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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热冬冷地区全高站台门
地铁站环控负荷分析
苏子怡，李晓锋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世界各国正在大规模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地铁节能工作引发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和研究。以夏热冬冷地区的典型全高站台门地铁车站为例，采用基于理论分析和 STESS 模拟的环控系统
负荷计算模型，对其组成部分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定量给出客流量、全高站台门气密性、隧道温度、站厅站台
控制温度、机械新风量对最热月环控系统冷负荷的影响。模拟结果显示，在典型工况下，全高站台门地铁车站人
员负荷、渗风负荷和日稳定负荷分别占环控系统最热月冷负荷的 26%～29%，29%～33%和 41%～42%。研究发
现地铁车站的主要节能潜力在于全高站台门气密性和站厅、站台温度的合理控制。对于全高站台门当量缝隙宽度
在约束值以下的车站，增强气密性带来的节能潜力在 25%以上；以站台/站厅温度 26℃/27℃为基准，控制温度每
增加 1℃，最热月环控系统累计冷负荷降低约 28%。研究结论为地铁车站环控负荷的合理控制提供参考，可对地
铁车站的节能运行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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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ling Load for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s of
Subway Stations in Hot-Summer and Cold-Winter Regions
SU Ziyi, LI Xiaofeng
(School of Architectur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urban population, urban rail transit systems are being developed on a large
scale all over the world. In this context, the energy efficiency of subway stations has become a concern for both governments
and researchers. This study has adopted a cooling load model, based on theoretical principles and STESS simulation, to study
the composi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oling load for the ventilation and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cooling loads caused by the passenger flow, unorganized infiltration air, and other factors represent approximately
26–29%, 29–33%, and 41–42% of the total load, respectively. The main energy-saving potential lies in the control of the
platform screen door air tightness and indoor air temperature. An improvement in the platform screen door air tightness
reduced the cooling load by 25%. Compared to the typical conditions, the cooling load was reduced by 28% per 1 ℃
increase in the indoor temperature.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reasonable level of cooling load, which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the energy efficient operation of subway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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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交通客运问题日益严
峻。为了减缓城市客运压力，同时保证能源、环境和
安全舒适的要求，大规模发展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已经
成为各国的城市交通发展趋势。截至 2018 年年底，全
球已有 50 余个国家的 330 余座城市建设了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1]。中国共有 185 条总计 5 761.4 km 的地铁线
路建成并投入使用，占城市轨道交通的 75.6%，覆盖
了中国 35 个城市，并有在建线路 258 条[2]。
图1

在地铁用能系统中，地铁牵引系统和车站动力照
明系统是主要的两个用能分项。其中，车站环控、照

Fig. 1

明、垂直交通等系统能耗占车站系统能耗的 70%～
[3]

80% 。据统计，在中国北方地区，车站环控系统能

Cooling load composition of subway stations
表1

Tab. 1

例更高，约为 50%[1]。随着地铁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
地铁车站环控系统用能量主要与车站冷负荷和系
统能效有关。已有研究指出，在当前地铁车站运行
中，存在室内控制温度不合理、机械新风和渗风量

参数名称

参数取值

车站面积/m2

3 052
1 200

年客流量/万人次
2

照明功率密度/(W/m )

4.5

自动扶梯数量/台

8

自动扶梯功率/ kW

9.8

过大 [4-6]等问题，导致环控系统冷负荷过大，造成能

直梯数量/台

2

直梯功率/ kW

14.4

其他设备总功率密度/(W/m2)

2.23

源浪费。
因此，采用基于系统原理的模型，综合考虑健康

典型车站建筑及设备基本信息
Basic information of typical station
buildings and equipment

耗约占地铁系统总能耗的 33%～50%，在南方地区比
地铁车站环控系统用能量也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地铁车站环控系统冷负荷构成

性、舒适度、节能性等因素，以夏热冬冷地区典型全

表2

高站台门地铁车站为例，对环控系统合理负荷进行了

典型工况模拟参数设置

模拟计算，进而探讨了地铁车站环控系统冷负荷的影

Tab. 2 Setting of simulation parameters
for typical operating conditions

响因素和节能潜力，为实际运行中的地铁车站提供节

参数名称

参数取值

来源

能运行的参考。

室外环境

上海典型气象
文献[8]
年最热月

1 环控系统冷负荷构成

近期发车对数/(对/h)

7～12

夏热冬冷地区调研

远期发车对数/(对/h)

12～26

夏热冬冷地区调研

隧道温度/℃

28

夏热冬冷地区调研

站厅控制温度/℃

27

文献[9]

站台控制温度/℃

26

文献[9]

地铁车站环控系统的得热量由人员散热量、无组
织渗风得热量、设备散热量、外围护结构得热量、风
机散热量、机械新风负荷组成。由于地铁站属于地下
空间，没有太阳辐射，且土壤温度相对稳定，通过外

全高站台门当量缝隙宽度/mm 7.6

文献[10]

围护结构的得热量相对稳定。因此，基本可以忽略蓄
热对冷负荷的影响，近似认为得热量即为冷负荷。根

对典型车站最热月环控系统累计冷负荷进行统

据负荷的日波动情况，可以分为日波动负荷和日稳定

计，结果显示：①地铁车站运营近、远期负荷特征相

负荷。地铁车站环控系统冷负荷构成如图 1 所示。

似，人员负荷约占 26%～29%，无组织渗风负荷约占

[7]

29%～33%，日稳定负荷(围护结构、照明、电梯及其

2

选择夏热冬冷地区的一座公共区域面积为 3 052 m ，

他)占 41%～42%，见图 2；②车站运营近、远期环控

年客流量为 1 200 万人次的典型全高站台门地铁车站，

系统冷负荷差异主要集中在无组织渗风负荷和电梯散

对其全年最热月环控系统冷负荷进行逐时模拟。车站

热量；③远期发车对数增加，活塞风效应增强导致无

建筑及设备基本信息如表 1 所示，典型工况模拟参数

组织渗风量增加，远期无组织渗风负荷约为近期的

设置及数据来源如表 2 所示。

1.25 倍；④远期发车对数增加，电梯额速运行时间增

采用基于理论分析和 STESS 软件模拟的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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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导致电梯散热量增加，远期发车对数下电梯散热量
约为近期的 1.28 倍。

图 2 近、远期最热月环控系统累计冷负荷
Fig. 2 Cooling load for the hottest month

典型工作日和休息日逐时冷负荷(图 3)特征如下：
①地铁车站运营近、远期典型日负荷波动趋势相同；
②工作日与休息日负荷特征有明显差异，主要原因是
列车运行时刻表和客流量不同；③日稳定负荷(围护
结构、照明、电梯及其他)在地铁运营时段内的波动
不超过 10%，可近似认为日稳定；④在当前模拟工况
下，无组织渗风量能够满足新风需求，不需要机械新
风供应。

2
2.1

最热月环控系统负荷影响因素分析
客流量
典型全高站台门地铁车站人员负荷在典型工况下

占 26%～29%，客流量是影响人员负荷的最主要因素。
根据实地调研，确定年客流量模拟范围为 300～2 400
万人次。对典型全高站台门地铁车站近、远期的最热
月环控系统冷负荷进行模拟，结果显示：①客流量变
化对近、远期车站环控系统冷负荷的影响规律相同；
②人员负荷随客流量增加成倍增加，年客流量 300 万
人次的典型车站人员负荷约占冷负荷的 9%，年客流量

图 3 最热月典型工作日、休息日环控系统逐时冷负荷
Fig. 3 Hourly cooling load for typical weekday/week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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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Tab. 3

图4
Fig. 4

全高站台门气密性当量缝隙宽度

Air tightness of the platform screen door

全高站台门气密性指标

当量缝隙宽度/mm

最小值

5.7

下四分位值(引导值)

6.9

中位数

7.6

上四分位值(约束值)

9.8

最大值

13.8

平均数

8.5

客流量与典型车站最热月累计冷负荷

Passenger vs. cooling load for the hottest month

2 400 万人次的典型车站人员负荷可达 45%；③随客
流量增加，日稳定负荷中的电梯散热负荷略有变化，
呈先增加后稳定的趋势，变化原因与乘客数量和等候
时间有关。

2.2

全高站台门气密性
典型全高站台门地铁车站无组织渗风负荷在典型

工况下占 29%～33%，主要受全高站台门气密性和环境
温差的影响。首先探讨全高站台门气密性对环控系统冷

图5

负荷的影响。根据技术规范，全高站台门的滑动门与滑
动门立柱之间的缝隙不应大于 6 mm[11]，但在实际安装
中，在吊顶及吊顶与站台门连接处也存在缝隙，导致车
站无组织渗风量和空调冷负荷增加。
已有文献定义了全
高站台门气密性的评价指标当量缝隙宽度[10]，其物理
意义为全高站台门关闭时所有缝隙面积(包括滑动门与
滑动门立柱之间，以及其他结构之间的间隙)按滑动门

全高站台门气密性与典型车站最热月累计冷负荷
Fig. 5 Air tightness of PSD vs. cooling load for
the hottest month

渗风负荷约为前者的 2.4 倍，运营近期最热月累计冷
负荷比前者高出 13 870 kW·h，按文献[12]给出的环
控系统能效限值 2.36 计算，全高站台门气密性过差
导致的最热月能源浪费约为 5 877 kW·h，远期能源
浪费更加严重，约为近期的 1.3 倍，主要原因是远
期发车对数增加，导致活塞风效应增强、无组织渗

缝隙总长度折算得到的缝隙宽度。文献[10]实测了中国

风量增加。

16 个地铁车站的当量缝隙宽度，分布如表 3 所示，其

2.3

中位数为 7.6 mm，定义社会调研水平的上四分位值为
约束值(9.8 mm)，下四分位值为引导值(6.9 mm)。

控制温度
车站环境控制温度(包括站台、站厅与隧道的空气

温度)对全高站台门地铁车站的无组织渗风负荷和围

对不同全高站台门气密性下典型车站的无组织渗

护结构传热量均有影响。综合考虑设计标准、人员热

风量进行 STESS 模拟，得到全高站台门和出入口的渗

舒适度和实际测试结果，模拟计算的地铁车站控制温

风量，进而模拟得到环控系统冷负荷，如图 5 所示。

度范围设为站厅 25～29℃，站台 24～28℃，运营近期

结果显示：①渗风量与全高站台门气密性呈线性关系，

的隧道 21～29℃，运营远期的隧道 25～29℃。

随当量缝隙宽度减小，渗风负荷线性减小；②以全高

模拟结果显示：①随站厅和站台温度的升高，室

站台门气密性最好的车站作为参照，
气密性最差的车站

内外空气温差减小，渗风负荷和日稳定负荷中的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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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结构传热量线性下降，见图 6；②随隧道温度的升高，

最热月累计冷负荷随环境控制温度的变化

Tab. 4

渗风负荷和围护结构传热量线性增加，见图 7；③表 4
列出了隧道、站台、站厅温度每增加 1℃，最热月冷
负荷的增加量或减少量，相比于控制站厅温度，控制

Control temperature vs. cooling load
for the hottest month

温度每增加 1℃

隧道、站台温度对降低负荷的效果更加明显；④对于

最热月环控系统累计冷负荷的
增加或减少量/(kW·h)
近期

远期

隧道温度每增加 1℃

↑6 981

↑8 181

站台温度每增加 1℃

↓6 994

↓8 216

站厅温度每增加 1℃

↓4 416

↓5 440

近期运营的地铁车站，隧道温度控制在 25℃以下，全
高站台门渗风和围护结构传热可以起到一定的减少环
控系统冷负荷的作用，隧道温度控制在 22℃以下则基
本不需要供冷。

2.4

机械新风
根据《地铁设计规范》[9]，当全高站台门地铁车

站采用空调系统时，每个乘客每小时需供应的新鲜空
气量不应少于 12.6 m3。车站新风来源包括无组织渗风
和机械新风。根据模拟结果，无组织渗风量能够满足
车站人员的新风需求，因此建议取消机械新风。但是
当前大多数车站仍按照运营远期的新风量设计标准供
图6

站厅、站台温度与典型车站最热月累计冷负荷

Fig. 6

Hall/platform temperature vs. cooling load
for hottest month

应机械新风，导致负荷显著增加。
笔者探究了机械新风对车站最热月环控系统冷负
荷的影响，结果显示：相比于取消机械新风，按照设
计标准供应机械新风导致最热月累计冷负荷增加，近
期增加 17%，远期增加 16%，见图 8。

图 8 机械新风量与典型车站最热月累计冷负荷
Fig. 8 Mechanical ventilation vs. cooling load
for the hottest month
图7

隧道温度与典型车站最热月累计冷负荷

Fig. 7

Tunnel temperature vs. cooling load
for the hottest month

3

地铁车站节能运行
基于对夏热冬冷地区典型全高站台门地铁车站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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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月环控系统累计冷负荷的模拟计算，给出下列可应

地铁车站的主要节能潜力在于全高站台门气密性和站

用于实际工程的节能运行建议。

厅、站台温度的合理控制。给出的环控系统冷负荷影

1) 全高站台门地铁车站环控系统冷负荷的主要

响因素的定量化分析，为地铁车站合理负荷的控制提

组成部分为人员负荷、渗风负荷和日稳定负荷(包括照

供了参考。后续研究将推广至其他气候区、不同类型

明、电梯和设备散热量以及围护结构传热量)，在典型

的地铁车站，得到更为广泛的结论，为工程应用提供

工况下占比分别为 26%～29%、29%～33%、41%～

参考。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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