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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既有轨道交通 5 号线
“不停运”改扩建升级关键技术
朱 捷，陈文艳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上海 200235）
摘 要: 既有 5 号线改扩建工程，是中外首次整条运营线路实施“边运营、边改扩建、边延伸”的项目，经过历
时两年半的建设于 2018 年年底与 5 号线南延伸工程同期开通，对于提升 5 号线整体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如何确
保改扩建期间既有线路正常、安全运营是项目设计的难点，设计需要与建设、施工、运维方通力协作，制订合理
的改扩建原则、方案及工程实施计划。这不仅为实现中国首例高架线路全线“不停运”改扩建奠定了技术基础，
也为今后同类项目提供了借鉴经验。同时，工程设计还根据城市发展及社会对轨道交通服务提出的新要求，对
既有线提出合理的技术改进、升级方案，使改造后的 5 号线整体系统功能更佳、与城市环境更协调、更能体现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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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Technologies for Renovation and Expansion of
Shanghai Rail Transit Line 5 without Stopping Operation
ZHU Jie, CHEN Wenyan
(Shanghai Tunnel Engineering & Rail Transit Design and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200235)
Abstract: Shanghai Rail Transit Line 5 has been the first in the world to implement the renovation, expansion, and extension
construction of an entire in-service line. At the end of 2018, after two and a half years of construction, the updated Shanghai
Rail Transit Line 5 was opened along with the south extension project of Line 5, which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Line 5. Ensuring the normal and safe operation of the existing line
during the reconstruction period was a challenge. Extensive cooperation was required between the designer and the client,
constructio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teams, to formulate reasonable principles, schemes and project implementation plans
for the renovation and expansion construction efforts. This approach not only laid the technical foundation for the achievement of
the first renovation and expansionof an entire in-service elevated rail transit line in China, but also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jects in the future.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the newest rail transit service standards, a reasonable technical
improvement and upgrade plan was proposed for the existing line, resulting in a better overall performance, better alignment
with the urban environment, and more customer-friendly design concept for Line 5.
Keywords: existing elevated rail transit line; without stopping operation; renovation and expansion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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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线路北起莘庄站，南至闵行开发区站，线路全长

工程背景
上海既有轨道交通 5 号线于 2003 年 11 月正式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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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7.206 km，除莘庄站为地面站外，其余线路均采用高
架方式敷设。根据当时的城市规划、线网规划及客流预
测等基础资料，该线系统制式采用 4 辆编组小型车，相
关土建工程及系统设施均按此标准进行设计、建设，并
在东川路站岔前预留了继续向南延伸的条件(见图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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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海城市的发展，为进一步加强闵行、奉
贤地区与中心城的联系，5 号线向南跨越黄浦江，
延伸至奉贤的南桥新城组团 [2] 。延伸后预测客流量
大幅增加，远期高峰断面客流由 2.01 万人次/h 增加
至 2.8 万人次/h[3]。既有 5 号线开通近 15 年，各系统
已明显老化，面对新的客运压力亟待扩能改造。
同时，新建的 5 号线南延伸段采用了基于无线通
信的列车自动控制(communication based train control
system，CBTC)等新系统、新设备，既有段与南延伸
段作为完整的系统，为了确保既有段各系统能力与新
建南延伸线相匹配，技术标准尽可能一致，发挥线路
的整体效益，也必须对既有段的各系统、设备进行更
新升级。

2

工程特点及难点
工程遵循“边运营、边改扩建、边延伸”的原则，

在保证既有 5 号线全天候正常、安全运营的前提下，
实现整线“不停运”改扩建，这在中外轨道交通建设
和运营史上都是罕见的。
1) 改扩建工程范围大、涉及专业面广、作业面狭
窄。本次改扩建范围几乎涵盖既有 5 号线全线，主要
包括莘庄站—东川路站段 7 座车站扩建，
满足 5 号线主
线车辆编组由 4 节调整为 6 节的需求；
莘庄站站后折返
线(含与 1 号线的联络线和新建出入场线)、全线信号系
既有 5 号线及南延伸走向示意

统及牵引供电系统等设施改造工程，
满足线路系统能力

Existing Line 5 and South extension line alignment

达到 30 对/h 的要求；加装声屏障，减少线路运营

图1
Fig. 1

图2
Fi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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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 5 号线及南延伸配线示意图

Line 5 existing layout and South extension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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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环境的影响等三大改造内容。涉及线路、建筑、

原则上保持与既有 5 号线一致，系统设计能力应满足

结构、信号等 17 个专业的近百项改造工作[4]。

远期客流需要，并为未来发展留有余地。

2) 改扩建的同时，需确保既有线正常运营。既有

另外，确保改扩建期间既有 5 号线正常、安全运

5 号线是闵行地区至中心城重要客运通道，平均日客

营，也是本次设计的一项重要原则。因此，与一般新

运量超过 20 万人次，一旦停运势必会给本已十分拥堵

线设计不同，设计除了需与施工单位协调外，更需要

的上海城市交通造成更大的压力。因此，在改造期间

加强与运营单位的沟通，将确保运营安全作为方案研

确保既有 5 号线“不停运”是项目的重要前提，也是

究重要的边界条件。

工程的重难点，中国可供参考的工程先例较少。

3.2

3) 需合理利用有限夜间检修停运时间。工程中有

深入研究工程实施方案

3.2.1

尽可能使改扩建设施与既有设施“相对独立”

大量涉及正线轨行区的改造工作，如既有车站站台及

方案设计尽可能使改扩建设施与既有设施“相对

雨棚加长、全线信号系统安装及调试、莘庄站折返线

独立”，从源头上减小工程实施对既有线轨行区、车站

曲线改直线、站台门及声屏障安装、车辆调试等。需

公共区等关键系统的影响范围和时间。

要设计与建设、运维等部门相配合，制订合理的工程

1) 车站站台改扩建采用“有效站台两端加长”方

方案和施工筹划，在每天不到 4 h 的停运时段内，有

案(见图 3)，这样可在不增加楼扶梯的情况下，满足楼

序推进各项改造工作的实施。

梯口至站台端部不大于 50 m 的消防疏散距离要求，从

4) 信号系统采用先进的“双 CBTC”系统。信号

而使有效站台扩建对既有车站公共区基本无影响。

系统是保证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核心系统，本次改扩
建将既有 5 号线信号系统由点式列车控制系统升级为
无点式后备模式的“双 CBTC”系统。该系统不仅在
中国首次使用，而且对全线信号系统整体升级改造也
罕有先例，具有技术新、难度大、风险高等特点。设
计需制订周详的改造期过渡方案及应急预案，确保改
造期运营的安全[5]。

图3
Fig. 3

站台采用“有效站台两端加长”示意图
Effective platform extension at both ends

5) 改扩建与提升线路功能和服务水平同步进行。

通过对线路、接触网立柱、道岔、道路红线、地

既有 5 号线开通已有近 15 年，期间轨道交通技术取得

下管线等限制因素的梳理研究，既有 5 号线各站站台

了巨大进步，人们对轨道交通服务的需求也日益提高。

改造方案(见图 4)如下：

因此，本次改扩建根据新技术发展趋势和新的社会需

春申路站、银都路站、北桥站采用完全对称扩建

求，对 5 号线整体系统功能进行升级，使线路运营更

形式；
颛桥路站和剑川路站受轨道道岔及接触网下锚等

安全、服务更人性化、与城市环境更协调。

因素控制，采用了两侧非对称扩建形式；莘庄站受站后

3
3.1

实施计划
合理制定改造原则及标准
作为改扩建项目，一方面需立足既有线的实际情

折返线道岔制约，采用上下行站台错位的扩建形式。
东川路站为 5 号线既有段与南延伸段接轨站，既
有站为标准侧式车站，车站北端预留有供线路南延伸
的接轨道岔梁。为保证改扩建期间 5 号线的正常运营，

况，要做到“充分利旧、节约投资”；另一方面也要对

新建南延伸区间及站台采用独立桥梁结构，设于既有

既有线存在的“短板”进行改进、升级，从而提升改

站台外侧，与既有线形成“双岛四线”接轨站。

造后线路的整体功能和服务水平。

2) 因地制宜，确保结构工程可实施性和运营的安

因此，既有 5 号线改扩建的总体设计原则是：以

全。无主变电所的标准车站，扩建部分结构与既有结

既有 5 号线现状为依据，除信号、站台门外，其他系

构完全脱开，并采用大悬挑结构形式(见图 5)，以保证

统原则上贯彻原有的设计原则和标准，并按最新颁布

车站结构的可实施性，减小对既有车站结构的影响。

的有关规范及各专业的技术要求进行改造。同时，根

桩端持力层选择⑦1-2 粉砂层或⑦2 粉细砂层，同时采

据目前轨道交通技术发展的主流趋势，对部分标准加

用桩底注浆工艺，减小了新建与既有结构之间的差异

以更新、提高，以提升线路的服务水平。各系统制式

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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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设计采用直接将新站台层荷载传递至原框架柱的
方案，为避免固结方案会有大量钢筋采用植筋造成既
有结构的损伤，创新性地在房建结构中采用了铰接钢
筋连接方式，在满足结构受力情况下，通过植筋技术
与原结构柱取得了可靠连接。
东川路站改建后成为双岛式，为避开现状地下管
线，减小施工难度和风险，外观延续区间桥梁一致的
景观，节约工程投资，缩短施工周期，采用了轨道梁
和站台梁合二为一的桥式结构，确保了一体化的站台
梁和轨道梁变形一致，也减少对原车站运营的干扰。
这一成果被授权国家发明专利，并获得上海市第 31
届发明专利选拔赛金奖。
3) 满足“不停运”的要求。在处理站台扩建与既
有线各系统管线的关系上，新建站台板直接覆盖在原
车站端部的“喇叭口”(即区间与车站的接口，主要作
用是让各系统管线由区间接入站台下夹层，同时留出
图4
Fig. 4

东川路站改造示意图

站台进出区间的疏散检修通道)上，尽量不对其内的管

Renovation scheme of Dongchuan Road Station

银都路站是一侧新建站台层基础坐落在原主变电
所上，受运营期间不能进入主变电所内改造施工的限

图5
Fig. 5

3.2.2

线进行改动，仅拆除站台端疏散检修楼梯，移至新加
站台末端。这样可避免对既有线各系统的影响，满足
“不停运”的要求。

车站结构采用大悬挑结构

Station with large cantilever structure

加强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多方协作，合
理编制工程筹划

莘庄站折返线上方有即将建设的上盖开发，前期
设计方案中很好地统筹了两者的关系，实施中预留了
上盖开发的立柱(见图 6)。
为保证改扩建期间既有线的正常折返作业，在工

利用夜间停运时间实施。主要步骤如下：
1) 改造期间利用既有折 4 线进行临时折返作业。
2) 运营期间，先期实施新建折返线与既有折 1、
2 线线间距大于 4 m 地段的路基，并铺设轨道和车挡。
3) 运营期间，拆除既有折 1、2 线，并实施新建折
返线与既有折 4 线间距大于 4 m 地段的路基和铺轨工作。

程筹划安排上遵循以下原则：在既有线限界范围外、

4) 利用夜间停运时间，拆除新建折返线与既有折

对正线运营影响较小的改造工作，在运营期间实施；

4 线线间距小于 4 m 地段的既有线路基及轨道，实施

在既有线限界范围内、影响既有线运营的改造工作，

新线路基及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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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Fig. 6

莘庄站折返线改扩建工程示意

Reconstruction of turn-back line of Xinzhuang Station

在处理车站改扩建与接触网的关系上，采用 BIM

通信 系 统 中 对 运 营 有 较 大 影 响 的 专 用 无 线 系

技术，
“新建车站结构梁柱框架—既有立柱附近设置新

统、公务电话和视频监控系统，利用非运营时间进行

雨棚柱(钢结构，平面与原接触网立柱错开)兼做触网

设备安装和系统割接，对运营影响相对较小的广播

立柱—架设触网横向支架—替换触网线—拆除既有触

系统则在运营期间实施。站台门系统的改造均利用

网支架及立柱—凿除部分区间栏板上沿—敷设浇筑新

夜间停运期进行，每天施工结束均要求施工方在监

站台板”的施工工序，从而大大减小了车站改扩建对

理和运营方监督下迅速清理现场，确保第二天的正常

既有线接触网的影响(见图 7)。

运营。

图7
Fig. 7

3.2.3

站台及接触网改造工序示意

Platform and catenary reconstruction sequence

采用预制、模块化等设计手段使改造工作在
有限的夜间停运时间段内完成

节点采用栓接设计，可以实现快速施工。

3.2.4

临近轨行区的站台板采用分段预制、现场吊装拼

对信号等关键系统充分考虑改扩建期间的
过渡方案

装、临时固定就位的方案，既节约工期，又降低改造

在建设新信号系统的同时，保留原信号系统及机

工程施工风险。站台门采用模块化设计，方便施工现

房，保证改扩建期间线路的正常运营。新信号机房利

场安装(见图 8)。

用既有车站的站务用房设置，待新系统安装、调试完

车站新建钢结构顶棚采用四柱门式主框架结构
(见图 9)，并预留吊柱、吊点等便于接触网快速割接；

毕后，再废除原信号系统，并将原信号机房还建为站
务用房。在莘庄站折返线改造方案中，临时保留原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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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线，维持改造期间莘庄站的正常折返作业。待折 1、

3) 根据新规范对消防疏散的要求，在既有车站每

2 线改造完毕后，再拆除折 4 线。对既有线牵引供电

侧站台增设自动扶梯及疏散楼梯间，大大加强了车站

系统能力进行复核，新增配电柜尽可能利用既有变电

垂直提升和安全疏散能力。

所空间，北桥站新增的牵引变电所是利用区间桥下空

3.3.2

间设置，对既有车站运营基本无影响。

服务更加人性化

1) 结合车站改造，在站内设含有母婴和无障碍功
能的第三卫生间，落实“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
的设计理念。
2) 对既有站前广场重新规划，合理布置非机动
车、机动车及公交站点，在部分车站增设 P+R 停车场，
方便轨道交通与城市其他交通方式的接驳换乘[6]。
3) 根据近年来上海防雨防台的要求，新增站台雨
棚及侧板全封闭形式。侧面采用上部封闭百叶和下部
可开启窗的形式，满足通风、采光、防雨、排烟的多
种需要，从而增强了车站防风防雨能力，为乘客提供
良好的候车环境。

图8
Fig. 8

新建站台现浇与预制范围图

Cast-in-situ area and prefabricated area
of new platform

4) 结合 5 号线南延伸开通的行车组织要求，对站
外站名及行业司标进行了更新。特别对东川路换乘站
的站厅及出入口等公共区域的车站服务和导向标志、
公告栏等设施，按照“定点、三维”展示的原则实施，
方便乘客快速有序地进出车站。

3.3.3

与城市环境更协调

改扩建工程根据既有 5 号线沿线城市发展情况，
对新增的 35 处环境敏感点加装 3 m 高声屏障[7]，总计
约 5 830 m，从而减小线路运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实
现轨道交通与城市环境的有机协调。

3.4
图9

采用四柱门式主框架结构并预留接触网吊柱、吊点

Fig. 9

3.3

Four-pillar portal main frame with reserved catenary
hangers and connectors

打造“安全、人文、绿色”轨道交通

3.3.1

运营更安全

1) 信号系统由点式列车控制系统升级为无点式

确保工程实施期间既有线运营安全
1) 在前期方案研究阶段，从安全、工期、投资、

运营影响等方面着手，对线路、建筑、结构、供电等
各类风险源进行了全面梳理。对既有线车站建筑的抗
震等级及使用寿命等关键风险源进行了专项评估，并
作为后续结构设计的重要依据，确保改扩建工程不会
对运营安全产生影响。

后备模式的“双 CBTC”系统，采用 TSTCBTC2.0 技

2) 方案设计尽可能为降低后期施工、运营风险创

术以及 1.8 GHz LTE 和 2.4 GHz 跳频扩频双通道车地

造有利条件。如对涉及既有线轨行区的接触网、站台

通信，不仅将线路的运能 22 对/h 提升至 30 对/h，而

板等改造工程，进行了重点方案研究，提出轨行区侧

且还可实现双重、多重冗余，确保发生多个故障也不

站台板结构采用分段预制、钢结构雨棚预留接触网吊

影响正常运营，大大提高线路运营的安全可靠性。

钩吊柱等方案，力求减小对轨行区影响的时间和范围，

2) 结合站台扩建，将原司机手动控制的电动栏

降低施工风险。又如，对新旧站台衔接处的站台门，

杆更新为能与信号系统联动的半高站台门，具备与综

采用腰孔的特殊设计，以适应伸缩缝变形带来的纵向

合监控等专业的接口条件，并新增车辆与门体间的红

位移；同时采用设置垂向调节垫片的方案，消除新老

外探测装置、站台绝缘等，使 5 号线运营更高效、

结构差异沉降引起的竖向高差，从而减少了新旧结构

安全。

差异变形对站台门的影响，确保车站运营的安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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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既有轨道交通 5 号线“不停运”改扩建升级关键技术

如，声屏障屏体采用钢丝绳与钢立柱挂接的方案，防

模拟吊装；工程土建及装修安装利用夜间停运实施 245

止屏体意外坠落，确保行车安全。

个施工点，各项夜间施工均无一例安全事故发生[8]。

3) 在工程实施期间做好施工安全保障措施，尤其

4) 对信号等关键系统的改造，做好应对突发情况

重视轨行区周边改造作业的施工安全，如站台门、声

的应急预案。鉴于不停运建设需要，既有信号系统的

屏障等，在施工时必须确认接触网已经断电并处于接

改造替换期间，要求新老 2 套信号系统同时存在，新

地状态，方可施工；原电动栏杆拆除后及时封堵留下

信号系统采用较先进的“双 CBTC”系统，信号调试

的孔洞，保证次日正常运营安全；在新扩建站台与既

难度和风险均较大，设计部门对信号可能产生的风险

有站台间设置临时封堵措施，避免乘客误入施工区域

源进行了重点梳理，并制订相应应急预案(见表 1)，新

等等，从而确保施工人员及乘客的安全；钢结构屋架

老系统经 800 余次切换，顺利实现调试，确保既有 5

吊装过程与接触网最近距离不足 30 cm，提前组织多次

号线正常运营[9]。

表1
Tab. 1

既有 5 号线信号系统改造主要风险源与应急措施

Main risk sources and emergency countermeasures in signaling system update of existing Line 5

风险点

造成的影响

应急措施
采用了双节点冗余开关，当一个开关失效时，可以用并联的备用开关进行割
接；如开关完全故障，可将割接箱后相关节点短接处理
先采取重启操作。若重启失败，使用备件更换故障的板卡(EPCM、PPU 等)
进行更换
中央 CCU 服务器共两台，若一台故障不影响系统正常使用。若两台完全故
障，使用备件更换 CCU 服务器

割接箱故障

造成道岔无法操作，道岔无位置表示

集中站 ZC 故障

该控制区域内的车站和控制中心无法
显示信息，列车无速度码

中央服务器故障

控制中心无法显示信息

计轴故障

计轴受扰

通号按照应急抢修处置流程进行抢修

电源设备故障

该控制区域内的车站和控制中心无法
显示信息

通号按照应急抢修处置流程进行抢修

列车故障

列车无法动车

将故障列车停于就近存车线处理，其余列车继续按照计划测试，如列车不能
运行，由运营人员按行车组织办法组织救援等操作

4

结语
目前，中国越来越多的既有线将逐步开始进入设

备改造更新周期，以上海为例，与既有 5 号线类似运
营超过 15 年的线路还有 1、2、3 号线等，2020 年以
后平均每年将有 1~2 条线路需进行设备系统大修、更
新，对线路进行“不停运”升级改造将成为轨道交通

[2]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轨道交
通 5 号线南延伸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R]. 上海, 2012.
[3] 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 上海市轨道交通 5 号
线南延伸工程客流预测报告[R]. 上海, 2010.
[4] 上海市隧道工程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 上海市轨道交
通 5 号线既有设施改造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R]. 上海,
2014.

运维的重要日常工作之一。该工程作为中国首个整线

[5] 中国首条无后备模式“双 CBTC”信号系统地铁线路试

“不停运”改扩建项目，设计部门从确保既有线运营安

运行[OL].[2018-11-26].http: //www.chinametro.net/index.

全角度，与建设、运营等部门密切协作，对方案设计、
工序安排、风险控制等方面涉及的多个专业进行了深
化研究，运用“逐点击破”的方法从各种角度把有影
响的原因找出，分析出不停运改造的关键因素，最终
通过设计、施工和运营加以验证和落实，为实现中国
首例整线“不停运”改造奠定了技术基础，也为今后
类似项目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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