、施工工序、周

边环境等的相互影响，主要应完成以下工作：

a) 制定参建各方的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管控工作制度及职责划分；

b) 制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等级标准；

c) 施工安全风险辨识与评估；

d) 针对重大安全风险进行专项风险评估，提出风险处置措施；

e) 编制关键节点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管控专项文件；

f) 编制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风险管控专项文件；

g) 安全风险预警标准及预警响应处置流程；

h) 编制应急预案，建立重大安全事故呈报制度。

10.2.2 施工阶段安全风险分级管控按照工程阶段可划分为：施工准备期安全风险评估，土建施

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铺轨、装饰装修、机电设备系统安装与调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综合联调、

试运行和竣工验收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10.2.3 施工准备期安全风险评估应结合项目施工组织方案和周边环境条件，列明工程建设风险

清单、制定安全风险处置措施。

10.2.4 土建施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主要应针对以下风险因素：

a) 施工组织设计及技术方案可行性风险分析；

b) 自然灾害（地震、台风、暴雨、暴雪、低温、寒潮、滑坡与泥石流、雷电、高温等）影响风

险分析；

c) 特殊不良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影响分析；

d) 工程结构安全风险分析；

e) 周边环境（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市政管线、市政道路、水体、既有轨道交通等）影响风险

分析；

f) 施工机械与设备，施工技术、工艺、材料，施工作业活动等；

g) 行政影响因素，如大型会议、中考、高考、各级检查、资金拨付等；

h) 临时停复工风险；

i) 其他各类突发事件等。

10.2.5 铺轨、装饰装修、机电设备系统安装与调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主要应针对以下风险因素：

a) 施工组织设计及安装、调试等技术方案可行性风险分析；

b) 设备系统的检验或测试不全面；

c) 采用的新技术、新型设备或材料的安装与调试风险；

d) 现场检验或调试问题；

e) 系统联调及并网运营故障。；

f) 不同期建设线路或多条线路联合调试协调；

g) 受限空间的施工作业；

h) 各工种之间或建设与运营之间的交叉作业等；

i) 施工机械与设备，施工技术、工艺、材料，施工作业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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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行政影响因素，如大型会议、中考、高考、各级检查、资金拨付等；

k) 其他各类突发事件等。

10.2.6 综合联调、试运行和竣工验收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主要应针对以下风险因素：

a) 冷热滑、综合联调及试运行组织与技术方案可行性风险分析；

b) 轨行区作业风险分析；

c) 运营规章制度、应急预案与应急演练制度风险。

10.2.7 施工作业活动风险主要包括：起重伤害风险、高处坠落风险、机械伤害风险、车辆伤害

风险、物体打击风险、触电风险、火灾风险、高温风险、中毒窒息风险等。

10.2.8 施工组织设计中应包含施工安全风险管控专篇，其内容为安全风险管控组织架构、职责

与工作制度，施组和技术方案的安全风险分析，安全风险管控计划，风险控制措施，应急物资储

备等。

10.2.9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中应包含风险因素辨识及安全风险分级。

10.2.10 对于受工程施工影响严重的建（构）筑物，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应在开工前委托具备

相应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安全性鉴定，形成建（构）筑物安全性鉴定成果。

10.2.11 建设单位和轨行区作业管理单位应根据工作内容和管理权限制定轨行区作业安全管理

办法。

10.2.12 机电安装前应对车辆及机电系统中采用的新技术进行试验研究与风险评估，对复杂跨

线工程进行专项工程建设安全风险分析。

10.2.13 在机电安装过程中，当机电设备系统的施工环境、技术规格、验收标准有重大变化时，

应对安装与调试安全风险进行重新评估。

10.2.14 在综合联调和试运行前，应对轨道、供电、接触网、信号、通信、车辆、屏蔽门及调

度指挥等各系统进行专项安全风险评估，编写风险记录文件。

10.2.15 综合联调与试运行应严格按照列车运行图进行，针对不同系统进行安全风险分析，形

成系统试运行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10.2.16 建设各方应开展安全风险巡视，及时评估安全风险状态，并在安全风险管控成果中予

以体现。针对重大安全风险，可组织专家开展技术指导工作。

10.2.17 对于施工关键工序和重要部位，应按要求开展关键节点安全风险管控工作。

10.2.18 施工单位应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对于超过一定规

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施工单位应组织专家论证审查。对于未超过一定

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特殊分部分项工程，经建设单位组织各方论证认为确有必要的，其专项施工

方案也应进行专家论证审查。

10.2.19 建设各方应按风险预警管理制度负责风险预警发布、响应、处置及消警实施，并建立

预警事件台账，做好预警事件的闭环管理。建设单位对建设各方风险预警发布、响应、处置及消

警应进行监督管理。

10.2.20 当施工现场发生重大安全风险事故时，施工单位应及时上报建设单位和相关政府主管

部门，并应及时组织人员实施抢险。事故抢险或救灾结束后，建设单位应组织风险因素及损失的

专项调查，并进行安全风险事故通报，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避免风险再次发生。

10.2.21 施工阶段采用的安全风险控制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建立并落实施工现场安全风险动态管控监督机制；

b) 加强安全风险管控教育培训，提高管理人员和现场施工人员的安全风险防范意识；

c) 运用信息化系统手段加强工程建设安全风险管控；

d) 针对重大安全风险采取专项风险论证；

e) 委托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协助开展安全风险技术咨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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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委托保险公司参与工程施工安全风险管控；

g) 成立工程建设安全风险事故抢险专业队伍，作好人员及物资的储备。

10.2.22 施工阶段安全风险分级管控的成果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施工准备阶段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b) 风险快报、动态风险管控报告；

c)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周报、月报、年报；

d) 专项安全评估报告；

e) 安全风险预警、处置报告；

f) 应急预案、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报告。

隐患排查治理

10.3.1 施工阶段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主要针对土建施工和机电设备系统安装过程中的各类

安全隐患，开展排查、响应、整改、复核、消除等闭环管理工作，主要应完成以下工作：

a) 施工期隐患辨识，编制隐患排查治理清单并进行隐患分级；

b) 施工隐患治理及动态跟踪、闭环管理；

c) 施工隐患排查治理通告；

d) 现场重大隐患上报及处置等。

10.3.2 施工安全隐患宜按照专业、工法等分为土建施工安全隐患、机电设备系统安装与调试安

全隐患等，参见表 C.3。具体包括：

a) 土建施工安全隐患应包括：安全管理、文明施工、模架工程、起重吊装、移动式起重机（汽

车吊、履带吊）、龙门吊、桥式起重机（电动葫芦）、塔吊、施工机具、消防安全、施工用

电、基坑开挖支护、矿山法施工隧道、盾构/TBM 隧道施工、路基及高架桥施工、钻爆法施工、

冻结法施工、高处作业安全、特殊气候施工、工程周边环境、第三方监控量测等；

b) 机电设备系统安装与调试安全隐患包括：铺轨工程、装饰装修、通风空调、给排水消防水、

低压配电与动力照明、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BAS）、火灾自动报警系统（FAS）、气体灭火

系统、人防门、站台屏蔽门系统、电梯、电扶梯（自动人行道）、通信工程、信号工程、供

电工程、自动售检票系统（AFC）、联合调试、系统设备安装地盘管理、车辆段设备安装等。

10.3.3 施工安全隐患应实行台账管理制度，对于排查发现安全隐患应按照隐患等级进行登记，

建立隐患档案，并按照职责分工实施隐患治理，落实责任、措施、资金、时限和预案，实现隐患

排查治理的动态管理和闭环管理。

10.3.4 各参建单位应加强隐患排查治理教育培训，提高施工管理人员和现场施工人员的隐患排

查治理意识。

10.3.5 施工隐患排查治理的主要成果应包括：

a) 隐患排查治理台账；

b) 隐患排查治理周报、月报、年报；

c) 重大隐患督办报告。

11 安全管控信息化

一般要求

11.1.1 各参建单位在新建、改扩建工程项目宜运用信息化管理手段辅助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提升管控质量与效率。

11.1.2 建设及使用信息化管理平台的所需费用应列入工程概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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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信息化管理平台应预留与政府主管部门的信息互联互通接口。

信息化平台建设

11.2.1 信息化平台宜具备信息采集、现场监控预警、数据统计分析、信息传输反馈等内容，宜

具有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盾构实时监控、视频监控、门禁监控、工地可视化等功能，

鼓励自主创新和研发信息化系统功能。

11.2.2 安全风险管控信息化宜涵盖风险管理、监控量测管理、预警管理、考核管理等功能，以

提升监测数据、现场巡视、安全预警、风险预报、风险状态等信息的传递效率，及时评估工程安

全风险状态，实现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11.2.3 隐患排查治理信息化宜涵盖隐患排查、隐患治理、隐患统计、考核管理等功能，实现隐

患全面排查、分级管控与闭环管理。

11.2.4 盾构实时监控信息化宜对盾构掘进参数、姿态导向数据、掘进进度等实现集中实时监控、

自动预警提醒，实现对盾构施工的信息化与精细化管理。

11.2.5 施工现场应实施视频监控，对重点工程部位进行远程视频监控，并形成具有可追溯性的

监控记录。视频监控信息化宜能实现对监控摄像机视频监控图像的接入、查看、控制、变焦、抓

图、视频回放等功能，可通过图像识别等新技术逐步实现风险、隐患的自动识别与预警提醒。

11.2.6 门禁管理信息化宜能对出入施工作业区域的管理人员、施工人员、外宾等进行监控，显

示出入人员相关信息。

11.2.7 工地可视化管理信息化宜能统筹各类监控对象安全状态数据的互联网可视化管控服务，

实现工程图纸、人员定位、设备/物资定位、轨行区监控等可视化功能。

11.2.8 施工风险信息采集可通过人工/自动化监测、巡视和远程监控等方式进行。

11.2.9 施工现场应设置计算机监控系统，对所采集的风险信息进行收集、分析与处理。

11.2.10 宜结合网络化地理信息系统(GIS)、建筑信息模型(BIM)等技术，明确施工重大风险的

地理分布、总体概况及应急预案、应急资源分布、人员分布等信息。

信息化平台使用与维护

11.3.1 建设单位应制定信息化平台应用管理办法，并明确建设各方应用信息化平台的职责与流

程。

11.3.2 建设单位应对建设各方应用信息化平台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11.3.3 建设单位应制定考核管理办法，并对建设各方应用信息化平台情况进行考核。

11.3.4 建设单位应对信息化平台进行定期维护，确保信息化平台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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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成果格式

A.1 安全风险评估报告格式

安全风险评估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a) 封面。含：

1) 项目名称；

2) 标题；

3) 评估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4) 评估报告完成时间。

b) 扉页。含：

1) 项目名称；

2) 标题；

3) 评估人；

4) 评估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5) 评估报告完成时间。

c) 专家评审意见及回复。其中专家意见回复中应有专家组长签名。

d) 目录。

e) 正文。含：

1) 工程概况

2) 评估依据与评估方法

3) 评估单元划分

4) 各单元安全风险评估

5) 评估结论

6) 风险控制措施建议

f) 附录。

A.2 隐患排查治理总结报告格式

隐患排查治理总结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a) 封面。含：

1) 项目名称；

2) 标题；

3) 单位名称（加盖公章）；

4) 时间。

b) 目录。

c) 正文。含：

1) 工程建设进度情况；

2) 隐患统计（数量、等级、类型、排查单位）；

3) 隐患态势分析；

4) 典型隐患问题；

5) 排查治理违规及记分情况；

6) 总结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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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附录。含：隐患排查治理清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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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用表

B.1 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表

表B.1给出了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表。

表 B.1 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表

线路： 标段： 工区： 工点： 表单编号：

风险

编号
风险名称 风险类型

风险

等级
风险描述 风险控制措施

风 险 影

响阶段
风险责任人 备注

勘察：XXX

设计：XXX

……

注：表单编号宜按照线分类法进行编号；风险类型包括工程地质风险、工程自身风险、周边环境风险；风险等级为Ⅰ、Ⅱ、Ⅲ、Ⅳ级；风险影响阶段填写此风险将

影响哪些工程建设阶段；风险责任人应填写各参建单位与此风险管控直接相关的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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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隐患排查治理清单表

表B.2给出了隐患排查治理清单表。

表 B.2 隐患排查治理清单表

线路： 标段： 工区： 工点： 表单编号：

隐 患

编号
隐患描述

隐 患

等级
排查人 排查时间 整改责任人 消除时间

是否超

时
备注

否

注：表单编号宜按照线分类法进行编号；隐患等级为重大隐患、Ⅰ、Ⅱ、Ⅲ级；是否超时填写该隐患整改闭环时限是否符合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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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隐患排查治理清单

C.1 勘察隐患排查项清单

排查治理实践中应按照GB/T 50585的要求并结合实际展开。表C.1给出了勘察隐患排查项清单。

表 C.1 勘察隐患排查项清单

隐患类型 隐患描述 隐患等级

勘察方案
勘察大纲未经评审 Ⅰ

勘察方案深度不足或有缺陷 Ⅱ

勘察外业

勘察数量不足、深度不足或勘察质量差 Ⅰ

文明施工不符合要求 Ⅱ

地下设施保护措施不全面 Ⅱ

采用不合格设备开展勘察作业 Ⅱ

设备使用不当，操作流程不符合要求 Ⅱ

事故处理不规范，为后续施工作业留置隐患 Ⅰ

原位试验程序不规范，或扰动因素影响试验结果 Ⅲ

原始记录丢失或不规范 Ⅲ

勘察内业

试验样本与采样、送样不一致 Ⅱ

试验检测程序不规范 Ⅱ

参数选取不当或异常值干扰大 Ⅲ

勘察报告存在错误或不完善 Ⅱ

勘察报告报审程序不规范 Ⅲ

勘察工作收尾
勘察结束后，钻孔未按要求封闭 Ⅰ

场地未按要求恢复，影响周边环境 Ⅲ

注：表中仅为通用性的条款。

C.2 设计隐患排查项清单

排查治理实践中应按GB 50157的要求并结合设计专业展开。表C.2给出了设计隐患排查项清单。

表 C.2 设计隐患排查项清单

隐患类型 隐患描述 隐患等级

设计方案
设计方案论证理想化、论证思路混乱 Ⅰ

工法及工序选择不符合实际工况 Ⅱ

设计说明

设计依据不全面或过期 Ⅲ

设计说明中的内容与图纸不对应 Ⅱ

设计标准没有针对性 Ⅲ

结构设计概况描述不全面 Ⅲ

缺少风险梳理章节 Ⅱ

基坑变形控制保护等级、基坑工程监测等级的选定不准确 Ⅱ

监测控制值及预警值未给出 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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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续）

隐患类型 隐患描述 隐患等级

设计说明 未明确抗浮、抗渗设防水位、地下水和土的腐蚀性评价 Ⅱ

设计图纸

绘图不规范、尺寸标注不全或图纸相互引用导致混乱。 Ⅱ

设计深度与当前设计阶段要求不符，设计深度不足 Ⅲ

图纸间前后不一致，标注与文字说明不一致 Ⅱ

专业接口冲突、图纸配合错误 Ⅰ

设计构造及其说明不明确 Ⅲ

计算书

参数选取不合理或选取错误 Ⅰ

计算漏项（漏荷载、漏参数） Ⅰ

计算模型（简化）错误、计算错误 Ⅰ

计算工况不全面 Ⅰ

计算配图缺失或配图错误 Ⅱ

施工配合
未开展施工配合或施工配合不及时 Ⅱ

问题回复未经相关专业确认 Ⅱ

注：因设计专业众多，表中仅为通用性的条款。

C.3 施工隐患排查项清单

可参考CJJ/T 275、TB 10304、GB 50715等编制施工隐患排查项的详细条目。表C.3给出了施工隐患排

查项清单。

表 C.3 施工隐患排查项清单

隐患类型 隐患描述 隐患等级

安全管理

体系、制度不健全，安全管理不完善 Ⅰ

安全管理组织及人员配置不足 Ⅰ

安全检查工作开展不全面 Ⅱ

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不到位 Ⅲ

场地及作业环境

文明施工不到位，现场管理混乱 Ⅲ

安全防护设施缺失或损坏 Ⅱ

照明、通风、除尘等作业环境改善设施损坏或未启用 Ⅲ

安全通道堵塞或被占用 Ⅲ

人员

安全交底、教育及培训不足 Ⅱ

职业资格不满足要求，或证件缺失 Ⅰ

冒险作业、危险施工 Ⅰ

未正确佩戴或使用各类安全防护用具 Ⅱ

工器具及设备

各项手续不全仍进场作业 Ⅱ

使用不合格或损坏设备进行施工 Ⅰ

未及时开展设备检修、校准、检测、保养工作 Ⅲ

设备使用或操作不符合规程 Ⅱ

临时用电不符合规程 Ⅱ

动火作业未经审批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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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续）

隐患类型 隐患描述 隐患等级

施工作业

施工方案未经审批或专项方案未经专家论证 Ⅰ

模板支架搭设即拆除不符合规程，或未经验收即投入使用 Ⅰ

地下工程结构及辅助结构存在明显质量缺陷 Ⅰ

未开展危大工程及关键节点工前条件核查 Ⅰ

未按方案施工 Ⅰ

密闭空间作业手续不全 Ⅰ

工程监测内容及频次不符合要求 Ⅱ

满足预警条件时未及时开展预警工作 Ⅱ

应急预案、应急物资、应急演练不满足要求或针对性不强 Ⅱ

安全协议缺失，轨行区管理混乱 Ⅰ

行车、停送电等调试管理混乱 Ⅰ

注：表中仅为通用性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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