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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于城市轨道交通自身存在人流密集、空间密闭、发生事故后救援难度大等特点，其运营安

全问题一直是城市安全的重点关注对象。通过对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特点、国内外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安全事故案例、专家意见、相关理论研究的收集和分析，总结识别出城市轨道交通易发事故

的危险源。利用风险概率-影响矩阵法，根据深圳市自身发展情况以及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

运营的特点，识别出大客流拥挤踩踏、公共卫生安全、安保区结构被破坏、行车关键设备、自然灾

害五种重要风险。针对事故风险点提出健全全过程风险管控体系、强化全方位应急管理体系、建立

多平台智慧安全防控系统和优化维修计划四大运营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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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gh passenger flow, closed space, and rescue difficulty af-

ter accidents, urban rail transit operation safety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urban safet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enzhen urban rail transit operation, urban rail transit accident cas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expert opinions, and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isk

sources of urban rail transit operation. According to Shenzhen's develop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ail transit planning, 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the paper discusses five important risks us-

ing risk probability- impact matrix method, such as passenger flow congestion and trampling, public

health safety, destruction of security area structure, key driving equipment, and natural disasters. Fac-

ing accident risk points, the paper proposes four risk control measures: improving the whole process

risk control system, improving the all- around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establishing a multi-

platform intelligent safety control system, and optimizing the maintenanc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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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

起，交通运输部以及深圳市人民政府陆续出

台了十余项关于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的管理办

法与技术标准，体现了国家和地方对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安全的高度重视。目前，城市轨

道交通已成为深圳市公共交通的骨干，随着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四期建设规划调整的批

复和五期建设规划的推进，其线网规模仍将

不断扩大，运营安全风险应当引起高度重

视。因此，加强运营风险管控与隐患排查治

理双重机制建设，多方面提高运营安全保障

能力，防范和化解运营风险十分必要。

11 研究综述研究综述

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风险分析与评估需

要依靠长期运营积累的经验、教训以及庞大

的事故数据库。国外部分城市已经建立了以

定量为主的风险分析评估模型，形成了较为

成熟的运营风险评估体系。英国伦敦地铁安

全风险评估体系的特点和优势体现在工作的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析及管控措施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分析及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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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化，为了使评估的风险水平更加科学精

准，其采用了定量风险评估(Quantitative Risk

Analysis, QRA)、乘客风险评估 (Customer

Risk Assessment, CRA)以及工作场所风险评

估(Workplace Risk Assessment, WRA)三种评

估工具，覆盖了运营系统的全对象和全流

程，便于管理部门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措

施[1]。此外，英国及欧盟各城市还采用了统

一的轨道交通事故(事件)统计指标(Common

Safety Indicators, CSIs)和统一的安全统计报

告 [2]，不仅可以对运营风险进行定量分析，

还可以对不同城市、不同轨道交通系统进行

多向对比，弥补安全漏洞，提高区域整体的

运营安全水平。美国纽约地铁的风险评估体

系采用的是安全风险认证报告 (Safety and

Security Certification, SSC)[3]。该报告相当于

一份行动指南，规范了整个地铁运营系统中

所有参与者的工作内容与流程，包括系统风

险因素、安全风险指标的确定、检修与应急

预案的实施、风险管控措施等内容。

2007年，原建设部颁布了《地铁运营安

全评价标准》 (GB/T 50438—2007)，中国部

分城市已按照其要求开展了地铁运营安全评

价工作。由于缺乏大量的原始数据和事故案

例，城市尚没有形成综合完善的地铁运营安

全指标评价体系。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的路

网运营安全风险评价体系[4]对指标和评价标

准进行了量化，提出了设备设施隐患、车站

客流风险、运营安全管理与保障风险三部

分 32个评价指标的千分制评价方法，有助

于加强薄弱环节管理，促进系统化综合管

控。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安全评价工

作由市交通委员会组织第三方机构来进行。

评价内容分为 8个专业，流程是先分后总，

先进行各子系统的评价，再进行运营安全总

体评价，最后是对风险量化分级以及风险点

分析和归类，提出整改建议。

22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特点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特点

1）深圳市地质结构多样并伴随灾害性

天气。

深圳市位于中国南部海滨，存在多处填

海区，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较为复杂。

部分区域存在断裂、软弱土层、花岗岩类残

积土层、花岗岩球状风化、溶洞、地表水体

以及具有腐蚀性的地下水。以目前正在填海

形成的海洋新城片区为例，未来将规划多条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经过，其建设运营存在

挑战。

此外，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形结构以

及海陆位置分布等因素的影响，台风、暴

雨、洪涝成为深圳市主要的气象灾害。其中

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危害最大的是每年

台风季带来的狂风和强降雨。

2）随着新线的开通，客流激增，加大

了网络化运营的复杂性。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自运营以来，客运

量不断增长。2018 年日均客运量 538 万人

次·d-1，2019年5号线和9号线延长线开通后

日均客运量冲击600万人次·d-1。部分车站客

流已超过设计能力，早高峰小时部分区间超

满载率的情况已成常态。截至2020年12月，

城市轨道交通全网运营里程达411 km，车站

283座。

随着四期建设规划的逐渐建成，至2025

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 650 km。

随着新线陆续投入运营，人流管控、运营调

度、设备维保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安全风险

也同步增长，安全压力日益凸显。

3）枢纽站复杂的客流流线以及不同的

建设时序，加大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运

营组织的难度。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践行站城一体化发

展理念，通过枢纽建设的契机，打造交通一

体化、空间一体化的片区发展新节点。目

前，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存在多处多线换乘

枢纽，车公庙为四线换乘站，福民、福田、

前海湾、深圳北等为三线换乘站，随着轨道

交通网络密度的加大，枢纽数量将进一步

增加。

枢纽站由于线路、功能集聚，客流组成

和流线较为复杂，在早晚高峰期，容易出现

换乘客流流线冲突的情况。此外，枢纽不同

线路的建设时序难以同步，若没有提前做好

规划预留，新建线路可能会对既有线路的运

营产生影响。

4）城市轨道交通一期线路关键设备开

始老化，设备可靠性下降。

城市轨道交通一期线路运营时间已达16

年，二期线路运营超过 8年。一期工程接触

网、承力索、轨道已进行了部分更换，至

2020年250余辆列车进行了大架修。从现状

运营情况来看，故障导致运营延误15 min以

上的事件呈较快增长趋势，设备可靠性和稳

定性下降，安全风险上升。特别是 1号线信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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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系统故障较多，需要在沿线车站设备室安

排专门的值守人员加强防范。

5） 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建设开发速度

快、密度大，安全保护区管理工作形势严峻。

在有限土地资源的约束下，通过轨道交

通建设来引导、带动沿线片区的城市更新与

重建，已成为深圳市推动城市转型、高品

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然而，随着沿

线城市开发强度的加大，因外部施工作业侵

入城市轨道交通安保区，破坏隧道、设施的

情况时有发生，加大了轨道交通安全监督、

管理工作的难度。

33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

评估评估

33..11 危险源辨识危险源辨识

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事故案例[5-6]、安全

理论[7]和深圳市特点的分析，以及对相关者

需求和专家意见的搜集，从人、机、环境、

管理等方面，对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全

过程进行多维度排查，列举所识别的危险

源，包括但不限于表1列出的类别。

33..22 风险分析与评估风险分析与评估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风险是指城市轨

道交通在运营过程中发生某种安全事故(事

件)的可能性及严重性的组合。结合深圳市

近些年的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事故数据以及专

家意见，判断主要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影响等

级，并运用风险概率-影响矩阵法(见表2)评

判其风险程度，揭示出五大关键性风险：行

车关键设备风险和自然灾害风险为较大风

险；大客流拥挤踩踏风险、公共卫生安全风

险和隧道、轨道、车站等安保区结构被破坏

风险为一般风险(见表3)。

1）大客流拥挤踩踏风险。

城市轨道交通是大运量交通工具，在高

峰期、节假日等产生短时大客流甚至超大客

流是固有的运输特性[8]。此外，封闭地下空

间、高度密集人流，加上防疫社会形势导致

的心理紧张，易引致拥挤踩踏风险。一是站

内客流组织不当或短时站内超过安全容纳人

数，在通道、扶梯、站台等部位引致拥挤踩

踏。二是突发事件引致惊慌和羊群行为，如

近年几起拥挤踩踏事件是由乘客自身不适晕

倒引起周边乘客恐慌奔逃。

表1 危险源分类

Tab.1 Hazard sources classification

危险源类型

人的因素

设备因素

环境因素

管理因素

危险源

乘客容易引起恐慌的行为：如醉酒、打架、物品掉入轨行区、跳轨自杀、故意触动紧急安全装置；
低血糖、孕期不适等身体不适导致晕倒等情况

市民危险举动：在高架轨道交通线路沿线放风筝、气球、晾晒东西等，造成城市轨道交通限界被侵
入引发接触网等供电设备跳闸

公司内部工作人员(驾驶员、调度员、维修员等)不安全行为：关键岗位随意调度、状态不佳，素质较
低、经验不足、侥幸冒险、违章作业等不合规范的行为

公司外部工作人员(保洁、厂家维保人员等)不安全行为：由于服务人员的随机性，地点与人员均不固
定，导致对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中施工作业的特殊要求了解不足

极端分子：生化、爆炸、纵火等恐怖袭击行为

固定设备设施故障：包括土建设施、区间隧道、自动售检票系统、自动扶梯系统、火灾报警系统、
屏蔽门系统、供电系统、信号系统、通信系统以及轨道系统等

移动设备设施故障：主要是指车辆系统。车辆的车门、牵引和制动装置、空气压缩机等出现故障的
概率相对较高

内部环境不良：空间密闭、通风不畅、渗水、隧道散热欠佳等，导致人身体与心理不适，或造成电
气设备短路等故障

外部自然环境不良：强风、暴雨、洪水、雷电、地震等

外部设施设备环境不良：安保区内有违法施工、异物入侵等

公共卫生环境不良：传染病疫情、食品安全、动物疫情等

安全管理机构不健全

安全生产、运营、监督责任制未落实

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存在漏洞、设施设备操作流程不规范、检修计划不完善、事故应急预案缺乏针对
性或响应不及时、员工培训制度不到位、安全宣传不足等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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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工作日早高峰(7:00—9:00)1，

3， 4， 5， 11 号线局部区段满载率超过

100%，最大达 130%，个别列车局部区间乘

客超过 2 000 人，最大达 2 400 人。深圳北

站、车公庙站、老街站进出站客流和换乘客

流总量达 30万人次，坪洲、固戍、五和站

等早高峰短时客流超过线路运能。

虽然2020年8月18日开通运营的6号线

和 10号线降低了部分线路的负荷强度，但

1号线桃园—深大区间、3号线水贝—草埔

区间、4号线民乐—上梅林区间、11号线宝

安—前海湾区间的高峰小时线路满载率仍大

于100%，存在大客流拥挤踩踏风险。

2）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2019年 12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

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给全球公共

卫生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深圳市作为中国

典型的移民城市在这次疫情中也面临严峻挑

战。城市轨道交通作为深圳市公共交通的骨

干力量，是公共交通系统疫情防控的重要环

节之一。在重大疫情面前，城市轨道交通承

担着保障出行需求和防控疫情的双重责任。

对于新冠肺炎这类传播性强的疾病，防

控要求将患者隔离，将不同风险等级人群分

离，减少人员接触。但城市轨道交通自身的

空间狭小、密度高、大客流等特点与防控要

求矛盾，容易引发疫情传播、交叉感染等问

题。此外，新冠肺炎患者在前期可能存在并

无明显症状但具备传染性的情况，仅依靠车

站出入口的体温检测设备难以识别无症状患

者。当患者或疑似患者进入车厢后，可能导

致整个车厢甚至整个车辆的人员变为有接触

史的密切接触者。由于乘客位置难以定位、

流动性大、排查基数大，导致接触人员追踪

困难，且多存在滞后性，容易造成接触人群

呈指数增长。例如，2020年1月22日，一例

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乘坐了青岛地铁，且期

间换乘了多条线路，运营公司耗时 2天才完

成排查，最后导致数十名乘客受影响需居家

隔离观察，相关列车下线进行全面消杀。

3）隧道、轨道、车站等安保区结构被

破坏风险。

安保区被破坏存在内因和外因两种情

况，均可能导致运营中断或人员伤亡。外因

可能存在的情况有：周边开发引发水土流失

导致隧道塌陷；部分施工作业(特别是勘探

阶段)不按规定申报；违法施工导致隧道被

打穿等。

内因可能存在的情况有：施工质量不过

关或渗漏水等导致隧道发生沉降；由于枢纽

站各线路建设时序不同，在上跨或是下穿运

营线路时，若施工不当，容易对已运营车站

造成影响。例如，隧道掘进过程中可能存在

局部地段切断地下水的径流，造成地下水的

流失或是导致水体倒灌隧道；已运营车站周

边多存在大量管线，若施工不当引起地表沉

降或者盾构引起地表隆起将导致既有管线周

围土体变化，危害管线安全。以在建的黄木

岗枢纽为例，7号线(运营)、14号线(在建)和

24号线(规划)在该枢纽交汇，节点复杂，且

需改造既有 7号线，并与上方新建的道路隧

道结合，容易给既有 7号线车站和旧路衔接

段带来风险。

4）行车关键设备风险。

行车关键设备如信号系统、通信系统、

车辆系统均按照“故障导向安全”的原则设

计，信号自动保护系统及车辆自身保护系统

能有效保障列车的安全运行。但在新线开通

表2 风险概率-影响矩阵

Tab.2 Risk Probability - Impact Matrix

风险影响等级(C)

微小

较小

中等

较大

严重

>0~0.2

>0.2~0.4

>0.4~0.6

>0.6~0.8

>0.8~1.0

风险发生概率(P)

很低
>0~0.2

较小

较小

较小

较小

一般

较低
>0.2~0.4

较小

较小

一般

一般

较大

中等
>0.4~0.6

较小

较小

一般

较大

较大

较高
>0.6~0.8

较小

一般

较大

较大

重大

很高
>0.8~1.0

较小

一般

较大

重大

重大

表3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主要风险程度评估

Tab.3 Assessment on major risks of Shenzhen urban rail transit operation safety

风险因素

大客流拥挤踩踏风险

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火灾事故风险

暴恐袭击和极端个人
肇事风险

关键岗位人员素质风险

坠轨事故风险

隧道、轨道、车站等
安保区结构被破坏风险

行车关键设备风险

自然灾害风险

风险发生概率
(P)

中等0.5

较低0.3

很低0.2

很低0.2

较低0.4

很低0.2

较低0.4

中等0.5

较高0.7

风险影响等级
(C)

中等0.5

较大0.7

较大0.7

较大0.7

较小0.4

中等0.5

中等0.6

较大0.7

中等0.5

风险程度
(P×C)

一般0.25

一般0.21

较小0.14

较小0.14

较小0.16

较小0.10

一般0.24

较大0.35

较大0.3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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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或是设备使用一定年限，进行设备更

换、升级或系统改造、更新后，可能会存在

调试不充分、新旧设备不兼容、预设条件冲

突等情况，产生列车冲突、脱轨等风险。例

如，2019年3月18日，香港地铁荃湾线在进

行新信号系统测试时，对向的两辆列车发生

了擦撞。

深圳市2020年共开通了7条城市轨道交

通线段，包括2号线东延、3号线南延、4号

线北延、6号线(一、二期)、10号线以及8号

线一期，全长共计107 km。由于新线开通密

集，新设施设备投入运营初期调试、磨合

概率高，可能会出现设备故障问题。

此外，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

设规划》以及《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2016—2035)》，未来将有多条城际铁路和城

市轨道交通经过前海合作区，由于道路条件

限制，对于梦海大道等需求较大、条件较好

的通道，可能会考虑采用共线运营的方式。

但此做法需要在规划阶段对区域内的城际铁

路线和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进行统筹考虑，保

障车辆制式统一，解决信号系统兼容等问

题，降低行车关键设备风险发生的概率。

5）自然灾害风险。

台风是深圳市发生最多、危害最大的灾

害性天气。台风季为每年 7—9月，通常会

带来强风和强降雨。近年来，台风天气对深

圳市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造成了较大的影

响，例如，发生雨水倒灌车站、高架段/全

线路停运导致乘客滞留等情况。

对于高架线路，例如6号线、11号线碧

头站—机场站区段，还可能发生外部异物被

强风吹入限界、车辆脱轨、设备设施遭受雷

击等情况。此外，规划的 8号线二期将延伸

至海边的大小梅沙，需谨防台风导致海水倒

灌线路和车站的情况。

44 运营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运营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44..11 建立运营单位提前介入机制建立运营单位提前介入机制，，健全健全

全过程风险管控体系全过程风险管控体系

在城市轨道交通前期的规划、设计、建

设过程中需对后续的运营服务需求作出充分

考虑。为加强前期工作与后期运营的有效衔

接，原则上应当在新建线路可研报告编制前

确定运营单位[9]，保障运营单位人员的全过

程参与，从而在规划、设计、建设阶段为各

相关单位提供关于空间、设备在管理、维护

与长期运营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例如，对安

检空间的提前规划设计，可以减少因设施设

备占用人流空间产生大客流拥挤踩踏的风险。

此外，运营公司人才的提前进驻，加强

了对施工的监督，提升了工程质量，使建筑

体与设施更加完备，减少问题产生的可能

性。运营公司的提早介入，可以让轨道交通

运营中的诸多风险在前期得到控制，形成全

过程的风险管控体系。

44..22 强化全方位应急管理体系强化全方位应急管理体系，，加强应加强应

急能力急能力

一是完善事故信息发布制度，建立应急

短信发送平台[10]，便于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

实、减少恐慌，同时对乘客的行动进行引导

和疏散，避免衍生事故的发生。为了提高突

发事件的信息发布效率，需要对工作内容和

流程制定标准和细则，明确信息发布的主

体、途径、内容等。

二是健全应急组织机构，推动应急联动

体制，形成“多方联动，逐级上报”的应急

响应机制。竖向形成“深圳市交通运输应急

指挥机构—地铁集团/参建单位—车站”的

三级组织模式，横向形成运营公司、建设单

位、政府相关部门、辖区政府、市公安机

关、公交、电力、通信、供水等单位[11]的联

动组织模式，加快对信息报送、人员疏散、

设施设备抢修等关键环节的响应，提高协同

应对事故的能力。

三是完善应急预案体系。针对城市轨道

交通在运营过程中的大客流拥挤踩踏事件、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爆炸、自然灾害以及

突发性设备故障等原因造成的运营危害，制

定相应预案，明确不同级别安全事故的上报

层级与联动部门和单位，形成“一类一预

案”的应急预案体系。

四是强化安全演习。除了城市轨道交通

相关单位内部的应急演练外，需至少每年公

开组织一场应急演练，例如对火灾、列车冲

突、脱轨等事故的模拟演练，加强市民的安

全意识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能力。

44..33 拓展多平台智慧安全防控系统拓展多平台智慧安全防控系统

1）气象专用信息服务平台应对自然环

境影响。

与深圳市气象服务中心合作，在高架线

路、地势低洼以及沿海的车站沿线设置气象

监测自动站，自动将该区段的风向、风力、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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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雷暴情况等核心信息报送到轨道交

通控制中心。当达到维持运营能力上限值

时，系统能够实现自动报警，以便运营公司

迅速采取应急措施。

2）智慧疾控联动平台降低传染风险。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已逐步实现“扫码

过闸”“二维码上传同乘信息”等实名乘车

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实名追踪的能力。

应充分利用 GPS 定位、5G 通信、生物识

别、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实现乘客信

息的快速录入、精准查询、同步更新。并联

合卫健委、疾控中心，构建有效的疫情预测

预警排查系统，及时预警，减少安检员等一

线工作人员的工作量，形成科学精准追踪的

疫情防控系统，进一步提高流行性传染病疫

情应急管理能力和决策指挥效率。

3）大客流监测平台预防踩踏事故。

增加基于视频识别的客流密度监控预警

系统，对城市轨道交通内客流量、排队长

度、区域客流密度进行实时监控，并通过提

前计算出各区域的最大客流承载能力来判断

存在大客流安全隐患的节点，从而进行预

警，帮助工作人员快速、精准地采取引导、

疏散措施，避免事故发生。

44..44 优化维修计划优化维修计划，，增加状态性检修增加状态性检修

城市轨道交通采用相对固定的计划维修

模式，对设施设备的故障状态难以精准及时

处理。将设备的检修模式由计划检修逐步转

变为状态性检修，能够更及时地发现安全隐

患，减少因设备突然故障对行车造成的影

响，同时还能对故障部位进行针对性的检

修，缩短其下线检修的时间，以便快速恢复

运营，减少人力和资源的浪费。

目前，在建的城市轨道交通 20，12，

13，14和 16号线的列车均配备了全自动运

行系统，为采用状态性检修提供了良好条

件。通过列车的信息和自我诊断系统，对车

辆部分机械、电气系统进行检测，当发现磨

损超过极限值或是故障时，车辆将自动对异

常情况进行记录和评估，并反馈给中控系统。

55 结语结语

本文采用风险概率-影响矩阵法对深圳

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主要风险进行了评估，

识别出五大重要风险。其中行车关键设备风

险和自然灾害风险为较大风险，大客流拥挤

踩踏风险、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和隧道、轨

道、车站等安保区结构被破坏风险为一般风

险。针对识别出的风险提出了健全全过程风

险管控体系、强化全方位应急管理体系、建

立多平台智慧安全防控系统和优化维修计划

四大运营安全风险管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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