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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体给水排水设计若干问题的探讨
Discussion on some problems i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of urban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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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近年我国城镇化脚步不断加快，城市综合体已经成为了城市重要组成部分，而其中给水排水设计则又是
重中之重，加强给水排水设计，能够保证城市综合体当中所有基础设施都得以顺利运行，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将重点
放在了城市综合体给水排水设计的相关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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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ng pac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urban complex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city, and the design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omplexes. Strengthening the
design of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can ensure operations of all urban complexes. The infrastructure can be operated
smoothly. In the research proces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lated issues of urban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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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改革政策后，城镇化建设脚步不断加快，但给水排水
设计工作却始终无法跟上城镇化建设脚步，导致已有或新
建的给排水系统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产生这种情况主要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1）我国人口总量比较大，水资源有限，
尤其是对于一些发达的大城市来说，人口总量十分庞大，
导致用水紧张情况的发生；2）在进行城市建设规划的中，
普遍缺乏对水系统的长远考虑设计。随着城市建设给水系
统规模的不断扩大，商业区、居民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
这就导致了在城市综合体管网设计过程中出现了比较大的
阻碍，甚至在施工过程中会对管网产生损坏。

1

城市综合体给排水系统设计

1.1 给水设计
从城市综合体角度来说，是由多种业态构成，为了能
保证给水排水设计在投入使用中能高效运行，对于不同的
业态也应当采取不同方式的给排水设计。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为能够满足城市综合今后的长期发展要求，应当将冷、
热水系统进行分离，并按照要求进行单独计量。对于办公
大楼或者大型商场来说，对各单位给水系统进行设计的中
则应在每个单元的室外设置水表，从用水总量角度上防止
水资源出现浪费，另外也可以按照建筑的实际情况设置阈
值，防止出现浪费情况。对于餐饮行业以及一些酒店来说，
应当采用分区、分功能的方式，按照层数的不同进行计量
操作。主要可通过以下两种办法，1）对餐饮业每个月用水
量进行统计，对水量进行计算并针对性供应；2）应当对用
餐面积进行计算，最终得到综合体内人均用水量。对于那
些单位大小不同，地下却相互连通的建筑物来说，应当采
取按地块、按功能进行划分的原则分别设置生活泵房。
1.2 排水设计
对于城市综合体来说，属于占地面积比较大的，拥有
多种功能的商业集合圈，这种情况也导致了在雨季来临时，

内部的雨水流量比较大。在设计中一般都会通过虹吸雨水
的办法实现对城市综合体内部进行排水，这种做法与传统
方式相比，最为典型的优势是能够将内部自由水更多的排
出。这种排水方式还能有效的缩短排水管道的长度，达到
降低成本的目的，同时还能够令建筑物看上去十分的美观、
大气。这种利用虹吸雨水实现排水的办法，能在最大程度
上实现对城市综合体内部水的排除。对于生活排水系统来
说，应当在内部设置对应的通气管道。在设置污水、废水
管道的过程中要保证尽量不将其设置在厨房或者其他生活
饮用水的给水装置处。
对于室外排水系统来说，最理想的办法是根据市政排
水的要相关要求设计圈内的排水系统。在设计的过程中还
应当综合考虑景观对其产生的限制，要合理布置排水管道、
雨水口以及排水沟等。在对室内排水系统进行设计的过程
中一般要保证排水立管应大于 2 根，如其长度大于 100m，
就应当设置立管转弯或者其他形式的消能装置。对于酒店
或商业厨房来说，应尽可能的设置排水地沟，同时设置滤
网，需要着重说明的一点是要尽量的减少弯头、增大排水
管的管径。在设计过程中还应当尽量考虑到主排水管道要
尽量避开地下一些比较重要的区域，厨房排水装置必须要
加大油水分离装置。对于雨水排水系统来说，应尽量采用
室内排水的方案，为了应对雨水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应设
置双泵处理，对其进行有顺序的启动以及超水位报警功能，
为能够保证供电正常，至少要在系统当中加入双回路供电。
1.3 消防系统设计
在对消火栓系统进行设置的过程中，首先要满足的一
点就是政府对消防安全的要求，例如对于超高层建筑来说，
应当在内部设置超高压系统，同时还需要兼顾美观的要求。
另外，对喷淋系统来说，还应当在提前征求有关部门的大
前提下，尽量的选用一些临时高压系统，还可以在其中加
入一些能够快速响应的喷头。
对于变电所建筑来说，应在其内部选用气体灭火的办
法。如果室内净高比较高的话，可结合实际需要设置大空
间智能灭火系统。例如在设计室内设置消防系统，应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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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设计要点，例如要设置独立的自动喷水系统以及
防火玻璃，还要保证内部消防泵以及管网是彼此分离的。
对自动喷水系统的喷头来说，应使用边墙型快速响应喷头
或窗玻璃专用喷头，对于控火势将会起到积极作用，防止
火情出现蔓延。另外，对于大型商业或者室外步行街的商
铺来说，在所有的小商铺当中都应当是设置消火栓系统，
在安置过程中应当靠墙明装，高度要适中，不但要保证不
会出现误报，同时还应当尽量的增大高位水箱的容量。

2

城市综合体问题和解决方法

2.1 自动消防设施的应用和问题
在城市综合体中，建筑群高度较高，对这些建筑物进
行防火设计过程中要格外注意。在这样的情况下，适当的
加入自动消防设施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从目前自动消防设
施的分类来看，可分为电系统自动设施与水系统自动设施。
1）对于电系统，在安装了探头的室内，应保证通风的流程，
否则可能会导致主机出现误报警情况发生。2）对于手动报
警器来说，为后期使用方便，不应将高度设置的过高。对
于水系统来说，一般情况下可分为喷淋管与消防管，将两
者分开设置。对于不同场所以及环境，应当结合实际情况
采用完全不同的喷淋方式。例如，如在室内装有吊顶的话，
必须安装下喷，对于酒店以及宾馆来说，则应安装侧喷。
2.2 下沉广场的雨水利用

为了能够满足采光以及后期景观使用的要求，在城市
综合体当中一般都会对应设置大型的下沉广场或者庭院。
为了能够达到降低水资源的作用，应当对下沉广场进行有
效回收和利用，回收而来得到的雨水能够被用于下沉式庭
院绿化以及广场的喷洒，这对于降低水资源浪费将会起到
十分积极的帮助作用。

3

总结

本文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根据城市综合体的实际情况，
对给水排水系统进行了针对性设计，并结合实际情况对给
水系统、排水系统以及消防系统单独分析，另外还根据场
所的业态不同对各类参数进行了简单的总结，最后又选择
了自动消防设施以及下沉广场的雨水利用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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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建筑物布置情况，拟对砼面板砂砾石坝和沥青砼心墙
砂砾石坝两种坝型方案进行比较。
1）地形地貌条件比较：砼面板砂砾石坝趾板线斜穿上
游侧的断崖式凹谷地形，趾板线较长，变坡和折线多，难于
布置；而沥青砼心墙基本符合布置原则，坝线较短。沥青
砼心墙坝优。
2）坝基、坝肩岩体质量及风化程度比较：砼面板坝趾
板基础坐落的上游构造挤压带属B Ⅳ 1 类岩体，趾板线强风
化带在左岸段为 4～6m，河床段为 6m，右岸段为 2～14m不
等；而沥青砼心墙基础坐落的两坝肩岩体属AⅢ 2 类，坝基岩
体属B Ⅲ 2 类，强风化带在左坝肩为 3～6m，坝基为 2～3m，
右坝肩为 1～2m。沥青砼心墙坝优。
3）坝基及岸坡处理比较：砼面板坝趾板线长、变坡和
折线多，局部基础开挖深度较大，右岸段长约 80m的构造挤
压破碎岩体，最大开挖深度达 18m，边坡问题较突出，处理
工程量大；而沥青砼心墙通过调整坝线，上坝线可避开左
坝肩F4 断层及其与F5 交汇形成的宽约 3～5m的构造破碎
带岩体，则两坝肩及坝基岩体均较完整，边坡顺直，覆盖层
薄，清基容易，边坡稳定。
4）坝基、坝肩防渗处理工程量比较：砼面板坝防渗线路
长（约 400m）
，帷幕灌浆深度较大（左岸段 35～50 m、河床段
40m、右岸段 35～65m不等）；而沥青砼心墙坝防渗线路短
（约 230m），帷幕灌浆深度较小（左坝肩 35～40 m、坝基 30m、
右坝肩 35m）。沥青砼心墙坝优。
5）施工工艺、造价、工期比较：砼面板坝趾板、面板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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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较复杂，工程量大、造价高，工期长，但质量易于控制，施
工经验成熟；而沥青砼心墙施工工艺较复杂，技术要求高，
须专业施工队伍和专门检测机构精心控制质量，但工程量
小、工期短。砼面板砂砾石坝稍优。
经技术经济综合比较，推荐上坝线沥青砼心墙砂砾石
坝坝型。

4

结语

酥油口水库坝址区工程地质条件较复杂。左岸存在倾
向下游的断层问题，不能满足重力坝对坝肩抗滑与抗震稳
定的要求，故在可研阶段否定了重力坝方案；右岸存在上
游侧的断崖式凹谷地形、安山质凝灰岩、构造破碎岩体导
致的深厚强风化和强透水带等问题，故在初设阶段，结合
坝线比选和区域地震稳定性等因素进行了砼面板砂砾石坝
和沥青砼心墙砂砾石坝型的方案比较研究。经比选，上坝
线沥青砼心墙砂砾石坝具有地形顺直坝线短、满足抗滑及
抗震稳定要求、坝基与岸坡处理工程量小、防渗处理工程
量小等明显优势，因此推荐上坝线沥青砼心墙砂砾石坝坝
型。可供同类型工程参考。
参考文献
[1] 肖国贤. 德隆水库坝址工程地质条件分析及坝型优
选[J]. 水利规划与设计,2017(10):138-140+152.
[2] 周先前. 龙岩白沙水库电站坝址坝型选择的工程地
质研究[J]. 水利科技,2008(01):3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