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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铁路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目录 

（截至时间 2008 年 11 月 13 日） 
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施行日期 发布文号 主编单位 类别 专业 

客专 

标准 

1 铁路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90-2006 20060601 建设部公告第 418 号 
铁道部（铁道第一勘察设

计院） 
设计 线路  

2 铁路车站及枢纽设计规范 GB 50091-2006 20060601 建设部公告第 419 号 
铁道部（铁道第四勘察设

计院） 
设计 站场  

3 铁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GB 50111-2006 20061201 建设部公告第 434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设计 抗震 客专 

4 铁路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GB 50216-94 19950501 建标［1994］570 号 铁道部 设计 综合  

5 铁路旅客车站建筑设计规范 GB 50226-2007 20071201 建设部公告第 665 号 
铁道部（铁道第三勘察设

计院） 
设计 房建 客专 

6 铁路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GB/T 50262-97 19971001 建技［1997］74 号 铁道部（专业设计院） 基础 综合  

7 工业企业标准轨距铁路设计规范 GBJ 12-87 19880801 技标［1987］2415 号 铁道部 设计 综合  

8 铁路路基设计规范 TB 10001-2005 20050425 铁建设［2005］66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设计 路基  

9 铁路桥涵设计基本规范 TB 10002.1-2005 20050614 铁建设[2005]108 号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设计 桥梁  

10 铁路桥梁钢结构设计规范 TB 10002.2-2005 20050614 铁建设[2005]108 号 
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有限

公司 
设计 桥梁  

11 
铁路桥涵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结构设计

规范 
TB 10002.3-2005 20050614 铁建设[2005]108 号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

限公司 
设计 桥梁  

12 铁路桥涵砼和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TB 10002.4-2005 20050614 铁建设[2005]108 号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设计 桥梁  

13 铁路桥涵地基和基础设计规范 TB 10002.5-2005 20050614 铁建设[2005]108 号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计 梁  设  桥

14 铁路隧道设计规范 TB 10003-2005 20050425 铁建设［2005］67 号 铁道第二勘察设计院 设计 隧道  

15 铁路机务设备设计规范 TB 10004-98 19990101 铁建函［1998］253 号 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 设计 
机 务

设备 
 

16 铁路车辆设备设计规范 TB 10005-98 19990101 铁建函［1998］253 号 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 设计 
车 辆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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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施行日期 发布文号 主编单位 类别 专业 

客专 

标准 

17 铁路运输通信设计规范 TB 10006-2005 20050425 铁建设［2005］66 号 铁道第二勘察设计院 设计 通信  

18 铁路信号设计规范 TB 10007-2006 20060410 铁建设[2006]48 号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

计院 
设计 信号  

19 铁路电力设计规范 TB 10008-2007 20070303 铁建设［2007］37 号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设计 电力  

20 铁路电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 TB 10009-2005 20050425 铁建设［2005］66 号 
中铁电气化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 
设计 电牵  

21 铁路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TB 10010-98 19990101 铁建函［1998］253 号 铁道部第四勘察设计院 设计 
给水

排水 
 

22 铁路房屋建筑设计标准 TB 10011-98 19990101 铁建函［1998］253 号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设计 房建  

23 铁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TB 10012-2007 20070831 铁建设[2007]169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勘察 地质 客专 

24 铁路工程物理勘探规程 TB 10013-2004 20040401 铁建设[2004]121 号 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 勘察 地质 客专 

25 铁路工程地质钻探规则 TB 10014-98 19980701 铁建函［1998］15 号 铁道部第二勘察设计院 勘察 地质  

26 铁路工程节能设计规范 TB 10016-2007 20070303 铁建设［2007］38 号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设计 综合 客专 

27 铁路工程水文勘测设计规范 TB 10017-99 19990901
铁建设函［1999］157

号 
铁道部第三勘察设计院 设计 地质  

28 铁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TB 10018-2003 20030601 铁建设函［2003］99 号 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 勘察 地质 客专 

29 铁路内燃机车机务设备设计规范 TB 10021-2000 20000801
铁建设函［2000］172

号 
铁道部第三勘察设计院 设计 

机 务

设备 
 

30 铁路电力机车机务设备设计规范 TB 10022-2000 20000801
铁建设函［2000］172

号 
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 设计 

机 务

设备 
 

31 铁路路基支挡结构设计规范 TB 10025-2006 20060625 铁建设[2006]118 号 铁道第二勘察设计院 设计 路基  

32 铁路光（电）缆传输工程设计规范 TB 10026-2000 20000801 铁建设函[2000]172 号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

计院 
设计 通信  

33 铁路工程不良地质勘察规程 TB 10027-2001 20011201 铁建设[2001]90 号 铁道第二勘察设计院 勘察 地质  

34 铁路客车车辆设备设计规范 TB 10029-2002 20020701 铁建设[2002]24 号 铁道第二勘察设计院 设计 
车 辆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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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施行日期 发布文号 主编单位 类别 专业 

客专 

标准 

35 铁路货车车辆设备设计规范 TB 10031-2000 20010401 铁建设函[2000]445 号 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 设计 
车 辆

设备 
 

36 铁路特殊路基设计规范 TB 10035-2006 20060625 铁建设[2006]116 号 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 设计 路基  

37 铁路时分数字程控电话交换工程设计规范 TB 10036-2000 20000801 铁建设函[2000]172 号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

研究设计院 
设计 通信  

38 铁路工程特殊岩土勘察规程 TB 10038-2001 20011201 铁建设[2001]90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勘察 地质  

39 铁路备用柴油发电站设计规范 TB 10039-93 19931001 铁建函[1993]346 号 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 设计 电力  

40 铁路工程地质遥感技术规程 TB 10041-2003 20030601 铁建设函[2003]99 号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勘察 地质 客专 

41 铁路工程设计 CAD 技术规范 TB 10044-98 19980701 铁建函[1997]345 号 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 基础 综合  

42 铁路工程水文地质勘察规程 TB 10049-2004 20040401 铁建设函[2004]121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勘察 地质 客专 

43 新建铁路摄影测量规范 TB 10050-97 19970701 铁建函[1997]58 号 铁道部专业设计院 勘察 测量  

44 铁路柔性墩桥技术规范 TB 10052-97 19970701 铁建函[1997]58 号 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 其他 桥梁  

45 全球定位系统（GPS）铁路测量规程 TB 10054-97 19970701 铁建函[1997]58 号 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 勘察 测量  

46 铁路房屋暖通空调设计标准 TB 10056-98 19990101 铁建函[1998]253 号 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 设计   暖通

47 铁路车辆红外线轴温探测系统设计规范 TB 10057-98 19990101 铁建函[1998]253 号 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 设计 
车 辆

设备 
 

48 铁路数字微波通信工程设计规范 TB 10060-99 19990601 铁建设函[1999]69 号 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 设计 通信  

49 铁路工程劳动安全卫生设计规范 TB 10061-98 19990101 铁建函[1998]253 号 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 设计 综合  

50 铁路驼峰及调车场设计规范 TB 10062-99 19990901 铁建设函[1999]157 号 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 设计   站场

51 铁路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TB 10063-2007 20071229
铁建设函[2007]1369

号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集团

有限公司 
设计 综合 客专 

52 铁路站场道路和排水设计规范 TB 10066-22000 20010401 铁建设函[2000]445 号 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 计   设 站场

53 铁路站场客货运设备设计规范 TB 10067-2000 20010401 铁建设函[2000]445 号 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 计   设 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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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施行日期 发布文号 主编单位 类别 专业 

客专 

标准 

54 铁路隧道运营通风设计规范 TB 10068-2000 20010401 铁建设函[2000]445 号 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 设计 隧道  

55 铁路驼峰信号设计规范 TB 10069-2000 20010401 铁建设函[2000]445 号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

研究设计院 
设计 信号  

56 铁路区间道口信号设计规范 TB 10070-2000 20010401 铁建设函[2000]445 号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

研究设计院 
设计 信号  

57 铁路信号站内联锁设计规范 TB 10071-2000 20010401 铁建设函[2000]445 号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

研究设计院 
设计 信号  

58 铁路通信电源设计规范 TB 10072-2000 20010401 铁建设函[2000]445 号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

研究设计院 
设计 通信  

59 铁路通信用户接入网设计规范 TB 10073-2000 20010401 铁建设函[2000]445 号 铁路工程技术标准所 设计 通信  

60 铁路旅客车站客运信息系统设计规范 TB 10074-2007 20080315 铁建设函[2008]44 号 铁道部第三勘察设计院 设计 信息 客专 

61 铁路电力牵引供电隧道内接触网设计规范 TB 10075-2000 20010401 铁建设函[2000]445 号 中铁电气化工程局 设计 电牵  

62 铁路枢纽电力牵引供电设计规范 TB 10076-2000 20010401 铁建设函[2000]445 号 中铁电气化工程局 设计 电牵  

63 铁路工程岩土分类标准 TB 10077-2001 20011201 铁建设[2001]90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基础 地质  

64 铁路工业站、港湾站设计规范 TB 10078-2001 20011201 铁建设[2001]90 号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设计 站场  

65 铁路生产污水处理设计规范 TB 10079-2002 20020701 铁建设[2002]24 号 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 设计 
给水

排水 
 

66 铁路电力牵引变电所所用电系统设计规范 TB 10080-2002 20020701 铁建设[2002]24 号 
中铁电气化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 
设计 电牵  

67 铁路运输管理信息系统设计规范（试行） TB 10081-2002 20020801 铁建设[2002]45 号 铁道部信息技术中心 设计 信息  

68 铁路轨道设计规范 TB 10082-2005 20050425 铁建设[2005]66 号 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 设计 轨道  

69 铁路旅客车站无障碍设计规范 TB 10083-2005 20050701 铁建设[2005]105 号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设计 房建 客专 

70 铁路天然建筑材料工程地质勘察规程 TB 10084-2007 20070809 铁建设［2007］155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勘察 地质 客专 

71 新建铁路工程测量规范 TB 10101-99 19990601 铁建设函[1999]69 号 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 勘察 测量  

72 铁路工程土工试验规程 TB 10102-2004 20040401 铁建设函[2004]121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其他 路基 客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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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施行日期 发布文号 主编单位 类别 专业 

客专 

标准 

73 铁路工程水质分析规程 TB 10104-2003 20030601 铁建设函[2003]99 号 铁道第二勘察设计院 其他 地质  

74 铁路隧道喷锚构筑法技术规范 TB 10108-2002 20020701 铁建设[2002]24 号 铁道部专业设计院 其他   隧道

75 铁路隧道辅助坑道技术规范 TB 10109-95 19950401 铁建函[1995]95 号 铁道部隧道工程局 其他 隧道  

76 铁路电力牵引供电自耦变压器方式技术规范 TB 10111-94 19941201 铁建函[1994]469 号 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 其他 电牵  

77 粉体喷搅法加固软弱土层技术规范 TB 10113-96 19960401 铁建函[1996]69 号 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 其他 路基  

78 铁路房屋增层和纠倾技术规范 TB 10114-97 19970701 铁建函[1997]58 号 北方交通大学 其他 房建  

79 铁路工程岩石试验规程 TB 10115-98 19980701 铁建函[1998]15 号 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 其他 地质  

80 铁路桥梁抗震鉴定与加固技术规范 TB 10116-99 19990601 铁建设函[1999]69 号 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 他   其 桥梁

81 铁路供电调度系统设计规范 TB 10117-2008 20080606 铁建设[2008]86 号 铁道第四勘测设计院 设计 
电力

电牵 
客专 

82 铁路路基土工合成材料应用设计规范 TB 10118-2006 20060625 铁建设[2006]117 号 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 设计 路基  

83 铁路隧道防排水技术规范 TB 10119-2000 20010401 铁建设函[2000]445 号 铁道第二勘察设计院 其他   隧道

84 铁路瓦斯隧道技术规范 TB 10120-2002 20020701 铁建设[2002]24 号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

司 
其他 隧道  

85 铁路隧道监控量测技术规程 TB 10121-2007 20070718 铁建设[2007]138 号 
中铁二院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其他 隧道 客专 

86 铁路路堑边坡光面（预裂）爆破技术规程 TB 10122-2008 20080709 铁建设[2008]120 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施工 路基 客专 

87 铁路路基施工规范 TB 10202-2002 20020701 铁建设[2002]24 号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路基  

88 铁路桥涵施工规范 TB 10203-2002 20020701 铁建设[2002]24 号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桥梁  

89 铁路隧道施工规范 TB 10204-2002 20020701 铁建设[2002]24 号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隧道  

90 铁路通信施工规范 TB 10205-99 19990601 铁建设函[1999]69 号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公司上

海工程公司 
施工 通信  

91 铁路信号施工规范 TB 10206-99 19990601 铁建设函[1999]69 号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总公司 施工 信号  

92 铁路电力施工规范 TB 10207-99 19990601 铁建设函[1999]69 号 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 施工 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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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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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名称 标准号 施行日期 发布文号 主编单位 类别 专业 

客专 

标准 

93 铁路电力牵引供电施工规范 TB 10208-98 19990101 铁建函[1998]253 号 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 施工 电牵  

94 铁路给水排水施工规范 TB 10209-2002 20020701 铁建设[2002]24 号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给水

排水 
 

95 铁路混凝土与砌体工程施工规范 TB 10210-2001 20010901 铁建设函[2001]200 号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综合  

96 铁路钢桥制造规范 TB 10212-98 19990101 铁建函[1998]253 号 铁道部山海关桥梁厂 施工 桥梁  

97 铁路光缆 PDH 通信工程施工规范 TB 10215-2000 20010401 铁建设函[2000]445 号 中铁电气化工程局 施 信  工 通

98 铁路工程基桩检测技术规程 TB 10218-2008 20080701 铁建设[2008]85 号 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验收 桥梁 客专 

99 
铁路光缆通信同步数字系列（SDH）工程施工规

范 
TB 10219-99 19990601 铁建设函[1999]69 号 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 施工 通信  

100 铁路数字微波通信工程施工规范 TB 10220-2000 20000801 铁建设函[2000]172 号 铁道部第四勘察设计院 施工 通信  

101 铁路驼峰信号施工规范 TB 10221-2000 20010401 铁建设函[2000]445 号
中铁通信信号公司济南工

程公司 
施工 信号  

102 铁路通信光纤用户接入网工程施工规范 TB 10222-2002 20020701 铁建设[2002]24 号 
中铁电气化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 
施工 通信  

103 铁路隧道衬砌质量无损检测规程 TB 10223-2004 20040401 铁建设[2004]121 号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其他 隧道  

104 铁路轨道施工及验收规范 TB 10302-96 19960801 铁建函[1996]221 号 铁道部第一工程局 施工 轨道  

105 铁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程（上册） TB 10401.1-2003 20030601 铁建设函[2003]99 号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综合  

106 铁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程（下册） TB 10401.2-2003 20030601 铁建设函[2003]99 号 
中铁电气化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 
施工 综合  

107 铁路建设工程监理规范 TB 10402-2007 20070701 铁建设[2007]136 号 西南交通大学 其他 综合  客专

108 铁路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TB 10413-2003 20040101 铁建设[2003]127 号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验收 轨道  

109 铁路路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TB 10414-2003 20040101 铁建设[2003]127 号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验收 路基  

110 铁路桥涵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TB 10415-2003 20040101 铁建设[2003]127 号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验收 桥梁  

111 铁路隧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TB 10417-2003 20040101 铁建设[2003]127 号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验收 隧道  

112 铁路运输通信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TB 10418-2003 20040101 铁建设[2003]127 号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

程公司 
验收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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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名称 标准号 施行日期 发布文号 主编单位 类别 专业 

客专 

标准 

113 铁路信号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TB 10419-2003 20040101 铁建设[2003]127 号 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验收 信号  

114 铁路电力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TB 10420-2003 20040101 铁建设[2003]127 号 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验收 电力 客专 

115 铁路电力牵引供电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TB 10421-2003 20040101 铁建设[2003]127 号 
中铁电气化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 
验收 电牵  

116 铁路给水排水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TB 10422-2003 20040101 铁建设[2003]127 号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验收 
给水

排水 
 

117 铁路站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TB 10423-2003 20040101 铁建设[2003]127 号 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 验收 站场  

118 铁路混凝土与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TB 10424-2003 20040101 铁建设[2003]127 号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验收 综合 客专 

119 铁路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TB 10425-94 19950401 铁建函[1994]76 号 铁道部第三工程局 验收 综合  

120 铁路工程结构混凝土强度检测规程 TB 10426-2004 20040401 铁建设函[2004]121 号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综合  

121 铁路工程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TB 10501-98 19990101 铁建函[1998]253 号 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 设计 环保  

122 铁路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TB 10502-93 19940401 铁建函[1993]677 号 铁道部建设司标准科情所 其他 环保  

123 铁路工程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标准 TB 10503-2005 20050425 铁建设[2005]66 号 铁道第二勘察设计院 其他 环保 客专 

124 
铁路无人值守机房环境远程监控系统工程设计

规范 
TB/T 10034-2005 20050425 铁建设[2005]66 号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

计院 
设计 综合  

125 
交流电气化铁路对有线广播线路干扰防护设计

规范 
TB/T 10043-95 19950901 铁建[1995]89 号 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 设计 通信  

126 铁路工程制图标准 TB/T 10058-98 19980701 铁建函[1998]15 号 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 基础 综合  

127 铁路工程制图图形符号标准 TB/T 10059-98 19980701 铁建函[1998]15 号 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 基础 综合  

128 铁路光伏发电系统技术规范 TB/T 10112-2005 20050425 铁建设[2005]66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其他 电力  

129 铁路信号电缆地下热缩套管型接续技术规程 TB/T 10301-94 19940801 铁建函[1994]286 号 铁道部电气化工程局 其他 信号  

130 铁路工程地质勘察监理规程 TB/T 10403-2004 20050105 铁建设[2005]2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其他 地质  

131 铁路工程岩土化学分析规程 TBJ 103-87 19880901 铁基[1987]1342 号 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 其他   地质

132 既有铁路测量技术规则 TBJ 105-88 19890701 铁基[1989]3 号 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 勘察 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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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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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专 

标准 

133 铁路部分预应力混凝土梁设计及验收规定 TBJ 106-91 19910801 铁建函[1991]202 号 铁道部专业设计院 其他 桥梁  

134 铁路装配式小桥涵技术规则 TBJ 107-92 19920901 铁建函[1992]276 号 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 其他   桥梁

135 铁路钢桥高强度螺栓连接施工规定 TBJ 214-92 19920901 铁建函[1992]276 号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 施工 桥梁  

136 铁路结合梁设计规定 TBJ 24-89 19900501 铁建［1989］161 号 铁道部专业设计院 设计 桥梁  

137 铁路避难线设计规则 TBJ 33-90 19910301 铁建[1990]152 号 铁道部第二勘测设计院 设计 站场  

138 客货共线铁路电力牵引供电工程施工技术指南 TZ 10208-2008 20080321 经规标准[2008]30 号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

司 
施工 电牵  

139 客货共线铁路信号工程施工技术指南 TZ 206-2007 20071122 经规标准[2007]158 号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

司天津工程公司 
施工 信号  

140 铁路电力工程施工技术指南 TZ 207-2007 20071130 经规标准[2007]164 号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

司 
施工 电力 客专 

141 客运专线铁路电力牵引供电工程施工技术指南 TZ 208-2007 20070707 经规标准[2007]13 号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

司 
施工 电牵 客专 

142 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技术指南 TZ 210-2005 20050922 经规标准[2005]110 号 铁道科学研究院 施工 综合 客专 

143 客运专线铁路轨道工程施工技术指南 TZ 211-2005 20050922 经规标准[2005]110 号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轨道 客专 

144 客运专线铁路路基工程施工技术指南 TZ 212-2005 20050922 经规标准[2005]110 号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路基 客专 

145 客运专线铁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指南 TZ 213-2005 20050922 经规标准[2005]110 号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施工 桥梁 客专 

146 客运专线铁路隧道工程施工技术指南 TZ 214-2005 20050922 经规标准[2005]110 号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隧道 客专 

147 客运专线无碴轨道铁路工程施工技术指南 TZ 216-2007 20070704 经规标准[2007]100 号 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轨道 客专 

148 客运专线铁路通信工程施工技术指南 TZ 225-2008 20080121 经规标准[2008]5 号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

程公司 
施工 通信 客专 

149 客运专线铁路信号施工技术指南 TZ 226-2008 20080131 经规标准［2008］18 号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

程公司 
施工 信号 客专 

150 铁路隧道钻爆法施工工序及作业指南 TZ 231-2007 20070304 经规标准［2007］24 号 中铁隧道工程局 施工 隧道 客专 

151 铁路 GSM—R 数字移动通信工程施工技术指南 TZ 341-2007 20071122 经规标准[2007]157 号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

程公司 
施工 通信 客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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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专 

标准 

152 铁路军运设施设计规定 无 19890510 铁基（1989）56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设计 房建  

153 铁路桥隧守护设施设计规范 无 19980701 铁建函[1998]160 号 建设司、武警总部 设计 桥梁  

154 
青藏铁路高原多年冻土区铁路工程勘察规程暂

行规定（试行） 
无 20010408 铁建设[2001]32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专项 地质  

155 
青藏铁路高原多年冻土区隧道工程质量检验评

定及验收标准（试行） 
无 20020122 建技[2002]8 号 中铁十六局 专项 隧道  

156 
青藏铁路高原多年冻土区路基工程质量检验评

定及验收标准（试行） 
无 20020227 建技[2002]18 号 中铁五局 专项 路基  

157 
青藏铁路高原多年冻土区桥涵工程质量检验评

定及验收标准（试行） 
无 20020227 建技[2002]18 号 中铁三局 专项 桥梁  

158 
青藏铁路高原多年冻土区给水排水及房屋建筑

工程质量验收评定及验收标准（试行） 
无 20020802 建技[2002]64 号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专项 

给水

排水

房建 

 

159 铁路工程命名规范 无 20020905 建技[2002]71 号  基础 综合  

160 
青藏铁路高原多年冻土区工程设计暂行规定

（下册） 
无 20020925 建技[2002]79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专项 综合  

161 铁路路基边坡绿色防护技术暂行规定 无 20030201 建技[2003]7 号 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 其他 路基  

162 
青藏铁路高原多年冻土区工程施工暂行规定

（上册） 
无 20030306 建技[2003]13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专项 综合  

163 
青藏铁路高原多年冻土区工程设计暂行规定

（上册） 
无 20030312 铁建设[2003]18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专项 综合  

164 新建客货共线铁路工程施工补充规定（暂行） 无 20040130 铁建设[2004]8 号 铁路工程技术标准所 施工 综合  

165 
新建时速 200 公里客货共线铁路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暂行标准 
无 20040130 铁建设[2004]8 号 铁路工程技术标准所 验收 综合  

166 
青藏铁路高原多年冻土区房屋建筑保温和防水

工程质量验收标准 
无 20041216 铁建设［2004］149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专项 房建 客专 

167 
青藏铁路高原多年冻土区工程施工暂行规定

（下册） 
无 20050411 铁建设函[2005]243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专项 综合  

168 
青藏铁路高原多年冻土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暂

行标准（下册） 
无 20050411 铁建设函[2005]243 号 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 专项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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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新建时速 200 公里客货共线铁路设计暂行规定 无 20050425 铁建设函[2005]285 号 铁道科学研究院 设计 综合  

170 
客运专线 250km/h 和 350km/h 钢轨检验和验收

暂行标准 
无 20050602 铁建设函[2005]402 号 铁道科学研究院 验收 轨道 客专 

171 
新建时速 200～250 公里客运专线铁路设计暂

行规定 
无 20050811 铁建设[2005]140 号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铁

道第四勘察设计院 
设计 综合 客专 

172 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补充标准 无 20050901 铁建设[2005]160 号 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 验收 综合  

173 客运专线铁路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暂行标准 无 20050917 铁建设[2005]160 号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验收 轨道  客专

174 客运专线铁路路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暂行标准 无 20050917 铁建设[2005]160 号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验收 路基 客专 

175 客运专线铁路桥涵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暂行标准 无 20050917 铁建设[2005]160 号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验收 桥梁  客专

176 客运专线铁路隧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暂行标准 无 20050917 铁建设[2005]160 号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验收 隧道 客专 

177 铁路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暂行规定 无 20051001 铁建设[2005]157 号 铁道科学研究院 设计 综合 客专 

178 变形模量 EV2 检测规程（试行） 无 20051009 铁建设[2005]188 号 铁道第五勘察设计院 其他 路基 客专 

179 客运专线无碴轨道铁路设计指南 无 20051009 铁建设函[2005]754 号 铁道科学研究院 设计 综合 客专 

180 客运专线铁路无碴轨道铺设条件评估技术指南 无 20060817 铁建设[2006]158 号 铁道科学研究院 验收 综合 客专 

181 
客运专线铁路电力牵引供电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暂行标准 
无 20060905 铁建设[2006]167 号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

司 
验收 电牵 客专 

182 铁路架桥机架梁暂行规程 无 20060926 铁建设[2006]181 号 中铁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桥梁 客专 

183 客运专线无碴轨道铁路工程测量暂行规定 无 20061016 铁建设[2006]189 号 铁道第二勘察设计院 勘察 测量 客专 

184 客运专线铁路建设项目用地控制指标（试行） 无 20070108 国土资发[2006]327 号
建设部，国土部，铁道部

（铁三院） 
其他 综合 客专 

185 
时速 200～250 公里有砟轨道铁路工程测量指

南 
无 20070122 铁建设函［2007］76 号 铁道第二勘察设计院 勘察 测量 客专 

186 铁路防雷、电磁兼容及接地工程技术暂行规定 无 20070303 铁建设［2007］39 号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 
其他 综合 客专 

187 
新建时速 300～350 公里客运专线铁路设计暂

行规定 
无 20070315 铁建设［2007］47 号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铁

道第四勘察设计院 
设计 综合 客专 

189 客运专线无砟轨道铁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暂行 无 20070417 铁建设［2007］85 号 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 验收 轨道 客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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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铁路动车组设备设计暂行规定 无 20070421 铁建设［2007］89 号 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 设计 
动 车

设备 
客专 

191 
铁路 GSM-R 数字移动通信系统工程设计暂行规

定 
无 20070429 铁建设［2007］92 号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

计院 
设计 通信 客专 

192 铁路隧道全面断面岩石掘进机法技术指南 无 20070522 铁建设［2007］106 号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施工 隧道 客专 

193 
铁路 CTCS-2 级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应答器工程

技术暂行规定 
无 20070613 铁建设［2007］123 号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

计院 
其他 信号 客专 

194 
铁路 CTCS-2 级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列控中心及

列控车载设备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暂行标准 
无 20070810 铁建设函[2007]715 号 铁道科学研究院 验收 信号 客专 

195 
铁路大断面隧道三台阶七步开挖法施工作业指

南（试行） 
无 20070820 经规标准[2007]119 号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隧道 客专 

196 
铁路 GSM-R 数字通信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暂行规

定 
无 20070821 铁建设[2007]163 号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上海工

程公司 
验收 通信 客专 

197 铁路隧道风险评估与管理暂行规定 无 20071029 铁建设[2007]200 号 
中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其他 隧道 客专 

198 
铁路列车调度指挥及调度集中系统设计暂行规

定 
无 20071102 铁建设〔2007〕205 号

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

计院 
设计 信号 客专 

199 客运专线铁路信号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暂行标准 无 20071113 铁建设[2007]213 号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

司 
验收 信号 客专 

200 客运专线铁路通信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暂行标准 无 20071221 铁建设[2007]251 号 
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

司 
验收 通信 客专 

201 客运专线铁路工程竣工验收动态检测指导意见 无 20080109 铁建设[2008]7 号 铁道科学研究院 验收 综合 客专 

202 
改建既有线和增建第二线铁路工程施工技术暂

行规定 
无 20080116 铁建设[2008]14 号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综合  

203 
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节约集约用地要求的

通知 
无 20080203 铁建设[2008]21 号 —— 其他 综合  

204 铁路货运中心设计暂行规定 无 20080414 铁建设[2008]58 号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设计 站场  

205 铁路隧道施工机械配置的指导意见 无 20080708 铁建设函[2008]777 号 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 隧道 客专 

206 客货共线线铁路工程竣工验收动态检测指导意 无 20080728 铁建设[2008]133 号 铁道科学研究院 验收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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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207 铁路隧道超前地质预报技术指南 无 20080801 铁建设[2008]105 号 隧道局 施工 隧道 客专 

208 铁路大型临时工程和过渡工程设计暂行规定 无 20081014 铁建设[2008]189 号 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 设计 综合  

209 客货共线铁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指南 TZ 203- 2008 20081020 经规标准[2008]176 号 中铁三局 施工 桥涵  

210 客货共线铁路路基工程施工技术指南 TZ 202-2008 20081020 经规标准[2008]176 号 中铁四局 施工   路基

211 客货共线铁路轨道规程施工技术指南 TZ 201-2008 20081020 经规标准[2008]176 号 中铁一局 施工   轨道

212 铁路隧道工程施工技术指南 TZ 204-2008 20081020 经规标准[2008]176 号 中铁一局 施工 隧道 客专 

213 铁路建设项目现场管理规范 -- 20081030 铁建[2008]198 号 中铁一局 其他 综合 客专 

214 新建铁路桥上无缝线路设计暂行规定 暂行 20030616
铁建设函〔2003〕205

号 
铁科院 设计 轨道  

215 秦沈客运专线跨区间无缝线路设计暂行规定 暂行 20010122 建技〔2001〕5 号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专项 轨道  

216 秦沈客运专线站后工程设计暂行规定 暂行 20000309 建技〔2000〕25 号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 专项 综合  

217 秦沈客运专线有砟轨道施工技术细则 试行 20001009 建技〔2000〕121 号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专项 轨道  

218 秦沈客运专线有砟轨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试行 20010102 建技〔2001〕1 号 
铁道建筑研究设计院、十

一局 
专项 轨道  

219 秦沈客运专线桥梁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试行 20000724 建技〔2000〕86 号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专项 桥梁  

220 
秦沈客运专线铁路路基工程质量检验评定及验

收标准 
试行 19991018 建技〔1999〕85 号 铁五局 专项 路基  

221 
秦沈客运专线电力牵引供电工程质量检验评定

及验收标准 
试行 20020508 建技〔2002〕37 号 中铁电气化局 专项 电力  

222 秦沈客运专线电力牵引供电施工暂行规定 暂行 20010704 建技〔2001〕56 号 中铁电气化局 专项 电力  

223 秦沈客运专线铁路路基施工技术细则 试行 19990412 建技〔1999〕25 号 铁科院 专项 路基  

224 秦沈客运专线铁路路基施工技术细则修订条文 试行 19990927 建技〔1999〕78 号 铁科院 专项 路基  

225 
秦沈客运专线跨区间无缝线路施工技术暂行规

定 
试行 20010410 建技函〔2001〕27 号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专项 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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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秦沈客运专线桥梁制造与架设施工技术细则 试行 20000508 建技〔2000〕48 号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专项 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