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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保障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的卫生水平，加强车站卫生管理、监督监测，特制定本标

准。本标准主要依据GB 37487《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GB 37488《公共场所卫生指标
及限值要求》、GB 37489.1《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1部分：总则》、GB 50157《地铁

设计规范》、GB/T 17217《公共厕所卫生规范》、GB/T 37678《公共场所卫生学评价规范》

及WS 394《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提出。

本标准为 2022 年首次发布的广东省地方标准。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广州地铁设计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铁路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

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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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公共卫生技术规范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公共区域中的物理因素、空气质量、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公共设施设备表面及公共厕所的卫生指标。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内呈相对封闭环境的车站公共区域，包括地下车站、地面车

站及高架车站。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14227 城市轨道交通站台声学要求和测量方法

GB 37487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

GB 37488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 37489.1 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 第1部分：总则

GB 50157 地铁设计规范

GB 50490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

GB/T 17216 人防工程平时使用环境卫生要求

GB/T 17217 公共厕所卫生规范

GB/T 18204 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37678 公共场所卫生学评价规范

GBZ 127 X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卫生防护标准

GBZ/T 182 室内氡及其衰变产物测量规范

WS 394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

WS 696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办公场所和公共场所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卫生规范

WS/T 395 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范

DB 31/T 1196-2019 城市轨道交通卫生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城市轨道交通 urban rail transit
采用专用轨道导向运行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系统，包括地铁系统、轻轨系统、单轨系统、

有轨电车、磁浮系统、自动导向轨道系统、市域快速轨道系统。

3.2 车站公共区域 public zone of station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内供乘客进行通行、售检票和候车的区域，包含站厅和站台，但不包

括车站内其他商业经营场所。

3.3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central air conditioning ventilation system

DB XXXX—201X



- 2 -

用于使车站公共区的空气温度、湿度、洁净度和气流速度等参数达到设定要求而对空气

进行集中处理、输送、分配的所有设备、管道及附件、仪器仪表的总和。

4.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公共卫生指标标准值

4.1 物理因素

4.1.1 室内温度

车站公共区域采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调温时，室内温度应低于室外干球温度 2℃，且小

于 30℃，宜在 26-28℃之间，极端气象条件除外。

4.1.2 相对湿度

车站公共区域采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调节时，室内公共区域的相对湿度应在 40-65%之

间，极端气象条件除外。

4.1.3 风速

车站公共区域的风速宜在 0.3-0.5 m/s之间。

4.1.4 新风量

车站公共区域的新风量应大于 20m 3 /(h·人)。
4.1.5 照度

车站公共区域的照度应大于 100 lx。
4.1.6 噪声

车站站厅公共区域的噪声应小于 70 dB(A)，站台公共区域的噪声应小于 80 dB(A)。
4.2 室内空气质量

车站公共区域的室内空气质量指标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 1 车站公共区域室内空气质量卫生指标要求

检测指标 单位 标准值 备注

二氧化碳 % ≤0.15

一氧化碳 mg/m3 ≤10
可吸入颗粒物 mg/m3 ≤0.15

甲醛 mg/m3 ≤0.10
苯 mg/m3 ≤0.11
甲苯 mg/m3 ≤0.20

二甲苯 mg/m3 ≤0.20

氨 mg/m3 ≤0.20

臭氧 mg/m3 ≤0.16
总挥发性有机物 mg/m3 ≤0.60

空气细菌总数
CFU/m3 ≤4000 撞击法采样

CFU/皿 ≤40 沉降法采样

氡（222Rn） Bq/m3 ≤300

4.3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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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表 2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指标要求

系统部位 检测指标 单位 标准值 备注

冷却水

冷凝水
嗜肺军团菌 — 不得检出

空

调

送

风

可吸入颗粒物 mg/m3 ≤0.15

细菌总数 CFU/m3 ≤500

真菌总数 CFU/m3 ≤500

β-溶血性链球菌 — 不得检出

嗜肺军团菌* — 不得检出

*非必检项目，当

冷却水或冷凝水

中检出嗜肺军团

菌时进行检测。

风管内表面

积尘量 g/m2 ≤20

细菌总数 CFU/cm2 ≤100

真菌总数 CFU/cm2 ≤100

4.4 公共设施设备表面

公共设施设备包括座椅、闸机、自动扶梯、楼梯、自动售票机、单程票、交通卡充值机、

垂直电梯、围栏、安检设备、母婴室内设备等。

公共设施设备表面卫生指标应符合表 3 的要求。

表 3 公共设施设备表面卫生指标要求

检测指标 单位 标准值 备注

细菌总数 CFU/25cm2 ≤300

大肠菌群 — 不得检出

4.5 公共厕所

车站公共厕所的卫生指标应符合表 4 要求。

表 4 公共厕所卫生指标要求

指标类别 检测指标 单位 标准值 备注

媒介生物 成蝇 只/m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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蝇蛆 尾 0*

*厕所的大小便器内外、

地面和贮粪池周围30-5
0cm 以内，观察不到蝇

蛆

臭味气体

臭味强度 级 1
氨 mg/m3 ≤0.3

硫化氢 mg/m3 ≤0.01
空调通气 换气次数 次/h ≥5
照明 照度 lx ≥100

5. 卫生指标检验要求

5.1 车站公共区域物理因素和室内空气质量检测

5.1.1 检测频次

监测时间为 1 天，客流高峰时段和低峰时段各随机监测 1 次。

5.1.2 检测布点

车站公共区域（站台、站厅）面积<200m2 的至少设置 1 个监测点，面积 200～1000m2

的至少设置 2 个监测点，面积 1000～5000m2 的至少设置 3 个监测点，面积>5000m2 的至少

设置 5 个监测点。

1 个监测点的设置应采用中心布点法，2 个监测点的设置应采用对角线布点法，3 个监

测点的设置应采用对角线布点法，5 个监测点的设置应采用梅花布点法。

采样点应距离地面高度 1.0～1.5m，距离墙壁不小于 1.0m；采样点应避开空调通风口和

车站出入口。

5.1.3 卫生指标检测方法

温度、相对湿度、风速、新风量、照度、噪声的检测方法应按照 GB/T 18204.1 执行。

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可吸入颗粒物、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氨、臭氧、总挥发性

有机物的检测方法应按照 GB/T 18204.2 执行。

空气细菌总数的检测方法应按照 GB/T 18204.3 执行。

氡（222 Rn）的检测方法应按照 GBZ/T 182 执行。

5.2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状况检测。

5.2.1 检测频次及样本量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召开监测应按 WS/T 395 中要求的频次与样本量进行。

5.2.2 卫生指标检测方法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卫生指标检测方法应按照 GB/T 18204.5 执行。

5.3 公共设施设备表面卫生状况检测

5.3.1 样本量

车站公共区域的公共设施设备（座椅、闸机、自动扶梯、楼梯、自动售票机、单程票、

交通卡充值机、垂直电梯、围栏、安检设备、母婴室内设备等）按各类设施设备投入使用总

数的 3-5%抽取，总数少于 30 件的抽取 1 件；投入使用总数较少的设施设备，其采样数量至

少应为 1 件。

5.3.2 采样部位与面积

——座椅：椅面中部身体接触部位选择 2 个 5cm*5cm（25cm2）范围内分别涂抹采样，

每 25cm2采样面积为 1 份样品，每张座椅共采集 2 份样品。

——闸机：在乘客手接触部位选择 2 个 5cm*5cm（25cm2）范围内分别涂抹采样，每 25cm2



DBxxxxx-2022

- 5 -

采样面积为 1 份样品，每台闸机共采集 2 份样品。

——自动扶梯：在乘客手接触部位选择 2 个 5cm*5cm（25cm2）范围内分别涂抹采样，

每 25cm2采样面积为 1 份样品，每台自动扶梯共采集 2 份样品。

——楼梯：在乘客手接触部位选择 2 个 5cm*5cm（25cm2）范围内分别涂抹采样，每 25cm2

采样面积为 1 份样品，每条楼梯共采集 2 份样品。

——自动售票机、交通卡充值机：在乘客手接触部位选择 2 个 5cm*5cm（25cm2）范围

内分别涂抹采样，每 25cm2采样面积为 1 份样品，每台机器共采集 2 份样品。

——单程票：在乘客手接触处涂抹采样，每 25cm2 采样面积为 1 份样品，每个车站共采

集 2 份样品。

——垂直电梯：在电梯内外两个按钮面板分别选择 1 个 5cm*5cm（25cm2）范围内分别

涂抹采样，每 25cm2采样面积为 1 份样品，每台垂直电梯共采集 2 份样品。

——围栏：在乘客手接触部位选择 2 个 5cm5cm（25cm2）范围内分别涂抹采样，每 25cm2

采样面积为 1 份样品，每一段围栏共采集 2 份样品。

——安检设备：X 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的行李传送带中部选择 2 个 5cm*5cm（25cm2）

范围内分别涂抹采样，每 25cm2 采样面积为 1 份样品，每一台 X 射线行李包检查系统

共采集 2 份样品。

——母婴室内设备：在乘客手接触部位选择 2 个 5cm*5cm（25cm2）范围内分别涂抹采

样，每 25cm2采样面积为 1 份样品，每间母婴室共采集 2 份样品。

5.3.3 卫生指标检测方法

车站公共设施设备表面微生物指标（细菌总数、大肠菌群）的采样一般要求及检测方法

应按照 GB/T 18204.4 执行。

5.4 公共厕所卫生状况检测

公共厕所卫生指标的检测应按 GB/T 17217-2021 执行。


	OLE_LINK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