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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单洞双线隧道火灾烟气控制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协作单位

1.1 任务来源

本标准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0 年第一

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中城轨〔2020〕22 号）编制，计划编号为

“2020015-T-05”。

1.2 协作单位

本标准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归口管理，主编单位为宁

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参编单位为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城

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展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河北工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工程咨询研究院（江苏）有限公司、江苏华东正大空调

设备有限公司、江苏中联风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 编制组简况

2.1 编制组及其成员情况

本标准编制组由各编制单位参编人员组成，覆盖了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单位、设计

单位、设备供应厂家及科研高校等多方领域，为本标准的编写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负责工作情况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负责工作情况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负责工作情况

序号 姓名 单 位 主要工作

1 倪照鹏 河北工业大学
总体编审，把控编制原则，审

查规范内容并统筹文稿

2 黄文昕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总体编审，把控编制原则，审

查规范内容

3 魏 军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总体编审，把控编制原则，审

查规范内容

4 汤继新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把控编制原则，审查规范内容

5 王燕平 原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把控编制原则，审查与现有规

范兼容性

6 王奕然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 4、7章起草

7 车轮飞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第 5章起草



8 周 颖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第 1、2章起草

9 吴才德 浙江华展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第 3章起草

10 王东方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

11 苗 妤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第 3、8章起草，标准化工作

12 黄江伟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第 6章起草

13 赵 伟 中铁第六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 第 6章起草

14 朱国庆 中国矿业大学 第 7章起草

15 闫怀林
中国矿业大学工程咨询研究院（江苏）有

限公司
第 7章起草

16 莫修栋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第 8章起草

17 姜学鹏 武汉科技大学 第 9章起草

18 张建根 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附录起草

19 许 冠 浙江华展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附录起草

20 郑春霞 江苏华东正大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提供试验支撑

21 黄 靖 江苏中联风能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试验支撑

22 杨 健 中铁隧道集团机电工程有限公司 提供试验支撑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3.1 立项阶段

2019 年 6 月，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关于报送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三年规

划的通知》，本标准编制项目筹备成立编制工作组，确定了标准大纲并形成草案，提

交申报材料。

2019 年 8 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安全管理专业委员会在北京针对本标准召开

了立项专家审查会，认为本标准的申报符合立项审查要求，标准的编制满足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的实际需求，同意本标准立项。

2019 年 12 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9 年团体标准项目提案评估会议”，本标准经委员投票后同意立项。

2020 年 4 月，根据“中城轨〔2020〕22 号 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0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本标准正式列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0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计划编号“2020015-T-05”。

3.2 初稿编制阶段

2020 年 5 月，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城市轨道交通单洞双线

隧道火灾烟气控制技术规范》编制启动会。

2020 年 7 月，编制组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单洞双线隧道火灾烟气控制技术规范》

初稿召开了编制研讨会，针对初稿进行了修改和完善。

2020 年 9 月，编制组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单洞双线隧道火灾烟气控制技术规范》

修改稿召开了第二次编制研讨会，针对关键技术技术指标进行了研究讨论。



2020 年 11 月，主编单位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在 4 号线“翠柏路—双东

路”区间隧道内组织了区间隧道火灾烟气控制系统测试，验证了本技术规范在实际工

程中的适用性和控烟效果。

2020 年 12 月，编制组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单洞双线隧道火灾烟气控制技术规范》

进行了进一步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3.3 意见征求阶段

提交标准征求意见稿后，拟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相关要求，由协会向会员

单位以及使用本标准的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教育科研机构、检测及认证机构等

相关方征求意见；编制组对征集的意见进行分析研究、处理、协调后，对征求意见稿

进行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及相关材料。详细内容待意见征求完成后补充。

3.4 标准审查阶段

拟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审查要求，配合协会标准审查工作。详细内容待审

查完成后补充。

3.5 标准报批阶段

拟根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报批要求，开展标准报批工作。详细内容待报批完

成后补充。

4 标准编制原则及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4.1 编制原则

（1）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2）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

（3）标准编制格式符合 GB/T 1.1-2020 规定；

（4）符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要求；

（5）结合国内地铁单洞双线隧道设计、施工、运营特点。

4.2 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及有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主要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单洞双线隧道的烟气控制提出设计、施工、验收等

方面的技术要求，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是对相关现行技术标准的有效

补充。

《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13、《地铁设计防火标准》GB 51298-2018 及

《Standard for Fixed Guideway Transit and Passenger Rail Systems》NFPA 130-2017

主要针对一般轨道交通工程区间隧道的纵向通风排烟等设计进行规定，未针对单洞双

线隧道及其烟气控制的有针对性规定条文，且无烟气控制系统在施工、验收方面的具

体规定，本标准可对其进行有效补充。

《建筑防烟排烟设施技术标准》GB 51251-2017、《Standard for Smoke Control

Systems》NFPA 92-2018 等标准，对一般建筑的防烟排烟设施的设计、施工验收进行

了规定，未对单洞双线隧道的烟气控制技术进行规定，本标准是相关标准的有效补充。

本标准主要参考引用的相关标准有：



GB/T 5907.1 消防词汇 第 1 部分：通用术语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GB 51298 地铁设计防火标准

GB 51251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T 51310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标准

GB 5024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CJJ 49 地铁杂散电流腐蚀防护技术规程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5.1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论据或依据

参照 GB 50157《地铁设计规范》、GB 51298《地铁设计防火标准》及 GB 51251《建

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等相关要求，结合理论分析、数值模拟、缩尺实验和现场实测

等研究方法，确定了城市单洞双线隧道火灾烟气控制通风模式、联络通道的防烟风速等参

数。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本标准为新编制标准，无对比数据。

6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6.1 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邀请应急管理部天津消防研究所、武汉科技大学等多方

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火灾烟气控制系统研究及试验。试验（验证）分析如下：

（1）联络通道的防烟风速

临界风速的理论计算公式是基于 Froude守恒理论与实验数据拟合得到的。世界道路协

会（PIARC）标准、美国 NFPA 502标准和《道路隧道设计标准》（DG/TJ 08-2033-2017）
引用的式（1）是由 Heselden和 Kennedy提出的，该式为以后地铁隧道的防火纵向通风设

计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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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Vc为临界风速，m/s；Q为火灾规模，kW；H为隧道最大净空高度，m；

A为隧道横断面面积，m2；kg为坡度修正系数；cp为空气定压比热，[kJ/(kg•K)]；g为重力

加速度，m/s2；T0为火场远区空气温度，K；Tf为烟气平均温度，K；ρ0为火场远区空气密

度，kg/m3。

针对宁波地铁 4号线区间隧道，火灾热释放速率选取 7.5MW，隧道截面净高为 5.50m，

空气温度为 300K。通过式（1），使用迭代法计算结果为 2.00m/s。



选取 Heselden和 Kennedy公式计算结果 2.00m/s为基础值，根据《建筑防烟排烟系统

技术标准》（GB51251-2017）中第 3.4.1条规定“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设计风量不应小于计

算风量的 1.2倍”。因此本技术规范要求联络通道处平均风速不应小于 2.5m/s。
联络通道防烟风速计算与本部分标准一致。

（2）事故隧道推拉式送风，非事故隧道正压送风方案有效性测试

测试地点选取在宁波市轨道交通 4号线双东路至翠柏里站类矩形盾构隧道区间段，火

灾热释放速率设置为 7.5MW。考虑列车停靠在区间隧道内产生的阻塞效应，设置了两种火

源位置进行火灾烟气控制的有效性测试。

表 1 火灾烟气控制模式测试结果

火源

位置

风机运

行模式

隧道内风速（m/s）

试验现象 规范要求
判

定
事故上

行区间

隧道段

事故列

车中间

段

联络通

道平均

风速

联络通

道处

事故隧

道三送

三排，

非事故

隧道一

送一送

2.77 4.53 6.24

1.事故隧道

未出现烟气

逆流；

2.联络通道

口处未出现

烟气侵入。

1.《地铁设计防火标

准》（GB51298-2018）
第 8.3.1 条第 1 款规

定，地下区间的排烟

采用纵向通风时，区

间断面的排烟风速

不应小于 2m/s，不得

大于 11m/s；
2.本技术规范第 5.2.8
条 d)款规定，当联络

通道处于烟气流经

区域时，联络通道的

风向应由隧道的非

着火侧流向着火侧，

且联络通道的平均

风 速 不 应 小 于

2.5m/s。

符

合

事故隧道推拉式送风，非事故隧道正压送风有效性测试报告与本部分标准一致。

6.2 综述报告

《地铁设计规范》规定，两条单线区间隧道之间当隧道连贯长度大于 600m 时，应

设联络通道并在通道两端设双向开启的甲级防火门。但由于包括类矩形盾构隧道在内

的单洞双线隧道的结构特点，导致此类隧道内不存在设置常规联络通道的条件，也没

有空间设置双向开启的甲级防火门，否则当防火门开启时会遮挡人员疏散路线，不利

于隧道内的消防安全。

在此工程背景下，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创新地提出了用气流防烟技术替

代传统的联络通道防火门的新思路。此隧道火灾烟气控制系统，可有效解决包括类矩

形隧道在内的单洞双线区间隧道安全疏散问题，并避免运营运维疏漏和隧道内风压扰



动对防火门的不利影响，降低运营期事故风险，降低轨道交通土建设施维护难度。

前期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宁波市轨道交通 4 号线工程类矩形及

圆形盾构区间隧道火灾烟气控制方案实验研究》科研项目的论证，结合理论分析、数

值模拟和缩尺实验的方法，已验证了此火灾烟气控制系统在区间隧道发生火灾时的控

烟有效性。

为进一步验证此火灾烟气控制系统的控烟效果及联络通道口控烟风速，宁波市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选取宁波市轨道交通 4 号线“双东路~翠柏里站”类矩形盾构隧

道区间段，组织开展了区间隧道火灾烟气控制系统现场测试。

在以上研究论证基础上，编制形成了《城市轨道交通单洞双线隧道火灾烟气控制

技术规范》。

6.3 技术经济论证

城市轨道交通常规隧道联络通道设置双向开启的甲级防火门时，投资费用包括材

料费、机械费、以及相关的运杂费、人工费、管理费等，造价较高。在满足本标准技

术条件情况下，城市轨道交通单洞双线隧道的联络通道可不设置防火门，利用气流防

烟有效实现区间隧道火灾时的烟气控制，可有效节省初投资、降低运维风险、减少运维

费用。

7 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标准暂未采用国际标准。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单洞双线区间隧道火灾烟气控制的模式和烟气控制系

统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和维护管理等的技术要求，适用于新建、扩建的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中具有中隔墙的单洞双线区间隧道。设计院、系统供应商、施工单位、试验机构、

用户等标准使用方，可以通过制定相应要求、设计并证明采用特定技术方案、实施定

性和定量评估等方式，采纳并声明符合本规范。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重要市政基础设施，隧道的运营安全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产建设和

生活秩序。本标准发布后，可对单洞双线区间隧道内的气流组织、通风模式及参数的设计、

施工、验收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在区间隧道发生火灾时，有效控制并防止烟气从事故隧

道向非着火隧道扩散。在确保非事故隧道的安全的基础上，避免运营或环境扰动可能对防

火门带来的不利影响，减小运营安全隐患。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同意披露专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