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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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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基础设施综合监测系统设计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城市地下基础设施综合监测系统的基本规定、功能、性能、组成、接口等设计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基础设施（含地铁及与地铁衔接的地下综合体）

综合监测系统工程的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0041.21 电缆管理用导管系统 第21部分：刚性导系统的特殊要求

GB/T 30976.1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 第1部分：评估规范

GB/T 30976.2 工业控制系统信息安全 第2部分：验收规范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 50174 数据中心设计规范

GB 50303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312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

GB 50606 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

GB/T 50636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监控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GB 5091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

GB/T 51274 城镇综合管廊监控与报警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CJJ/T 278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远程监控系统技术标准

DG/TJ 08-2166 城市地下综合体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基础设施 urban rail transit underground infrastructure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基础设施指支持地铁及与地铁衔接的地下综合体等，包括隧道、轨道、线路、网

络等各类基础支持设施。

3.2

隧道监测 tunnel monitoring

对隧道健康程度进行监测，包括车站隧道通风、隧道变形、隧道下沉、隧道衬砌内轮廓变形等监测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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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轨道监测 rail monitoring

对地铁轨道健康程度进行监测，包括轨道几何尺寸、钢轨内部伤损、焊缝伤损、扣件缺失等等监测

内容。

3.4

接触网（轨）监测 overhead lines（contact rail） monitoring

对地铁接触网（轨）健康程度进行监测，包括接触网（轨）几何参数错误、接触网悬挂状态错误、

绝缘子破损、架空地线断股等监测内容。

3.5

水灾监测 flood monitoring

对地下基础设施的水灾情况进行监测，包括周边积水及集水井水位深度、上水速度、降雨趋势、给

排水状态等监测内容。

3.6

人群监测 crowd monitoring

对地下基础设施中的人群密集程度监测，包括人群异常聚集、客流量过高、人员踩踏、人群越界情

况等聚集状态等监测内容。

3.7

限界监测 railway clearance monitoring

对地下基础设施中的侵入限界的情况进行监测，包括异物入侵、维修机具遗落等侵限监测内容。

3.8

异物入侵 foreign body invasion

对地下基础设施中的不明异物，进入到地铁列车正常行驶的限界范围内，导致灾害发生。

3.9

综合监控系统 integrated monitoring system

指地下基础设施中既有的各类监控系统，包括接触网监控、水位监控、火灾监控等多种综合监控系

统，用于接入本综合监测平台。

3.10

轨旁设备 trackside equipment

地下基础设施中的各类轨道旁的配置设备，包括道岔转辙机设备、信号机设备、轨道电路设备、屏

蔽门等设备。

3.11

火灾监测 fire monitoring

对地下基础设施的火灾情况进行监测，包括电气、气体、器材、设备用房等火灾情况监测，以及火

灾自动报警、气体灭火报警、感温光纤信息、车站隧道通风等监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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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管线监测 pipeline monitoring

对地下基础设施的管线情况进行监测，包括管线破裂、接口锈蚀、外部温度变化、管片加固钢环失

效等监测内容。

3.13

数据中台 data center

对地下基础设施的监测系统中心控制台，包括数据清洗、校验、存储、计算、查询等数据管控内容。

3.14

综合监测系统 integrated monitoring system

对地下基础设施的综合性监测系统，具备集成11类PB级运行数据分析能力，基于海量大数据分析的

多源数据关联深度解析、地下 监测物联网环境的异构协同无线网络、集成 BIM 实景模型可视化虚实联

动、地下基础设施 运行状态监测的物联网大数据分析实现灾害实时预警、快速评估、智能决策 与快速

动态构建应急预案。

3.15

异构网络 heterogeneous network

地下基础设施的感知终端，包括无线自组网、LoRa、NB-IOT 等网络传输温度、震动、位移等低速

环境数据，利用 WiFi、4G/5G 传输巡检机器人的点云及图像视频数据，主干网采用光纤传输，由多源

不同种网络构成的物联网信息传输形式。

3.16

综合联调 joint debugging

指对地下基础设施的各类感知设备、系统、终端、网络、接口等软硬件内容进行多方式，多内容的

联合调试，用于保障系统安全性和可靠性。

4 基本规定

4.1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基础设施综合监测系统对轨道交通地下运营场景中出现的各类灾害情况进行监

测，应满足城市轨道交通的管理要求。

4.2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基础设施综合监测系统应实现基础设施在线监测、运行状态评估、灾害预警、

监测信息可视化展示、系统维修管理功能，且应与各系统协调联动。

4.3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基础设施综合监测系统应采用集成和互联方式构建，集成和互联的范围应符合

下列规定：

a） 应将综合监控系统集成到综合监测系统中；

b） 应将土建结构失效在线监测、轨旁设备及管线在线监测系统等互联或集成到综合监测系统中；

c） 应将轨道交通网、隧、限巡检系统集成到综合监测系统中；

d） 应将水灾、火灾及突发事件灾害监测及报警系统集成到综合监测系统中；

e） 应将可视化信息展示平台集成到综合监测系统中。

4.4 互联系统宜采用通信处理机接入综合监测系统

4.5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基础设施综合监测系统的设计遵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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