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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辆基地集中冷源
空调水系统设计
蒲晓辉，李光杰，姬广凡，高润楠
（中铁二院北方勘察设计有限责任公司，济南 250000）
摘 要: 地铁车辆基地的办公、生活房屋集中布置，空调负荷大，运行时间长，特性相近，采用集中冷热源空调
能减小设备装机容量，降低运行费用。通过分析负荷特性，平衡近、远期负荷差异矛盾，提出机组分设、管网合
设的水系统方案，结合两类负荷的特点，制订机组的配置方案，使两类机组能互为备用，提高系统日常运行稳定
性和对各种工况的适应性。管网采用分区两管制一次泵定流量系统，水泵与冷水机组异侧成对布置，机房通道和
设备间隙作为机组拔管检修使用，以充分利用空间，减小机房规模。梳理与土建、供电、自控等专业的设计接口
和配套需求，明确各项配套设施的规格、数量、安装位置及任务归属，使阀门、仪表等附件的配置与自控系统相
协调。
关键词: 地铁；车辆基地；集中空调；水系统；设备布置及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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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Centralized Cold-Heat Source for Air Conditioning
of Water System for Metro Base
PU Xiaohui, LI Guangjie, JI Guangfan, GAO Runnan
(North Survey and Design Limited Company of China Railway Eryuan Engineering Group, Ji’nan 250000)
Abstract: The office and residential buildings are typically situated in a concentrated manner in metro areas, and the
air-conditioning load of these buildings is massive, with a long running time. These buildings also share similar features, and a
centralized cold-heat source air conditioning could reduce the equipment capacity need and operation cost. By analyzing the
air-conditioning load characteristics and balancing the contradictions of short-term and long-term loads, a water system
scheme is proposed where cold-heat sources equipment is established separately, with a combined pipe network that could be
used as an alternative. By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wo types of loads, the developed equipment configuration has two
types of equipment that could be used as alternates to each other to improve the stability of daily operation and adaptability to
various working conditions of the water system. The pipeline network adopted a regionalized two-pipe one-pump constant
flow system, and the pumps and water chillers were arranged in opposite-side pairs, hence the free space between equipment
could be used for repair space or for water chillers inspections, which could reduce the size of the equipment space needed.
Based on design interfaces and civil engineering supporting requirements, power supply, automatic control, and other
air-condition design matters, the specifications, quantities, installation location and assignment of supporting facilities, and air
conditioning water system accessories such as valves and instruments could be defined and enabled to coordinate with an
automatic control system.
Keywords: metro; metro base; centralized air-conditioning; water system; equipment layout and subsid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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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辆基地集中冷源空调水系统设计

1

立的多联式空调，全年供冷[3]；综合楼、乘务员公寓

项目概况
济南市轨道交通 R1 线[1]范村车辆基地工程位于

济南市长清区，为 R1、R2、R3 三条线路共用的综合
检修基地，共设计各类房屋 16 座，16.61 万 m2，分为

和控制中心的舒适空调房间，设备较少，受气候影响
较大，负荷不稳定，采用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4]；控
制中心的控制空调服务于控制大厅，对温湿度精度要
求严格，有发热设备，不允许水管穿越，采用全空气

生产区和办公生活区两个部分，工程于 2016 年 10 月

系统，各建筑的空调负荷概况见图 1，两种系统可合

开工，2018 年 4 月竣工并投入运营。办公生活区的

用冷热源。3 座建筑集中布置，体量较大，空调负荷

3 座建筑物紧邻布置，合计 58 045 m2，主要供冷需

特性相近，全年供冷时间较长，需求相近的同类负荷

求为舒适空调，包括综合楼(5 层，28 328 m2)，分为

合用冷热源能减小设备规模，降低初投资，系统合并

办公楼、餐厅及工区用房、培训中心 3 个部分；乘务

还可选用高 COP 的冷机，减少运行费用[4-5]。

员公寓(5 层，4 272 m2)，全部为标准公寓；控制中心

2.1.2

2

(5 层，25 445 m )，分为控制中心、运营中心两个部分。

2

竖向管道井。控制中心大厅和乘务员公寓的生活用空

负荷及原理

2.1.1

综合楼和控制中心的办公用空调每日运行时间
10 h，按照平面各分为 2 个环路，每个环路单独设置

空调系统设计

2.1

系统分区

调每日运行 24 h，各设 1 个环路。空调冷热源分为 10 h

空调负荷

综合楼空调分为办公用舒适空调和设备用机房空
调两类[2]，其中舒适空调为人员提供生活和办公环境，

和 24 h 两个系统，10 h 空调分为 2 个环路，24 h 空调
分为 4 个环路，各环路位置划分见图 2，冷、热负荷
及末端形式见表 1。

夏季供冷，冬季供热，热舒适等级为 II 级，10 h 运行；
机房空调为设备提供运行环境，全年供冷，24 h 运行。
乘务员公寓设舒适空调，为人员提供生活环境，夏季
供冷，冬季供热，热舒适等级为 II 级，空调季 24 h
运行。控制中心分为办公用舒适空调、设备用机房空
调和设备用控制空调 3 类。舒适空调为人员提供办公
环境，夏季供冷，冬季供热，热舒适等级为 II 级，10 h
运行；机房空调为设备提供运行环境，全年供冷，24 h
运行；控制空调为控制大厅提供运行环境，夏季供冷，
冬季供热，24 h 运行。
机房空调房间热湿比大，负荷稳定，当有冷冻水
管穿越时，存在冷凝结露和管道漏水的风险，设置独

图2
Fig. 2

图1
Fig. 1

空调系统负荷概况

Overview of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load

空调水系统分环路示意

Schematic diagram of water loops for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URBAN RAPID RAIL TRANSIT

131

都市快轨交通·第 33 卷 第 5 期 2020 年 10 月

表1
Tab. 1

小冷量机组，使机组能正常启动，并维持在高 COP

空调负荷及末端分类

Classification of air conditioning load and terminal

工况运行。两组冷机互为备用，按照用冷需求随时切

序
号

环路

冷负荷/
kW

热负荷/
kW

系统
形式

运行
时间/h

1

综合楼 1

921

823

风机盘管

10

满足加班临时用冷需求，提高系统的稳定性，降低设

2

综合楼 2

1 047

962

风机盘管

10

备初投资和运行费用。

3

控制中心 1

1 082

660

风机盘管

10

4

控制中心 2

652

950

风机盘管

10

5

控制中心 3

260

200

全空气

24

6 乘务员公寓

509

431

风机盘管

24

2.1.3

换启停，既能使机组维持在有利的工况下运行，又能

系统原理

本工程最远环路总长度小于 500 m，空调负荷集
中，冷冻水扬程较小，采用冷水机组定流量、负荷侧
变流量的一级泵系统[2]，冷冻水泵定流量运行，空调
末端设电动二通阀，用于室温调节，通过检测干管冷
冻水供回水温差调整冷水机组出力，冷却水泵定流量
运行，冷却塔变频运行，通过检测冷却水回水温度调

图3

整冷却塔运行频率[6]。

Fig. 3

当关闭部分末端电动二通阀时，末端阻力增大，
压差控制器检测到供水管之间的压差减小，相应增大

2.2

旁通管上电动阀的开度，减小旁通管阻力，过量的冷

2.2.1

空调水系统原理

Air conditioning water system

冷热源设计
制冷机组

冻水通过旁通管回到冷水机组，通过旁通管上电动阀

系统冷源采用电动压缩式冷水机组，供回水温度

开度的逆向调节，重新分配冷冻水在末端和旁通管之

7/12℃。24 h 控制及生活空调分为控制中心(冷负荷

间的比例，被动实现末端流量的调节。冷水机组定流

260 kW)和乘务员公寓(509 kW)两个部分，累加冷负荷

量运行，当末端负荷减小时，冷冻端供回水温差降低，

769 kW，24 h 机组选用 2 台制冷量 390 kW 的螺杆式

冷却端供回水温差也降低，相应降低冷却塔风机的运

制冷机。

行频率，减小冷却塔电机出力，当末端负荷增大时，

10 h 办公用空调分为综合楼(冷负荷 1 968 kW)和

反向调节，并依次增加机组运行数量至机组全部开启。

控制中心(1 785 kW)两个部分，累计冷负荷 3 702 kW，

冷水机组出力、水泵运行状态、管道阀门开度、冷却

根据采用名义工况制 COP 较高冷机和节省投资的原

塔频率等信息输入至群体控制柜中，经过逻辑计算、

则，机组应选用 2 台约 1 800 kW 的离心式制冷机，造

判断、输出调节控制指令，使得末端需求与机组出力、

价最省，运行 COP 最高。但本工程为 3 条地铁线路合

冷却塔散热保持一致，并能动态调整

[5-8]

。

水系统分设冷热源、合设管网和分集水器，通过

用车辆基地，设备和人员分期入驻，首期入驻的办公
和设备约 60%，冷水机组配置既要满足初期运营需求，

阀门切换实现冬季供暖、夏季供冷。冷源分为 10 h 和

又要考虑远期预留条件，初期冷负荷只有 3 702×0.6=

24 h 两套系统。工作时间负荷较大，关闭 24 h 机组，

2 221.2 kW，最节省方案为配置 3 台 1 250 kW 的螺杆

开启 10 h 机组，同时向两类末端负荷供冷；非工作时

式机组。考虑到 24 h 机组的单机制冷量 390 kW，约

间负荷较小，关闭 10 h 机组，开启 24 h 机组，只向

为 10 h 机组单机制冷量 1 250 kW 的 31%，在此工况

24 h 负荷末端供冷。加班时间只有少量用冷需求且与

运行时，机组 COP 过低，不利于节能。为了达到 24 h

公寓用冷高峰时段错开，瞬时用冷量之和小于系统冷

和 10 h 机组互为备用，依次轮换启动的目的，10 h 机

负荷，冷量由 24 h 机组提供，系统原理见图 3。通过

组选用 4 台制冷量 950 kW 的螺杆式制冷机。

设置机组运行模式，使冷源机组启停状态随着末端冷

2.2.2

量的需求即时调整。用冷量较大时，开启大冷量机组，
使机组维持在高 COP 工况运行；用冷量较小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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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热机组

系统热源为市政高温热水，一次网供回水温度
110/70℃，由换热器交换为低温热水，用于风机盘管

地铁车辆基地集中冷源空调水系统设计

表 4 冷却水泵扬程
Tab. 4 Cooling water pump head

空调供暖，24 h 空调系统热负荷 631 kW，10 h 空调系
统热负荷 3 395 kW。两个系统合用热源，因不存在能效
匹配限制，只考虑初期和远期匹配，配置 3 台制热量
1 350 kW、二次网端供回水温度 55/40℃的板式换热器。
除空调供暖热负荷外，3 座建筑的卫生间、走廊、
机房、车库等不设空调的房间，设置散热器防冻供暖，
供暖负荷 210 kW，另配一台制热量 210 kW、二次网
端供回水温度 75/50℃的板式换热器。

2.3

管网设计
水系统管网异程布置按照平面位置和功能分为 6

阻力类别

冷却阻力损失

管网

51

冷凝器

76

过滤器

35

水处理器、阀门

40

冷却塔布水器

43

设备高差

328

附加

56

合计损失

629

kPa

个环路，各环路阻力损失见表 2，各分区相对独立运
行，但通过分集水器相连，可根据运行需求合用冷热

竖向管网集中设置于各建筑的管道井内，底端设

源，实现系统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管道阻力计算采用

排污阀，顶端设放气阀，各管路的分支处设带刻度的

假定流量法，通过调整管段管径来调节各管段阻力，

蝶阀。管道检修时，满足局部关断需要，系统调试时，

将各管段阻力损失值相对差控制在 15%之内，以平衡

给环路施加既定阻力，达到管网阻力调节的目的[6]。

[2, 9]

。供暖供回水设计温差 15℃，

冷水机组利用屋顶开式冷却塔冷却，冷水机组、冷却

制冷供回水温差 5℃，供暖工况流量及阻力损失小于

水泵、冷却塔一一对应设置，通过共用集管连接，保

制冷工况流量及阻力损失，两者循环泵流量和扬程不

证各环路阻力损失基本一致，每条分支环路上设置与

同，水泵扬程计算考虑环网最不利损失并叠加附件及

冷却水泵连锁开闭的电动阀，保证机组运行安全[2, 10]。

附加阻力损失之和。冷冻和供暖水泵扬程见表 3，冷

卫生间、机房等的防冻供暖采用垂直双管系统，单独

却水泵还叠加设备高差所需水压，冷却水泵扬程表见

设置热水循环泵。

各并联管段的流量

表 4。
表2
Tab. 2

3

水系统各环路阻力损失

3.1

Resistance of water loops for
air conditioning system
供冷工况

kPa

机房设计
平面布置
制冷机房和换热站房均设于综合楼地下车库内，

靠近负荷中心，贴近外墙设置，分集水器、水处理器

供热工况

环路

沿
程

局
部

合
计

阻力相
对差

沿
程

局
部

合
计

阻力相
对差

及定压补水装置均集中设置于冷水机房内，冷热源和

综合楼 1

84

34

118

–0.13

54

29

87

–0.08

一一对应设置于屋面。制冷机房共 423 m2，分为配电

综合楼 2

92

37

129

–0.05

59

30

89

–0.05

室(26 m2)、控制室(36 m2)、主机室(361 m2)3 个房间。

控制中心 1

103

42

145

0.08

66

33

99

0.06

控制中心 2

109

44

153

0.14

70

35

105

0.13

机房平面布置见图 4，横断面照片见图 5。换热站共

控制中心 3

93

38

131

–0.04

60

29

87

–0.08

乘务员公寓

97

39

136

0.01

63

32

95

0.02

表 3 冷冻和供暖水泵扬程
Tab. 3 Chilled and heating water pump head

配套循环水泵分别一一对应设置，冷却塔与冷水机组

194 m2，分为配电室(31 m2)、值班室(20 m2)、主机室
(143 m2)3 个房间。

kPa

阻力类别

制冷阻力损失

供暖阻力损失

管网

136

95

换热器

80

50

过滤器、分集水器

40

35

水处理器、阀门

50

40

末端

40

40

附加

52

39

图4

合计损失

398

299

Fig. 4

制冷机房平面布置
Chiller room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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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供电系统电缆路由及数量，设备招标清单中应明
确附属控制柜、电缆的数量及开项归属。本工程冷水
机组采用“一控一”模式，循环泵采用“一控二”模
式，冷却塔采用“一控二”和“一控四”模式，集中
设置控制柜。配电室至控制柜、控制柜至电机的配电
电缆、管道上的电动阀均由安装总包单位实施。冷热
源主机及附属水泵、冷却塔等为甲供设备，与安装工
程分属不同的承包商，主机设备招标时尤其注意附属
设施的界面划分，避免遗漏或重复。配电、自控与设
图5
Fig. 5

制冷机房横断面照片

备接线示意见图 6。

Chiller room cross section

机房平面主要考虑主机和水泵定位、检修空间、运
输通道、水管路由等因素，同时考虑设备的配电、排
水及控制需求。冷水机组靠近外墙布置，对侧成对布
置冷冻和冷却水泵，机组和水泵之间预留 4 m 的通道，
兼做拔管检修空间，纵向支管布置在通道上方，横向
主管布置在水泵顶部。冷冻水总管布置在左侧的分集
水器处，冷却水主管布置在右侧的水处理及定压补水
处，配电室和控制室分别设置在机房左右两侧。

3.2

机房配套设计

3.2.1

土建配套

由于管道保温很难完全覆盖管道与阀门和设备的
接口，机组运行时，这些保温不良的交接处温度远低
于空气露点温度，形成大量的冷凝水，必须随时排除
以免影响美观和通行。冷水机组、水泵、分集水器四
周设 200 mm×60 mm(h)的环形地沟，并以 1%的坡度
坡向集水坑，用于设备检修及管道冷凝排水，主机房

Fig. 6

钢筋混凝土底板以上设置 150 mm 的填充层，用于开
设 排 水地 沟， 机 房完 成地 面 标高 比室 外 整体 提高
150 mm。

3.2.3

图 6 配电、自控与设备接线示意
Connection of power distribution and automatic
control and equipment

自控配套

控制室设冷水机组群控柜 1 面，循环泵控制柜 6

冷水机组和水泵成对布置，但换热管正对的直线

面，冷却塔变频柜 2 面，冷却塔手操箱 1 个，招标确

空间要作为拔管检修使用，水泵基础需结合机组结构

定各柜子规格后，确定控制室的尺寸，并根据柜子位

形式设计，应就近避开正对盘管的位置以便检修使用，

置确定控制线缆的路由及数量。本工程各设备控制柜、

两台水泵应位于冷水机组基础的两侧，各设备基础避

控制柜至电机及群控柜的控制电缆均作为设备招标附

开集水坑布置，无法回避时，需加大基础规格，使基

件，由设备厂家提供。水系统群控柜、各仪表和阀门

础跨越集水坑以降低集中荷载。机房设独立的风井和

的信息检测、动作反馈，空调水系统调试等控制接线

排风口，用于事故排风，机组制冷机安全阀泄压管也

均由冷水机组厂家完成。

经风井接出室外。

3.2.2

供电配套

群控柜信息采集包括水泵和冷水机组供回水温
度、压力及流量，各电动阀的开度、室内外温度、冷

配电柜接出的供电电缆先接到设备控制柜，再接

却塔转速等，各信息采集点传递的信息需与群控系统

至设备电机上，设备招标时需确定设备的控制模式以

要求一致，保证统计口径一致，信息及时反馈。各设

及配电柜、控制柜、电机的规格、数量及位置，进而

备及附属电动阀、仪表的位置、规格、动作方式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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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应与控制专业充分沟通，保证接口完整、顺畅。群

新技术探索及应用[J]. 都市快轨交通, 2017, 30(6): 7-8.

控系统控制点示意见图 7。

WANG Guofu, WANG Dechao, LU Linhai, et al. 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ies in line R1 of
Ji’nan rail transit[J]. Urban rapid rail transit, 2017, 30(6):
7-8.
[2]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36—
2012[S].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图7
Fig. 7

4

群控系统控制点示意

Control point for group contr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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