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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技术规范》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1  任务来源、起草单位 

1.1  任务来源 

2021年 3月 25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下达 2021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

通知（中城轨〔2021〕23号），《城市轨道交通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技术规范》（以下简

称“规范”）被列为 2021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标准化制修订项目（计划编号：2021006—

T—02），计划工期 1年半、完成时间为 2022年 8月。 

标准技术由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工程建设专业委员会提出，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为中

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1.2  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编单位为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参编单位为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

公司、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城建

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展工程研究设计

院有限公司、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申

永达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2  编制工作组简况 

2.1  编制工作组及其成员情况 

2021年 4月，根据项目要求，由主编单位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组织了

领域中的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铁二院工

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华展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五矿二十

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申永达设备安装有限公司成立了《规范》编制组，确定了项

目任务分工，明确了项目的工作计划和进度安排。 

本文件编制组由各编制单位参编人员组成，覆盖了轨道交通工程建设运营单位、设计

单位、设备供应商及施工单位等多方领域，为本文件的编写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2.2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文件主要起草人及负责工作情况见表 1： 

表 1  文件主要起草人及负责工作情况 

序 号 姓  名 单位 分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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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号 姓  名 单位 分工 

2 魏军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总体编审，组织编制组推进

工作，审查规范内容 

3 周颖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把控编制原则，统筹文稿，

引言起草 

4 穆永信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第 4、5章起草 

5 王东方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对接协会及前

言起草 

6 凌  人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第 1、8章、附录起草 

7 梁宇欣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第 5、6章起草 

8 孙海东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第 7章、附录起草 

9 黎唯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第 8章、附录起草 

10 苗妤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标准化工作，前言、第 2章

起草 

11 陈良松 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第 9章、附录起草 

12 郑  懿 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第 9章、附录起草 

13 赵  伟 中铁电气化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第 3、4章起草 

14 邓莉娟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 4、5章起草 

15 余文举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第 4、5章起草 

16 王世君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引言、第 4、5章起草 



序 号 姓  名 单位 分工 

17 李懋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引言、第 1、3章起草 

18 陈福旦 浙江华展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第 5章起草 

19 叶军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第 5、6章起草 

20 江德文 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第 6章、附录起草 

21 仓定华 浙江申永达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第 7章、附录起草 

 

3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1）接受任务及资料调研收集 

2020年 6月，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组织成立规范编制筹备小组、填写规

范项目立项申报书，拟定编制工作大纲初稿，编写规范建议稿，上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

会。 

2021年 03月，根据“中城轨[2021]23号文”——《关于下达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

2021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本文件正式列入 2021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

修订计划，计划编号“2021006—T—02”。 

2021 年 04 月—2021 年 07 月，接到任务后，主编及协作单位进一步调研收集轨道交

通工程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的应用情况，进行讨论分析，制定规范编写方案，完成初稿编

制。 

（2）编制启动会（编制组第一次工作会议） 

2021 年 7 月 14 日，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工程建设专业委员会、规范编制组，在浙

江宁波召开了《规范》编制组第一次工作会议。 

会议讨论了《规范》编制工作大纲及文本初稿，重点对文本架构进行了充分讨论和细

致修改，一致同意在文本中增加关于轨道、土建结构的相关要求，确定了文本的章节架构。 

会议确定了《规范》编制组成员名单，讨论形成了《规范》编制工作计划、编制工作

分工。  

（3）编制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2021年 8月 26日，在浙江宁波召开了《规范》编制组第二次工作会议，受疫情影响，

宁波地区以外的编制组成员主要采用了视频会议的形式参会。 

会议对《规范》各章节内容进行了逐条讨论，重点对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的应用范围



进行讨论，并最终确定内置式泵房用于排除结构渗漏水及消防废水。 

会议要求各编制组成员于 2021年 10月 9日前完成讨论意见的修改以及参编单位内部

的意见征询及审查。 

（4）编制组第三次工作会议 

2021年 10月 15日，在浙江宁波召开了《规范》编制组第三次工作会议。 

会议对《规范》各章节内容进行了再次讨论和修改，重点讨论了第二次工作会议后文

本修改内容，如引言、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的术语定义、轨道及区间隧道结构内容等，规

范了相关条文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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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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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遵循法律法规内容，同时符合 GB 50157《地铁设计规范》、GB 50015《建筑给

水排水设计标准》的规定，无违反强制性标准的其他内容。 

4.3 与上位标准或其他相关标准相比较，主要技术指标的不同点 

本文件主要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提出设计、施工安装、调试、验收

及维护管理等方面的技术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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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50157《地铁设计规范》、GB 50015《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等技术标准主要对

区间排水量及集水池规模等设计进行规定，对泵房的设置形式主要依托于传统联络通道废

水泵房而定，未对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的设计有针对性规定条文，且无区间隧道内置式泵

房在施工、验收方面的具体规定，本文件可对其进行有效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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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GB 50015《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等相关要求，

结合理论分析和现场实测等研究方法，确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的相关参

数。 

表 2 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 

技术内容 论据 



4.3 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集水池的设置应结合

隧道结构形式和轨道结构类型综合确定。 

内置式泵房集水池主要设置在道床结构内，占用

道床范围较大，对道床影响大，且不同形式的道

床可利用的平面尺寸和深度不同，集水池的设置

务必结合道床可利用的条件确定，同时若隧道结

构在满足安全的前提下可局部下沉出泵坑，也有

利于提高集水池容积的有效利用率，进而降低集

水池的总规模。 

4.5 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集水池应设置盖板，保

证道床步行面连续、平整、无障碍物，满足区

间安全疏散要求。 

内置式泵房集水池主要设置在道床结构内，不应

因为集水池的设置而影响道床的疏散要求。 

5.1.2 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应设两台排水泵，排

水泵的最大小时排水量不应小于消防废水量与

结构渗漏水量之和，其中每台排水泵的排水能

力应大于最大小时排水量的 1/2。 

参照 GB 50157 中 14.3.5 制定。区间废水泵非消

防时主要承担结构渗漏水及冲洗废水的排除，此

部分排水量通常小于消防时的废水量，废水泵的

总排水能力务必确保消防时消防废水及结构渗

漏水的排除，避免道床积水，影响人员安全疏散。

同时考虑到潜污泵并联运行时，单台排水泵的平

均排水能力降低，故不宜采用增加排水泵台数的

方式来降低单台排水泵的排水能力。 

5.1.3  集水池尺寸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a)集水池有效容积，不应小于最大一台排水泵

15min～20min 的出水量； 

b)集水池应充分利用轨道结构空间，宽度不宜

小于 700mm，深度不宜小于 500mm，其中水泵安

装处深度不宜小于 700mm。 

参照 GB50157 中 14.3.6 制定集水池最小容积规

定。并依据内置式泵房的应用实例，从水泵安装、

液位控制及检修维护角度出发，规定集水池最小

具体尺寸要求，便于对规范的使用。 

5.4.2  排水泵控制箱（柜）内宜设置自动防潮

除湿装置，控制箱（柜）的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5。 

内置式泵房水泵控制柜通常设置于区间隧道内，

隧道环境潮湿，活塞风会扬起灰尘，且隧道内往

往敷设有消防给水管、废水管等压力管线，管线

破损时对排水泵控制柜有射水风险。 

 

5.2  修订标准时，应增加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本文件为新编制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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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设计、施工等多方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区间隧道内置

式泵房的研究及试验。试验（验证）分析如下： 

（1）工程实施前的研究及试验。 



2016年 7月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组织研究非联络通道式区间废水泵房，出发

点是将区间废水泵房与联络通道脱离，设置在隧道底部，同时满足 GB 50157《地铁设计规

范》的要求，即水泵采用潜污泵、水泵数量两台、水泵总排水能力不小于消防时的最大排

水量、集水池有效容积不小于最大一台排水泵 15min～20min的出水量、水泵能实现自动

控制等。根据上述控制因素，研究制定了一种形式的盾构隧道内置式泵房设计方案，见图

1。  

 

图 1 泵房布置平、剖面图 

 

图 2 短轨枕整体道床模型分析受力状态 

2016 年 10 月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组织业内专家对盾构隧道内置式泵房设计

方案进行评审，专家对内置式泵房研究的必要性、设计方案的合规性及可行性进行了肯定。 

2017 年 2 月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组织搭建“盾构区间内置式泵房科研试验”



平台，在道床中心设置集水池，配置排水泵，并安装相关管道、阀门、附件以及流量计、

压力表等测试装置，实际模拟泵房各运行工况。经试验，内置式泵房水泵类型及数量、总

排水能力、集水池有效容积、水泵控制功能均符合既有规范及本标准关于水泵配置、集水

池设置以及设备运行控制的要求。2017年 3月试验成果得到业内专家的认可。 

 

图 3 试验场地 

表 3 试验主要技术参数及结论 

项目 参数或功能 与既有规范的相符性 

排水设备 
潜污泵两台，单台水泵排水量 20m

3
/h，

总排水量 38m
3
/h 

满足 GB 50157《地铁设计规范》

14.3.5的要求 

集水池 

14.4m（长）×0.8m（宽）×0.6m（深），

水泵安装处局部下沉 0.22m， 

有效容积 5.4m
3
 

满足 GB 50157《地铁设计规范》

14.3.6的要求 

控制与操作 
可实现就地手动控制、液位自动控制

及远程控制，可实现液位报警功能 

满足 GB 50157《地铁设计规范》

14.5的要求 

 



 

图 4 试验成果专家验收意见 

（2）工程实施后的测试及验证。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在宁波市轨道交通 3号线一期、

4号线及 5号线一期工程中进行了实际应用，上述线路分别于 2019年 6 月、2020年 12月

和 2021年 12月开通运营，内置式泵房均运行安全可靠。上述实际工程也对本标准的相关

条文进行了验证。 

表 4 实际工程对本标准条文的验证 

项目 现场测试（验证）结果 与本标准的相符性 

水泵类型 潜污泵 符合本标准 5.3.2的要求 

水泵数量 两台 符合本标准 5.1.2的要求 

排水能力 
单台水泵排水量≥20m

3
/h，总排水能

力>36m
3
/h 

符合本标准 5.1.2的要求 

集水池尺寸及有效容积 

14.4m（长）×0.8m（宽）×0.6m（深），

水泵安装处局部下沉 0.2m。 

有效容积 5.4m
3
 

符合本标准 5.1.3的要求 

水泵控制功能 
可实现就地手动控制、液位自动控制、

车控室远程控制 
符合本标准 5.5.1、5.5.2的要求 

液位设置及报警功能 

设有超低报警水位、停泵水位、一泵

启泵水位、二泵启泵水位计超高报警

水位，集水池进行放、排水测试，自

符合本标准 5.5.3的要求 



动控制模式下，到达相应液位可分别

实现水泵的停止、启动，以及报警功

能 

 

6.2  综述报告 

传统形式地下区间隧道废水泵房与联络通道采用合并建设，国内软土地区的联络通道

(兼废水泵房)目前多采用冻结法及矿山法施工，存在风险系数高、施工工期长、工程造价

高、后期融沉量大、持续时间长等缺点，联络通道及联络通道(兼废水泵房)的施工往往是

施工难点，也是影响工期的关键节点之一。同时，为有效破解联络通道施工难题，出现了

盾构法和顶管法施工的机械法联络通道等新型施工技术，若继续采用与联络通道结合设置

废水泵房，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此类新工艺的应用。 

在此背景下，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设置形式得以研究实施，其将区间废水泵房与联络

通道脱离，在确保其排水功能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区间废水泵房的实施风险及工

程造价，缩短了建设周期，使得联络通道的平面位置选择和区间纵断面的设计更为灵活，

同时有利于机械法联络通道等新工艺的推广。 

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已在宁波市轨道交通 3 号线、4 号线等轨道交通建设中得到成功

应用。 

在理论研究以及工程试验的基础上，编制形成了《城市轨道交通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

技术规范》。 

标准实施后，可填补城市轨道交通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标准的空白，规范该技术的科

学、合理应用，保障实施安全。 

6.3  技术经济论证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重要的大型市政基础设施，其建设既要保证工程安全，又要考虑



经济合理。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在确保其排水功能的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联络通

道的工程实施风险及工程造价，缩短了建设周期，同时使得联络通道的平面位置选择和区

间纵断面的设计更为灵活。因此，迫切需要相关的技术标准对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的设计、

施工、验收等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本文件中对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设计、施工安装、验收及维护管理的相关要求，符合

现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是经过实际工程验证过的，技术规定合理可行。 

6.4  预期的经济效果 

（1）减少了联络通道的工程体量（约 30m3/处），降低了施工风险，缩短了建设工期，

同时使得联络通道的平面位置选择和区间纵断面的设计更为灵活； 

（2）无需在区间联络通道处下挖泵房，节约区间隧道泵房建设投资约 20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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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间隧道内置式泵房的设计、施工及验收和维护管理等的

技术要求，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区间隧道。 

本标准为新制定，为进一步推进标准的执行和宣贯，主要采取如下措施： 

（1）标准发布后，借助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的统筹和组织，积极开展标准的宣贯

工作； 

（2）积极向相关方进行技术方案宣贯和提供技术支持，推动该标准的引用； 

（3）持续关注本标准的引用情况及工程实施效果，并结合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和新设备的发展，适时进行修订； 

（4）本标准可供各方直接使用和参考，无需设置过渡办法。 

10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