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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民经济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国民生活水平越来越接近国际水平，所以国民对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都有了更
高的追求，
尤其与人民生活、工作环境息息相关是房子、办公室及室入娱乐场所等建筑体，当今国民更高的追求体现于对建
筑体的环保节能方面，
从而体现了节能型建筑将是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采暖通风的设计是环保节能建筑中最关键的一
个标志。本文就采暖通风在环保节能建筑中的设计原则，
研究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方案。
［关键词］ 建筑工程设计；
采暖通风；
方案

空调和采暖是建筑中是消耗能量最大的两大因素，他

从而保证室外温度对室内温度影响的减少，按照这些的需

们的耗能量占据全部耗能量的二分之一以上。世界上的发

求可以看到节能建筑采暖通风的设计是需要一定的准则和

达国家与我国进行相比，不管我国的技术水平与气候环境

原则来设计的，
这样才可以保证需要的效果。

与一些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可是发达国家的耗能量却远远

根据地热采暖的相关特点来看, 其特点具体包括了:节

低于我国的耗能量，
他们每平方米甚至比我国低出 3 倍多，

省居室面积和能源、环境舒适、运费低、隔音效果好等,这些

从总体来看，
发达国家的耗能量比我们低很多，
想当然发达

使得地热采暖现在正逐渐变为节能建筑的第一供热方式。

国爱的取暖效果也相应的比我国低，
但事实却是相反的，发

设计节能建筑暖通工程时,应该根据《采暖通风及空气调节

达国家的舒适程度要比我国的舒适度要高。

设计规范》相关规定并按照工程的具体情况开展设计工作。

1 建筑设计时采暖通风的设计原则

对于不同地区存在的差异进行技术参数分析后进行复核实

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对生活的质量的需求也

际的设计与施工。节能建筑暖通工程相关设计参数包括了:

是在提高，而社会的不断发展带来资源的消耗也使人们越

第一,热媒:低于 65℃,低温为 30℃～40℃。第二,供回水温

来越重视资源的节约，
所以针对当前的情况，节能建筑是必

差:10℃～17℃,地暖系统工作压力小于 0.8Mpa。

然的，而采暖通风设计在节能的同时更要满足人们的舒适

设计过程中对于基本耗热量的计算需要参照 《采暖通

度的需求，人们在冬季看重保暖效果，夏季看重通风状况，

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中的具体规定进行,以及按照辐射

从而保证室内温度舒适，
更要求建筑隔热效果充分的发挥，

采暖特点做进一步修改, 最后计算出地热房间的单位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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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采暖地面构造厚度要控制在 80 毫米以上,管间距最

同时也不利于室内系统的调节。

好在 150～300 毫米之间,热管距外墙内表面为 70～100 毫

2.6 通风空调防火阀设置不合理

米。待这些参数准备到位后,应该然布置供热房间管道。每

我国高层民用建筑的相关规范中明确指出，在进行风

户设置一组分水器,根据房间多少安排支环路个数。

管的设计时，
不应穿过防火墙或者是变形缝。如果要进行穿

2 建筑采暖通风设计时存在的问题

过时，
应在防火墙的相关区域安装必要的防火阀。对于需要

2.1 图纸设计前供暖热负荷计算方面不科学

穿过变形缝的设计，要在其两端合理的增设防火阀。但是，

目前，我国许多建筑供暖设计时，
对供暖的热负荷计算

我国有些建筑在风管穿过防火墙的设计中并没有增设必要

存在漏项或者是错项的问题。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

的防火阀，
在风管穿过变形缝的一侧进行了防火阀设计，
另

范》中明确规定，在进行冬季建筑供暖热负荷的计算时，应

一侧却没有设计。这些不合理的设计都可能会带来安全隐

当考虑到由门窗的缝隙进入的冷空气产生的耗热量以及其

患。

它可能产生传热的因素。而许多供暖设计时，
并没有把这些

3 采暖通风设计的预防方案

因素充分的考虑到热负荷的实际计算中，最终导致供暖热

3.1 设计要进行经济性比较

负荷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偏差。

经济性比较是目前暖通空调方案比较中考虑最多的一

2.2 图纸设计时存在问题

个问题。在经济性比较时首先应注意比较基准必须一致。应

在进行建筑暖通设计时，一定要注重图纸设计的规范

采用相同的设计要求、设备档次、能源价格、舒适状况等基

化及合理化，这是保证科学的进行建筑暖通设计顺利进行

准条件进行比较，
保证方案比较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的基本条件。就目前国内一些建筑工程在设计说明的内容

在设计方案经济性比较时应综合考虑投资、运行费用以及

上明显不完整，
部分设计内容存在关不同程度的不足。根据

设备的使用寿命，
以相同的使用周期为基准，
进行综合经济

相关设计规范指出，就暖通空调的设计应该明确规定以下

性的计算比较，
而不能简单地根据设备报价进行比较。对于

内容，
比如，
室内外设计参数、
热媒、
冷媒参数；热源、冷源情

同时有供暖和空调要求的项目，应考虑冬季和夏季设备综

况；
风管、管道材料选择；系统试压要求以及其他相关安装

合利用问题，
进行冬夏季综合经济性比较。

要求等。同时，
一些工程的设计不包含暖通空调设计的相关

3.2 设计应具有可行性和可靠性

计算书，
部分虽然有相关计算书但其内容不完整。以上问题

能够满足使用要求，这是方案可行性应考虑的主要问

都会影响建筑暖通的设计。

题。设计方案应符合国家和当地政府有关法规和规范的要

2.3 暖通设计调节性差

求，包括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设计方案应能满足供电、供

目前，我国暖通设计系统的可调节性不强。比如住宅小

水等方面的要求，并应特别顾及这些条件的长期、变化情

区和一些办公楼的暖通设备大多不具备调节性能。我国很

况。对于一些无法采用标准设备的特殊情况，
对非标准设备

多住宅小区的暖气系统基本都由小区换热站统一供热，如

应提出详细的参数要求，并且所提出的参数要求应合理可

果冬季室内无人居住，也不能通过有效的控制调节室内进

行。

热量，
这样将会造成热量的大量损失和浪费。
2.4 楼梯间的散热器设计不合理

3.3 设计要有调节性和可操作性
暖通空调系统应有较好的调节性能，以适应全年负荷

根据建筑暖通设计的相关设计规范，针对楼梯间或者

的变化。调节性能好的系统方案，
如采用 VAV 空调系统和

是其它一些易冻结的危险性场所，
对于设计散热器时，必须

VRV 变频空调系统的方案，其一次投资通常较高，但运行

对散热器的立、
支管进行单独性配置，
从而保证其由单独的

能耗较小，
在经济性计算和比较时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对

立、
支管进行热供应，
不适合设置调节阀。但是，部分工程的

于部分时间使用的办公建筑，设计方案应能适应其夜间不

相关设计依然采用的双侧连接法，一侧连接邻室房间散热

工作时的调节要求。空调系统自动化水平的提高，
可以减少

器，
另一侧连接楼梯之间的换热器。如果采用这种不合理的

管理人员的数量和劳动强度，
但使一次投资增加，对操作人

设计方法，发生供暖故障时，将会给邻室的供暖效果带来不

员素质的要求提高，应根据实际情况和要求，
经技术经济性

同程度的影响，
甚至可能会发生散热器冻裂现象。

比较来确定。

2.5 供暖入口设置较多
在建筑暖通设计的过程中，
在供暖入口设计时，
首先要
确保其具有较准确的室内供暖系数，然后要保证其与室外
管线的合理衔接。在设计的过程中，不能只为了方便室内暖
通系统设计，从而忽视科学的、合理的室外管网系统的设
计。目前，因为许多建筑工程的供暖入口不合理，
例如数量
设置过多，从而造成了其与外线的衔接点相对较多，供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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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半径曲线段盾构过区间风井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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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线路较长的地铁隧道中间一般均设计通风竖井，即中间风井。由于风井内施工作业空间狭小，又四周结构封

闭，
吊装及拆装一些接收和二次始发材料困难，通常选择整环管片通缝拼装的方式，盾构机可利用自身推力通过风井，而在
小半径曲线段盾构过区间风井增加了一些姿态控制难度。
［关键词］ 区间风井；
弧形导台；
通缝拼装；曲线始发；
姿态控制
1、
工程概况

盾体沿着这条直线完全进洞后，刀盘中心线偏向曲线圆心

西安地铁三号线辛家庙站～广泰门站区间风井位于辛

方向 0.017mm（0.008mm）；由到达洞侧洞门中心线向曲线

家庙立交东南角绿化带内，为三层矩形结构，底板底埋深

圆心外偏 45mm（50mm）的点和现盾构刀盘中心点连成的

31m（局部 32m），与区间隧道相交段负三层（盾构通过范

直线段中割线长 15.357m（14.609m），可计算出割线中间点

围）净宽 8.4m。风井前后隧道设计线路中左线为 600m 的小

偏离设计中线值最大，为 0.049m（0.053mm），在规范允许偏

曲线半径，右线为 500m 的小曲线半径，盾构需在风井接收

差值附近(如图 3、
4 所示)。同时，刀盘中心线已在曲线内侧，

和二次始发。

下步掘进时直接按此姿态控制即可，达到盾构沿割线行走

2、
工艺流程

的姿态。

盾构过区间风井工艺流程：检查洞门处土体加固效
果——
—弧形导台制作——
—洞门复测——
—盾构到达前姿态调
整——
—盾构刀盘顶至围护桩——
—到达洞门破除——
—止水帘
布、小导轨安装——
—盾构接收及负环管片安装——
—盾构维
修保养——
—始发端洞门土体加固效果检查——
—始发洞门破
除——
—止水帘布、
小导轨安装—盾构二次始发。
3、
盾构接收及二次始发姿态控制
如使盾构沿着设计隧道中心线接收和二次始发，即盾
构沿着始发、
接收洞门中心点连成的直线推进，
待盾构整机
进入土体后，在 600m 曲线半径掘进的盾构刀盘中心线偏
向线路中线外 0.119m，
如图 1 所示；
在 500m 曲线半径掘进
的盾构刀盘中心线偏向线路中线外 0.143m，如图 2 所示；
均超出规范所允许的水平偏差±50mm。

图 3 600m 半径曲线

图 4 500m 半径曲线

盾构采用上述方法接收、始发过程中先后沿着两条直
线推进，其中一条是临近洞口时盾体整体向线路外侧偏移
45mm，
在接收洞门口开始沿着另一条直线推进至盾构二次
始发盾体完全进洞后段，这两条直线夹角为 178.580o，与
180o 偏差值为 1.429o，
对盾构在交点处推进影响不大。
4、
盾构到达段掘进参数
为控制好盾构姿态，使盾构机按照设定的姿态顺利接
收推上弧形导台上，
盾构在到达段掘进参数控制如下：
4.1 盾构正面的平衡压力
到达段盾构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控制土仓的平衡土压
力，
尽量减少平衡压力的波动。当刀盘进入加固区后，土仓

图 1 600m 半径曲线

图 2 500m 半径曲线

压力逐渐减小，
一般不大于 0.5bar。

如使左线（右线）盾构在到达前就开始向曲线圆心相反方向

4.2 推进速度及刀盘扭矩

偏离 45mm （50mm），在始发时又向曲线圆心方向偏离

加固区土质较硬，为减小对周围土体的扰动和确保洞

45mm（50mm），虽然前后相差累加值为 90mm（100mm），但

门安全，需慢慢切割加固土体，使加固区土体得到充分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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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因此推进速度应放慢，尽量做到均衡施工，刀盘转速控

为方便后续拆除负环管片，在其中一环负环管片拼装

制在 1rpm，推进速度控制在 10mm／min 左右，同时刀盘扭

时不安装封顶块（如图 6 所示），同时在此环管片和相邻一

矩控制在 2000KN.m 以内。

环管片间多加几层软木衬垫。

4.3 做好出土量统计
当盾构机刀盘进入加固区后，
随着土仓压力逐渐减小，
周围土体受扰动后易掉落，这样易增加出土量，
所以要严格
做好出土量统计，以便较为精确的确定在后续洞门封堵时
需补充浆液的方量。
4.4 同步注浆量
理论同步注浆量可用公式 Q＝V·λ 计算。其中：λ—
砂浆注入百分率 （根据规范及类似地层施工经验取 150%

图 6 负环管片拼装

～200%，V—刀盘开挖空间与管片外周形成的建筑间隙，
而

5.2 管片支撑加固

V＝π（D2-d2）÷4×L，式中：
D—刀盘开挖直径 6.280m；d—

风井内所拼装的管片为盾构二次始发提供反力，为使

管片外径 6.000m；
L—每环管片宽度 1.5m；则理论同步注浆

管片定位准确，控制错台量，
必须做好管片的支撑。管片固

量为：
Q ＝V?λ= （6.282-62）÷4 ×3.14 ×1.5 ×(150% ～

定主要为两侧固定和环管片间的固定两部分，管片支撑分

200%)＝6.07～8.1m3/ 环。

为底部支撑、
两侧支撑、
顶部支撑、
两环管片间的固定、整环

即每环同步注浆量为 6～8m ，实际施工中浆液的用量
3

管片固定五部分。

及注浆压力结合前一阶段施工的用量以及监测地表沉降数
值进行合理选择。

①底部支撑：
当管片脱出盾尾后，导台钢轨与管片之间
存在 140mm 间隙，
每环垫 4～6 块木楔，
防止管片下沉。

4.5 盾尾油脂的压注
在同步注浆量充足的前提下，盾构机的盾尾密封显得
尤为重要，为了顺利、安全的完成盾构到达接收施工，必须

②两侧支撑：在风井段设置斜向支撑(18a 或 80mm 钢
管)，管片脱出盾尾后，及时利用钢管和木楔子固定管片与
B1、
B3 块管片，
防止管片向两侧偏移。

做好盾尾油脂的压注工作。

③顶部支撑：为了防止管片上浮，在管片顶部设置 18a

4.6、
盾构掘进方向控制

槽钢支撑，槽钢顶住风井负三层顶部，风井段盾构机前进

为保证盾构顺利爬上导台（或基座），一般都适当抬高

时，千斤顶下部反力由 3 块 B 型管片提供，L1、
L2、
F 块提

盾构姿态，
因盾构外壳与洞门钢环间间隙较小，
故控制盾构
轴线在洞门中线以上 10mm 范围内。
5、
盾构接收

供。
④两环管片间的固定：及时拧紧管片与管片间的螺栓。
⑤管片脱出盾尾一半后，
立即用钢丝绳环向拉紧管片，

盾构采用接收基座接收和始发在调整姿态方面很便

防止管片向上偏移。

利，利用两台 100t 的千斤顶即可将基座和盾体整机调整，

5.3、
盾构空推通过导台

但由于盾构主机和风井负三层宽度几乎相等，盾构主机完

①刀盘在推进过程不能旋转，
平衡施加推力，推进速度

全推出洞门侧后即进入二次始发侧墙体，无法达到采用托
架来调整盾构姿态的目的，故采用弧形导台接收和始发，如
见图 5 所示。

控制在 10～20mm/min 以内。
②为防止盾构机在空推过程中发生自身旋转，在盾体
两侧加焊防滚楔块；
管片拼装时，
在导向台上焊接防盾体前
移装置。
③每环管片在脱离盾尾超过一半后，及时用楔形方木
将管片与水平支撑间塞紧。
6、盾构二次始发
盾构机推上导台后立即组织维修保养，尽快二次始发。
始发所用反力由在风井内已拼装好了的整环管片提供 （正
常掘进的模式一样），始发推进阶段总推力按 1600t 进行设
计,考虑主要是底部油缸受力，底部有 5 组油缸，每组油缸

图 5 弧形导台

承受 320t 推力，油缸的撑靴面积为 0.3×0.3=0.09㎡，则管

5.1 管片拼装

片 承 受 压 力 P=320t/0.09 ㎡ =35.6MPa ＜ 管 片 抗 压 强 度

管片拼装方式采用整环通缝拼装，
进出风井前各 10 环

50MPa，满足要求。推力增加要遵循渐进的原则，因此在始

管片采用钢带将环与环间连成整体，钢带采用 50mm×
5mm 的钢板做成，
分别在管片上部及两侧连接 3 处。

发推进过程中必须注意：
①刚进洞段的 10 环千斤顶总推力应控制在 1200t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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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中的电气消防设计是一项技术复杂与政策性

面积自身的修正系数，并没有给出保护半径修正系数以及

很强的工作，
为了确保其设计的准确性，
其设计人员必须要

修正以后的保护半径值。因此，
在实际设计过程中，按照相

严格按照国家消防现行的标准、
法律以及规范来执行，这样

应的公式在计算所需探测器的数量以后，必须要进行相应

才可在确保人们生命财产与建筑物安全的基础上，防止一

的验证，
验证其是否在规定保护半径的范围以内。

些不必要的资金浪费。但是在大量的设计实践过程中，
笔者
发现，建筑的电气消防设计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如：没有

2、
消火栓泵设计
在发生火灾的时候，
通常都会利用消火栓来进行灭火，

应用相关标准与规范，其概念较为模糊，条例不够清楚，同

若消火栓水压不符合要求，需要设置相应的消火栓泵。在设

时在消防规范中有很多条款的规定不是很详细，系统图和

计消火栓泵的时候，
应该考虑其报警与控制规范要求，确保

平面图不相一致，存有漏项问题，
其设计不够完善等。

其可以直接启动消防泵。

1、
点型火灾探测器的设计与设置
在明确了点型火灾探测器的设置数量以后，其安装的

在高层民用建筑的消防设计规范中，要求在每一个消
火栓位置应该设置可直接启动消防水泵的按钮，并采取相

间距不可超过规范中所提供的关于极限曲线的规定范围，

应的措施，同时在民用建筑的电气设计规范中也提出了相

在保护区内不能存在任何得不到保护的“死角”
，同时探测

应的要求，
即消防火栓按钮必须要能启动消防水泵。消火栓

器的设置应该均匀且美观，
对于室内具有良好的装饰功能。

泵的控制主要分为两种方式，
即间接启动与直接启动，间接

若探测器设置数量较小，其探测区域就不能得到有效的保

启动是指消火栓按钮启动信号经过总线发送到消防控制

护，而若其数量过多又会造成其浪费，因此在设计过程中，

室，报警控制器就会将动作了的消火栓位置显示出来，经过

必须要明确好其探测器的数量。在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

联动控制盘来进行消防泵启或停的控制，但是要注意在设

计规范中，就明确规定了探测区域的保护面积最大的应该

计的时候，在消防泵的控制箱周围设置相应双输入模板以

为正方形，同时在最大面积中还应该以趋长方形或者正方

及双输出模板。直接启动是指从消火栓按钮的位置直接敷

形的布置最为经济且合理，
以此充分发挥出探测器的作用。

设管线一直到消火栓泵的控制箱处。

此外，
在该规范中针对其保护对象的不同，
根据保护等级

3、
消防用电设备的供电电源

的规定还明确了其修正系数，其中特级为 0.7—0.8，一级为

消防用电设备的供电电源工作特征为不间断且连续

0.8—0.9，而二级则为 0.9—1.0，但是该系数仅仅只是保护

的。在发生火灾的时候，
正常供电系统就会断电，在此时可

内，推进速度在 10～20mm/min 以内。

场实际，
采用弧形导台 + 通环拼装管片简单方便。
而且施工

②推进过程中，
千斤顶推力的调节应平稳，
防止推力突
变。

决定着始发段成型隧道质量，
通过方案比选，合理选择曲线
③洞门封堵注浆根据已破除的洞门间隙进行控制，注

浆量不小于理论值，
有水流时注双液浆封堵。
④加强出洞期间地面沉降的监测和巡查。
⑤在洞内进行二次补浆，填塞同步注浆及洞外封堵浆
液未到达的空隙，确保洞门处安全。
7、
结论

段接收、
始发的方案，保证成型隧道的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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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常会遇到在曲线段始发和接收，盾构始发的姿态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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