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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重点分析综合管廊工程中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ꎬ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消防电话

系统、消防器材管理系统、公共广播系统 ４ 个组成部分详细阐述设计研究过程ꎬ并重点研究如

何提高综合管廊 ＧＩＬ 施工过程中的消防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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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苏通 ＧＩＬ 综合管廊工程是世界上首个特高压 ＧＩＬ 综

合管廊工程ꎬ是目前世界上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
技术水平最高的超长距离 ＧＩＬ 创新工程ꎮ ＧＩＬ 设备安装

工程包含地面引接站的设备安装、工作井内及管廊内的

ＧＩＬ 设备运输及对接安装等多个工序ꎬ涉及到施工电源设

置、有限空间作业、高处作业、起重作业、管廊内 ＧＩＬ 设备

运输等多项风险作业ꎬ其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安全事

故社会影响大ꎮ 管廊工程由于其特殊的地质结构和地理

环境ꎬ存在大量的甲烷等有害气体ꎬ若浓度超标遇到明火

将引起火灾ꎮ 因管廊内设置了充电桩ꎬ为多辆采用蓄电池

电力驱动的施工、运输机械进行充电ꎬ在充电时ꎬ若处理不

当ꎬ将会造成火灾ꎮ 为提供可靠、稳定的施工电源ꎬ管廊内

需布置有多台干式变压器ꎬ若操作、维护不当ꎬ将会引起火

灾ꎬ危及管廊内设备及作业人员安全ꎮ 因此需要在管廊上

腔区域开展永久性消防设计及部署ꎬ以保证 ＧＩＬ 安装过程

中的消防安全ꎮ

１　 管廊设计背景
苏通 ＧＩＬ 综合管廊工程长约 ５.５６ ｋｍꎬ是淮南－南京－

上海 １ ０００ 千伏交流特高压输变电工程连接长江南岸与

北岸的重要通道ꎮ 苏通 ＧＩＬ 综合管廊工程能否顺利建成

投运并安全稳定运行ꎬ对于整个淮南－南京－上海输变电

工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ꎮ 苏通 ＧＩＬ 综合管廊工程 ＧＩＬ

安装安全防护体系设计及试验是在对作业现场风险识别、
危险源辨识的基础上ꎬ开展安全防护体系设计及试验ꎬ布
置安全防护监测设备ꎬ确保苏通 ＧＩＬ 管廊工程 ＧＩＬ 设备安

装安全管理工作处于可控、能控与在控状态ꎮ

２　 系统设计

２.１　 系统结构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由前端探测系统、消防电话系统、
后台控制系统组成ꎬ前端探测系统由总线短路隔离器、感
烟探测器、手动报警按钮、声光报警器、输入输出模块等组

成ꎻ后台控制系统区分主控端和分控端ꎮ 主控端位于集中

监控中心ꎬ各消防分区分别设置一个分控端ꎬ分控端负责

汇聚前端探测器采集的全部信号并统一输出到主控端ꎻ由
电源线和信号线组成通信网络系统ꎬ其中ꎬ前端各探测器

信号线采用总线式或手拉手等连接方式接入分控端主机ꎬ
分控端主机通过光缆采用星型连接方式接入主控端主机ꎮ

消防电话系统由 １ 台电话主机和若干台电话分机组

成ꎬ电话主机硬件集成于后台控制系统主控端内ꎻ分机与

主机之间通过电话线相连ꎬ但由于传输距离较远ꎬ需通过

光端机进行光电转换ꎮ
系统以管廊内的消防设施为感知对象ꎬ将离散在管廊

内部的火灾自动报警设备、有害气体探测设备及其他各类

安全防护设施设备等设施全部感知起来ꎬ利用强大的计算

机软件系统ꎬ进行查询、处理、统计、分析ꎬ从而实现对管廊

内消防设施的全面、远程、集中监控管理ꎮ 实时监控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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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及前端消防探测器的运行状态及报警状态ꎬ并可将检

测信息接入至手机端进行展示ꎮ
公共广播系统前端喇叭通过 ｒｖｖ２×２.５ 电源线与功放

连接ꎬＩＰ 网络适配器将模拟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通过交

换机汇聚传输至监控中心ꎬ监控中心通过网络播控中心和

采集器来控制相关分区的节目内容及对终端的管理ꎮ

２.２　 设计方案

本次安全防护体系研究主要是用于 ＧＩＬ 安装阶段ꎬ且
依据 ＧＢ５０８３８－２０１５«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中第

７.５.７ 项规定“干线、支线综合管廊含电力电缆的舱室应设

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１]ꎮ 因此本设计仍补充研究上腔

ＧＩＬ 主设备区火灾自动报警系统ꎮ 前期调研发现 ＧＩＬ 管廊

内作业人员众多ꎬ各工序内用电、用火频繁ꎬ存在较大安全

隐患ꎮ 而管廊长度较长ꎬ人员分散ꎬ发生火灾时必须要实时

探测到ꎬ且第一时间告知管廊内外各关系人ꎮ 为此考察了

多个电力、交通、综合管廊项目后ꎬ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ꎬ该系统具备 ４ 个基本功能:火灾自动识别ꎬ
保证第一时间识别已发生的灾情ꎻ消防电话系统ꎬ让前端人

员发现隐患或灾情时能及时告知后端控制室ꎻ消防器材管

理ꎬ保证各消防器材设施在需要时能正常运行ꎻ公共广播ꎬ
保证后台控制人员对管廊内外能及时发布广播内容ꎮ

根据综合管廊实际情况ꎬ一般会设置有消防主监控中

心和分控中心ꎬ消防分控中心内设消防集中报警系统ꎮ 在

主监控中心内设控制中心报警系统ꎬ各分控中心所控制防

火分区内的电气火灾监控设备、气体探测控制器等控制器

之间通过 ＺＲ－ＲＶＳ－２×１.５ ｍｍ２ 双绞线ꎬ采用菊花链方式

进行组网ꎻ分控中心内的火灾报警控制器通过 ＣＡＮＦＩＢ－
１００ＢＴ 模块与主监控中心实现光纤组网ꎻ分控中心内的火

灾报警控制器通过 ＣＡＮＥＴ－Ｉ－ＩＩ－ＣＡＮ 模块与主监控中心

实现以太网组网ꎻ主监控中心内的火灾报警控制器通过

ＪＢＦ－ＴＤ８０２ 传输设备与消防大队联网并与监控中心集中

监控平台通信ꎮ
管廊长度及干线信号传输有效距离约为 １ ５００ｍꎬ消

防系统拟设 ４ 个主控分区ꎬ每个主控分区设置 １ 台分区端

火灾报警控制器(ＪＢＦ－１１ＳＦ－Ｓ)ꎬ支线信号传输有效距离

约为 ２００ｍꎬ在每个主分区下拟设 ７ 个分控分区ꎬ每个分区

监测 ２００ｍ 区域ꎬ分区端火灾报警控制器通过 ＣＡＮＦＩＢ－
１００ＢＴ 模块与主监控中心实现光纤组网[２] ꎮ

每只总线隔离器可带设备数最多 ３２ 点ꎬ接入报警信

号线ꎻ总线短路隔离器可采用环形或树状分支两种总线短

路保护形式ꎮ 本工程采用树状总线短路保护形式ꎮ
根据感烟探测器探测范围约为 ５ｍꎬ管廊内感烟火灾

探测器按照间距 １０ｍ 进行居中布设ꎻ探测器至端墙的距

离不应大于探测器安装间距的 １ / ２ꎮ 接入报警信号线ꎬ通
过总线短路隔离器接入火灾报警主机ꎬ每个总线短路隔离

器保护的消防设备总数最多 ３２ 点ꎮ
在管廊内、管廊人员出入口处、防火分区节点等位置

设置手动火灾报警按钮ꎬ管廊内部手动火灾报警按钮按照

间距 ５０ｍ 进行布设ꎬ接入消防电话线接回消防电话主机ꎬ
且接入报警信号线ꎬ通过总线短路隔离器接入火灾报警主

机ꎬ每个总线短路隔离器保护的消防设备总数最多 ３２ 点ꎮ

在管廊内均匀设置声光警报器ꎬ管廊内部声光警报器

按照间距 ３０ｍ 的行业标准规范进行布设ꎻ需接入 ＤＣ.２４ Ｖ
电源线ꎻ且接入报警信号线ꎬ通过总线短路隔离器接入火

灾报警主机ꎬ每个总线短路隔离器保护的消防设备总数最

多 ３２ 点[３] ꎮ
采用 １６ 路规格的光端机进行设计ꎬ共设计 ６ 对近 /远

端电话光端机ꎻ每组光端机一端对应多线电话主机ꎬ另一

端对应 １ 只电话分机ꎮ

２.３　 系统功能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ꎬ由触发装置、火灾报警装置、联动输

出装置以及具有其他辅助功能装置组成ꎬ它能在火灾初期ꎬ将
燃烧产生的烟雾、热量、火焰等物理量通过火灾探测器变成电

信号ꎬ传输到火灾报警控制器ꎬ并同时显示出火灾发生的部

位、时间等ꎬ使人们能够及时发现火灾ꎬ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ꎬ
扑灭初期火灾ꎬ最大限度地减少因火灾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

损失ꎬ是人们同火灾做斗争的有力工具ꎮ
消防电话系统是消防专用的通讯系统ꎬ通过消防电话

系统可迅速实现对火灾现场的人工确认ꎬ及时掌握火灾现

场情况并进行其他必要的通信联络ꎬ便于指挥灭火及恢复

工作ꎮ 消防电话系统由消防电话总机、消防电话分机、消
防电话插孔、手提式消防电话等设备构成[４] ꎮ

消防器材管理系统设计主要是通过二维码技术对每

个消防设施单体进行设备名称、设备地址、设备代码、巡检

周期、设备组成、巡检注意事项的定义ꎮ 定义后的二维码

打印后张贴到单体设备上ꎬ之后通过手机 ＡＰＰ 读取二维

码上相应信息ꎬ并实施快速巡检、保修过程的把控ꎬ最终以

统筹信息或报表方式显现巡检、维修过程ꎬ追溯设施安全

生命周期过程ꎮ
公共广播系统平时可以播放背景音乐ꎬ临时通知、找

人寻物ꎻ在有紧急情况下进行紧急消防报警ꎮ 监控分中心

可通过本系统对管廊内外进行广播ꎬ指挥调度、组织救援

等ꎮ

３　 结语

火灾防范是每个工程项目的重点工作ꎬ为了做好苏通

ＧＩＬ 管廊项目的防火工作ꎬ本文研究了火灾自动报警系

统、消防电话系统、消防器材管理系统、公共广播系统 ４ 个

部分ꎮ 在发生火灾时ꎬ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在第一时间检测

到火灾险情ꎬ并通过火灾报警装置以及公共广播系统将情

况及时通报给管廊内外的相关人员ꎮ 消防器材管理系统

方便了工作人员对消防器材进行快速巡检及信息追溯ꎬ及
时更新过期的消防器材ꎬ以免在有险情发生时因无法使用

而造成人员财产损失ꎮ
参考文献:
[１] ＧＢ ５０８３８—２０１５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Ｓ] .
[２] ＧＢ ５０１１６—２０１３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Ｓ] .
[３]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综合管线建设管

理的指导意见[Ｚ]. 北京:国务院办公厅ꎬ２０１４.
[４] ＧＢ５０３７０－２００５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Ｓ]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 ０４ ２９

２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