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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运行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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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来说，交通运输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交通运输业不仅影响着我国公民日常出

行的安全性和便捷性，还直接关系着社会各行业的稳定发展与进步。无论是第二产业的原材料运输，还是第三产

业的经济贸易往来和人流量、空间跨度，都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本文主要针对交通运输行业中城市轨

道交通的运营展开分析，着重剖析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运行安全管理体系，结合实际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

出优化意见，希望能够为城市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帮助，从而为建设新型的城市交通线路网线打下坚实的

基础，满足现代化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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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轨道交通电力系统的重要性

虽然城市轨道交通是近些年来经济发展的产物，

但是其一经出现就迅速占领了城市交通的市场，具有

着极其广阔的发展前景，它可以说是在社会时代需求

下应运而生。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一种新型的出行方式，对于我

国公民日常出行来说有着很大的作用，不仅更加的便

捷，而且运行高效，对能源的损耗较少，可以说从一

定程度上能够取代私家车出行方式的占比，而城市轨

道交通供电系统是整个系统的重中之重，它能够为轨

道交通提供必要的动力，在运行的过程中，如果电力

系统出现问题，那么整个车辆的动力必将不足，无法

及时到达指定位置，耽误公民的日常生活与工作，还

有可能诱发恶劣的安全交通事故 [1]。所以必须保证供电

系统的稳定运营，确保其工作质量满足城市轨道交通

日常的运转，避免造成较大的社会影响，由此可见，

城市轨道交通电力系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必须健全

相应的安全管理机制，不断地进行优化与升级，这样

才能够保障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2 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对于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来说，建立一个完善的

运行管理体系至关重要，而在所有的管理工作过程中，

安全管理体系是一个重点环节，也是重点问题，因为

现阶段若是想真正地完善我国城市交通线路网线，就

必须让我国公民信任新出现的交通形式，从而推动其

市场需求和市场发展。一旦城市轨道交通出现问题，

那么必然会带来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诱发社会公民

的敌视和不信任，那么该种新型的出行方式必然会受

到抵制。电力系统对于整个轨道交通的运行来说至关

重要，一旦出现电压不稳或者是停止供电，那么城市

轨道交通将出现运行问题，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 [2]。

2.1 供电运行安全问题的危害性

对于轨道交通运输来说，最为重要的核心环节就

是自身的供电系统，供电问题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的

重点工作，必须要保证日常运转的稳定性，所以建立

安全管理系统是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不仅关系到企

业的健康发展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输方式的推广，还直

接影响着我国公民日常出行的生命财产安全。一旦供

电系统出现问题，那么造成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损失将

不可估量，轻则供电系统不稳定导致城市轨道交通的

速率不稳定，可能无法在指定时间到达指定位置，使

得自身的口碑下降；在问题严重的情况下，还有可能

导致整个轨道交通系统的紊乱，造成交通堵塞轨道、

车辆追尾碰撞、运输困难和人员伤亡 [3]。

2.2 供电系统安全管理的复杂性

城市轨道交通运行过程中，供电系统是最复杂的

一个系统管理体系，也是肩负着最重要的责任与使命

的工作环节。就目前的实际发展态势来看，城市轨道

交通供电系统还没有完全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大量的

操作，需要人工进行，尤其是后续检修体系和保养体

系对人工的依赖较为严重，但是检修的工作环节较多，

需要注意的各种细节问题层出不穷，如果后续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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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引发安全事故，那么供电系统

必然受到影响。当然，如果后续的检修系统没有与供

电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那么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是

不可避免的。

总体来说，由于供电系统安全管理的复杂性，导

致现阶段仍然没有一个可以依托的健全的安全管理制

度，从而使得安全管理工作的质量不高，无法将自身

的社会效益充分地发挥出来，以此来为供电系统的日

常运营保驾护航 [4]。

3 供电系统运营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3.1 工作人员自身素质不足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一种新兴的交通运输方式，已

经逐步地占据城市交通的市场，但是该种出行方式毕

竟是近些年来新兴的一种技术，仍然存在着一些技术

不足之处。这些问题很有可能会导致城市轨道交通日

常供电运转不稳定，所以需要建立完善的维修保养机

制，及时发现问题并将之解决，这样才不会对整个运

行过程造成影响。但是由于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开拓的

速率较快，在进行布局的过程中，人才培养的速率跟

不上时代发展的需求，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人才缺口

较大。

虽然近些年来，我国职业技术学院和高等学府都

开设了城市轨道交通专业，但是人才培养的速率仍然

跟不上岗位的需求增长速率，这就需要向社会各界聘

请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而这部分工作人员有可能没

有经过完善的培训和考核就走上工作岗位，导致某些

需要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操作的工作，出现工作质量不稳

定的情况，很有可能导致在维修保养时很多隐藏的问题

无法及时被发现，进而诱发较为严重的交通事故 [5]。

3.2 票据操作电子化系统构建不足

大部分的城市轨道交通供电系统所采用的操作方

法都是工作票操作方法，但是这种操作体系还是以传

统的工作流程为主，对人力的依赖较为严重，聘请操

作工人，以书写的方式进行记录，这些都会诱发许多

问题的出现。例如每个人的书写方式和书写习惯不尽

相同，在工作的过程中，由于工作压力较大或者工作

任务较为繁重，难免会出现字迹潦草的现象，很有可

能这份记录本人识别清晰，但是其他工作人员无法准

确地识别，造成信息传输错误，或者是由于各种问题

重新书写票据。这就导致票据储存和管理十分混乱，

错误的几率居高不下，另外也没有一个标准化的管理

体系进行优化与升级，大量的工作票据需要后期人工

筛选和整理。

3.3 检修水平有限

城市轨道交通的检修工作与其他交通运输行业的

检修工作有着明显的差别，例如城市轨道交通是近些

年来新兴的交通运输方式及对其供电系统的要求较为

精密，所以整个供电系统的组成较为复杂，很多问题

都是隐藏在各个机械设备之中，无法鲜明地显现出来。

工作人员在进行检修保养的过程中，必须要保证自身

的专业水平满足检修工作的需求，才能够顺利地推动

检修工作的进行。但是就目前的实际状况来看，大部

分的检修工作人员自身的知识储备不过关，也没有丰

富的管理经验，仅仅是具有一定的操作技巧就被调配

到维修岗位之上，管理者对维修保养机制的不重视，

导致一线工作人员也无法提高自身的工作热情，在进

行工作时，仅仅是敷衍了事，将整个保养体系变成面

子工程。另外，检修人员检修方法仍然以传统的看、听、

人力检测方法为主，没有应用现代化的检修探测设备，

很多经验不足的工作人员无法发现潜藏在深处的安全

隐患 [6]。

3.4 监督管理力度不足

工作过程中管理体系是约束各个工作行为的标准，

但是现阶段，相关人员没有重视对城市轨道交通管理

体系监督管理的重要性，没有构建一个完善的监督制

度和管理体系，导致各个环节的工作没有形成有效的

反馈机制，仅仅是为了完成自身的工作而进行工作，

工作人员不会及时地进行反思，不会推动交通体系的

优化，再加上没有监督机制进行管理，很多工作完全

是陷入随波逐流的状态，工作人员也不会自主地提高

自身的技术水平。甚至很多工作人员也会在巡检或者

是操作过程中偷懒，工作态度不端正，从而诱发安全

问题的出现。

4 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4.1 防止供电运营及维修的错误操作

虽然城市轨道交通供电运行管理体系近些年来取

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大部分的城市和地区都已

经根据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建立了严格的管理规章制

度，但是这些制度需要工作人员进行推动。工作人员

自身的专业水平不足，技术能力有限，无法保证这些

关键性的操作工作质量达到相关标准，甚至许多工作

人员没有经过相应的培训，仅仅是按照自身的工作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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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盲目操作，导致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增加。所以，我

们必须要将安全管理体系的重要性充分地发挥出来，

对工作人员的日常保养和维修的每一步工作进行监督

管理，可以设立双岗双责制度，加强每一个岗位之间

的联系和互动，这样工作人员在工作的时候才能够从

根源上杜绝问题的出现。同时还可以站在全局的角度

出发，划分问题出现的重点和难点区域，然后加派技

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同时后期监管时也要对该区域

进行着重管理，实现多人多地点多层次监督协同作战，

从根源上杜绝错误操作和错误维修的可能性出现 [7]。

4.2 工作票操作系统电子化建设

大部分城市的轨道交通供电系统采用的都是工作

票操作方法，其劣势上文已经分析明确。所以在进行

供电系统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普及智能化信息技术，推动信息化体系的构建。

该项工作不仅仅能够降低人为错误出现的几率，还能

够帮助工作人员进行日常性的工作，大幅度地减少工

作人员日常工作的压力，有效地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

热情。例如利用了智能化信息系统之后，工作票的制

作就不需要人力进行抄写和传输，而是依托电子信息

软件进行打印，同时还能够将这份票据上传到系统之

中，哪怕票据丢失也能够及时地进行补充，不会因为

票据字迹不同出现认知不清，或者是由于问题重写而

导致票据混乱的现象 [8]。另外，信息化体系还能构建一

个数据平台，在这个平台之上对这些工作票进行处理，

避免了人工处理的工作压力和失误，尤其是在进行后续

操作票审核时，将审核的流程简化，避免其他因素对审

核流程的干扰，从根源上杜绝安全管理体系出现漏洞。

4.3 接触网检修框架下的高效作业模式

我国全国各地的地铁公司都已经对接触网检修作

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已经明确了其检修的重要性，

但是部分企业仍然呈现着一种忽视操作的态度，将其

视为并不占据较大影响因素的一种工作。在完善的管

理制度中，已经明确标注该项工作应该如何进行，对

每一个工作环节都有着相应的操作要求。但是由于缺

少相应的技术人员，也没有完善的监督管理机构履职，

匹配技术手段十分薄弱，工作开展质量较差，时常会

造成各种问题的出现 [9]。而且接触网与接地的操作有着

机动化的趋势，因此，相关单位必须与相应的厂家展

开合作，共同进行技术研究，突破原有技术的束缚，

实现接地操作和强制安全连锁保证接触网检修框架的

高质量安全模式。

4.4 远程监控系体建设

24小时的动态远程监测体系能够帮助人员进行相

应的检修和保养工作。通过数据传输传感技术和数据

分析处理技术等搭建的信息平台，能够 24小时对供电

系统的工作状态进行监控，并且实时记录工作产生的

数据和信息，一旦发现异常数据能够第一时间进行追

踪，确定出现问题的区域和设备，通知相应的工作人

员迅速到位展开工作。而且能够将这种异常数据和处

理效果记录下来，为后续供电系统安全质量管理体系

构建打下坚实的信息基础。

5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来说，供电

体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必须完善安全质量管理

体系优化管理模式，确保安全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和可

行性，并且推动其智能化水平和自动化水平，这样不

仅能够有效地降低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大幅度地提高

工作效率，降低运营维护成本，还能够提高从业人员

的职业素养和技术水平，为整个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

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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