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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气工程是管廊最重要的附属设施。本文结合保定市北三环综合管廊工程，对电气工
程设计过程中的遇到的负荷等级的确定、供配电系统的设计、照明设施的布置及设计、设备的控
制、接地系统的设计进行了介绍，对于同类工程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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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ectrical engineer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ancillary facilities of the corridor. The
design of the power distribution system, the arrangement and design of the lighting facilities, the control
of the equipment and the design of the grounding system are introduced in the process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sign, and has a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simila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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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发展，对地下空间的综合利用要求越
来越高，地下轨道交通、停车库、人防设施及商场
的发展越来越快，而且这些地下设施的连接也越来
越多，造成传统的管线埋设方式穿越困难，直接阻
碍了城市地下空间的发展利用水平，建设综合管廊
是实现地下空间集约化的有效途径。综合管廊的建
设将从根本上解决道路频繁开挖造成的浪费和给交
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等问题，提升市
政基础设施档次和标准，增加地块土地的潜在价值。
综合管廊内设有众多的附属设施，在管廊的附属设
施中，电气工程是保证管廊运行的最重要的附属设
施，为管廊的照明系统、通风系统、监控系统及排
水系统提供电力保障 [1-4]。综合管廊的供配电系统对
管廊的可靠性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结合保定市北
三环管廊工程和《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058—2015（以下简称管廊规范）对管廊的电气系
统设计进行综合阐述。

1

北三环管廊简介

保定市北三环管廊位于保定市北三环（乐凯大
街～东三环），全长 10.4km，设置监控中心一座。
根据各类管线专项规划，北三环管廊敷设的管线有

给水、中水、供热、电力、通信管线。采用矩形断
面、三舱布置形式，给水、中水、电信共用一舱，
电力管线和供热管线各单独一舱。北三环综合管廊
断面尺寸为 4350mm×2400mm+4350mm×5300mm+
4350mm×3800mm，详见图 1 所示。
管廊沿线设置管线引出口，给水管、中水管、
供热管过路采用预埋过路套管的形式，电力电缆过
路处预埋排管，共设置 89 个管线引出口。沿线以不大
于 400m 设置一处投料口，投料口尺寸为 7.0m×2.0m
（长×宽）；高压电力舱投料口尺寸为 3.0m×1.5m
（长×宽）；热力舱投料口尺寸为 7.0m×1.5m（长×
宽）。投料口与自然通风口合建。共设置 28 个投料口。
通风采用自然进风、机械排风相结合的设计，
即在每一防火区间的两端分别设地上式自然进风口
和机械排风口。地上式通风口高出地面约 1.5m，布
置在综合管 廊外侧绿化 带内结合景 观效果进行 设
计。进风口、出风口分别与人员出入口合建。当综
合管廊启动风机时，管廊内空气集中于排风口排出，
并于进风口处换入新鲜空气，使综合管廊内保持空
气清新。在进风口和排风口之间设置防火墙及防火
门一座，同时通风口处布置垂直爬梯，供维修、巡
查人员紧急撤离使用。人员出入口处设由内向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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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北三环管廊标准断面示意图

向开启自动液压井盖。本管廊共设置 56 个通风口，
28 个自然通风口，28 个机械通风口。

2

管廊负荷等级和电源

2.1

管廊负荷等级
管廊内的消防设备、监控与报警设备、应急照
明设备根据规范规定，应为二级负荷。部分审图专
家及设计人 员认为管廊 内的通风风 机属于消防 设
备，管廊规范条文解释中给出了如下的描述：综合
管廊不同于一般的民用建筑，管廊内一旦发生火灾
应当及时可靠地关闭通风设施。火灾扑灭后由于残
余的有毒烟气难以排除，对人员灾后进入清理十分
不利，为此应设置事故后机械排烟设施。由此可以
判断，管廊设置的风机为事故后通风设施，因而不
属于消防设施。
在参加安徽某管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
时，有专家提出管廊内部排水泵应为二级负荷。该
专家认为，南方城市雨水较大，在暴雨情况下，应
考虑管廊被水淹没，利用管廊内部排水泵可靠排水。
结合规范以及工程实例，本人认为专家所考虑的运
行工况，已经超出了规范考虑设置排水设施的范畴。
管廊规范中，排水泵的设置仅是为了排出管廊内部
的渗水，并不考虑管廊内部管道爆管、管廊被暴雨
淹没排水问题。
2.2 供电电源及变配电所的设置
在监控中心设置 1 座 10kV 开闭所，管廊沿线
用电均引自监控中心。沿管廊间隔约 2km 左右设置
一个箱式变电站，每个管廊配电所的供电半径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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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km，对于特殊远离变电所的区段，适当增大
配电电缆的截面 [5]，使末端电压不低于正常的 95%。
每个管廊相邻变电所之间采用 10kV 电缆联络，形
成环网。
本工程设计中，经与当地供电部门沟通，采用
在管廊沿线设置箱变的供电方案。本管廊分 57 个分
区，沿线共设置 6 座箱变，其中 1—5 号箱变每座箱
变均供 10 个分区，6 号箱变供 51—57 号分区。
2.3 管廊供配电系统及设备选型
设计中本管廊采用自然进风、机械排风的方式，
根据管廊的纵断变化，各个舱室在适当位置设置集
水井，集水井内设置排水泵，利用管道将集水井内
的积水排放至市政排水系统。结合管廊规范相关要
求，主要的负荷包含以下内容：
1）电力舱、热力舱以及水信舱各个机械排风口
均设置双速排风风机。其中因水信舱断面尺寸较大，
水信舱每个分区设置两台风机。
2）各个舱室设置的一般照明及应急照明灯具。
3）排水泵。
4）检修电源箱。根据管廊规范，管廊内间隔
50m 设置一个检修电源插座箱，每个检修箱功率
15kW。
根据管廊规范，附属设备的供配电系统采用
220/380V，TN-S 系统。以防火分区作为配电单元，
各个配电单元进线处均设置计量表。采用 EPS 作为
应急电源，供应急照明和消防设施、监控设备使用。
设计中，在机械排风口处设置现场控制站，每个现
场控制站安装每个配电分区的配电柜。区间动力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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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柜将区间配电柜馈出回路按舱室分组，便于统一
对单个舱室切除非消防负荷。管廊区间配电柜系统
图如图 2 所示。为了保证配电系统的可靠运行，设
备须选用国内优质产品。变压器应选用节能型、可
靠性高的干式变压器。高压开关柜应选用具有五防
联锁功能的中置式开关柜，高压开关选用真空断路
器，低压开关柜选用元器件固定插拔式柜型。所设
计的供配电系统具有较高的自动化程度 [6]。

3

管廊照明系统

综合管廊内部照明设施包括一般照明和应急照
明。通风口夹层内安装变配电设备处的照度为
200lx；中心控制室照度不小于 300lx；综合管廊内，

图2

4

满足一般巡视要求，人行通道上的平均照度不小于
15lx，最低照度不小于 5lx；出入口和设备操作处的
局部照度不小于 100lx。
设计中应急照明电源引自 EPS 应急电源柜，应
急电源的持续供电时间不小于 60min。一般照明引
自区间配电柜一般照明出线回路。灯具选用高亮度
LED 灯。灯具采用防触电保护等级Ⅰ类设备，灯具
防护等级不低于 IP54，并应具有防外力冲撞的防护
措施。照明回路导线采用截面积不小于 2.5mm2 的硬
质铜线。线路敷设时均穿保护管沿管廊顶部及侧墙
明敷。在管廊每个分区的人员出入口处设置本分区
的通风、照明控制开关。

管廊区间配电柜系统图

管廊接地系统

综合管廊内集中敷设了大量的电缆，为了综合
管廊运行安全，应有可靠的接地系统。除利用构筑
物主钢筋作为自然接地体，在综合管廊内壁将各个
构筑物段的主钢筋相互连接构成法拉第笼式主接地
系统。综合管廊内所有电缆支架均经通长接地线与
主接地网相互连接。另外，在综合管廊外壁每隔 50m
处设置人工接地体预埋连接板，作为后备接地。综
合管廊接地网还应与各变电所接地系统可靠连接，
组成分布式大接地系统 [7-9]，接地电阻应不大于 1Ω。
管廊内所有正常不带电金属均应与接地线做等

电位联结。电缆进线处做重复接地，在区间配电柜
进线处装设Ⅰ级电涌保护器（SPD），用以防雷电感
应 [10]。管廊标准段接地平面如图 3 所示。

5

电气设备的控制
管廊内风机由区间配电柜完成配电和控制，在

柜上设手动/自动转换开关。在管廊的人员出入口等
处设置风机开停按钮盒，以便于人员进出时开停风
机。除检修时，转换开关均处于自动位置，以自动
控制管廊内部的空气质量和温湿度。当发生火灾时，
排风机由火灾联动系统强制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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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工程。笔者将本工程进行过程中的经验总结如下：
1）供电方案需尽早与当地供电部门沟通。设计
中，原设计方案是选择地埋式变压器。考虑该方案
的出发点是减小地面箱变对景观效果的影响，但当
地供电部门不认可，因此将变压器修改为安装于地
面的箱变。
2）管廊区间配电柜的馈线回路需要按照舱室进
行分组。管廊设计规范中要求，当发生火灾时，需
切除相应舱室的非消防电源。如果设计中未将馈线
回路按照舱室分组，消防切非虽然仍可以实现，但
图3

管廊标准段接地平面图

排水泵采用现场液位自动控制，并将排水泵的
状态上传至自控系统。为便于人员出入时开关灯，
在人员出入口处设置照明开关按钮盒。除检修时，
照明系统控制回路的转换开关均处于自动位置，可
通过自控系统开关灯。当发生火灾时，由火灾联动
系统强制启动应急照明。
管廊监控中心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上位机，
管廊内部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区间控制器。自动
灭火系统由同一个防火分区一个感烟火灾探测器报
警信号与另一个感温火灾探测器报警信号或两个感
温火灾探测器报警信号联动触发。火灾区间报警控
制器联动相关摄像机监控报警现场供消防控制室确
认并记录，当消防控制室确认后，可由消防控制室
手动启动灭火系统。火灾确认后，消防联动控制器
应关闭相应着火防火分区及同舱室相邻防火分区通
风机及防火阀；启动管廊内同舱室的火灾声光报警
器；打开着火分区及同舱室相邻防火分区应急照明；
联动出入口控制系统，释放相应出入口控制装置。

6

配合，及时向结构专业提出伸缩缝处的电气预留预
埋要求。因管廊外均设有防水涂层，如不及时提出
预留预埋要求，后期补充将会破坏管廊主体的防水
材料，影响管廊结构主体的设计寿命。
4）管廊中的用电设备较为单一，正常运行时，
工作状态的电气设备较少，因此需要合理的配置供
配电系统，以较小变压器的容量。否则，投入使用
后将会出现变压器低负载率的问题，增加运营成本。

8

结论
综合管廊作为重要的大型地下构筑物，在设计

阶段必须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因素，对设计方案进
行优化。电气工程的施工及安装通常是在土建主体
结束后进行，施工周期较长。该系统的完善与否，
直接影响管廊的正常运行。因此电气工程应该在保
证功能条件下提高设计的可靠性、安全性以及先进
性。图纸的完善才能尽量避免施工中的修改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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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管廊接地系统设计过程中需与结构专业密切

电缆的敷设

本文中所说电缆敷设是指为保证管廊正常运
行，所需的管廊自用电缆的敷设，不包括入廊敷设
的电力部门及通信部门的线缆。在管廊中设置管廊
自用电缆桥架。管廊内一般设备供电电缆采用阻燃
交联聚乙烯电缆，火灾时需要继续工作且与消防有
关设备的供电电缆采用耐火交联聚乙烯电缆 [11]。
所有电缆沿电缆桥架敷设，引至设备时，穿热
镀锌焊接钢管沿管廊顶、侧墙明敷，要求钢管涂防
火涂料。

7

接线将比分组方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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