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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给排水工程设计中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罗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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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铁工程在施工时需要保持给排水系统方案的合理性，才能起到有效的给排水作用，从而保证施工过程

的顺利开展。但是在当前的给排水工程系统的设计中，还存在方案规划问题，在材料的质量与规格类型选择方面，

如果有部分材料不符合工程的质量要求，就会影响工程施工的实际效果。因此要在地铁给排水工程设计过程中提

前定制应对措施，以起到预防和控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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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事业进入大范围施工阶段后，明显缓解

了城市的交通压力，但是由于地下环境条件的形成情

况比较复杂，需要及时开展给排水工程施工，防止地

下水影响地铁施工进度。但不同地质和地下水的分布

情况无法预见，因此在前期必须开展详细的调查工作，

为后续开展给排水工程的设计工作提供重要依据。

1 现阶段常见问题

1.1 材料的选择问题

材料的质量优劣和规格类型都会对工程施工质量

造成严重隐患，部分工程项目在开展的过程中，如果

没有合理控制材料的选用环节，不但会导致设计方案

的实际效果无法展现，还会形成质量隐患诱发更加严

重的事故问题。比如，在排水管道的使用方面，如果

所选择的管道出现质量较差或强度较弱等情况，实际

使用效果并不能够达到设计要求，会在施工后产生严

重的隐患问题，使排水系统的正常运行效果下降，甚

至无法正常运行。在某地铁项目中就由于使用了外镀

锌内衬塑钢管，在水泵长期启动的压力下导致管道内

衬材料出现脱落堵塞，最终出现了爆管事故。如果没

有合理把控成本以及利益等因素影响，就会出现劣质

材料混入工程现场的情况，极容易在排水管道的正常

运作过程中出现渗漏问题，腐蚀现象也会时常发生，

降低了实际施工质量和设计方案的应用效果，防渗性

能也远远低于地铁结构的实际要求 [1]。

1.2 设计方案的细节问题

地铁给排水工程的设计工作在开展时，需要控制

细节处理问题，防止整体系统的实际运行效果和稳定

性受到干扰。由于部分人员在工作时没有保持严谨的

工作态度，导致整体方案的设计工作出现了细节问题，

不但无法真正在施工现场起到指导作用，还会由于方

案的细节设计部分存在不足，使给排水系统的稳定运

行和地铁建设进度受到明显干扰。

在工程的设计环节，部分设计人员缺少细节把控

能力，忽视了自身工作职责的重要性，所以在设计时

没有真正根据现场调查的资料开展工作，导致最后所

定制的方案出现了细节把控问题，降低了实际运行效

果和稳定性。对部分项目进行分析后发现，细节部分

的设计出现完善程度不足的问题，在水压不稳以及水

量不均等问题频繁出现后，使给排水工程的实际运行

质量出现了明显下降。通气管在设计方案中也需要控

制其合理程度，如果在落实过程中不能按照相关规定

要求进行设计，在施工后会使管道极容易出现堵塞或

异味，降低最终方案的设计质量 [2]。

1.3 其他方面的问题

在对设计工作进行深入研究后，隐蔽部位的实际

设计质量与安全方面，也会影响到实际工程质量。主

要是由于地铁工程所处位置比较特殊，地下环境的情

况复杂程度较高，所以隐蔽部位的实际施工质量非常

重要，需要受策划方案的完善指导才能保持良好施工

效果。而部分设计单位由于对设计工作存在疏忽，并

没有在车站的整体布局方面保持重视程度，从而在给

排水工程的实际效果和利用价值等方面出现问题。在

整体方案的设计过程中容易出现安全问题的忽视现象，

地铁车站由于整体的结构复杂，具有一定封闭效果和

人员密集程度较高的特点，所以在防火单位中属于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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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别，极其容易在火灾发生后出现人员伤亡等严重

事故，造成难以控制和挽回的巨大损失。而在给排水

工程的设计过程中如果出现忽视现象，很可能会影响

到事故排水和消防废水等方面的实际作用效果，无法

保证系统在正常运行的过程中保持安全。除此之外，

设计人员的工作能力和实践经验如果较为欠缺，也会

在最终所呈现的实际效果中产生影响，不能保证重点

工程的设计保持高度专业水平，同时缺少较为完善的

管控体系，最终各方面设计问题也会受到诱发，从而

产生安全隐患。

2 处理对策

2.1 重视并控制材料选用问题

为保证地铁给排水工程的实际作用效果和设计合

理性，需要在其设计方案的规划过程中进行发掘，真

正结合内在的应用价值和潜力，合理选择并控制材料

的使用类型和质量水平。在成本方面注意控制，根据

不同规格的施工材料特性进行分析研究，在所拥有的

经济适用性和可靠性等方面严格筛选，可以在实际环

境适应方面着重考虑，必须在耐腐蚀效果和持久耐用

性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才能在真正应用后提高系统运

行的安全性。在材料的选用过程中需要进行严格管理，

从而提高整体设计方案的完善性 [3]。

2.2 重视细节设计

为提高工程设计方案的细节控制程度，应根据工

程科学设计要求和现场情况做出合理调整，在保证其

设计水平和方案适用效果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设计深度。

比如在通气管设计方面，要提高管道内部气流正常流

通效果，能够有效避免管道受到堵塞影响或产生异味。

还要在设计方面重视行业相关标准要求，在进行综合

考虑后，根据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实际应用质量修改设

计方案，最大程度提高设计合理性和实用性。

2.3 其他方面的对策

在地铁安全方面应注意减少冗余设计，严格按照

地铁站的安全应用标准和消防设计要求调整施工方案，

充分结合所处环境的复杂情况以及给排水工程的系统

运行要求，使最终施工方案可以有效融合多方面要求，

可以在施工后展现出良好的质量水平和安全性。结构

渗漏水和消防废水等方面的问题应得到重视和控制管

理，在成功构建火灾预警系统和排水设施等重点设计

方案后，需要积极开展监管工作降低可能存在的安全

风险。同时还要在日常工作中增加专业技能的培训机

会，提升所有设计人员的工作能力和设计水平，并配

合奖惩机制提高所有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能够进一步

提升设计工作的专业水平 [4]。

2.4 重视设计防洪给排水系统

在设计地铁给排水系统时，应重视结合自然环境

因素所产生的自然灾害问题，比如洪涝灾害在发生后，

会对人们的生命安全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在设计时需

要对施工人员和设计人员进行加强教育，形成防洪意

识并设置相应的防护设备。应根据当地人口数量密集

程度进行合理规划，根据不同地区的地形情况调整设

计方案，在保证给排水处理系统布局合理精确的情况

下，对人员密集程度较高的区域加大排水力度。如果

在整体设计方案中，能够达到精确化和全面化的设计

标准，可确保在正式运行过程中，切实达到计划预定

排水效果。

2.5 利用双向污水处理模式

过去所使用的地铁污水处理模式较为落后，需要

根据现今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逐渐改善创新，不但要

在给排水工程的规划设计中重视提高排水效果，所使

用的设计理念也要进行创新发展。在设计中应该结合

地铁的实际排水需求和特点，在传统的污水处理模式

中增加双向运行设计，另外还要根据多条地铁线的实

际需求，增加多个分散点并设计有效管理体系，可以

在后期开展管理工作及反馈时保持工作效率。通过在

污水处理方式中增加分散和集中结合的特点，真正发

挥出快速处理污水的效果，还可以最大化满足现阶段

市场发展需求，可以在系统运行中融合可靠性和科学

性优势，进一步提升方案设计的优化程度。

2.6 确保区域性水资源的平衡合理

在进行规划设计时，需要保证区域性水资源的平

衡不受影响，通过对地铁用水需求进行详细调查后，

应根据当地近几年居民的实际用水情况作出分析判断，

在不考虑其他农林牧渔等行业的用水情况下，对地铁

给水系统的未来运行情况进行预测。在开展工作时，

要将城市居民的用水质量和生活水平作为工作开展重

点，避免在对地铁全区域进行给水的过程中产生不良

影响。另外还要注意节水系统的设计合理程度，在保

证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满足想去使用需求的同时，减

少浪费等问题的出现。

2.7 预留足够空间便于工程扩建

在这一系统的设计工作中，为实现长远发展目标，

可以根据当地的环境条件和发展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判断地铁与城市在后续发展过程中可能增加的需求，

可合理预留部分空间，便于后续开展扩建工作时使用。

这样的设计方式可以在进行扩建的过程中，不需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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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造排水设施，对所需要的资源和资金投入起到一

定节约效果。目前一些城市已在地铁建设的同时，预

留物业开发空间，为地铁同建配套附属用房及商业，

使生活更加便利。地铁的顺利运营，能带动人流量，

增加商业的运营。

城市轨道具有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而通过

轨道交通线路相关节点的物业开发，可以进一步引起

规模效应，因此在地铁车站点开发物业具有一定的经

济意义。地铁与物业开发模式的结合是一种新型轨道

交通与房地产的综合开发战略，即同步发展轨道交通

车站周边地下配套商业街、停车场以及其他服务设施，

以便对站点周边进行整体规划和开发。从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上看，通过联合开发规划的实施，能够有效的实

现地上土地的高效利用，也可以充分利用城市地下空

间，解决城市发展空间不足的各种问题。城市轨道交通

及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是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筹资的有效

途径，是实现城市公共交通运营商业化的关键。

2.8 合理设计雨水系统

雨水对排水系统所产生的影响问题，也要在设计

过程中进行克服，通过雨水系统和排水系统的结合规

划，可以在综合考虑不同路段的高度参数等情况下，

满足雨季长时间降雨所产生的大量积水排放需要。在

提高排水能力后，可以保持地铁排水管道的正常运行

效果，同时还可以预防雨水量过大而产生的满溢或堵

塞等问题，保持地铁环境的良好干燥程度。

地铁给排水系统的可靠性是地铁安全运行的重要

保证，使各系统都能正常、安全、高效地投入运行对

车辆的正常运行、乘客的安全出行和安全消防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合理的设计雨水系统，及时有效

的排出地铁废水，才能保证地铁的正常运营。

2.9 解决卫生间的水压和阻塞异味

过去所使用的方案设计进行供水时，会由于多个

用水设施在同一管线上进行串联，从而在使用过程中

出现水压不稳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可以将串联改为

并联的方式，可以保持供水结构的合理性并提高使用

效果。卫生间容易出现的异味问题来自于排水管道，

在对排水管道进行设置时，应增加回水弯起到阻隔作

用，就可在排水的过程中在回水弯内留存部分水量，利

用其存有水量起到明显的隔绝效果，从而达到异味被阻

隔无法散发的效果。卫生间的堵塞问题在解决时，需要

在排水管的管径方面进行调整，可在排水管上方合适位

置增加通气管减少负压，可以避免水管在正常运作过程

中产生较大的吸附力，从而减少异物堵塞情况。

在设计过程中需要注意渗漏和堵塞问题的出现原

因，通过细致分析并进行及时追查，可以从多个方面

进行研究和控制。首先，需要对所使用的管道材料开

展研究和分析工作，根据不同材料的使用特性和材质

水平定制相应解决措施。比如施工前期注意材料的选

购和试验环节，必须要全部进行质量检验工作后才能

大量采购、使用。需要保证公开竞标环节的正常开展，

在厂家的选择方面提出信誉度和质量水平等方面的要

求；其次还要在管道的应用过程中保持良好的存放环境，

尤其注意控制环境条件是否存在潮湿问题，可能会产生

锈蚀等问题的概率需要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尽可能减少

可能出现的质量影响；最后，还需要保证管道之间和易

发生故障的区域控制效果，定制并采取相关措施可以起

到一定保护作用，在按时开展检查和维护工作的情况下，

能有效减少阻塞等问题的产生和影响。

2.10 重视开展深入调研工作

在目前常见问题的解决和控制方面，需要在专项

技术和方法的选择同时配合开展调研分析工作，及时

了解工程周边现阶段情况和未来变化可能。由于不同

城市所需要的相关政策支持和管理规定存在明显区别，

所以在工作时需要注意分析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况，在尽

量减少所有影响因素产生概率的情况下，收集大量数据

质量作为工作开展依据，防止出现明显的施工冲突及质

量问题，提高整体工程的设计安全性和施工质量水平。

所以前期所开展的信息调查和处理工作必须得到重视，

才能真正起到防范问题情况发生的重要作用。

3 结语

在工程项目的开展过程中，必须要严格控制设计

工作的实际开展水平和设计方式，在提高各类问题情

况的分析和处理能力后，应积极研究其问题情况的形

成原因和预防控制方案。尽可能在设计环节及时进行

规避处理，可以在施工后保持良好的施工质量水平和

深入控制效果，真正提高设计方案的科学应用效果，

进一步提高地铁工程项目的安全运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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