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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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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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同方股份有限公司、中交铁道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上海市建筑科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地铁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市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宁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

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晓锋、朱颖心、简炼、常晟、杨卓、武雪都、方漫然、江洪泽、余瑞荣、王

胜利、魏广宏、刘垚、牟振英、杨建荣、李挺武、张浩、苏子怡、李亮、胡雪霏、鲍帅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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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通风空调系统节能运行管理及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节能运行要求、节能运行评价和节能运行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地铁车站使用的通风空调系统的管理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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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7-2015  冷水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GB 21454-2008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能效限定值及能源效率等级 

GB/T 29044 采暖空调系统水质 

GB 50157-2013  地铁设计规范 

GB 50365-2019  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标准 

DL/T 1478-2015  电子式交流电能表现场检验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地铁  metro（underground railway、subway） 

 在城市中修建的快速、大运量、用电力牵引的轨道交通。列车在全封闭的线路上运行，位于中心

城区的线路基本设在地下隧道内，中心城区以外的线路一般设在高架桥或地面上。 

[来源：GB 50157-2013, 2.0.1] 

 

约束值  constraint value 

为实现建筑使用功能所允许消耗的建筑能耗上限值（或冷量上限值，或能效下限值）。 

[来源：GB/T 51161-2016, 2.0.3, 有修改] 

 

引导值  leading value 

在实现建筑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综合高效利用各种建筑节能技术和管理措施，实现更高建筑节能效

果的建筑能耗（或冷量，或能效）期望目标值。 

[来源：GB/T 51161-2016, 2.0.4, 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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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风空调系统能效比  energy efficiency ratio of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EERs 

通风空调系统总冷量与总能耗之比。 

[来源：GB/T 17981-2007, 3.4, 有修改] 

 

冷却水输送系数  water transport factor of condensate water；WTFcw 

通风空调系统总冷量与冷却水泵能耗之比。 

[来源：GB/T 17981-2007, 3.10, 有修改] 

 

 

冷冻水输送系数  water transport factor of chilled water；WTFchw 

通风空调系统总冷量与冷冻水泵能耗之比。 

[来源：GB/T 17981-2007, 3.6, 有修改] 

 

典型工况  nominal condition 

用于设备性能检测的单组或多组规定的试验条件，通常规定在有关标准、产品铭牌或样本上。 

  

大系统  VAC system for public areas 

地铁车站公共区通风空调和防排烟系统。 

 

小系统  VAC system for equipment and operation rooms 

地铁车站管理及设备用房通风空调和防排烟系统。 

 

4 地铁通风空调系统节能运行要求 

能耗分项计量 

4.1.1 地铁车站应设置能耗分项计量系统自动采集、分析能耗数据。若确实不具备条件，应对车站重

要的能耗分项进行手动数据抄录和分析对比。 

4.1.2 能耗分项计量系统的分项计量应包括车站通风空调、隧道通风、照明设备、电梯、给排水、商

业及其他系统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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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车站通风空调用电的分项计量 

应对地铁车站建筑的重要通风空调用电进行计量，明确计量下列分项用电量： 

a) 冷水机组总用电量； 

b) 冷冻水系统循环泵总用电量； 

c) 冷却水系统循环泵总用电量； 

d) 冷却塔的风机总用电量； 

e) 空调箱的风机总用电量； 

f) 新风机组的风机总用电量； 

g) 通风用送、排风机的总用电量； 

h)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室外机的总用电； 

i) 其他必要的通风空调系统设备的总用电量，含水处理系统、风机盘管、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

室内机、消防风机、人防风机、各类阀门等。 

4.1.4 隧道通风用电的分项计量 

应对地铁车站和隧道通风风机用电进行计量，明确计量下列分项用电量： 

a) 隧道风机用电； 

b) 轨道排热风机用电。 

4.1.5 照明设备用电的分项计量 

应对地铁站厅、站台、进出站门厅、区间照明及设备用房的照明设备用电进行计量，计量回路可适

当合并。 

4.1.6 电梯用电的分项计量 

应对地铁车站中所有扶梯、直梯用电进行计量，计量回路可适当合并。 

4.1.7 给排水用电的分项计量 

应对车站车站中所有给排水用电进行计量，计量回路可适当合并。 

4.1.8 商业用电的分项计量 

应对车站中所有商业（广告照明、商业通信等）用电进行计量，明确各分项用电量。 

4.1.9 供冷量计量 

应对车站总冷冻水供冷量和总冷却水散热量分别进行计量。有条件的车站宜对大小系统的冷冻水

供冷量分别进行计量。  

4.1.10 空调系统补水量计量 

应对空调系统冷冻水和冷却水补水量分别进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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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对于无能耗分项计量系统的车站，为确保通风空调系统的节能运行，应在相关部位设置准确计

量电表。通过数据处理，获得车站通风空调用电计量和隧道通风系统总用电量及相关设备的能效数

据。需要设置计量电表计量的用电量包括： 

a) 车站总用电计量；  

b) 通风空调一级负荷用电总计量； 

c) 通风空调二级负荷用电总计量； 

d) 通风空调三级负荷用电总计量； 

e) 设有变频控制的通风空调用风机（送风机/回排风机）用电计量； 

f) 冷水机组用电计量； 

g) 空调用循环水泵用电计量； 

h) 供冷量计量； 

i) 冷却水补水量计量。 

4.1.12 分项计量系统的计量数据采集和存储满足以下要求： 

a) 分项能耗数据的采集频率宜 5分钟 1次，不应超过每小时 1次； 

b) 车站数据向控制中心上传数据的频率不低于每 6 小时 1 次，上传数据为本车站所有原始能耗

数据； 

c) 记录数据应包括功率峰值和某时段的均值等，记录时间不得少于 5年；  

d) 宜按照 4.1.2~4.1.10 的分项进行数据分级和分类，见附录 A； 

e) 应按照统一的编码规则进行数据编码。能耗编码规则应保证数据得到有效的管理和支持高效

率的查询服务，实现数据组织、存储及交换的一致性；数据编码规则可参考《国家机关办公建

筑和大型公共建筑能耗监测系统分项能耗数据采集技术导则》或当地政府能源管理平台数据

上传相关要求； 

f) 系统宜能够自动识别一些关键拐点和异常特征，并根据主备用电路的倒闸等特殊情况自动进

行数据合理处理； 

g) 当电表有功电能的出现满刻度跳转时，必须在采集数上增加电表的最大输出数，保证计算处理

结果的正确性； 

h) 原始数据可简单快捷的分站全部导出成 Excel表格式。 

4.1.13 分项计量系统的能耗数据统计分析与展示，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各线路及车站建筑的数量与总用能情况； 

b) 各线路节能管理水平较高的代表性车站的用能情况； 

c) 各车站相关能耗和能效指标（具体指标详见本文件 第 5章）的最大值、最小值和平均值； 

d) 各线路各车站当月用能同比和环比变化趋势； 

e) 各线路各车站各监测支路的逐时原始读数列表； 

f) 各条线各车站各监测支路的逐时、逐日、逐月、逐年能耗值，形成同比、环比分析图； 

g) 按照本文件第 5章所规定的评价指标和方法，形成各车站用能指标排名，并对用能数据定期进

行对比分析。 

4.1.14 无能耗分项计量系统的能耗数据统计分析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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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周抄录本文件 4.1.11要求的关键计量表具的数据； 

b) 通过手动录入的方式，形成电子化的原始数据记录文档； 

c) 按照本文件第 5章所规定的评价指标和方法，对用能数据定期进行对比分析； 

d) 分项计量系统功能不完备或存在大量表具已经不准确、维修难度大的车站，可参照执行。 

合理室内环境参数 

4.2.1 地铁内部空气环境的主要控制参数是温度、湿度及新风量。 

4.2.2 地下车站公共区夏季室内空气温度和相对湿度控制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当车站采用通风系统时，公共区的室内空气温度控制值不应超过 30℃，且不宜高于通风室外

空气计算温度 5℃； 

b) 当车站采用空气调节系统时，公共区中站厅的室内空气温度控制值不应超过 30℃，且应低于

空气调节室外计算干球温度 2℃～3℃；公共区中站台的空气温度控制值应低于站厅的空气温

度控制值 1℃～2℃；站厅及站台的相对湿度均应为 40%～70%； 

4.2.3 地下车站公共区冬季室内空气温度应低于当地低层的自然温度，但室内空气最低温度不宜低于

12℃。 

4.2.4 地下区间隧道、地下车站公共区空气中的 CO2日平均浓度应小于 1500ppm，车站设备及管理用房

空气中的 CO2日平均浓度应小于 1000ppm。 

4.2.5 隧道的内部空气环境的主要控制参数应符合 GB 50157-2013中 13.2.3～13.2.5 的规定。 

4.2.6 车站内设备与管理用房空气计算温度、相对湿度与换气次数应符合 GB 50157-2013中表

13.2.40的要求。 

全年节能运行策略 

4.3.1 采用水冷或风冷冷水机组作为冷源，空调制冷系统开启策略： 

a) 在大系统和小系统通风模式下，当站台+站厅公共区平均温度高于控制目标值 1.5℃或小系统

房间超过 3个（数量可调整）室内温度高于控制目标 1.5℃时，启动冷水机组； 

b) 当仅运行单台最小容量冷水机组时，站台+站厅公共区平均温度低于控制目标值 1.5℃且小系

统房间小于 3个（数量可调整）室内温度高于控制目标时，且冷水机组负载率低于 50%时，关

闭冷水机组。 

4.3.2 大系统采用全空气系统时，空调通风模式切换策略： 

a) 冷水机组开启即为空调模式，否则为通风模式； 

b) 空调模式下，当室外焓值低于站内焓值时，宜采用全新风空调模式；当室外焓值高于站内焓值

时，宜采用最小新风空调模式； 

c) 通风模式下，宜根据车站实际通风气流组织情况采用单排通风模式或单送通风模式。单排通风

模式为开启回排风机、关闭送风机；单送通风模式为开启送风机、关闭回排风机；通风模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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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室外干球温度高于 10℃，应采用单排通风模式；当室外干球温度低于 10℃，宜采用单送通

风模式。 

4.3.3 小系统采用全空气系统时，空调通风模式切换策略： 

a) 冷水机组开启即为空调模式，否则为通风模式； 

b) 空调模式下，当室外焓值低于站内焓值时，宜采用全新风空调模式；当室外焓值高于站内焓值

时，宜采用最小新风空调模式； 

c) 通风模式下，宜采用送排平衡的模式：同时开启送风机和回排风机。 

4.3.4 小系统采用多联机系统时，空调通风模式切换策略： 

a) 当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室外机运行功率大于通风风机功率时，根据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

室外机功率、通风风机功率和通风风机设计风量计算切换温度，切换温度计算公式如式（1）： 

q

3600v v
s

p

W COP
T T

C Q 

 
= −

 
          …………………………（1） 

式中： 

qT
——切换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sT ——室内设计温度或室内控制目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vW ——多联机室外机当前实际运行功率，单位为千瓦（kW）； 

vCOP ——多联机当前能效比，缺少该参数时，可按 5取值； 

pC
——空气比热容，单位为千焦每千克开尔文（kJ/kg·K）； 

Q ——子系统空调送风机设计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 

b) 当室外温度低于切换温度时，应由空调模式切换到通风模式； 

c) 当室外温度高于切换温度时，应由通风模式切换到空调模式。 

空调冷源设备的节能运行 

4.4.1 设计或改造阶段冷源设备宜选用部分负荷性能较好的变频螺杆冷水机组或磁悬浮冷水机组。 

4.4.2 冷水机组节能运行满足以下要求： 

a) 间歇运行的冷源设备，应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合理的运行时间，宜在供冷前 0.5h 开启，供冷结

束前 0.5h关闭； 

b) 当车站整体室内温度符合控制目标仅局部区域或房间超温，应优先针对性排查水平衡和末端

运行情况等，避免盲目加开冷水机组； 

c) 当车站整体室内温度超过控制目标，且已开启冷水机组接近满载时，应增加一台冷水机组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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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当多台冷水机组的平均负载率低于𝑅𝑐ℎ𝑖𝑙𝑙𝑒𝑟时，应减少一台冷水机组开启,𝑅𝑐ℎ𝑖𝑙𝑙𝑒𝑟计算方法如式

（2）； 

𝑅𝑐ℎ𝑖𝑙𝑙𝑒𝑟 = 1 −
1

𝑛
            …………………………（2） 

式中： 

n——当前冷水机组实际开启台数。 

e) 在非高温高湿的室外工况下和室内相对湿度不超标的情况下宜尽量提高冷水机组冷冻水供水

温度设定值； 

f) 对于非“一机对一泵”设计的水系统，冷凝器和蒸发器出口应设置与冷水机组启停联动的电动

水阀；若无对应电动阀门，冷水机组启动和停止时应打开和关闭对应手动阀； 

g) 非空调期冷水机组停机时，应切断电源，防止冷水机组待机时持续加热润滑油消耗电能，宜按

照技术要求在使用前若干小时接通电源预热润滑油。 

h) 冷水机组的运行能效不应低于本文件 5.2中的约束值。 

4.4.3 冷水机组节能运维满足以下要求： 

a) 若水冷螺杆/离心机组运行能效过低，则逐项排查下列选项，并进行针对性改善（其他类型冷

源应由设备厂家提供日常排查关键指标及指标合理范围）： 

1) 蒸发温度是否明显低于冷水机组额定工况参数，若缺少参数则取 5℃； 

2) 冷却塔回水温度是否明显高于冷水机组额定工况参数，若缺少参数则取 34℃； 

3) 80%以上负载率，蒸发器趋近温度（蒸发温度与冷冻水出口温度之差）是否小于 3℃； 

4) 80%以上负载率，冷凝器趋近温度（冷凝温度与冷却水出口温度之差）是否小于 4℃； 

5) 冷冻水/冷却水流量是否满足冷水机组设计要求； 

6) 若冷水机组未配置上述传感器，则应通过现场测试或加装传感器获得上述参数； 

7) 若上述问题均不存在，建议由冷水机组厂家排查制冷剂冲注量、润滑油油位、其他参数设

置等问题后进行二次调节。 

b) 确保冷却塔、风冷热泵及多联机室外机所处位置通风良好，周边不应堆放杂物及增设其他构筑

物。若确实需要新增消音器、隔声墙等遮挡构筑物，则需要进行排风的反混验算。 

空调水系统节能运行 

4.5.1 设计或改造阶段空调循环水泵和冷却塔设备宜配置变频控制措施。 

4.5.2 空调循环水系统节能运行满足以下要求： 

a) 定频的冷冻水和冷却水系统，若供回水温差运行期间长期低于设计温差的 80%，可进行经济性

核算后考虑增加水泵变频调速控制措施； 

b) 变频的冷冻水和冷却水系统宜采用定总管供回水温差的变频控制策略； 

c) 变频控制的冷冻水系统，冷冻水的实际运行总供回水温差不应小于设计温差的 80%； 

d) 变频控制的冷却水系统，冷却水的实际运行总供回水温差不应小于设计温差的 80%或采用冷水

机组+冷却泵+冷却塔整体节能寻优控制算法； 

e) 长期低频运行的水泵设备的电机表面温度及变频器表面温度不应超标； 

f) 冷冻水泵和冷却水泵的运行性能不应低于本文件 5.2中的约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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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冷却塔设备节能运行满足以下要求： 

a) 通过调整冷却塔布水器，确保冷却塔布水均匀性； 

b) 定频冷却塔、多台冷却塔采用并联方案，实际运行出现冷却塔冷幅超过 3℃时，增开一台冷却

塔，宜充分利用换热面积； 

c) 变频冷却塔应在所有冷却塔同时开启后变频运行，采用定冷却塔冷幅的控制算法或冷水机组+

冷却泵+冷却塔整体节能寻优控制算法； 

d) 应建立冷却塔水阀与风机的连锁关系，避免冷却水从风机未开启的塔旁通过； 

e) 运行条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时，冷却水周补水量环比不应发生明显变化，发生变化则优先核查

冷却塔浮球阀是否工作正常； 

f) 冷却塔的运行性能不应低于本文件 5.2中的约束值。 

4.5.4 冷冻水系统和冷却水系统的变频运行，应至少设置如下保护： 

a) 冷冻水流量不低于冷水机组允许流量下限； 

b) 冷却水流量不低于冷水机组允许流量下限； 

c) 冷冻水供回水总管压差与电动压差旁通阀的联动关系正常，压差设定值按照设计值或不超过

0.3Mpa； 

d) 冷却水回水温度不低于冷水机组运行下限值。 

4.5.5 空调循环水系统的水力平衡满足以下要求： 

a) 冷冻水支管的供回水水温差值与总管的供回水温差值的偏差不宜超过 30％； 

b) 当有末端空调效果较差时，应优先排查该末端冷冻水流量是否满足要求，避免盲目增加冷水机

组或循环水泵开启台数； 

c) 并联运行的冷却塔，应保持各冷却塔之间水量均匀分配； 

d) 多台冷却塔并联运行时，各冷却塔出水温度差不应超过 1℃，否则应及时排查水力不平衡、填

料塌陷/堵塞、风机皮带轮松动等问题。  

4.5.6 水系统及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系统保温满足以下要求： 

a) 冷冻水管道及管道附属设施（包括 Y型过滤器、全程/旁流水处理仪、阀门等）应覆盖厚度满

足设计要求的保温层； 

b)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冷媒管道及附属设施均应覆盖厚度满足设计要求的保温层，特别关注

多联机室外管道的保温是否失效； 

c) 管道保温层应无脱落和破损，且供冷季保温层表面不得出现凝水/滴水等现象，出现相关问题

后应及时更换，避免保温失效面积扩大； 

d) 距离制冷机房远端的组合式空调机组的冷冻水供水温度上升幅度应在合理范围内。冷水机组

满负荷运行条件下每 100m温升不应超过 0.2℃，冷水机组半负荷运行条件下每 100m温升不应

超过 0.4℃，否则需检查管道保温和实际水量情况。 

4.5.7 空调水系统节能运维管理满足以下要求： 

a) 若空调用循环水泵运行能效过低，应按下列内容逐项排查，并进行针对性改善： 

1) 定温差的变频控制策略是否有效； 

2) 系统自动排气阀是否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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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泵在工频工况下，水泵流量是否与水泵设计工况接近； 

4) Y型过滤器是否脏堵，前后压差不宜超过 5m或样本值的 1.2倍； 

5) 冷水机组换热器是否脏堵，前后压差不宜超过 10m或样本值的 1.2倍； 

6) 水路调节阀/平衡阀开度是否正确； 

7) 上述均不能解决问题，由厂家或专业调试顾问进行问题排查和二次调节。 

b) 若冷却塔运行能效过低，应按下列内容逐项排查： 

1) 风机皮带轮是否松动； 

2) 电动蝶阀起闭是否与风机启停一致； 

3) 目视检查冷却塔布水是否均匀，布水器有无明显脏堵； 

4) 浮球阀是否工作正常； 

5) 积水盘有无明显脏堵； 

6) 上述均不能解决问题，由厂家或专业调试顾问进行问题排查和二次调节。 

c) 应定期排查水系统旁通阀状态，无特殊情况时，旁通阀应保持关闭； 

d) 应对电动水阀的状态定期进行排查，确保电动水阀能够正确实现开/关动作或开度控制； 

e) 设备、阀门、附件及管道的绝热外表面不应腐蚀或虫蛀； 

f) 冷冻水和冷却水的水处理设备应工作正常。应定期对空调循环水系统水质进行检测，水质应满

足 GB/T 29044 -2012 第 4.1～4.4的要求，检测周期应符合 GB/T 29044-2012 附录 A的规

定。 

空调风系统节能运行 

4.6.1 地铁车站小系统设备实测发热量和设计发热量存在偏差，设计或改造阶段小系统组空及回排风

机宜配置变频控制措施。 

4.6.2组合式空调机组的节能运行满足以下要求： 

a) 实际运行送风与回风温差长期低于 8℃，风量 1 万 m³/h 以上的风机，应进行经济性核算，增

加风机变频调速控制措施； 

b) 采用变频风机的组合式空调机组，送风机频率宜选择回风温度或室内温度为控制目标。其配套

电动调节水阀开度宜选择以送风温度为控制目标，送风与回风温差宜控制在 8℃～10℃； 

c) 采用定频风机的组合式空调机组，其配套电动调节水阀开度宜选择回风温度或室内温度为控

制目标，且送风温度不低于室内计算露点温度； 

d) 变频回排风机的频率控制应与送风机一致； 

e) 小新风机和新风阀的开度调节宜采用与室内 CO2联动的控制策略，仅当 CO2超标或监测中发现

CO2存在超标可能性时，开启小新风机或新风阀。 

f) 大系统站厅/站台实际运行温度与设计温度相符时，室内湿度超标严重，可适当降低冷冻水供

水温度同时减小送风量，达到除湿目的，不应降低站厅站台的温度控制目标； 

g) 小系统在房间实际运行温度与设计温度相符时，室内湿度超标严重，可适当降低冷冻水供水温

度同时减小送风量，或增设独立小型除湿机，达到除湿目的，不应降低房间温度控制目标。 

4.6.3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系统节能运行满足以下要求： 

a)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室内机的设定温度应与房间设计温度相符； 

b) 在房间实际运行温度与设计温度相符时，室内湿度超标严重，可开启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除

湿模式或增设独立小型除湿机，不应降低房间室内机设定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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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有人员房间若采用独立小新风机，其启停控制策略应结合房间人员在室情况。 

4.6.4 空调风系统的风平衡满足以下要求： 

a) 机械新风量对能耗影响大，新风模式切换和阀门手动动作等应严格管理，避免错误操作； 

b) 小新风模式下，调节空调机组的送回风量平衡，使送风量基本等于或稍大于回风量，偏差应小

于 10%； 

c) 小新风模式下，空调风系统混风室不应处于严重正压或负压状态； 

d) 同一套系统各房间实际运行温度偏差较大时，应进行风量平衡调试，避免部分房间严重过量供

冷； 

e) 小系统整体房间温度不超标，但室内局部设备超温，应通过增设机柜散热器或房间内机械通风

的方式，强化局部换热，不应降低房间温度控制目标。 

f) 装有屏蔽门的地铁车站，应保证屏蔽门及周边结构连接处不出现明显的孔洞及缝隙，保证站台

和隧道区的完全隔离。 

4.6.5 空调风系统保温满足以下要求： 

a) 空调送回风管道及管道附属设施（含风阀、法兰连接处、软连接处、穿墙套管等）均应覆盖厚

度满足设计要求的保温层； 

b) 风系统保温层应无脱落和破损，且供冷季保温层表面不得出现凝水/滴水等现象，出现相关问

题后应及时更换，避免保温失效面积扩大； 

c) 风系统的主要设备和风管的检修门不应封堵，测量孔、检查孔应做必要封堵并外包可拆卸保温，

并采用明显记号标出位置。 

4.6.6 空调风系统节能运维管理满足以下要求： 

a) 若组合式空调机组等空调末端的实际运行能效过低，应按下列内容逐项排查： 

1) 风机皮带轮是否松动； 

2) 变频风机的变频控制策略是否有效； 

3) 定频风机送风温差是否大于 8℃。若超标应增设变频降低风机风量和功率； 

4) 若上述均不能解决问题，由厂家或专业调试顾问进行问题排查和二次调节。 

b) 对穿过混风室的风管、水管，应按照设计要求严格密封。防火泥等封堵填充材料脱落后需重新

填充封堵严密；  

c) 风管内表面应光滑平整，非金属风管不得出现龟裂和粉化现象； 

d) 软连接、风管法兰连接处等位置存在明显漏风的，应进行二次封堵； 

e) 对电动调节风阀的状态定期进行排查，应确保电动风阀能够正确实现开/关动作，并且关闭时

阀体密封严密； 

f) 组合式空调机组等空调末端空气过滤器阻力不应大于设计规定的限值，当无设计规定限值时，

不应大于初阻力的 2倍； 

g) 组合式空调机组等空调末端应保持表冷器清洁，其表面应无明显积尘。 

隧道通风系统节能运行 

4.7.1 不应长时间开启区间和隧道通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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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对于采用屏蔽门系统的车站，若晚高峰区间隧道温度超过 33℃同时列车载客量超过 75%的情况

下，宜开启车站隧道排热风机 1h～2h。 

4.7.3 区间隧道和车站隧道通风系统长时间不运行时，宜每月运行半小时排查设备故障。 

数据验证 

4.8.1 远程传输数据，异常数据率不应大于 0.1%，不应出现点位错误。  

4.8.2 根据测试装置量程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应进行验证，凡小于最小值或者大于最大值的采集读数属

于无效数据。 

4.8.3 应每月对冷冻水/冷却水的总管冷热量计量进行冷热量平衡校验，计量或统计误差应满足 5%以

内。 

4.8.4 应每月对电表计量数据的总支、总分偏差进行校核，计量或统计误差应满足 5%以内。 

4.8.5 应每月对能耗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检验能耗数据异常情况，找到能源浪费环节，提出节能改

造的建议。可自行组织或聘请第三方单位开展。 

4.8.6 应定期对计量表具进行抽样校验确保计量电表准确性。可自行组织或聘请第三方单位开展。检

验方法应满足 DL/T 1478-2015中 5.1～5.4的要求。 

5 地铁通风空调系统节能运行评价 

通风空调系统供冷量 

5.1.1  空调季车站通风空调系统供冷量通过现场实测得到：  

a) 对地铁车站总供冷量进行监测，应在冷冻水供水总管处设置水流量传感器，在冷冻水供水总管

和回水总管处设置温度传感器； 

b) 对大系统供冷量进行监测，应在大系统空调箱冷冻水管处设置水流量传感器、进/出水温度传

感器； 

c) 小系统供冷量通过地铁车站总供冷量与大系统供冷量相减计算得到。 

5.1.2  通风季车站通风空调系统供冷量通过现场测试得到，对地铁车站大系统和小系统供冷量进行监

测，应在空调箱新风口和送风口设置温湿度传感器，并对送风量进行监测。 

5.1.3  空调季和通风季车站通风空调系统供冷量约束值和引导值计算方法见附录 B。 

5.1.4   宜按照周、月、年对车站通风空调系统供冷量进行评价，评价分为 A、B、C、D四个等级，其

中，A级为最优指标，依次为 B级、C级、D级。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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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车站通风空调系统实际供冷量低于供冷量引导值，评级为 A； 

b) 车站通风空调系统实际供冷量高于供冷量引导值，且低于供冷量约束值与引导值的算数平均

值，评级为 B； 

c) 车站通风空调系统实际供冷量低于供冷量约束值，且高于供冷量约束值与引导值的算数平均

值，评级为 C； 

d) 车站通风空调系统实际供冷量高于供冷量约束值，评级为 D。 

通风空调系统能效比 

5.2.1  空调季车站通风空调系统能效比计算方法如式（3）： 

𝐸𝐸𝑅𝑆 =
𝑄

∑ 𝑃𝑖
            …………………………（3） 

式中： 

EERS——通风空调系统能效比； 

Q——通风空调系统冷负荷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 Pi——通风空调系统全部设备能耗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从地铁站能耗分项计量

获取。 

5.2.2  空调模式下，通风空调系统用电设备包括制冷设备、冷冻水泵、末端送/排风机，各分项能效

比计算方法如下： 

a) 制冷系统能效比的计算方法如式（4）： 

𝐸𝐸𝑅𝑟 =
𝑄

∑ 𝑃𝑗
               …………………………（4） 

式中： 

EERr——制冷系统能效比； 

Q——通风空调系统冷负荷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 Pj——制冷系统设备能耗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对于采用水冷冷水机组的制冷系

统，设备包括冷水机组、冷却水泵、冷却塔；对于采用蒸发冷却机组的制冷系统，设备为制冷

主机。 

b) 冷水机组性能参数的计算方法如式（5）： 

𝐶𝑂𝑃 =
𝑄

∑ 𝑃
𝑐ℎ𝑖𝑙𝑙𝑒𝑟

             …………………………（5） 

式中： 

COP——冷水机组性能参数； 

Q——通风空调系统冷负荷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 

∑ Pchiller——冷水机组能耗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c) 冷却水输送系数的计算方法如式（6）： 

𝑊𝑇𝐹𝑐𝑤 =
𝑄

∑ 𝑃𝑐𝑝
             …………………………（6） 

式中： 

WTFcw——冷却水输送系数； 

Q——通风空调系统冷负荷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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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cp——冷却水泵能耗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d) 冷冻水输送系数的计算方法如式（7）： 

𝑊𝑇𝐹𝑐ℎ𝑤 =
𝑄

∑ 𝑃𝑐ℎ𝑝
            …………………………（7） 

式中： 

WTFchw——冷冻水输送系数； 

Q——通风空调系统冷负荷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 Pchp——冷冻水泵能耗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e) 空调末端能效比的计算方法如式（8）： 

𝐸𝐸𝑅𝑡 =
𝑄

∑ 𝑃𝑡
            …………………………（8） 

式中： 

EERt——通风空调系统末端能效比； 

Q——通风空调系统冷负荷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 Pt——各类空调末端的能耗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5.2.3  通风季车站通风空调系统能效比计算方法如式（9）： 

𝐸𝐸𝑅𝑆 =
𝑄

∑ 𝑃𝑖
            …………………………（9） 

式中： 

EERS——通风系统能效比； 

Q——通风系统冷负荷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 Pi——通风系统全部设备能耗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从地铁站能耗分项计量获取。

单送通风模式下，通风系统用电设备为末端送风机；单排通风模式下，通风空调系统用电设备

为末端排风机。 

5.2.4  空调季通风空调系统各分项能效约束值和引导值如下，建议优先采用累计工况，累计工况难以

获取时可采用典型工况： 

a) 采用水冷冷水机组的制冷系统，冷水机组性能参数𝐶𝑂𝑃𝐿𝑉的约束值和引导值取值如表1 ，表

中典型工况下的约束值和引导值分别对应GB 19577-2015中的三级能效指标和一级能效指标，

全年累计工况取值为典型工况取值减去0.2；考虑冷水机组性能衰减，运行时间超过5年的冷水

机组，约束值和引导值可以下调10%；运行时间超过10年的冷水机组，约束值和引导值可以下

调20%；冷却水输送系数𝑊𝑇𝐹𝑐𝑤𝐿𝑉的约束值和引导值取值如表2 ；                         

表1 电制冷冷水机组运行效率的约束值和引导值 

设计冷负荷CL 

kW 

约束值 引导值 

全年累计工况 典型工况 全年累计工况 典型工况 

CL≤528 4.0 4.2 5.4 5.6 

528＜CL≤1163 4.5 4.7 5.8 6.0 

CL＞1163 5.0 5.2 6.1 6.3 

表2 冷却水输送系数的约束值和引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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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值 引导值 

全年累计工况 典型工况 全年累计工况 典型工况 

25 30 30 36 

b) 如果车站小系统采用多联机单独供冷，需要对多联机的综合性能系数IPLV进行评估，约束值和

引导值取值如表3 ，表中约束值和引导值分别对应GB 21454-2008中的三级能效指标和一级

能效指标； 

表3 多联机性能参数的约束值和引导值 

设计冷负荷CL 

kW 

约束值 引导值 

全年累计工况 IPLV 全年累计工况 IPLV 

CL≤28 3.20 3.20 3.60 3.60 

28＜CL≤84 3.15 3.15 3.55 3.55 

CL＞84 3.10 3.10 3.50 3.50 

c) 冷冻水输送系数𝑊𝑇𝐹𝑐𝑤𝐿𝑉的约束值和引导值用于评价空调系统中冷冻水系统的节能运行情况，

冷却水输送系数𝑊𝑇𝐹𝑐𝑤𝐿𝑉的约束值/引导值，取值如表4 ； 

表4 冷冻水输送系数的约束值和引导值 

约束值 引导值 

全年累计工况 典型工况 全年累计工况 典型工况 

25 30 30 36 

d) 空调末端能效比约束值和引导值用于评价空调系统中空调末端的节能运行情况，对风量

10000m
3
/h以上的全空气系统，𝐸𝐸𝑅𝑡𝐿𝑉的约束值和引导值取值如表5 ；风机盘管设备功率占通

风空调系统风系统总功率5%以下，不做节能计算。 

表5 全空气系统的空调末端能效比约束值和引导值 

类型 
约束值 引导值 

全年累计工况 典型工况 全年累计工况 典型工况 

空调机组（含回排风机） 9 11 11 13 

5.2.5  空调季车站通风空调系统能效比约束值/引导值计算方法如式（10）： 

𝐸𝐸𝑅𝑠𝐿𝑉 =
1

1/𝐸𝐸𝑅𝑟𝐿𝑉+1/𝑊𝑇𝐹𝑐ℎ𝑤𝐿𝑉+1/𝐸𝐸𝑅𝑡𝐿𝑉
      …………………………（10） 

式中： 

𝐸𝐸𝑅𝑠𝐿𝑉——通风空调系统能效比约束值/引导值； 

𝐸𝐸𝑅𝑟𝐿𝑉——制冷系统能效比约束值/引导值； 

𝑊𝑇𝐹𝑐ℎ𝑤𝐿𝑉——冷冻水输送系数约束值/引导值； 

𝐸𝐸𝑅𝑡𝐿𝑉 ——空调末端能效比约束值/引导值。 

采用水冷冷水机组的制冷系统，能效比约束值/引导值计算公式如式（11）： 

𝐸𝐸𝑅𝑟𝐿𝑉 =
1

1/𝐶𝑂𝑃𝐿𝑉+1/𝑊𝑇𝐹𝑐𝑤𝐿𝑉+0.02
       …………………………（11） 

式中： 

𝐶𝑂𝑃𝐿𝑉——冷水机组运行效率约束值/引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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𝑊𝑇𝐹𝑐𝑤𝐿𝑉——冷却水输送系数约束值/引导值。 

5.2.6  通风季车站通风空调系统能效比约束值和引导值计算方法如式（12），约束值和引导值取值如

表 5：  

𝐸𝐸𝑅𝑠𝐿𝑉 = 𝐸𝐸𝑅𝑡𝐿𝑉           …………………………（12） 

5.2.7  宜按照周、月、年对车站通风空调系统能效比进行评价。评价分为 A、B、C、D四个等级，其

中，A级为最优指标，依次为 B级、C级、D级。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a) 车站通风空调系统实际能效比高于能效比引导值，评级为 A； 

b) 车站通风空调系统实际能效比低于能效比引导值，且高于能效比约束值与引导值的算数平均

值，评级为 B； 

c) 车站通风空调系统实际能效比高于能效比约束值，且低于能效比约束值与引导值的算数平均

值，评级为 C； 

d) 车站通风空调系统实际能效比低于能效比约束值，评级为 D。 

通风空调系统能耗指标 

5.3.1   地铁车站应根据实际用能设备使用情况，采用专业能耗模拟软件，计算不同车站的能耗指

标，并通过能耗指标对比深入挖掘运行节能潜力。 

5.3.2  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的能耗由分项计量系统获取。 

5.3.3   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能耗的约束值/引导值计算公式如式（13）： 

𝐸𝐿𝑉 =
𝑄𝐿𝑉

𝐸𝐸𝑅𝑠𝐿𝑉
             …………………………（13） 

式中： 

𝐸𝐿𝑉——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能耗指标的约束值/引导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𝑄𝐿𝑉——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供冷量的约束值/引导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𝐸𝐸𝑅𝑠𝐿𝑉——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能效比的约束值/引导值。 

5.3.4   宜按照周、月、年对车站通风空调系统能耗进行评价，评价分为 A、B、C、D四个等级，其

中，A级为最优指标，依次为 B级、C级、D级。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a) 车站通风空调系统实际能耗低于能耗引导值，评级为 A； 

b) 车站通风空调系统实际能耗高于能耗引导值，且低于能耗约束值与引导值的算数平均值，评级

为 B； 

c) 车站通风空调系统实际能耗低于能耗约束值，且高于能耗约束值与引导值的算数平均值，评级

为 C； 

d) 车站通风空调系统实际能耗高于能耗约束值，评级为 D。 

6 地铁通风空调系统节能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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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资料 

6.1.1 空调通风系统的设计、施工、调试、检测，以及评定等技术资料应齐全，宜留存照片或扫描件

等电子档文件进行长期保存。文件档案应对照系统实际情况进行核对。文件档案应包括下列文件： 

a) 通风空调甲供及乙供设备的招标用户需求书或技术规格书； 

b) 合同谈判及设计联络的记录文件； 

c) 空调通风系统设备明细表； 

d) 主要材料和设备（冷水机组/空调用循环水泵/冷却塔/多联机/组合式空调机组/保温材料/变

频器等）的出厂合格证明及进场检(试)验报告； 

e) 仪器仪表（温湿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流量计等）的出厂合格证明、使用说明书

和最近一次的校正记录； 

f) 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通知书和与实际相符的空调通风系统电子版竣工图； 

g) 更新改造和维修改造技术交底资料及改造部分竣工图； 

h) 隐蔽工程检查验收记录； 

i) 设备、风管和水管系统安装及检验记录； 

j) 管道冲洗和试验记录； 

k) 设备单机试运转记录； 

l) 空调通风系统无负荷联合试运转与调试记录； 

m) 空调通风系统在有负荷条件下的综合能效测试报告。 

6.1.2 应建立运行管理档案，各系统运行管理记录应真实齐全，宜留存照片或扫描件等电子档文件进

行长期保存。记录填写信息应详细准确，填写人应签名，运行管理记录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方案及运行管理记录； 

b) 各系统设备性能参数及易损易耗配件型号参数名册； 

c) 各主要设备运行参数记录； 

d) 日常事故分析及其处理记录； 

e) 日常巡回检查记录； 

f) 全年运行值班记录及交接班记录； 

g) 各主要设备维护保养及日常维修记录； 

h) 设备和系统部件的大修和更换零配件及易损件记录； 

i) 年度运行总结和分析资料等。 

6.1.3 空调通风系统的运行管理策略、控制方案、运行使用说明，及不同工况设置等，应作为技术资

料管理，宜委托有相关经验的专业机构研究制定，并应在实践中根据实施情况予以完善。 

人员与制度 

6.2.1 环控系统调度宜为通风空调专业，并应通过通风空调运行的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6.2.2 工班班长等现场通风空调系统管理人员应通过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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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环控系统调度及现场班组等通风空调系统管理人员应责任明确，熟悉所管理的空调通风系统，

掌握有关运行策略及操作规程，并应具有安全、卫生、节能等相关专业的知识。 

6.2.4 运行管理部门应根据系统实际情况建立运行规章制度，应定期检查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规章

制度应严格执行。规章制度内容应符合 GB 50365-2019 中 3.4的规定。 

6.2.5 运行管理部门应制定整条地铁线路及各车站节能运行的考核目标并进行严格考核。 

6.2.6 运行管理部门应定期考察各车站的运行情况和进行能耗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调整和优化运行

方案。 

设备与系统检查周期 

6.3.1 系统日常运行中，设备、附件和管道的表面应保持整洁，且应无明显锈蚀。绝热层应无脱落和

破损，且应无跑冒滴漏和堵塞现象。 

6.3.2 制冷水机组、空调机组、风机、水泵和冷却塔的检查和维护保养周期应符合供应商的推荐，若

缺乏相关资料，可参照附录 C。 

6.3.3 空调自控设备和控制系统应定期检查、维护和检修，定期校验、维护传感器和控制设备，并应

按工况变化调整优化控制模式和设定参数，若缺乏相关资料，可参照附录 D。 

工程物业管理信息化 

6.4.1 应建立完整的系统监测、计量设备台账及技术档案。 

6.4.2 建立全套的工程物业信息化管理系统，宜具有以下功能： 

a) 具备所有重要设备基础信息的信息化档案管理功能； 

b) 具备重要设备的耗材及零部件的信息化档案管理功能； 

c) 具备所有重要设备维保记录的信息化档案管理功能； 

d) 具备现场巡检要求及维保要求的工单派发管理功能； 

e) 具备仪器/仪表的定期检验和标定提醒、记录等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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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用电分级分项计量 

A.1 用电分级分项计量如表A.1所示。 

表A.1 用电分级分项计量表 

总用电 一级子项能耗 二级子项能耗 三级子项能耗 四级子项能耗 

地铁总用电 
车站用电 

隧道通风用电 
区间隧道风机 - 

排热风机 - 

车站通风空调

用电 

末端 

大/小系统空调箱 

送/排风机 

风机盘管 

冷水机组 冷水机组 

循环水泵 
冷冻泵 

冷却泵 

冷却塔 冷却塔 

多联机 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室外机 

其他设备 
定压补水、水处理、电动阀门、

排烟风机、人防风机等 

照明用电 

应急照明 - 

公共区照明 - 

设备用房照明 - 

区间照明 - 

动力用电 

电扶梯 
扶梯 

直梯 

给排水 给水泵、排水泵 

其它动力 消防水泵等 

其他系统用电 

备用 - 

人防系统 - 

AFC - 

FAS 电源 - 

通信信号 - 

UPS 整合电源 - 

检修电源 - 

气灭电源 - 

所用电 - 

商业用电 

广告照明 - 

民用通信 - 

商铺 - 

银行 - 

隧道多媒体 - 

物业用电 物管用房照明和插座 - 

牵引用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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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所用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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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供冷量约束值和引导值计算方法 

B.1 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空调季供冷量约束值和引导值计算方法如式（B.1）： 

𝑄𝐿𝑉 = 𝑄𝑝𝑒𝑟𝑠𝑜𝑛𝑛𝑒𝑙 + 𝑄𝑖𝑛𝑓𝑖𝑙𝑡𝑟𝑎𝑡𝑖𝑜𝑛 + 𝑄𝑃𝑆𝐷 + 𝑄𝑒𝑛𝑣𝑒𝑙𝑜𝑝𝑒 + 𝑄𝑚𝑒𝑐ℎ𝑎𝑛𝑖𝑐𝑎𝑙_𝑎𝑖𝑟 

+𝑄𝑓𝑎𝑛 + 𝑄𝑑𝑒𝑣𝑖𝑐𝑒_𝑝𝑢𝑏𝑙𝑖𝑐 + 𝑄𝑑𝑒𝑣𝑖𝑐𝑒_𝑚𝑎𝑛𝑎𝑔𝑒        …………………………（B.1） 

式中： 

𝑄𝐿𝑉——供冷量约束值/引导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𝑄𝑝𝑒𝑟𝑠𝑜𝑛𝑛𝑒𝑙——人员负荷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𝑄𝑖𝑛𝑓𝑖𝑙𝑡𝑟𝑎𝑡𝑖𝑜𝑛——无组织渗风负荷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𝑄𝑃𝑆𝐷——屏蔽门传热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𝑄𝑒𝑛𝑣𝑒𝑙𝑜𝑝𝑒——外围护结构传热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𝑄𝑓𝑎𝑛——风机散热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𝑄𝑚𝑒𝑐ℎ𝑎𝑛𝑖𝑐𝑎𝑙_𝑎𝑖𝑟——机械新风负荷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𝑄𝑑𝑒𝑣𝑖𝑐𝑒_𝑝𝑢𝑏𝑙𝑖𝑐——公区设备负荷的数值，单位为千瓦时（kW·h）； 

𝑄𝑑𝑒𝑣𝑖𝑐𝑒_𝑚𝑎𝑛𝑎𝑔𝑒——小系统设备发热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B.1.1 人员负荷 

近似认为人员散热量为人员负荷，计算公式如式（B.2）： 

𝑄𝑝𝑒𝑟𝑠𝑜𝑛𝑛𝑒𝑙 = 𝑞𝑝 × (𝑁𝑖𝑛 ×
𝑎1

60
+ 𝑁𝑜𝑢𝑡 ×

𝑏1

60
+ 𝑁𝑖𝑛 ×

𝑎2

60
+ 𝑁𝑜𝑢𝑡 ×

𝑏2

60
)  …………………（B.2） 

式中： 

𝑞𝑝——正常成年男子的全热散热量，单位为千瓦每人（kW/p），建议取值 0.182kW/p； 

𝑁𝑖𝑛——进站人数，单位为人每小时（p/h），根据车站运营情况取值； 

𝑁𝑜𝑢𝑡——出站人数，单位为人每小时（p/h），根据车站运营情况取值； 

𝑎1——乘客进站时在站厅停留的平均时间，单位为分钟（min），建议取值 1.5min； 

𝑎2——乘客进站时在站台停留的平均时间，单位为分钟（min），建议取值发车间隔的一半； 

𝑏1——乘客出站时在站厅停留的平均时间，单位为分钟（min），建议取值 1.5min； 

𝑏2——乘客出站时在站台停留的平均时间，单位为分钟（min），建议取值 0.5min。 

B.1.2 无组织渗风负荷 

无组织渗风负荷计算公式如式（B.3）： 

𝑄𝑖𝑛𝑓𝑖𝑙𝑡𝑟𝑎𝑡𝑖𝑜𝑛 =
𝜌×(𝐺1×∆ℎ1+𝐺2×∆ℎ2)

3600
  …………………………（B.3） 

式中： 

𝐺1——通过出入口进入站厅的无组织渗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𝐺2——通过屏蔽门进入站台的无组织渗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ℎ1——室外空气与站厅空气的焓差，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ℎ2——隧道空气与站台空气的焓差，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𝜌——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建议取值 1.29 kg/m

3
。 

对于屏蔽门地铁车站，通过出入口进入站厅的无组织渗风量的约束值和引导值如式（B.4）： 

𝐺1,𝐿𝑉 = −30.806 × 𝑇𝐷𝐷2 + 1695.7 × 𝑇𝐷𝐷 + 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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𝐺1,𝐿𝑉′ = −0.927 × 𝑇𝐷𝐷2 + 495.3 × 𝑇𝐷𝐷 + 5141         …………（B.4） 

式中： 

𝐺1,𝐿𝑉——通过出入口进入站厅的无组织渗风量约束值，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𝐺1,𝐿𝑉′——通过出入口进入站厅的无组织渗风量引导值，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𝑇𝐷𝐷——发车对数，单位为对每小时（pair/h）。 

对于屏蔽门地铁车站，通过屏蔽门进入站台的无组织渗风量的约束值和引导值如式（B.5）： 

𝐺2,LV = −2.561 × 𝑇𝐷𝐷3 + 97.9 × 𝑇𝐷𝐷2 − 758.6 × 𝑇𝐷𝐷 + 10531 

𝐺2,LV′ = −1.803 × 𝑇𝐷𝐷3 + 68.9 × 𝑇𝐷𝐷2 − 534.1 × 𝑇𝐷𝐷 + 7415   …………（B.5） 

式中： 

𝐺2,LV——通过屏蔽门进入站台的无组织渗风量约束值，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𝐺2,LV′——通过屏蔽门进入站台的无组织渗风量引导值，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𝑇𝐷𝐷——发车对数，单位为对每小时（pair/h）。 

空调季站台温度约束值为26℃，引导值为28℃，相对湿度70%；站厅温度约束值为27℃，引导值为

29℃，相对湿度70%。 

B.1.3 屏蔽门传热量 

屏蔽门传热量计算公式如式（B.6）： 

𝑄𝑃𝑆𝐷 = 𝐾𝑃𝑆𝐷 × 𝐹𝑃𝑆𝐷 × (𝑡𝑡𝑢𝑛𝑛𝑒𝑙 − 𝑡𝑖𝑛)   …………………………（B.6） 

式中： 

𝐾𝑃𝑆𝐷——屏蔽门的传热系数，单位为千瓦每平方米摄氏度（kW/m
2
·℃），建议取值 0.0029 kW/m

2
·℃； 

𝐹𝑃𝑆𝐷——屏蔽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𝑡𝑡𝑢𝑛𝑛𝑒𝑙——隧道内的空气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𝑡𝑖𝑛——站内的空气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B.1.4 外围护结构传热量 

外围护结构传热量计算公式如式（B.7）： 

𝑄𝑒𝑛𝑣𝑒𝑙𝑜𝑝𝑒 =
𝐹1×(𝑡𝑠𝑜𝑖𝑙

− −𝑡𝑖𝑛)   

1000×(
1

𝛼
+

𝛿1
𝜆1

+
𝛿2
𝜆2

)
+

𝐹21×(𝑡𝑠𝑜𝑖𝑙
𝑥 −𝑡𝑖𝑛)

1000×(
1

𝛼
+

𝛿1
𝜆1

+
𝛿2
𝜆2

)
+

𝐹22×(𝑡𝑠𝑜𝑖𝑙
0 −𝑡𝑖𝑛)

1000×(
1

𝛼
+

𝛿1
𝜆1

+
𝛿3
𝜆2

)
   ………（B.7） 

式中： 

𝐹1——站台层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𝐹21 ——站厅层侧墙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𝐹22 ——站厅层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𝑡𝑠𝑜𝑖𝑙
−  ——恒温层土壤温度，单位为摄氏度（℃），建议取值17.5℃；

 

𝑡𝑠𝑜𝑖𝑙
𝑥  ——地下x米深度处土壤月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建议取值18.8℃；

 

𝑡𝑠𝑜𝑖𝑙
0  ——地表月平均温度，单位为摄氏度（℃），建议取值25.0℃；

 

𝛿1 ——混凝土的厚度，单位为米（m），建议取值1.4m； 

𝛿2——土壤的厚度，单位为米（m），建议取值2.0m； 

𝛿3——站台层混凝土顶板与地表的距离，单位为米（m），建议取值4.0m； 

𝜆1——混凝土的导热系数，单位为瓦每米每摄氏度（W/m·℃），建议取值1.209 W/m·℃； 

𝜆2——土壤的导热系数， 单位为瓦每米每摄氏度（W/m·℃），建议取值1.628 W/m·℃； 

𝛼——表面传热系数，单位为瓦每平方米每摄氏度（W/m
2
·℃），建议取值8.7 W/m

2
·℃； 

B.1.5 风机温升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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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送风机开启时，其产热量会进入站内成为部分空调冷负荷。风机温升负荷可以由送风机的耗电量

近似估算，如式（B.8）： 

𝑄𝑓𝑎𝑛 = 𝑃𝑓𝑎𝑛                     ……………………（B.8） 

式中： 

𝑃𝑓𝑎𝑛——送风机的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建议取值22kW·h。 

B.1.6 机械新风负荷 

机械新风负荷计算公式如式（B.9）： 

𝑄𝑚𝑒𝑐ℎ𝑎𝑛𝑖𝑐𝑎𝑙_𝑎𝑖𝑟 = 𝜌 × 𝐺𝑚𝑒𝑐ℎ𝑎𝑛𝑖𝑐𝑎𝑙_𝑎𝑖𝑟 × ∆ℎ/3600     ……………………（B.9） 

式中： 

𝐺𝑚𝑒𝑐ℎ𝑎𝑛𝑖𝑐𝑎𝑙_𝑎𝑖𝑟——机械新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ℎ——室外空气与站内空气的焓差，单位为千焦每千克（kJ/kg）； 

𝜌——空气密度，单位为千克每立方米（kg/m
3
），建议取值1.2 kg/m

3
。 

小新风空调模式下机械新风量约束值可取地铁车站设计值，标准站建议取值12000m
3
/h，换乘站建

议取值24000m
3
/h，引导值应为0； 

B.1.7 公区设备负荷 

公区设备散热量主要由照明设备、垂直交通系统设备和站内其它设备（包括检票闸机、售票机、显

示屏等）组成。设备负荷计算公式如式（B.10）： 

𝑄𝑑𝑒𝑣𝑖𝑐𝑒_𝑝𝑢𝑏𝑙𝑖𝑐 =  𝑃𝑙𝑖𝑔ℎ𝑡 + 𝑃𝑙𝑖𝑓𝑡 + 𝑃𝐴𝐿𝐵 + 𝑃𝑜𝑡ℎ𝑒𝑟    ……………………（B.10） 

式中： 

𝑃𝑙𝑖𝑔ℎ𝑡——照明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可从地铁站能耗分项计量获取，参考值21kW·h； 

𝑃𝑙𝑖𝑓𝑡——电梯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可从地铁站能耗分项计量获取，参考值37kW·h；  

𝑃𝐴𝐿𝐵——广告灯箱耗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可从地铁站能耗分项计量获取，参考值13kW·h； 

𝑃𝑜𝑡ℎ𝑒𝑟——其他设备耗电量（包括售检票机、安检设备、闸机等），单位为千瓦时（kW·h），可从地

铁站能耗分项计量获取，参考值4kW·h。 

B.1.8 小系统设备发热量 

小系统设备发热量根据大规模调研得到的不同设备管理用房房间类型对应的设备发热量得到，各

类型设备管理用房设备的小系统设备发热量的约束值为大规模调研数据的中位值，为引导值为大规模

调研数据的下四分位值，加和得到小系统总的设备发热量。 

B.1.9 其他 

若建筑有天窗，应需要考虑太阳辐射得热量和温差传热量，宜参照《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设计规范》 GB 50736-2012进行计算。 

B.2 地铁车站通风空调系统通风季供冷量约束值和引导值计算方法与空调季基本相同，区别如下： 

a) 机械新风起到供冷作用，因此在供冷量约束值和引导值的计算中不包括机械新风负荷项； 

b) 不对无组织渗风量的约束值和引导值进行要求； 

c) 通风季站厅、站台温度的约束值应取当月室内设计温度的下限，引导值应取当月设计温度的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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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通风空调设备及系统节能相关维保措施周期 

C.1 用电分级分项计量参见表C.1。 

表C.1 通风空调设备及系统节能相关维保措施周期 

设备类型 
维护保养 

工作内容 
周期 其他触发条件 

冷水机组 

冷凝器 通炮清洗 1年/次 80%以上负载率，趋近温度超过4℃ 

蒸发器 通炮清洗 2年/次 80%以上负载率，趋近温度超过3℃ 

压缩机/润滑油/制冷剂 专业维保 1年/次  

空调水泵 

轴承、联轴器、密封件 检查更换 季度/次  

轴承 停机加油 1季度/次 出现异响 

组合式空调机组 

表冷器 清洗 2月/次  

皮带轮 松紧度检查 1月/次 出现异响 

初效过滤器 清洗 1月/次 压差传感器报警 

静电除尘 清洗 1月/次 压差传感器报警 

轴承 停机加油 1季度/次 出现异响 

冷却塔 

皮带轮 松紧度检查 1月/次 出现异响 

填料 清洗 季度/次 明显脏堵 

积水盘 杂物及藻类清理 1月/次  

布水器 杂物及藻类清理 1月/次  

风系统 

阀门 润滑油保养 1年/次 阀门无法动作 

标识 标识完善 1年/次  

水系统 

阀门 润滑油保养 1年/次 阀门无法动作 

Y型过滤器 拆卸清洗 2~3月/次 阻力过大 

标识 标识完善 1年/次  

水处理 冷却水水质 

自检 1月/次  

第三方送检 季度/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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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通风空调用传感器校准周期和精度 

D.1 通风空调用传感器校准周期参见表D.1。 

表D.1 通风空调用传感器校准周期 

设备类型 周期 其他触发条件 

水系统 

温度传感器 

（参与频率调节） 
1季度/次 数据明显异常 

温度传感器 

（不参与频率调节） 
1年/次 数据明显异常 

压力传感器 1年/次  

流量传感器 1年/次  

压差传感器 1年/次  

冷量表 1季度/次 能量不平衡 

风系统 

温度传感器 1年/次  

温湿度传感器 

（参与频率调节） 
1季度/次  

温湿度传感器 

（不参与频率调节） 
1年/次  

计量系统 

车站总进线 1年/次 总支不平衡 

环控1级负荷进线 1年/次 总支不平衡 

环控2级负荷进线 1年/次 总支不平衡 

环控3级负荷进线 1年/次 总支不平衡 

冷水机组 1年/次  

大系统组空风机 1年/次  

其他电表 3年/次  

D.2 通风空调用传感器校准精度参见表D.2。 

表D.2 通风空调用传感器校准精度 

序号 检测参数 最大允许偏差 

1 空气温度 0.50℃ 

2 空气相对湿度 5.0%（测量值） 

3 水温度 0.30℃ 

4 水温度（用于计算冷量） 0.10℃ 

5 水压力 5.0%（测量值） 

6 水流量 3.0%（测量值） 

7 CO2浓度 50ppm+3% 

8 CO浓度 10ppm 

9 风速 5.0%（测量值） 

10 电流 1.5%（测量值） 

11 电压 1.5%（测量值） 

12 电功率 1.5%（测量值） 

13 功率因数 0.02 

 
B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