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冷空调与电力机械

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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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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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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一期航站楼总体占地面积约１１

万 ｍ ２，总高度约 ４０ｍ，总建筑面积 ２８ 万 ｍ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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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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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站楼主楼南北长约 ４ ０ ０ ｍ，东西宽 １ ２ ０ ｍ ，占地

发大厅，是登机前办理各种手序的层面；屋面为造形别

４．８ 万 ｍ２，建筑总面积约为 １３．１ 万 ｍ２。地上为两层，地

致的弧形钢结构；位于９．２ｍ和１２．８ｍ之间的技术夹层放

下一层。地下层为各种设备用房和货运通道；地面首层

置了大多数主楼的机电设备 ；两个弧线型的屋面间有两

高至９．２ｍ，一部分为到达大厅，
供乘客和接客提取行李 ；

层楼面，１２．８～１６．１ｍ间为航站楼办公用房，１６．１ｍ至平

另一部分为行李处理机房。上层标高 １２．８ｍ，为乘客出

屋面为设备用房（参见图 ２）。

１－出发大厅
７－商业区

图２ 航站区主要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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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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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ｎｃｏｕｒｓｅ）± ０．００ｍ 层设 ５ 个站点（参见图 ３）。对于

ｍ２，分三层。首层中高０．００～６ｍ主要为各种设备用房和

航站楼内一些特殊用途的房间及区域，采用专用空调机

办公用房；６～１２ｍ为公共大厅，来自各航班的下客人流

组以满足其独立控制的要求。航站楼各区域的冷热负荷

和登机的人流在此层混合，因此，该层与２８座登机桥相

见表 １。

连；１２ｍ 的高层为侯机层，供乘客在此侯机，并由此层
表１

下至 ６ｍ 层登机。登机长廊屋面风格与主楼相同（参见
地

图 ２），总建筑面积约为 １４ 万 ｍ２。

航站楼各区域冷、
热负荷表
点

供冷装机容量

ｋＷ

供热装机容量

１ 号热交换站

６５００

４８００

２ 号热交换站

４５７０

３３００

２５ｍ 的正方形平面，共分两层，即 ６ｍ 层和 １２ｍ 层，分别

３ 号热交换站

９４００

６３００

４ 号热交换站

５１５０

３５６０

与主楼和登机长廊相连。最上面为平屋面。＋０．００ｍ层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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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７０８０

４１４６０

连接廊的作用是将主楼和登机长廊连通，为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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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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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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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一座集多种功能于一体，
同时又具游览参观价值的现代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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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冬
－ ４

３４

－ ４．５

２８．２

采暖计算温度

－ ２

通风计算温度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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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

３．２ 室内计算参数（参见表 ３）
表３

室内计算参数
夏

区

域

季

冬

干球温度 相对湿度
℃

由能源中心向航站楼提供的空调总冷量达 ５３ＭＷ、总热

℃
夏 季

空调计算湿球温度

热源管线分开，供冷季节由能源中心提供５℃的空调冷

８ＭＰａ 的饱和蒸气，蒸气凝结水 １００％回收至能源中心。

季

空调计算干球温度

航站楼与能源中心通过架空管线及地沟管线相连。冷、

冻水，设计回水温度１２℃； 供热季节由能源中心提供０．

室外空气计算参数

％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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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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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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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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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４．１．１ 主楼±０．００ｍ层行李提取大厅，采用卧式组合空

其它计算参数、标准

地区

人员密度

灯光照明用电

动力用电

公共区域

３．９ ｍ ／人

出发大厅

公共场所、行李房

２

１０Ｗ／ｍ２
登记区域

３．６ ｍ ２／人

１０Ｗ／ｍ２

到达厅、行李厅

办公室

６．２５ ｍ２／人

登记点

１．４ ｍ ／人

商店

３０Ｗ／ｍ２

４．１．２ 主楼１２．８ｍ层出发大厅采用卧式组合空调箱，侧

１０Ｗ／ｍ２

办公室、休息室

２

送侧回。在各类办票岛、办公岛、商业模块的侧面布置

２０Ｗ／ｍ２
登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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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Ｗ／ｍ２
商店

调箱，顶送顶回，由于行李提取大厅净高９．２ｍ，为防止

１．８ｍ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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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５ 围护结构 Ｋ 值（参见表 ５）
表５

４．１．３ 主楼范围内共采用了２４２台立式、
卧式的组合式空

围护结构性能

位置

调箱，风量范围从 ５２００～３５０００ｍ３／ｈ，其中包括 ２２ 台卧

k，Ｗ／ｍ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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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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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空调及送回风设计

内条缝型回风口回风的方式（主要是配合后期装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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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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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４
１－金属软风管

见图 ４）。

主楼空调方式原理图

２－预埋钢制风管 ３－球形可调送风口 ４－玻璃幕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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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室内机

图５ 登机桥的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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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且通风量不小于 １５ 次 ／ｈ 换气。

于± ０．００ｍ 层空调机房。

４．３．５ 各商业区块设置机械换气通风，
风量不小于５次／

４．１．９除了向玻璃幕墙送风的空调机组、
新风空调箱外，

ｈ。吸烟室设强制排风扇排至室外，进风由相邻空调区

所有组合式空调箱采用的送风参数：夏季１６～１６．５℃，

域引入，排风量不小于 １５ 次 ／ｈ。

９５％，冬季２９℃；专门送玻璃幕墙的送风参数为：夏季

４．４ 空调送回风系统的主要特点

１９℃，９０％；冬季２９℃；新风最终处理参数：夏季１３℃，

４．４．１ 空调系统小而多，分布面广。由于机场面积较大，

９５％，冬季 ２９℃。

若系统划分过大，势必在空间上造成设备和管道均会过

４．２ 办公管理用房空气处理及送回风设计

大，使安装、维修困难，并且对于场地功能的二次划分

整个航站楼从主楼至长廊分布着大量的办公、管理

也有影响。

用房。对于这些用房一般采用风机盘管加新风系统的空

４．４．２ 由于机场人员流动性强，因此新风量的输入不应

调风方式，每台风机盘管配三档风速开关及温控装置。

是一个恒值。航站区所有新风机组均为变频调速机组，

对于个别有专门用途及要求的房间，
如行李系统控制管

根据空调区域的二氧化碳浓度，自动调整新风机组的送

理机房、弱电控制室等，设置了可独立控制的专用空调

风量。其中主楼划成２２个区域，长廊分为２０个区域，每

机组。图５ 为登机桥的空调，采用了分体变频式空调机

个区域一台新风机组。每台新风机组将处理后的新风接

组，满足了即开即用、不用不开的要求。

至每台循环空气处理机，经过一个变风量箱 ＶＡＶＢＯＸ 后

４．３ 主要的通风设计

送入空调箱的回风段，或经一个定风量箱 ＣＡＶＢＯＸ 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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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定的风量送入办公室、客房等区域（参见图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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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６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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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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７

典型热交换站房空调水系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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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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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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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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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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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消防排烟设计

５．３ 低负荷时热水控制系统

６．１ 航站楼消防排烟设计范围

在热水两个系统间设置了由 Ａ 和 Ｂ 两组阀门控制的

６．１．１ 消防疏散用的楼梯间，设正压送风系统。

旁通管，在供热低负荷或过渡季节时，大量空调箱尚未

６．１．２ 公共人员大厅、各类面积大于或等于 １００ｍ２ 有人

使用，此时由蒸气－水板式热交换器中气－水产生的凝

员停留的房间，均设排烟系统。其中，对于最上层 １２ｍ

结水量不足以提供足够热能供给风机盘管机组使用，
此

层和 １２．８ｍ 层部分的公共大厅，采用自然排烟系统，在

时关闭 Ｂ 组阀门，开启 Ａ 组阀门，同时重新设定供水温

屋面上设置了自动开启的排烟天窗。对于其余无法采用

度为６０℃，整个系统的供热全部由蒸气－水热交换系统

自然排烟的区域，均采取机械排烟系统。

完成（参见图７）。凝结水由于充分热交换可以使其为过

６．１．３ 行李分检大厅，设机械排烟系统

冷状态，不经过水－水热交换器直接回收。当负荷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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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值后，可以关闭 Ａ 组阀门，开启 Ｂ 组阀门，恢复两

的设计计算为依据。

个独立的供热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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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

制冷空调与电力机械
６．２．１ 对于正压楼梯间，
送风量以敞开的门洞风速大于

用 ＣＡＶＢＯＸ（定风量装置）。预先根据该服务区域的人员

或等于 ０．７５ｍ／ｓ为计算依据。

总数设定新风量，当新风系统风量发生变化时，自动保

６．２．２ 对于机械排烟，排烟量按６０ｍ３／ｈ／ｍ２计算。

持该区域内新风量不变。
新风空气处理机配置变频装置，

６．２．３ 对于自然排烟部分，
屋面设置自动开启的排烟天

根据总风管静压变化，调整风机转速（参见图 ６）。

窗，其面积总和约占屋面投影面积的１．５～２％。

７．２ 系统检测和监视

６．２．４ 最大排烟分区可至１６００ｍ２，每个排烟分区之间设

７．２．１ 空气处理机组中，水过滤器设压差报警，新风空

挡烟垂壁。自然排烟的区域中，在每个排烟天窗下，利

气处理机设低温防冻报警。

用土建构造自然形成蓄烟池。采用机械排烟的区域内，

７．２．２ 空调机组、风机、水泵等设备设运行状态显示。

设一台或多台排烟专用轴流风机，
每台排烟风机入口处

７．２．３ 典型房间设温度、湿度、ＣＯ２ 浓度的监测；热交换

均设 ２８０℃自动熔断的防火阀。排烟系统平时不兼作通

站冷、热水水系统设供回水温度、流量、压力的监测；

风系统。

各空气处理机组设送回风温度、风量、风压按时间顺序

６．２．５ 对于各类通风、空调送回风管穿越防火隔断、楼

的自动检测和巡回显示。

板以及进出空调机房隔墙处，均设７０℃熔断的防火阀。

７．２．４ 室外典型部位设置温湿度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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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结语
浦东新机场航站楼的设计，采用了些非国内常规的

７

能量调节及空调自动控制

设计概念，主要有：

航站楼独立设置一套现代化的楼宇管理系统，以实

ａ）高大空间的空调系统划分很小，每个空调系统承

现自动化运行管理。自动化控制系统（ＢＡＳ）为二级控

担的范围大多在几百平方米，而国内以往系统承担的面

制，总控制点数达 １４０００ 点，主要控制内容如下。

积都上千平方米左右。系统划分小的最大好处在于布置

７．１ 能量调节

灵活，能较好地适应随功能不断变化的二次场地划分，

７．１．１ 空调水系统的温度控制。对于二次水的出水温度

这对适应大型机场建设中场地及功能的不确定性非常有

进行设定，根据二次水的出水温度调整一次冷冻水和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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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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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循环空气处理机组或风机盘管机组的区域，新风总量

气处理机设二通比例调节阀，ＦＣＵ设二通双位阀，每个二

随人员流量（ＣＯ２ 的浓度）变化，可以节能运行。

次水系统供回水总管设压差旁通调节，
并设二次循环水泵

ｃ）在空调四管制的基础上，夏季处理新风时可独立

的台数控制，从而进行二次水流量的控制（参见图７）
。

设定较低冷冻水温，而室内循环空气处理机组和风机盘

７．１．３新风系统变风量控制。
进入每台循环空气处理机前

管机组则可以采用较高的冷冻水温，这样有利于综合热

设 ＶＡＶＢＯＸ，据该台空调箱服务的空调区域内 ＣＯ ２ 浓度

交换效率的提高及节能运行。

的探测值，动态调整新风量，使其符合ＢＡ 系统的 ＣＯ２ 设
定值，同时最小新风量不小于空调箱额定风量的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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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０９－０４

对于办公、客房区域内，新风量随人员数而定，因此采

修回日期：２００３－０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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