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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市公路处、北京新桥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曾水泉、于永刚、林时金、李安、丁建、王岱岳、于洪兴、李树生、严生、王

婷、黄山、王萌菲、梅秀民、刘艳竹、孙小琪、王雷、杨晨、王冰、张璐、赵之杰、杜晓文、张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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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省公路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编制要求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编制的主要内容和格式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天津市行政区域内国省公路的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的编制，其他公路的涉路工程技

术评价报告的编制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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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12/T 939-2020  国省公路涉路工程技术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涉路施工监测  observation of structures and utilities within right-of-way of highways 

在涉路施工过程中，与公路、公路附属设施和涉路工程质量和安全有关的变形等监测。 

4 总体要求 

4.1 编制目的 

为涉路工程许可决策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和保障，通过查找、分析和预测涉路工程设计和施工过程

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以及可能导致的危险、危害后果和程度，提出合理可行的对策措施，指导危险

源监控和事故预防。 

4.2 编制依据 

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编制应依据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行业相关规划

文件、行业规定、相关技术文件等。 

4.3 编制流程 

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编制流程一般分为七个阶段，包括项目准备及调查、符合性分析、设计施工

方案对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影响因素的识别和分析、评价初步结论、措施建议、建设单位对

措施建议的响应及回复、评价最终结论。 

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编制一般流程见附录A。 

4.4 编制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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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的要求，报告内容完整、形式规范、重

点突出、逻辑清晰，所依据的基础资料齐全、数据翔实可靠。 

4.5 评价方法 

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宜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及要求，选择适当的评价方法，可供选择的评价方法

包括： 

——列表检查法； 

——定量分析法； 

——专家论证法； 

——其他技术评价方法。 

4.6 编制主要内容 

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宜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及要求，选择以下全部或部分内容进行编制： 

——总体概述； 

——工程概况； 

——符合性分析； 

——设计施工方案对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影响因素的识别和分析； 

——评价结论及措施建议。 

5 内容要求 

5.1 总体概述 

5.1.1 项目背景 

应说明涉路工程建设背景、相关文件情况、评价任务来源等，包括以下内容： 

——建设背景应阐明项目名称、建设地点、建设单位、工程性质和与所涉公路的关系； 

——相关文件宜包括立项批复、行业相关规划依据、施工图审查或批复文件、建设和监理单位签章

的施工方案等； 

——评价任务来源应列出委托单位名称和评价项目名称。 

5.1.2 评价范围及对象 

应明确评价范围和评价对象。评价范围应覆盖对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有影响的空间范围，

评价对象主要包括设计和施工方案（含应急方案）。 

5.1.3 评价过程 

宜阐述项目委托时间、项目组成立情况、主要事件时间、与设计和施工单位沟通情况、现场踏勘和

报告编制情况。 

5.1.4 评价依据 

应收集以下依据文件，并列出相关内容，具体包括： 

——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技术标准，宜列出名称、编号、颁布时间、颁布部门等； 

——行业相关规划、行业规定等项目合法性证明文件，宜列出文件名称、文号、发文单位、发文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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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技术资料等，宜列出资料名称、编制单位和日期等。 

5.1.5 项目参建单位概况 

宜阐述项目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的基本情况。 

5.2 工程概况 

5.2.1 自然地理及区域地质概况 

应阐述项目对影响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所处地区的地形与地貌、水文与气象、地震效

应，以及项目拟选位置的工程地质条件，包括地质情况说明、钻孔平面位置、工程地质纵断面、土层分

布表、不良地质现象等。 

5.2.2 涉路工程概况 

应阐述涉路工程建设规模、技术标准、与既有公路相互关系，以及涉路工程施工图设计方案和施工

方案的主要内容。 

5.2.3 相关公路概况 

应阐述评价范围内相关公路的规划情况、在路网中的功能、涉路工程所处公路路段的技术指标、路

面结构形式、地基处理和交通量情况等。 

5.2.4 现场踏勘概况 

应进行充分的现场踏勘调查，并进行文字和图片记录，包括踏勘时间、地点、范围、人员、现场情

况、关键位置照片等。 

5.3 符合性分析 

5.3.1 文件符合性分析 

对涉路工程设计和施工方案依据的文件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等合法性进行符合性分析，对

行业相关规划文件、批复文件和技术文件等进行程序性符合。 

5.3.2 单位资质符合性分析 

应对设计、施工等单位资质与涉路工程所需资质要求进行符合性分析。 

5.4 设计方案分析 

应对审查或批复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进行设计方案分析，根据不同涉路工程的特点，分析内容应选择

以下全部或部分内容： 

——技术指标分析，按照 DB12/T 939-2020等相关技术标准； 

——受影响公路的规划符合性分析； 

——工程地质条件及对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影响分析； 

——新增附属设施的结构可靠性； 

——施工工艺要求合理性分析； 

——设计方案中所包含图纸的规范性和完整性分析，设计方案中宜包含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图、工程

平面布置图、工程立面布置图、地质钻孔图等必要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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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施工方案分析 

应根据施工单位提供的施工方案，对施工期间公路防护措施、应急预案、涉路施工监测、交通组织

措施进行分析，根据不同涉路工程的特点，分析内容应选择以下全部或部分内容： 

——与设计方案的一致性； 

——涉路工程施工方法、施工工期安排、工期保障措施、施工防护措施、临时设施、交通组织方案

等的合理性及规范性； 

——施工过程对既有路基和构筑物正常运营的影响； 

——不同施工阶段和完工后对既有公路的交通影响，主要包括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分析的影响。 

5.6 评价结论及措施建议 

5.6.1 评价初步结论 

对项目在涉路施工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影响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因素进行分析，提出

评价初步结论，应包括以下内容： 

——归纳涉路工程与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技术标准的符合性结论； 

——归纳定性分析和定量验算结果； 

——根据归纳的符合性结论、定性分析和定量验算结果，列出符合性汇总表； 

——提出初步评价结论。 

具体见表1。 

表1 符合性汇总表 

序号 主要影响因素 指标依据 计算值 工程指标 符合性结论 

      

      

      

      

      

      

5.6.2 措施建议 

初步评价结论为对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存在影响的，应针对涉路工程在施工中可能存在

的对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的因素，提出改进措施，降低或消除影响因素。 

5.6.3 措施建议响应及回复 

建设单位应根据措施建议做出响应，并体现在设计和施工方案中。 

5.6.4 评价最终结论 

在实施措施建议后，应给出涉路工程是否满足保障公路、公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要求的最终评价

结论，最终评价结论应明确无歧义。 

5.7 附件与附图 

5.7.1 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的附件与附图应满足涉路工程技术评价分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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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2 附件宜选择以下全部或部分内容： 

——涉路工程相关批准文件（立项批复、行业相关规划依据、施工图审查或批复、施工方案的建设

和监理单位签章等）； 

——相关会议纪要和重要文件等； 

——其他必要文件。 

5.7.3 附件应满足清晰、可辨，相关批准文件应为最终正式文件。 

5.7.4 附图宜选择以下全部或部分内容： 

——工程地理位置示意图； 

——工程平面布置图（包括既有公路桥涵、地下构造物与管线等平面布置）； 

——工程立面布置图（包括既有公路桥涵、地下构造物与管线等立面布置）； 

——地质钻孔图； 

——其他必要图纸。 

6 格式要求 

6.1 一般规定 

6.1.1 报告一般由封面、扉页、页眉和页脚、目录、正文、附图和附件等构成。 

6.1.2 报告用纸规格宜为 A4，附件和附图装订规格一般不超过 A3。 

6.1.3 报告应分章、节编制，附件和附图宜根据涉路工程实际情况选择。 

6.2 封面 

6.2.1 封面应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建设单位、报告编制单位和报告完成日期。 

6.2.2 封面格式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6.2.3 项目建设单位及报告编制单位应加盖与其资质一致的印章。 

6.3 扉页 

6.3.1 扉页应包括项目名称、项目相关人员信息，编制单位名称、资质证书等级及编号等。 

6.3.2 扉页格式应符合附录 C的规定。 

6.3.3 报告编制单位应加盖与评价单位资质一致的印章。 

6.3.4 扉页后应附编制单位资质证书彩色复印件。 

6.4 页眉和页脚 

6.4.1 目录和正文应设置页眉和页脚。 

6.4.2 页眉左侧可为报告名称，右侧可为章名称，页脚左侧可为编制单位，右侧可为页码。 

6.5 目录 

6.5.1 目录位于扉页和单位资质证书复印件之后，应列出评价报告的章、节的序号、标题及其页码。 

6.5.2 目录应分为正文目录、附件目录和附图目录，一般格式参见附录 D。 

6.5.3 正文目录宜列至三级标题及对应页码。 

6.5.4 附件和附图目录应列出名称。 

6.6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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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正文宜由各级标题、段落、图编号和图题、图、表编号和表题、表以及公式等组成。 

6.6.2 正文中各级标题应区分清晰，段落字体应一致。 

6.6.3 正文中图、表编排应简介、美观，排列方式和风格宜统一，图编号和图题、表编号和表题宜采

用相同字体。 

6.7 附图及附件 

6.7.1 附图图号宜为从 1开始的阿拉伯数字，附图大小以充分展现图中内容为宜。 

6.7.2 附件应列出与项目相关的文件，宜按时间顺序依次编排，影印件应清晰可辨，宜保持原件长宽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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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编制一般流程 

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编制一般流程见图A.1。 

项目准备及调查

符合性分析

设计施工方案对公路、公
路附属设施质量和安全影
响因素的识别和分析

成立项目小组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评价初步结论

提出措施建议

文件符合性分析

单位资质符合性分析

措施建议响应及回复

评价最终结论

设计方案分析

施工方案分析

 

图A.1 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编制一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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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封面 

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的封面见图B.1。 

 

 

 

XXXXXXX 

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 

 

 

 

 

 

XXXXXXX（建设单位名称）（盖章） 

XXXXXXX（编制单位名称）（盖章） 

XXXX 年 X 月 

 

 

 

图B.1 技术评价报告封面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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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扉页 

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的扉页见图C.1。 

 

XXXXXXX 

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 

 

编制单位：XXXXXXX（盖章） 

证书等级：XXXXXXX 

证书编号：XXXXXXX 

发证机关：XXXXXXX 

 

审定人 手签姓名（职称/职（执）业资格） 

审核人 手签姓名（职称/职（执）业资格） 

项目负责人 手签姓名（职称/职（执）业资格） 

主要参加人员 姓名（职称/职（执）业资格） 

 …… 

项目负责人联系电话：XXXXX   

传真：XXXXX 

图C.1 技术评价报告扉页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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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涉路工程技术评价报告编制提纲 

第1章  总体概述 

1.1  项目背景 

1.2  评价范围及对象 

1.3  评价过程 

1.4  评价依据 

1.5  项目参建单位概况 

第2章  工程概况 

2.1  自然地理及区域地质概况 

2.2  ×××涉路工程概况 

2.3  ×××公路概况 

2.4  现场踏勘概况 

第3章  符合性分析 

3.1  文件符合性分析 

3.2  单位资质符合性分析 

第4章  设计和施工方案分析 

4.1  设计方案分析 

4.2  施工方案分析 

第5章  评价结论及措施建议 

5.1  评价初步结论 

5.2  措施建议 

5.3  措施建议响应及回复 

5.4  评价最终结论 

附件 

附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