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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公共卫生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标准起草单位（协助单

位）、立项必要性、简要起草过程）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

本标准为《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下达 2019

年广东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第一批）的通知》（粤

市监标准〔2019〕850 号）下达的《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公

共卫生技术规范》（原名《城市轨道交通卫生规范》）编制

任务。

1.起草单位

（1）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牵头负责本标准的起草编

制工作。近 10 年来，受卫生部、国家卫生标准委员会等委

托，研制《公共场所卫生学评价规范》、《公共厕所卫生标

准》、《温泉旅游服务场所卫生标准》、《公共场所卫生限

值及要求》、《轨道交通站台和车辆卫生标准》，其中《公

共场所卫生学评价规范》（37678-2019）已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发布，并于 2019 年 12 月 1 日正式实施，该标准及时填

补卫生学评价方面标准的空白，推动了预防性卫生监督/监测

/评价等卫生干预工作；2017～2018 年受国标委环境卫生标

准专业委员会的委托，再次开展并完成国家标准《地铁站台

卫生规范》预研究。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负责本标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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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制订、负责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送审稿、报批稿的

制订和标准解读、编制说明制订等工作。

（2）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结合多年城市轨道交通经营和管理工作经验，参与标准草

案、征求意见稿、送审稿、报批稿的制订、标准各制订阶段

质控及标准解读、编制说明的审核、现场调研工作等。

（3）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承担过 95 项国家和行业标准（26 项国家标准，69 项行业标

准），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培

养了完备的人才队伍，参与参与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送

审稿、报批稿的制订、标准各制订阶段质控及标准解读、内

容审定、编制说明的审核等。

（4）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为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

结合多年公共场所卫生监测的工作经验及参与相关卫生标

准制修订的坚实工作基础，参与了本标准的标准草案、征求

意见稿、送审稿、报批稿的制订、标准解读、内容审定等。

2.参加起草单位

专业公共卫生监测机构：东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

合多年公共场所卫生监测的情况和经验，对本标准卫生指标

部分进行确定。参与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送审稿、报批

稿的修订及标准解读。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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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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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为标准的运用和使用单位，参与标准制订过程，结合实

际管理的要求，提出行之有效的意见。

城市轨道交通设计及空调设备生产单位：广州地铁设计

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从

建筑设计及设备生产制造等方面，对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公共

卫生的相关卫生指标参数提出意见，参与标准制定过程。

（二）立项必要性

目前以地铁为主的城市轨道交通已成为我国主要城市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2015 年地铁超级细菌的报导引

起社会和媒体的高度关注，由于地铁车站卫生标准的缺失，

轨道交通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和管理上缺乏卫生专业指

引，卫生部门在日常监督、检测、评价工作中无章可循。目

前，2019 年陆续颁布《公共场所管理规范》（GB37487）、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37488）、《公共场

所设计卫生规范》（GB37489）、《公共场所评价规范》

（GB37678）等公共场所系列卫生国标，但专门适用于城市

轨道交通的相关卫生标准仍然缺失。

因此，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会同省市卫生专业机构、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研究制订《广东省城市轨

道交通公共卫生技术规范》，从保障广大乘客健康、气候气

象、技术可行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调查研究，制订适合广东省

轨道交通的地方卫生标准。

通过制订《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公共卫生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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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具有积极意义：一为轨道交通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

理提供卫生专业指引，保障乘客良好的乘车环境，避免或降

低因城市轨道交通造成的乘客健康损害及公共卫生、疾病流

行的风险，减少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和社

会影响；二是填补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公共卫生标准的空白，

为卫生监督、检测、评价等干预和行政审查、审批提供技术

依据；三是提升城市轨道交通公共卫生水平，提升城市形象；

四是助力我省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对公共交通出行的美好向往和卫生安全保障。

（三）简要起草过程

1.前期基础工作

我国于七十年代开通地铁，目前以地铁为主的轨道交通

已成为我国主要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北京、上

海、广州等中心城市地铁日人流量己超过或接近千万，成为

与人群健康关系最密切的公共场所。地铁作为相对密闭的特

殊环境，自然通风不足、阳光照射缺乏，人员密集且流动性

大，营业时间长，卫生保洁时间受限，同时使用了大量建筑

和装修材料，影响卫生状况因素多且复杂。我国尚无系统性

的卫生法规和标准。2015 年刘延东、李斌等领导同志曾对地

铁超级细菌的报导做出重要批示，由于地铁车站卫生规范的

缺失，轨道交通规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上缺乏卫生专

业指引，卫生部门在日常监督、检测、评价工作中无章可循。

因此，标准的制定可填补国内地铁卫生标准空白，为行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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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科学的卫生指引，为卫生干预提供技术依据，以保障亿万

乘客良好的卫生乘车环境，避免或降低因地铁公共卫生而造

成的乘客健康损害及疾病流行的风险，降低公共卫生安全问

题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和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2.申报立项

2019 年 5 月，广东省公共卫生研究院会同省市疾控机构、

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根据《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征集 2019 年度省级地方标准立项建议的通告》的要求，

积极准备资料进行申报。经立项评估，被列入 2019 年广东

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第一批）。

3.成立标准编制组，启动标准起草工作

起草组的组成单位从建设设计、设备生产、标准的使用、

检测及管理等方面的代表性考虑，结合自愿原则，成立以疾

控机构、运营单位、建设设计单位、设备生产单位及专业公

共卫生监测机构等不同行业的单位组成起草组成员单位。建

立微信群，对标准草案进行讨论，形成标准的框架内容并建

议把标准名称由“城市轨道交通卫生规范”修改为“广东省城

市轨道交通公共卫生技术规范”，确定了标准起草的分工及进

度计划。

4.召开标准编制组第二次工作会议

2021 年 5 月 7 日，广东省地方标准“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

公共卫生技术规范”编制组第二次工作会议，经讨论新增广东

申菱环境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为参与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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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参会专家对标准名称和范围进行了讨论。为保证标准

的适用性和实用性，同意标准名称改为“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

公共卫生技术规范”，并明确标准的使用范围为城市轨道交通

的公共区域，不包含设备区域。

会议就标准中各卫生指标标准值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进

行了讨论，建议将检测指标分为“推荐性指标”和“强制性指

标”并调整了相关标准值；建议公共设备设施增加“单程票”、

“垂直电梯”、“安检设备”、“母婴室内设备”等内容；建议删

除检测指标中的“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窗地面

积比值”三个指标。

为避免与 2020 年实施的“广东省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

卫生管理规范”内容重复，会议经讨论后建议删除第五章“城

市轨道交通公共卫生要求”部分，相关要求将引用已有的标准

及规范。

会议对下一步工作计划进行了安排，要求会后将标准初

稿定向征求意见，并修改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5.征求专业意见

2021 年 12 月 20 日，编制组通过电子邮件向城市轨道交

通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卫生机构、运营单位及科研院校等

代表专家进行意见征询。

二、制定时间安排

2020.1-2020.12 收集资料，现场调研，标准框架完成等前期工作。

2021.1 启动会，对标准框架进行专家论证；确定标准起草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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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进度计划。

2021.1-2021.4 编制组各单位根据分工，对启动会的意见和建议开展工作，

完善标准内容，形成标准初稿。

2021.5-2021.6 召开工作会，修改标准名称和范围，修改标准初稿内容，

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1.6-2021.11 征求意见稿在编制组内征求意见，并进行完善。

2021.12 征求意见稿向城市轨道交通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卫生机

构、运营单位及科研院校等代表专家进行意见征询。

2022.1-2022.3 汇总意见，完善标准后报送审批。

三、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其它标准的关系

1989 年、2004 年、2013 年全国人大制（修）订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1987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公

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卫生部在 1987 年、1997 年、2011

年先后修订、颁布实施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1988 年和 1996 年，我国先后制（修）订了《公共场

所卫生标准》，包括《公共交通等候室卫生标准》（GB

9672-1996）、《公共交通工具卫生标准》（GB 7673-1996）；

2000 年、2013 年制（修）订了《公共场所卫生标准检验方

法》，2006 年卫生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

生规范》（WS 394-2012）、《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卫生学评价规范》（WS/T 395-2012）和《公共场所集中空调

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WS/T 396-2012），2013-2014 年

颁布实施了《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GB/T 18204.1～

6-2013/201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C%AC%E5%8D%81%E5%B1%8A%E5%85%A8%E5%9B%BD%E4%BA%BA%E6%B0%91%E4%BB%A3%E8%A1%A8%E5%A4%A7%E4%BC%9A%E5%B8%B8%E5%8A%A1%E5%A7%94%E5%91%98%E4%B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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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专门的城市轨道交通卫生标准，目前国内对城

市轨道交通站厅与站台卫生监测、监督及评价及相关调查研

究主要引起有关的标准，主要引用《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8883-2002）、《公共交通等候室卫生标准》（GB

9672-1996）、《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02），

参考《人防工程平时使用环境卫生要求》（GB/T 17216-2012）、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站台声学要求和测量方法》（GB

14227-2006）、《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调设计规范》（GB

50736-2012）、《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GB 50490-2009）、

《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GB 50490-2009）、《城市轨

道交通列车噪声限值和测量方法》（GB 14892-2006）、《地

铁车辆通用技术条件》（GB/T 7928-2003）等相关标准；对

车站通风空调系统主要引用《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

生规范》（WS 394-2012）、《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

卫生学评价规范》（WS/T 395-2012）和《公共场所集中空调

通风系统清洗消毒规范》（WS/T 396-2012）；对车站电磁辐

射评价主要依据为《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2014）

和《城市轨道交通技术规范》（GB 50490-2009）。

本标准依据《公共场所卫生管理规范》、《公共场所卫

生指标及限值要求》、《公共场所设计卫生规范》、《地铁

设计规范》、《公共场所卫生学评价规范》及《公共场所集

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等法规和现行有效的相关卫生标

准、地铁等行业标准编制，与研制中、正在报批的公共场所

系列卫生标准最新版本相适应，并保持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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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经检索，国际(国外)尚未见较相关的法律法规；国外这

方面的标准比较少，多以保障地铁职业人群为主，制订职业

卫生标准，或者从安全角度考虑意外伤害等。俄罗斯开展这

方面的工作比较早，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即有轨道交通卫生

标准出台，目前无法获取俄文原文，故不能参阅。

五、标准的制订和起草原则

本标准的制订和起草坚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管理

条例实施细则》、《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办

法》为依据，以保障城市轨道交通乘客健康、促进轨道交通

有序地经营管理、促进经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为目

标，充分收集和分析有代表性的国内外相关卫生研究资料，

依托现行的相关卫生标准，吸纳编制中的“公共场所系列卫生

标准”的最新成果，借鉴行业和相关部门标准，结合公共场所

卫生监督、监测、调查、评价工作和广东省内成熟的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管理现状进行制订和起草，充分论证，广泛征求

和吸纳各方专家意见，力求科学严谨，切实可行。

六、标准主要卫生指标依据和说明

（一）温度与相对湿度

从公共卫生学的角度出发，考虑广东气候特点及人体舒

适度的基本要求，兼顾节能及在调节与控制方面的可行性，

参考《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GB 37488-2019）、

《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13）、《人防工程平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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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环境卫生要求》（GB/T 17216-2012）和《室内空气质量标

准》（GB/T 18883-2002），设定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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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公共

区域相对湿度应在 40～65%之间，极端气象条件除外。

（二）风速

风速过高不利于人体维持热平衡，影响人体舒适度；而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公共区域处于相对密闭的空间，湿度较

高，车辆运行、制动产生的高热量、或有活塞风带来的隧道

高湿空气、以及可吸入颗粒物等污染物需要通过气流排走。

因此，风速过低又存在不利的健康影响。地铁风速参数应设

定一个合适范围，才可能平衡各种因素影响。在各类适用于

平时功能的人防工程中，人群在地下商场中停留较短，与在

车站候车的乘客停留时间和环境较为接近，拟采用《人防工

程平时使用环境卫生要求》（GB/T 17216-2012）中地下商场

（Ⅱ类人防工程）风速标准值（≥0.15 m/s）作为卫生要求的

下限，以《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8-2019）

中其他公共场所风速的标准值（≤0.5 m/s）作为卫生要求的

上限。

经上述综合分析，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风速应用下列标

准值：≥0.15 m/s 且≤0.5 m/s。

（三）新风量

新风量采用标准值为：≥20 m3/（h·人），引用自《公共

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8-2019），主要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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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点原因：

1.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呈相对封闭的公共区域，其新风量

容易受隧道活塞风和车站进出口影响，纯粹的新风难以界定

和测量；乘客在车站正常候车的时间相对较短；

2.现有的强制性标准《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13）

与推荐性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02）规

定的新风量值存在矛盾，分别为 12.6 m3/（h·人）和 30m3/

（h·人）；

3.CO2水平可以间接反映人均新风量，现有文献检测结果

显示运营地铁线路CO2水平不高；

4.据可查到的资料显示：目前地铁所有运营车辆无论是

设计标准，还是检测结果，人均新风量均达不到 20 m3/

（h·人）。

（四）照度

考虑站车站公共区域等室内建筑的相对封闭环境缺乏

自然采光的特点，而在各类适用于平时功能的地下人防工程

中，人群在地下商场等公共区域中停留时间较短，与在车站

候车的乘客停留时间较为接近，车站公共区域的照度采用标

准值为：≥100lx，引用《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8-2019）采光照明的标准值。

（五）噪声

地铁和轻轨车站列车进、出站时站台的噪声采用标准值

为：≤80 dB(A)，引自《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站台声学要求和测

量方法》（GB 1422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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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在无列车的情况下，其站台、站厅环境噪声不得超

过 70dB(A)，引自《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13）。

候车(机 、船)室及公共交通工具客舱环境噪声宜小于

70dB(A 计权)；轨道交通站台环境噪声宜小于 85dB(A 计权)，

引自《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8-2019）。

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卫生规范》（DB 31/T 1196-2019）

中要求噪声应≤75dB(A 计权)。

从公共卫生学的角度出发，考虑在车站候车的乘客停留

时间较短及人体舒适度的基本要求，兼顾调节与控制方面的

可行性，设定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公共区域噪声应

≤75dB(A 计权)。

（六）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可吸入性颗粒物（PM10）、

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氨、臭氧、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

空气细菌总数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公共区域的空气质量卫生指标均引

自《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8-2019）：

二氧化碳标准值为≤0.15%；

一氧化碳标准值为≤10mg/m3；

可吸入性颗粒物（PM10）标准值为≤0.15mg/m3；

甲醛标准值为≤0.10mg/m 3；

苯标准值为≤0.11mg/m 3；

甲苯标准值为≤0.20mg/m 3；

二甲苯标准值为≤0.20mg/m3；

氨标准值为≤0.20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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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氧标准值为≤0.16mg/m 3；

总挥发性有机物（TVOC）标准值为≤0.60mg/m3；

空气细菌总数标准值为≤4000 CFU/m3或 40 CFU/皿。

（七）氡（
222
Rn）

现有文献显示，广州地铁 2 号线和 8 号线及深圳地铁一

期 工程 线 路 车站 氡 浓度 水 平 均值 分 别 为 40.7Bq/m3

（34.9-52.1Bq/m3）和 18.3Bq/m3（1.7-95.2Bq/m3），对标上

海市《城市轨道交通卫生规范》（DB 31/T 1196-2019）氡浓

度标准值≤300Bq/m3，设定广东省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公共区

域氡浓度标准值≤300Bq/m3。

（八）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指标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指标均引

自《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WS 394-2012）：

冷却水和冷凝水不得检出嗜肺军团菌，采样量 500ml；

空调送风中的可吸入颗粒物（ PM10 ）标准值为

≤0.15mg/m3；

空调送风中的细菌总数标准值为≤500CFU/m3；

空调送风中的真菌总数标准值为≤500CFU/m3；

空调送风中不得检出β-溶血性链球菌；

空调送风中不得检出嗜肺军团菌，该项为非必检项目，

当冷却水或冷凝水中检出嗜肺军团菌时进行检测；

风管内表面的积尘量标准值为≤20g/m 2;

风管内表面的细菌总数标准值为≤100CFU/m3；

风管内表面的真菌总数标准值为≤100CFU/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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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共设施设备表面卫生指标

考虑到公众在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公共区域内通行、售检

票和候车过程中可能接触到的公共设施设备表面，将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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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室内设备等列为检测

范围。参照《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GB

37488-2019）将公共设施设备表面卫生指标设为细菌总数

≤300CFU/25cm2，不得检出大肠菌群。

（十）公共厕所卫生指标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公共厕所卫生指标均引自《公共厕

所卫生规范》（GB/T 17217-2021），指标如下：

指标类别 检测指标 单位 标准值 备注

媒介生物

成蝇 只/m2 ≤1

蝇蛆 尾 0*

*厕所的大小

便器内外、地

面和贮粪池

周围 30-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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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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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照度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和现行配置情况，参照《公

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GB 37488-2019），提高为

≥100lx。

（十一）卫生指标检测要求说明

1.车站公共区域物理因素和室内空气质量卫生指标的检

测要求按照《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GB/T 18204）第一、

二、三部分执行。

2.氡（222Rn）的检测方法应按照GBZ/T 182 执行。

3.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指标检测要求按照《公共场所

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学评价规范》（WS/T 395）和《公共

场所卫生检验方法》（GB/T 18204）第五部分执行。

4.公共设施设备表面卫生指标检测要求参照《公共场所

卫生检验方法》（GB/T 18204）第四部分执行。

5.公共厕所卫生指标的检测按照《公共厕所卫生规范》

（GB/T 17217）执行。

七、征求意见和采纳意见情况、不采纳意见情况

（略）

八、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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