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13.220.20

C 82

团 体 标 准
T/CAMET XXXXX—XXXX

代替的团体标准编号

城市轨道交通单洞双线隧道火灾烟气控制

技术规范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for smoke control of one tube with two lines city tunnel

（征求意见稿）

在提交反馈意见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支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XXXX–XX-XX 发布 XXXX–XX-XX 实施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发布





T/CAMET XXXXX—XXXX

I

目 次

前   言........................................................................................................................................................... II

1 范围.....................................................................................................................................................................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和定义......................................................................................................................................................... 1

4 基本规定............................................................................................................................................................. 2

5 烟气控制系统的设计与控制.............................................................................................................................2

6 系统施工............................................................................................................................................................. 4

7 系统调试............................................................................................................................................................. 5

8 系统验收............................................................................................................................................................. 5

9 维护管理............................................................................................................................................................. 6

附 录 A（规范性）烟气控制系统的调试、验收记录和维护管理检查项目.............................................. 8

A.1 烟气控制系统联动调试检查记录...............................................................................................................8

A.2 烟气控制系统工程验收记录.......................................................................................................................9

A.3 烟气控制系统维护管理工作检查项目.....................................................................................................10



T/CAMET XXXXX—XXXX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安全管理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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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倪照鹏、黄文昕、魏军、汤继新、王燕平、王奕然、车轮飞、周颖、吴才德、

王东方、苗妤、黄江伟、赵伟、朱国庆、闫怀林、莫修栋、姜学鹏、张建根、许冠、郑春霞、黄靖、杨

健



T/CAMET XXXXX—XXXX

1

城市轨道交通单洞双线隧道火灾烟气控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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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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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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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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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GB/T 5907.1、GB/T 14107、GB 50016、GB 50157、GB 51251和GB 51298确定的以及下列术语适用

本文件。

3.1

单洞双线隧道 one tube with two lines tunnel

上行线和下行线设置于同一隧道洞身（衬砌）内的隧道。

3.2

通风区段 ventilation section

以隧道内相邻的两个车站或中间风井的机械通风口（组合风阀）为界划分的隧道火灾烟气控制分段。

3.3

临界风速 critical air velocity

能有效控制隧道火灾烟气于火源下风方向而不发生逆流的最小纵向通风风速。

［来源：GB/T 50833, 8.6.13，有修改］

3.4

中隔墙 mid-partition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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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于单洞双线隧道中上行线与下行线之间的分隔墙体。

3.5

联络通道 cross-passageway

连接同一线路区间上下行的两个行车隧道的通道或门洞，在列车于区间遇火灾等灾害、事故停运时

用于乘客由火灾事故隧道向无事故隧道疏散。

［来源：GB 50157，2.0.56，有修改］

4 基本规定

4.1 城市轨道交通单洞双线区间隧道火灾烟气控制系统（以下简称烟气控制系统）的设计应结合隧道

的几何尺寸、形状、坡度和通行车辆类型及其火灾烟气蔓延特性等因素，确定合理的设计参数，并采取

有效的技术措施，使火灾时着火侧的烟气不会通过联络通道进入非着火侧。

4.2 烟气控制系统的设备、管道及其附件，应符合GB 51298和GB 51251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4.3 烟气控制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及维护管理除应执行本文件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要求。

5 烟气控制系统的设计与控制

5.1 排烟方式

采用机械排烟的单洞双线隧道，宜采用纵向排烟方式；有条件的区段，可采用横向或半横向排烟方

式。

5.2 系统设计

5.2.1 烟气控制系统采用纵向排烟方式时，应能使烟气的流动方向与乘客的主要疏散方向相反，并应能

防止烟气逆流和进入相邻车站或区间。

5.2.2 设置渡线的单洞双线隧道区间，其烟气控制系统宜采用横向或半横向排烟方式；当采用纵向排烟

方式时，应在非着火侧区间列车清空后组织纵向排烟，使非着火列车不受烟气侵袭。

5.2.3 烟气控制系统设计的火灾规模取值应根据所通行的列车类型确定，A型车宜采用 10.5MW，B型

车宜采用 7.5MW。

5.2.4 烟气控制系统采用纵向排烟方式时，着火侧隧道内的断面平均排烟风速不应小于 2.0m/s和临界

风速的较大值，但不应大于 11.0m/s。纵向排烟应具备双向组织气流的性能。临界风速可按式（1）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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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c——临界风速（m/s）；

Q——火灾热释放功率（kW）；

H——隧道截面净高（m）；

A——隧道横断面面积（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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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临界查德森的 1/3次幂，取 0.61；

kg——坡度修正系数，当隧道坡度≤30‰时，kg取 1；

α——隧道坡度；

cp——空气定压比热[kJ/(kg•K)]；

g——重力加速度（m/s2）；

T0——空气温度（K）；

Tf——烟气平均温度（K）；

ρ0——空气密度（kg/m3）。

5.2.5 烟气控制系统采用横向或半横向排烟方式时，系统的计算排烟量不应小于设计火灾规模的烟气生

成量。

5.2.6 隧道中隔墙上设置联络通道且符合下列条件时，联络通道可不设置防火门：

a) 采用纵向排烟方式时，每个通风区段内的联络通道数量不超过 2处；

b) 联络通道口部的气流速度能阻止烟气通过联络通道进入非着火侧区间。

5.2.7 隧道中隔墙上的联络通道不满足本文件第 5.3.6条的规定时，应在联络通道口部设置防火门，并

应符合 GB 51298的有关要求。

5.2.8 隧道中隔墙上的联络通道不设置防火门时，宜采用着火侧隧道排烟、非着火侧隧道加压送风的方

式进行烟气控制，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烟气控制系统设计应选取隧道内的最不利火灾场景。当隧道内有 1处联络通道时，最不利火灾

场景应为火源位于联络通道附近；当隧道内有 2处联络通道时，最不利火灾场景应为火源位于事故隧道

纵向推拉送风的上游处的联络通道附近；

b) 应考虑联络通道的洞口对着火侧隧道内气流组织的不利影响；

c) 着火侧隧道内的风速与排烟量应符合本文件第 5.3.3条、第 5.3.4条和第 5.3.5条的规定；

d) 联络通道的宽度不应小于 800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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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 烟气控制系统宜与隧道的通风系统合用，合用系统应符合烟气控制系统的相关要求。火灾时，合

用系统由正常运转模式转为烟气控制模式的时间不应大于 180s。

5.3 设备和风亭布置

5.3.1 机械排烟设备和机房宜布置于区间两端车站内，排烟机房布置应符合 GB 51298的有关要求。

5.3.2 烟气控制系统的通风风亭之间应能防止烟气串流，各风口之间的最小间距不应小于 10.0m。

5.4 系统控制

5.4.1 烟气控制系统应具有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控制的功能。

5.4.2 烟气控制系统应具有就地控制、车站控制和控制中心控制的功能。正常情况下的通风和火灾排烟

均应由控制中心联动控制，各设备按控制模式参与联合运行；车站控制执行控制中心的控制命令，并应

能显示烟气控制系统风机、风阀等设备的运行状态。

5.4.3 烟气控制系统应根据区间的火灾场景、人员疏散方式确定不同的系统控制策略。

5.4.4 烟气控制系统的系统控制设计应符合 GB 51298和 GB 51251的有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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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统施工

6.1 烟气控制系统的施工应符合 GB∕T 51310和 GB 50243的有关要求。

6.2 金属风管、钢构件及钢连接件均应符合 CJJ 49的规定。

6.3 风管穿越墙体或楼板处应设置钢制套管，钢制套管宜与结构钢筋绝缘，管道穿越墙体或楼板的洞

口及缝隙应采取防火封堵措施。

6.4 混凝土风道内表面应光滑平整、无裂缝、不渗水、不起灰。

6.5 隧道内中隔墙的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3.00h，施工缝隙应采取防火封堵措施，封堵材料、安装方式、

墙体强度应具备长期抵抗列车活塞风压的作用。

6.6 隧道风机、组合风阀应设置永久的明显标识。

6.7 隧道风机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隧道风机应安装在专用基础上，基础高度宜使隧道风机进出风端部中心对正。隧道风机严禁安

装在结构变形缝上；

b) 隧道风机出风端 3倍风机直径范围内不应有任何遮挡，出风端正前方不宜布置控制箱、吸音板、

桥架等；

c) 隧道风机外壳至墙壁或其他设备的距离不应小于 600mm；

d) 隧道风机底座采用减振装置时，其基础顶面宜设置底座水平方向的限位装置，但不应妨碍底座

垂直方向的运动；

e) 隧道风机设置振动监测、轴温检测等装置时，监测装置控制箱不应设置在风机进出风端部；

f) 隧道风机的接线盒应设置在便于检修的位置，风机配电及监控电缆桥架不应遮挡隧道风机吊

梁、吊钩等设施；

g) 隧道风机扩压管应设置检修门，检修门尺寸不宜小于 700mm×1000mm。检修门不得安装在隧

道风机端部墙体内。

6.8 组合风阀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组合风阀在结构墙体上安装时，应设置支撑框架；框架表面应平整、尺寸准确、四角方正、横

平竖直、焊缝饱满；框架与预埋件焊接应牢固，框架与结构墙体间应填充密封材料；

b) 组合风阀与框架间、风阀与风阀间的连接应牢固可靠、不漏风；

c) 组合风阀的执行机构及联动装置动作应可靠，阀板或叶片的开启角度应一致，关闭应严密，并

应与输入、输出信号同步；

d) 安装在轨行区上方的组合风阀应连接可靠，避免掉落影响行车安全；

e) 组合风阀安装在专用基础上时，基础宽度不宜小于 200mm，执行器侧距离墙体不宜小于

800mm。

6.9 结构式消声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每个纵向段的吸声体，其组件竖直方向接口应对齐，且连接应牢固；吸声体两侧外缘垂直度允

许偏差不应大于±3%；

b) 吸声体各纵向段应相互平行，前端外缘应处于与气流方向垂直的同一平面内，且应与中间连接

板结合牢固；

c) 组合后吸声体的顶部、底部及吸声体邻近侧壁的一边，均应与结构壁面结合牢固，在额定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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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不应出现松动或振颤现象；

d) 安装在通风竖井内的结构式消声器应选用防雨型，消声体主要材质应为不锈钢材质，且需考虑

消声体的排水措施；

e) 结构式消声器应安装在专用基础上，基础不宜低于 200mm。基础两侧靠近墙体处宜留 100mm

宽的排水空间；

f) 结构式消声器宜留出人员通行的可平移检修门，移开后空间不应小于 700 mm×2100mm（宽×

高）；

g) 结构式消声器周围的缝隙应采取防火封堵措施，防火封堵方案应能避免噪声旁漏；

h) 消声器严禁安装在结构变形缝上。

7 系统调试

7.1 烟气控制系统调试前，施工单位应编制调试方案并经专业监理工程师审核批准；调试结束后，应

提供完整的调试资料和报告。

7.2 烟气控制系统调试所使用测试仪器和仪表的性能应稳定可靠，其精度等级及最小分度值应能满足

测定的要求，并应符合国家有关计量法规及检定规程的规定。

7.3 烟气控制系统调试应包括设备单机调试和系统联动调试。

7.4 设备单机调试应包含隧道通风机和风阀等系统相关设备，并应符合 GB 51251和 GB/T 51310的有

关要求。

7.5 烟气控制系统联动调试应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及联动控制设备调试合格后进行，联动调试应包含

运行模式调试与控烟风速和风向的测定，并应按附录 A.1表 A.1填写联动调试记录。

7.6 烟气控制系统运行模式调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控制中心或车站控制室发出隧道火灾运行模式指令后，隧道通风机和风阀等系统相关设备的

运行状态应与设计要求一致，且运行状态信号应反馈正确；

b) 当隧道烟气控制系统与正常通风系统合用时，隧道火灾运行模式指令发出后，该系统由正常运

行模式转为隧道控烟运行模式的时间不应大于 180s。

调试数量：全数调试。

7.7 烟气控制系统控烟风速和风向的测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着火隧道内的断面平均风速应达到设计要求，且风向应与设计要求一致；

b) 联络通道内的断面平均风速应达到设计要求，且风向应与设计要求一致。

调试数量：全数调试。

8 系统验收

8.1 竣工验收前，应完成烟气控制系统的试运转及调试，验收内容及质量要求应符合本文件第 7章的

规定。

8.2 烟气控制系统验收时应按本文件附录 A.2表 A.2填写烟气控制系统联动调试检查记录。

8.3 烟气控制系统竣工验收时，应检查竣工验收的资料，并应至少包括下列文件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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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竣工验收申请报告；

b) 施工图、设计说明书、设计变更通知书和设计审核意见书、竣工图；

c) 风机及组合风阀的出厂合格证明及进场检(试)验报告；

d) 工程质量事故处理报告；

e) 隐蔽工程检查验收记录；

f) 烟气控制系统施工过程质量检查记录；

g) 烟气控制系统工程质量资料检查记录。

8.4 烟气控制系统外观质量的综合验收方法及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各类调节装置安装应正确牢固、调节灵活，操作方便；

b) 风机的安装应正确牢固；

c) 风机、组合风阀及支架的油漆应均匀，不应有透底返锈现象，油漆颜色与标志应符合设计要求。

8.5 烟气控制系统设备手动功能的验收方法及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风机应能正常手动启动和停止，状态信号应能在消防控制室显示；

b) 组合风阀应能正常手动开启和复位，阀门关闭严密，动作信号应能在消防控制室显示。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8.6 烟气控制系统设备应按设计联动启动，其功能验收方法及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风机的启动应符合本文件第 5.4.2条的规定；

b) 组合风阀的启动应符合本文件第 5.4.2条的规定。

c) 风机、组合风阀动作状态信号应能在消防控制室显示。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8.7 烟气控制系统的性能验收方法及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风机、组合风阀的性能应满足设计工况；

b) 开启隧道风机及相应的组合风阀，风机启动后同时测试隧道内和联络通道处的风速，风速应符

合设计要求；

c) 烟气控制系统由正常运转模式转为烟气控制模式的时间应符合本文件第 5.2.9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8.8 烟气控制系统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判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系统的设备、部件型号规格与设计不符，无出厂质量合格证明文件或无符合消防产品准入制度

规定的检验报告，系统验收不符合本文件第 8.5条～第 8.7条功能及主要性能参数要求的，应判定为 A

类不合格；

b) 不符合本文件第 8.3条任一项要求的，应判定为 B类不合格；

c) 不符合本文件第 8.4条任一项要求的，应判定为 C类不合格；

d) 系统验收合格判定应为：A=0 且 B≤2，B+C≤6为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9 维护管理

9.1 烟气控制系统应制定维护保养管理制度及操作规程，并应保证系统处于准工作状态。维护管理记

录应按本文件附录 A.3表 A.3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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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维护、管理人员应熟悉烟气控制系统的原理、性能和操作维护规程。

9.3 每季度应对全部防烟、排烟风机进行一次功能检测启动试验及供电线路检查，检查方法应符合下

列规定：

a) 手动开启风机，风机应正常运转 2.0h，叶轮旋转方向应正确、运转平稳、无异常振动与声响；

b) 应核对风机的铭牌值，并应测定风机的风量、风压、电流和电压，其结果应与设计相符；

c) 应能在消防控制室手动控制风机的启动、停止，风机的启动、停止状态信号应能反馈到消防控

制室；

d) 当风机进、出风管上安装单向风阀或电动风阀时，风阀的开启与关闭应与风机的启动、停止同

步。

9.4 每半年应对全部排烟防火阀、送风阀或排烟阀进行自动和手动启动试验一次，检查方法应符合下

列规定：

a) 排烟防火阀进行手动关闭、复位试验，阀门动作应灵敏、可靠，关闭应严密，常闭送风口、排

烟阀或排烟口进行手动开启、复位试验，阀门动作应灵敏、可靠，远距离控制机构的脱扣钢丝连接不应

松弛、脱落；

b) 模拟火灾，相应区域火灾报警后，同一防火分区内排烟管道上的其他阀门应联动关闭，同一防

火分区的常闭送风口和同一防烟分区内的排烟阀或排烟口应联动开启；

c) 排烟防火阀阀门关闭后的状态信号应能反馈到消防控制室，常闭送风口、排烟阀或排烟口阀门

开启后的状态信号应能反馈到消防控制室；

d) 排烟防火阀阀门关闭后应能联动相应的风机停止，常闭送风口、排烟阀或排烟口阀门开启后应

能联动相应的风机启动。

9.5 每年应对全部烟气控制系统进行一次联动试验和性能检测，其联动功能和性能参数应符合原设计

要求，检查方法应符合本文件第 7.5条~第 7.7条和第 8节的规定。

9.6 排烟防火阀的易熔片应有 10%，且不少于 10只的备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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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烟气控制系统的调试、验收记录和维护管理检查项目

A.1 烟气控制系统联动调试检查记录

烟气控制系统联动调试检查记录应按照表 A.1 填写。

表A.1 烟气控制系统联动调试检查记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施工执行标准名称及编号

项目
对应本文件

章节条款
施工单位检查记录 监理单位检查记录

调

试

内

容

设备运行状态 7.6 a)

系统转换时间 7.6 b)

隧道内风速和风向 7.7 a)

联络通道内风速和风向 7.7 b)

调试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监理工程师：（签章）

年 月 日

注： 施工过程若用到其他表格，则应作为附件一并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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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烟气控制系统工程验收记录

烟气控制系统工程验收记录应按照表A.2填写。

表A.2 烟气控制系统工程验收记录

工程名称 分部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序

号 验收项目名称

验收内容记录

验收评定结果对应本文件

章节条款

标准或设计要求 检测值

1 施工资料 8.3

2 综合观感等质量 8.4

3 设备手动功能 8.5

4 设备联动功能 8.6

5 烟气控制系统性能 8.7

综合验收结论

验

收

单

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设计单位： 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分部工程质量验收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组织施工单位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和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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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烟气控制系统维护管理工作检查项目

烟气控制系统维护管理工作的检查周期和检查项目应符合表 A.3的规定。

表A.3 烟气控制系统维护管理工作检查项目

部位 工作内容 周期

系统电源 巡查电源状态、电压 每周

防烟、排烟风机 手动或自动启动试运转，检查有无锈蚀、螺丝松动 每季度

供电线路 检查供电线路有无老化，双回路自动切换电源功能等 每季度

排烟防火阀
手动或自动启动、复位试验检查，有无变形、锈蚀及弹簧性能，

确认性能可靠
每半年

送风阀
手动或自动启动、复位试验检查，有无变形、锈蚀及弹簧性能，

确认性能可靠
每半年

排烟阀
手动或自动启动、复位试验检查，有无变形、锈蚀及弹簧性能，

确认性能可靠
每半年

系统联动试验 检验系统的联动功能及主要技术性能参数 每一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