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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概述了浦东国际机场一期航站楼的建筑概况和功能要求，对其暖通空调设计的内容，主要

包括空调冷热源、空调方式、空调水系统、消防防排烟系统及BA系统等作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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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站楼（一期）暖通工程设计
左  鑫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200002）

1 引言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期航站楼总体占地面积约11

万m2，总高度约40m，总建筑面积28万m2。航站楼主

要由三部分组成：航站楼主楼、登机长廊、连接廊（参

见图1）。

航站楼主楼南北长约400m，东西宽120m，占地

4.8万m2，建筑总面积约为13.1万m2。地上为两层，地

下一层。地下层为各种设备用房和货运通道；地面首层

高至9.2m，一部分为到达大厅，供乘客和接客提取行李 ；

另一部分为行李处理机房。上层标高12.8m，为乘客出

   图1    航站区一期工程总体平面

           1-主楼    2-候机长廊   3-连接廊

发大厅，是登机前办理各种手序的层面；屋面为造形别

致的弧形钢结构；位于9.2m和12.8m之间的技术夹层放

置了大多数主楼的机电设备 ；两个弧线型的屋面间有两

层楼面，12.8～16.1m间为航站楼办公用房，16.1m至平

屋面为设备用房（参见图2）。

   图2    航站区主要剖面图

           1-出发大厅    2-到达等候大厅   3-机电设备夹层   4-行李提取大厅   5-机电设备层   6-行李处理大厅

            7-商业区       8-侯机大厅     9-管线地沟    10-机电设备层     11-登机 / 离机层     12-地下机电设备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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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机长廊南北长1370m，东西宽37m，占地约5.5万

m2，分三层。首层中高0.00～6m主要为各种设备用房和

办公用房；6～12m为公共大厅，来自各航班的下客人流

和登机的人流在此层混合，因此，该层与28座登机桥相

连；12m的高层为侯机层，供乘客在此侯机，并由此层

下至6m层登机。登机长廊屋面风格与主楼相同（参见

图2），总建筑面积约为14万m2。

连接廊的作用是将主楼和登机长廊连通，为边长

25m的正方形平面，共分两层，即6m层和12m层，分别

与主楼和登机长廊相连。最上面为平屋面。+0.00m层架

空，为远期轻轨预留通道。连接廊总建筑面约1万m2。

整个航站楼在平面上以中心线为界，将航站楼一分

为二。南部为国内部分，北部为国际部分。国内与国际

部分的建筑平面基本以中心线为轴对称布置。航站楼除

了空港必要的专业功能外，同时也拥有可出租的商用办

公间，零售商店摊位，餐饮娱乐俱乐部和计时客房。是

一座集多种功能于一体，同时又具游览参观价值的现代

化空港。

2 航站楼总体及空调冷、热源概况

航站楼内的全面空调总冷、热源由能源中心提供。

航站楼与能源中心通过架空管线及地沟管线相连。冷、

热源管线分开，供冷季节由能源中心提供5℃的空调冷

冻水，设计回水温度12℃； 供热季节由能源中心提供0.

8MPa的饱和蒸气，蒸气凝结水100％回收至能源中心。

由能源中心向航站楼提供的空调总冷量达53MW、总热

量达41.5MW。整个航站楼可以分为9个独立的系统，即

航站楼内部设9个站点与总体冷、热源管道相接，其中

航站楼主楼（Terminal）地下室设4个站点，登机长廊

表1     航站楼各区域冷、热负荷表

地 点 供冷装机容量 供热装机容量

1号热交换站 6500 4800

2号热交换站 4570 3300

3号热交换站 9400 6300

4号热交换站 5150 3560

5号热交换站 6060 4900

6号热交换站 6100 4500

7号热交换站 6600 4800

8号热交换站 6600 4800

9号热交换站 6100 4500

总 计     57080      41460

k W

图3    空调冷热源总体流程示意

（图中阴影及空白区为每个站点负担的空调区域， 数字和圆圈的位置

为热变换房所处的平面位置）

（Concourse）±0.00m层设5个站点（参见图3）。对于

航站楼内一些特殊用途的房间及区域，采用专用空调机

组以满足其独立控制的要求。航站楼各区域的冷热负荷

见表1。

3 计算的各种参数及采用标准

3.1 室外空气计算参数（参见表2）

表3    室内计算参数

区 域
夏    季     冬    季

干球温度 相对湿度 干球温度 相对湿度

℃ ％ ℃ %

大厅、行李房 22～26 50～70    18～22 -

餐厅 22～26 50～70    19～21 -

候机厅 24～28 50～70    19～21 -

办公区 22～26 50～70    19～21 -

商业区 22～26 50～70    18～22 -

流通区 22～28 50～70    18～22 -

行李分栋区 <30 -  - -

3.3 新鲜空气量计算标准

公共区域、商业网点 17～20m3/h·人

办公等区域        30 m3/h·人

客房        50 m3/h·人

3.4 其它计算参数、标准（参见表4）

工 程 设 计

表2    室外空气计算参数

项 目 冬 季 夏 季

空调计算干球温度 － 4     34

空调计算湿球温度 － 4.5     28.2

采暖计算温度 － 2

通风计算温度 2     32

℃

3.2 室内计算参数（参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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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人员密度 灯光照明用电 动力用电

公共区域   3.9 m2/人 出发大厅 公共场所、行李房

     10W/m2   10W/m2

登记区域   3.6 m2/人 到达厅、行李厅 办公室

                25W/m2   30W/m2

商店           6.25 m2/人 商店   10W/m2

登记点      1.4 m2/人 办公室、休息室

                20W/m2

登机城      1.8m2/人

表4   其它计算参数、标准

3.5 围护结构K值（参见表5）

4 空调及送回风设计

航站楼主要采用的空气末端设备有卧式、立式组合

式空调箱，风机盘管机组和专用空调机组。

4.1 高大空间空气处理及空调送回风设计

高大空间主要采用组合式空调箱，所有的空调箱为

单风机送回风，再加上换热器段、过滤段等基本功能段

其主要特点如下。

4.1.1 主楼±0.00m层行李提取大厅，采用卧式组合空

调箱，顶送顶回，由于行李提取大厅净高9.2m，为防止

气流短路，所以送风口采用旋流式风口以增加向下送风

的深度，设计送风深度为7.6m。

4.1.2 主楼12.8m层出发大厅采用卧式组合空调箱，侧

送侧回。在各类办票岛、办公岛、商业模块的侧面布置

了大量的侧送风口，其中采用了为数众多的高诱导比的

球型可调式远程喷口，以保证送风的均匀性（参见图4）。

4.1.3 主楼范围内共采用了242台立式、卧式的组合式空

调箱，风量范围从5200～35000m3/h，其中包括22台卧

式全新风空气处理机组。位于9.2m至12.8m之间的技术

夹层布置了220台卧式组合空调箱，循环处理±0.00m层

及12.8m层大空间内的空气。位于主楼16.10m层的空调

机房，集中了主楼全部的新风处理机组，共22台。

4.1.4 长廊6m层公共大厅，基本采用立式组合空调箱，

侧送侧回。对于公共大厅内的公务员舱，VIP房等大面

积房间，采用了顶送顶回的方式，即散流器送风、顶棚

内条缝型回风口回风的方式（主要是配合后期装修）。

4.1.5 长廊12.8m层候机大厅，除了采取与主楼12.8m层

相同的空调送回方式外，另外还采用了大量的底送底回

的方式，即地面送风、地面回风的方式。

4.1.6 长廊范围内共采用了185台立式、卧式组合式空

调箱。风量范围从5000～29000m3/h，其中包括20台卧

式全新风空气处理机组。所有空调箱主要位于±0.00m

的21个空调机房，以及+6m

层的20个空调机房中，就

近向相邻的区域送、回风。

4.1.7 主楼和长廊所有公共

区域外立面，凡有玻璃幕

墙处，靠该幕墙地板处均

设空调冷暖送风以解决周

边负荷，冬季可防止大面

积玻璃窗的结露问题（参

见图4）。

表5   围护结构性能

位置 k，W/m2℃ 遮阳系数

屋顶    0.6

外墙    0.7

内墙    0.8

外区地板    0.7

内区地板    0.9

南面、西面单层玻璃    5.7 0.6

东北、北面单层玻璃    5.7 0.78

屋面银色双层玻璃    2.8 0.56

工 程 设 计

图4    主楼空调方式原理图

1-金属软风管   2-预埋钢制风管  3-球形可调送风口  4-玻璃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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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登机桥的空调

1-  室内机    2-登机桥下的空调机房    3-空调机房   4-变频空调机的室外机组

4.1.8 连接廊采用卧式组合空调箱，上送下回，机组设

于±0.00m层空调机房。

4.1.9除了向玻璃幕墙送风的空调机组、新风空调箱外，

所有组合式空调箱采用的送风参数：夏季16～16.5℃，

95％，冬季29℃；专门送玻璃幕墙的送风参数为：夏季

19℃，90％；冬季29℃；新风最终处理参数：夏季13℃，

95％，冬季29℃。

4.2 办公管理用房空气处理及送回风设计

整个航站楼从主楼至长廊分布着大量的办公、管理

用房。对于这些用房一般采用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的空

调风方式，每台风机盘管配三档风速开关及温控装置。

对于个别有专门用途及要求的房间，如行李系统控制管

理机房、弱电控制室等，设置了可独立控制的专用空调

机组。图5为登机桥的空调，采用了分体变频式空调机

组，满足了即开即用、不用不开的要求。

4.3 主要的通风设计

4.3.1 航站楼内的公共卫生间及客房浴厕均设机械排风系

统，排风量按10～15次/h换气计算。

4.3.2 所有热交换站房、水泵房设机械排风系

统，送排风量按6～10次/h计算。

4.3.3 行李分检区、储存区、技术区及仓储间均

设机械送排风系统，送排风量根据工艺要求计

算。

4.3.4 变、配电间，柴油发电机房根据设备发热

量及环境要求计算通风量，设置机械送排风系

统，且通风量不小于15次/h换气。

4.3.5 各商业区块设置机械换气通风，风量不小于5次/

h。吸烟室设强制排风扇排至室外，进风由相邻空调区

域引入，排风量不小于15次/h。

4.4 空调送回风系统的主要特点

4.4.1 空调系统小而多，分布面广。由于机场面积较大，

若系统划分过大，势必在空间上造成设备和管道均会过

大，使安装、维修困难，并且对于场地功能的二次划分

也有影响。

4.4.2 由于机场人员流动性强，因此新风量的输入不应

是一个恒值。航站区所有新风机组均为变频调速机组，

根据空调区域的二氧化碳浓度，自动调整新风机组的送

风量。其中主楼划成22个区域，长廊分为20个区域，每

个区域一台新风机组。每台新风机组将处理后的新风接

至每台循环空气处理机，经过一个变风量箱VAVBOX后

送入空调箱的回风段，或经一个定风量箱CAVBOX后以

恒定的风量送入办公室、客房等区域（参见图6）。

图6    典型的新风系统流程示意图

工 程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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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空调二次水系统

5.1 航站楼采用的二次水系统

整个航站楼采用二次水系统，即不是直接利用由能

源中心提供的冷冻水和饱和蒸气，而是通过分布于航站

楼内的9个热交换站房，进行热交换、加热或冷却二次

水，向航站楼内的空调末端设备提供空调冷热水。因此

对航站楼二次水系统，可以划分成9个单独运行的单元，

（参见图3）。

5.2 由能源中心提供的冷冻水和饱和蒸气

由能源中心提供的冷冻水参数为5℃/12℃，经过每

个热交换站房的板式热交换器，形成两种参数的二次冷

冻水，即供新风机组使用的7℃/13℃冷冻水和供室内循

环空气处理机组和风机盘管机组的8℃/14℃的冷冻水；

两种参数的二次冷冻水各自形成独立的环路，每个环路

中设置了板式热交换机组，循环水泵，水处理仪和空气

末端设备等。

由能源中心提供的0.8MPa饱和蒸气至每个热交换站

房后，分别减压至0.4MPa，通过蒸气－水板式热交换器，

最高可形成95℃/70℃的热水，供新风处理机组和各类

立、卧式空气循环处理机组使用，由蒸气形成的凝结水

经过水－水板式热交换器，再次形成最高可达60℃/50℃

的二次热水，可供风机盘管机组使用。两种参数的二次

热水各自形成独立的环路，每个环路中设置了板式热交

换器机组，循环水泵，水处理仪以及空气末端设备等。

5.3 低负荷时热水控制系统

在热水两个系统间设置了由A和B两组阀门控制的

旁通管，在供热低负荷或过渡季节时，大量空调箱尚未

使用，此时由蒸气－水板式热交换器中气－水产生的凝

结水量不足以提供足够热能供给风机盘管机组使用，此

时关闭B组阀门，开启A组阀门，同时重新设定供水温

度为60℃，整个系统的供热全部由蒸气－水热交换系统

完成（参见图7）。凝结水由于充分热交换可以使其为过

冷状态，不经过水－水热交换器直接回收。当负荷达到

正常值后，可以关闭A组阀门，开启B组阀门，恢复两

个独立的供热环路。

图7    典型热交换站房空调水系统流程

5.4 膨胀水箱

 航站楼内使用的空气末端产品，如空气处理机组和

风机盘管机组，均为冷、热盘管分开的四管制设备，冷

热水有四种参数，四个独立运行的环路。二次水系统采

用闭式压力膨胀水箱，冷水系统合用一个，热水系统合

用一个。因此，每个热交换站房有2套压力式膨胀水箱。

该压力式膨胀水箱同时兼有向系统自动补水的功能。

典型的热交换站二次水系统的流程图示于图7。

6消防排烟设计

6.1 航站楼消防排烟设计范围

6.1.1 消防疏散用的楼梯间，设正压送风系统。

6.1.2 公共人员大厅、各类面积大于或等于100m2有人

员停留的房间，均设排烟系统。其中，对于最上层12m

层和12.8m层部分的公共大厅，采用自然排烟系统，在

屋面上设置了自动开启的排烟天窗。对于其余无法采用

自然排烟的区域，均采取机械排烟系统。

6.1.3 行李分检大厅，设机械排烟系统

6.2 航站楼的消防排烟设计

主要以国家高层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和法国ADP公司

的设计计算为依据。

工 程 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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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对于正压楼梯间，送风量以敞开的门洞风速大于

或等于 0.75m/s为计算依据。

6.2.2 对于机械排烟，排烟量按60m3/h/m2计算。

6.2.3 对于自然排烟部分，屋面设置自动开启的排烟天

窗，其面积总和约占屋面投影面积的1.5～2％。

6.2.4 最大排烟分区可至1600m2，每个排烟分区之间设

挡烟垂壁。自然排烟的区域中，在每个排烟天窗下，利

用土建构造自然形成蓄烟池。采用机械排烟的区域内，

设一台或多台排烟专用轴流风机，每台排烟风机入口处

均设280℃自动熔断的防火阀。排烟系统平时不兼作通

风系统。

6.2.5 对于各类通风、空调送回风管穿越防火隔断、楼

板以及进出空调机房隔墙处，均设70℃熔断的防火阀。

各种管件、材料均选用消防部门已认可的产品。各消防

用电设备采用消防专门电源。

7 能量调节及空调自动控制

航站楼独立设置一套现代化的楼宇管理系统，以实

现自动化运行管理。自动化控制系统（BAS）为二级控

制，总控制点数达14000点，主要控制内容如下。

7.1 能量调节

7.1.1空调水系统的温度控制。对于二次水的出水温度

进行设定，根据二次水的出水温度调整一次冷冻水和饱

和蒸气的流量（参见图7）。

7.1.2对于空调二次水系统采取流量控制。水系统末端空

气处理机设二通比例调节阀，FCU设二通双位阀，每个二

次水系统供回水总管设压差旁通调节，并设二次循环水泵

的台数控制，从而进行二次水流量的控制（参见图7）。

7.1.3新风系统变风量控制。进入每台循环空气处理机前

设VAVBOX，据该台空调箱服务的空调区域内CO
2
浓度

的探测值，动态调整新风量，使其符合BA系统的CO
2
设

定值，同时最小新风量不小于空调箱额定风量的10％。

对于办公、客房区域内，新风量随人员数而定，因此采

用CAVBOX（定风量装置）。预先根据该服务区域的人员

总数设定新风量，当新风系统风量发生变化时，自动保

持该区域内新风量不变。新风空气处理机配置变频装置，

根据总风管静压变化，调整风机转速（参见图6）。

7.2 系统检测和监视

7.2.1 空气处理机组中，水过滤器设压差报警，新风空

气处理机设低温防冻报警。

7.2.2 空调机组、风机、水泵等设备设运行状态显示。

7.2.3 典型房间设温度、湿度、CO
2
浓度的监测；热交换

站冷、热水水系统设供回水温度、流量、压力的监测；

各空气处理机组设送回风温度、风量、风压按时间顺序

的自动检测和巡回显示。

7.2.4 室外典型部位设置温湿度的检测。

8 结语

浦东新机场航站楼的设计，采用了些非国内常规的

设计概念，主要有：

a）高大空间的空调系统划分很小，每个空调系统承

担的范围大多在几百平方米，而国内以往系统承担的面

积都上千平方米左右。系统划分小的最大好处在于布置

灵活，能较好地适应随功能不断变化的二次场地划分，

这对适应大型机场建设中场地及功能的不确定性非常有

实用价值。

b）空调新风系统单独设置，新风经过处理后送入室

内循环空气处理机组或风机盘管机组的区域，新风总量

随人员流量（CO
2
的浓度）变化，可以节能运行。

c）在空调四管制的基础上，夏季处理新风时可独立

设定较低冷冻水温，而室内循环空气处理机组和风机盘

管机组则可以采用较高的冷冻水温，这样有利于综合热

交换效率的提高及节能运行。

d）大空间主要采用自然排烟的方式，采用电动天

窗，也可以用作平时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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