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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综合管廊建设背景及规划设计



1、城市综合管廊建设背景



城市综合管廊是指在城市地下用于集中敷设电力、通信、

电视、给水、排水、热力、燃气等市政管线公共隧道，并留

有检修通道结构。综合管廊的建设已成为21世纪城市现代化

建设的热点和衡量智慧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

综合管廊建设的必要性：

1）是城市消除“拉链路”和空中“蜘蛛网”现象，保障交通畅通，

改善城市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

2）是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需要。

综合管廊对地下管线集约化建设，使得城市空间开发利用有序化、

合理化和高效化。

3）是保证城市地下管线安全运营，提高城市防灾能力的需要。



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

城市地下管廊建设：

• 世界第一条管廊是1833年在巴黎建设

• 1861年，英国在伦敦开始建设管廊

• 1890年，德国在汉堡市开始建设管廊

• 1926年，日本在东京开始建设管1960年，美

国开始建设管廊

• 截止到目前为止，总计建设里程约3100公里

法国巴黎 德国汉堡

日本比谷 日本东京

城市 里程

巴黎 100

斯德哥尔摩 30

西班牙 90

莫斯科 130

日本 1100



国内综合管廊发展情况

现在全国共有69个城市拟建地下综合管廊约1000公里，总投资约880亿元。根据测

算，未来地下综合管廊需建8000公里，若按平均每公里1.2亿元测算，投资规模将达1

万亿。

济南珠海 上海

西安 深圳 正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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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9，《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

2014.12.26，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作的通知》

2015.4.10，住建部、财政部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作，包头、沈阳、哈
尔滨、苏州、厦门、十堰、长沙、海口、六盘水、白银10城市入围，并进行了验评。

2016.2.16，财政部《关于开展2016年中央财政支持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作的通知》

2015.8.3，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

2015.4.9-10，住建部在珠海举行组织召开《全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建设培训班》

2016.5.26，住建部《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电视电话会议》

2015.11.26，国家发改委《关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实行有偿使用制度的指导意见》

2016.2.6，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力争到2020年，初步建立较为完善的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管理体系”。住房城乡建
设部发布的《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十三五”规划》



中国二十冶隶属于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中冶管廊技术研

究院，提供综合管廊建设咨询、规划、勘察、设计、施工、投融资、运营管

理一站式服务，当前在建综合管廊项目30多项。

中冶集团综合管廊服务



2 综合管廊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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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原则

（1）先规划后建设（系统化）

综合管廊规划将构建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发展点、线、面相结合，由干线管廊、支线管廊及缆线管廊组

成的管廊体系，系统规划的前提下逐步建设。

（2）近期发展与长期发展相结合（高标化）

作为基础设施，长期规划是综合管廊规划的首要原则，是综合管廊建设的关键。长期规划的有效性必须

基于准确处理现状与发展、近期与远期发展的关系。

（3）与其他地下设施规划相互协调（协调化）

规划和设计时，需要注意复杂多变的地下设施资料，掌握其标高、断面和走向，研究载体条件，制定满

足工艺要求的、合理地下空间开发方案。

(4)与其他地下设施合建（高效化）

综合管廊建设投资大，只要有条件应考虑与其他设施合建。合建形式有多种，主要与道路、地铁或人防

设施等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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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综合管廊建设的可行性

（1）法制建设

综合管廊设计跨部门、跨行业，必须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文件，为推进管廊建设、管线入廊、管线运

维提供政策法规和制度保障。

（2）城市发展基础

综合管廊规划必须满足国家、城市地方整体发展规划，实施区域有完备的城市规划体系。城市经济基础

需具备较大规模开发地下空间及地下综合管廊的经济实力。

（3）综合管理

综合管廊需明确专门的地下管线管理机构，建立服务交流信息平台，为全面有效的解决综合管廊建设运

营过程的相关事宜提供保障。管理部门合理调整归并各管线的建设实施时间，提高统一建设的效率。

(4) 工作基础

基础资料完善、规划建设任务落实、建设主体明确、资金保障充分。



横琴新区坐落于珠

海市南侧，临近澳门的

横琴岛。2009年8月14

日国务院批复《横琴总

体发展规划》，要求将

横琴建设成为“一国两

制”下探索“粤港澳”

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

规划目标：

连通港澳、区域共建的“开放岛”

经济繁荣、宜居宜业的“活力岛”

知识密集、信息发达的“智能岛”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态岛”。

规划主题：

合作、创新和服务

珠海横琴综合管廊建设背景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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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依据：

商业及办公混
合用地

居住用地

工业研发
用地

工业研发
用地

居住用地

居住用地

商业及办公混
合用地 综合用地

商业及办公混
合用地

居住商业及办
公混合用地

体育用地

横琴新区土地利用规划



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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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依据：

用地规模：规划区总面积为106.46平方公里，建设用地总面积为42.15平方公里。其中城市建设用地

面积为28.00平方公里。

建设发展目标：践行科学发展理念，彰显“特区中的特区”优势，引领珠澳同城化发展，创造国际化营商

环境，聚集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张弛有度的城市布局、以人为本的城市服务、绿色便捷的城

市交通、天人合一的城市环境，成为最美的“山水都市、生态岛城”。

人口规模：规划区控制人口规模为35万人左右，居住人口规模控制在25万人左右。

系统规划：围绕小横琴山、中心沟、中心商务区，打造集电力、供水、供热、中水、通讯、有线电视、

垃圾真空管等各种管线于一体的综合管沟，实现地下空间的综合有效利用，节约城市用地。



规划

综合管廊选线规划及控制中心设置

单舱 双舱

三舱

电力管廊

电力管廊

控制中心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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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管沟节点：



二、珠海横琴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实践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环岛北路

环岛西路
中段

中心北路

环
岛
东
路
中
段

中心南路

环岛北路
断面 中心北路

断面

中心南路
断面

环岛东路中段
断面

环岛西路中段
断面

管廊主干线采用两仓、三仓两种规格

1、简介



2、横琴新区综合管廊的建设模式及效益

项目采用“BT+EPC” 建设管理模式。项目总投资额约160亿元，其中

综合管廊投资约22亿元。

综合管廊服务面积106平方公里，实现了土地集约化利用，节省40公顷

城市建设用地，提供200万平方米城市空间。

综合管廊内各类管线安装、检修、扩容、监控管理变得极为方便，建立

了开放的市政管线系统管理平台，形成了管线运营管理系统，避免了道路的

重复开挖，降低成本，提升民生质量。该项目获2015年中国人居环境奖、

全国市政金杯示范工程，2017年获得第一个综合管廊工程的鲁班奖。



获奖情况



社会效益

应用本项目的工程建成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新华社、人民网、

中央电视台以及多家省级主流媒体深度报道达50余次，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新华社连续三篇新闻稿深度报道横琴地下管廊



综合管廊所在场地多处位于滩涂、鱼塘区域，场地土层下普遍存在有深厚淤泥层，

淤泥平均厚25m，最深达41.2m，具高含水率、高压缩性、大孔隙比、高灵敏度，强度低、

欠固结等特性，具流变、触变特征，易导致不均匀沉降和失稳，是国内地质条件最差的区

域之一。

局部区域淤泥范围内分布有深5~10m的块石层，给软基处理带来了许多麻烦。

靠近山体区段需采取爆破方式进行施工。

3、深厚软弱土地基处理施工技术



横琴原始地形地貌



考虑管廊结构设计标准等级、后期使用管养功能等要求，结合地质

和规划，按照综合管廊和市政道路同一建设时序，经设计方案技术论证

和经济效果比选，采用真空联合堆载预压法作为主要软基处理方法。

通过不同处理深度的现场真空预压试验、设计计算反分析以及工程

实践，确定了欠固结淤泥真空预压的合理处理深度，总结出欠固结淤泥

计算参数的选择方法和珠海横琴淤泥的经验值，形成了合理、有效的欠

固结淤泥路基地基处理方法。

同时，研发了深厚高压缩性软土夹抛石层地基沉桩引孔施工机械装

置，确保顺利、有效地实现含块石层淤泥区域沉桩施工。

3、软土地基处理施工技术



现场吹填形成陆域



采用真空联合堆载预压进行软基处理



横琴新区综合管廊综合管廊最小开挖深度为-5.5m，在与排洪渠、

下穿地道等地下结构交叉段及下穿河道段最大开挖深度达到-13m。总

体基坑支护方式根据不同工况、不同地质条件，可以分为以下三大类

型：

1）标准段钢板桩支护施工；

2）加深段灌注桩支护施工（过河段采用了围堰、河道改迁、水下真

空预压等综合技术）；

3）山体段爆破开挖施工 。

4、综合管廊深基坑支护技术



主编了《综合管廊基坑支护》国标图集，参编《综合管廊岩土技术规程》。



珠海横琴综合管廊中纳入的最大口径的管道是DN2000的给水管，

由于大口径管道比较沉重，采用混凝土支墩作为管道的支架，混凝土

支墩安装可分为：

1）混凝土管道支墩模块化安装方法；

2）管沟内混凝土管道支墩快速安装方法。

另外，小型管道支架应用了预制的玻璃钢托架、镀锌钢支架等。

5、管道支架安装技术



模块化安装法

快速安装法



大型管道运输及安装通过BIM技术自主研发设计了系列运输装置及顶升装置，实

现了管道安全、平稳运输，同时对管道防腐层起到防护作用。有效地解决因管道仓

内受限空间的安装问题，增加施工安全和效率。

在卸料口，采用多组多用途管道运输安装装置进行综合管廊内管道运输安装。

6、大口径管道安装技术

管道动画.mpg


管沟卸料口运输管道装置图



本项目综合管廊主要技术成果

序
号

专利 获
奖

参编国家技术标准、国标图集、定额标准 研究报
告

论
文

1 29
项

5项 6项(主编3项，2项已完成送审稿，行业标准1项，综合管
廊消耗定额1项)

4
项

12
篇



三、长沙高新区叠合装配整体式综合管廊试点

中国二十冶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二十冶集团



1、一期工程简介

一期工
程管廊

管廊结构断面及附属工程概况
工艺段概况（均为框架）

其它
现浇段 预制段

雪松路
管廊工
程

黄桥大道-月季路段采用双舱布
置形式，综合舱和燃气舱；月季
路-碧桃路段采用双舱布置形式，
综合舱和电力舱；附属工程包括
消防系统、通风系统、供电系统、
监控与报警系统、排水系统、标

识系统

1116.54m 841.46m 结构设计
使用年限
100年，安
全等级为
一级，防
水等级为
二级

混凝土：主体结
构C35自防水

（P6/P8);垫层
C20

混凝土：预制
C35，现浇C40自

密实混凝土
（P6）;垫层C20

钢筋：HPB300/HRB400

红枫路
管廊工
程

黄桥大道-月季路段采用双舱布
置形式，综合舱和燃气舱；月季
路-碧桃路段采用单舱布置形式，
综合舱；附属工程包括消防系统、
通风系统、供电系统、监控与报
警系统、排水系统、标识系统

1173.4m 1113.85m 结构设计
使用年限
100年，安
全等级为
一级，防
水等级为
二级

混凝土：主体
结构C35自防水
（P6/P8)垫层

C20;

混凝土：预制
C35，现浇C40自

密实混凝土
（P6）;垫层C20

钢筋：HPB300/HRB400



雪松路管廊与道路相对位置横断面图



红枫路管廊与道路相对位置横断面图



预制装配叠合式管廊的结构体系

工厂预制

现场现浇

工厂预制

现场现浇（自密实混凝土）

2、工程特点



预制装配叠合式管廊的结构体系



预制装配叠合式管廊的防水体系

防水体系采用结构自
防水+外包防水材料



3.1预制装配叠合式综合管廊施工工艺研究

3.2预制装配叠合式综合管廊防渗体系及性能研究

3、关键技术应用



研究内容：研究预制装配的施工流程及拼装方式，包括预制板的吊装、拼装顺

序、节点构造、支撑体系、布筋要点、回填要求、变形量控制、预埋管件、预留

洞口等；预制段和现浇段的构造。

时间节点：2018年2月—2018年8月

创新点1：预制装配式叠合管廊快速施工工艺

创新点2：预制叠合管廊临时支撑装置

专利：一种预制拼装管廊施工方法；一种管廊预制叠合墙板的支撑方法

创新点3：预制叠合管廊哈芬槽精确定位工艺

专利：一种管廊内哈分槽固定的方法

•3.1、预制装配叠合式综合管廊施工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整体施工流程

基坑开挖 垫层 找平层 防水 保护层

吊装底板底板钢筋铺设吊装侧墙底板、侧墙拼缝钢筋

底板混凝土浇筑 养护 搭设顶板支撑 吊装顶板

绑顶板面筋侧墙及顶板混凝土顶板及侧墙防水回填



1. 已浇筑完垫层混凝土，防水找平层、防水层、防水保护层已完成。

2. 为提高现场效率，以变形缝为界，左边标准段为A区，右边标准段

为B区，进行流水施工。

准备工作



第一天

1. 分段铺设砂浆并吊装底板，为防止砂浆过早硬化，砂浆铺设与底板吊装

时间间隔不宜过长。

2. 底板钢筋铺设及底板处橡胶止水带放置，但不进行绑扎和安装。



1. A区墙板吊装并安装斜支撑调节垂直度，墙板下部用垫块进行标高调整。

2. 墙板处橡胶止水带应在B区墙板吊装前完成安装。

3. 若有之前工序未完成可继续进行。

第二天



1. B区墙板吊装并安装斜支撑调节垂直度，墙板下部用垫块进行标高调整。

2. A区底板钢筋绑扎，橡胶止水带安装，底板及板面以上300mm夹心板内混凝

土浇筑。

第三天



1. B区底板钢筋绑扎及模板安装，底板及板面以上300mm夹

心板内混凝土浇筑。

2. A区板底支撑搭设及木方调平。

第四天



第五天

1. B区板底支撑搭设及木方调平。

2. A区顶板吊装及橡胶止水带放置。



第六天

1. B区顶板吊装。

2. A区顶板钢筋绑扎及橡胶止水带安装，顶板及墙板混凝土浇筑。



1. B区顶板钢筋绑扎及模板安装，顶板及墙板混凝土浇筑。

2. 顶板养护。

第七天



工况图片展示



底板吊装、施工



底板施工



侧墙吊装



侧墙板吊装后支撑布设



顶板吊装完成后



顶板施工



现浇段与叠合预制段搭接



研究内容：研究综合管廊在施工缝、变形缝处的防渗构造处理，墙板中自密实

混凝土的防渗性能，底板及侧板防渗体系。

时间节点：2018年2月—2018年12月

创新点1：预制叠合管廊混合防水体系

创新点2：预制叠合管廊卷材侧墙湿铺改进工艺

•3.2、预制装配叠合式综合管廊防渗体系及性能研究



预制装配叠合式管廊的防水体系

结构自防水+接缝防水



预制装配叠合式管廊的防水体系



预制装配叠合式管廊的防水体系

雪松路、红枫路



预制装配叠合式管廊的防水体系

雪松路 红枫路



预制装配叠合式管廊的防水体系



预制装配叠合式管廊的防水体系

雪松路 红枫路



预制装配叠合式管廊的防水体系

雪松路 红枫路



预制装配叠合式管廊的防水体系

雪松路 红枫路



四、综合管廊建设思考



1、规划先行 区域统筹考虑

提前编制各城市针对性地综合管廊专项规划，因地制宜的分区域、分系统确定

入沟管线时序，需明确综合管廊的走向、现有系统管网接口和用地规划。

综合管廊专项规划应与其他管线规划、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等相互协调、综合考

虑，建议尽可能形成系统、区域性管廊网，更好地发挥综合管廊区域综合优势。



龙岗阿波罗项目运营采用EPCO项目管理模式，政府委托深圳市管道公司组织建设、运营联

合体，项目总投资暂定15.7亿元，现处于项目设计、施工准备阶段。

深圳龙岗阿波罗综合管廊项目简介



龙岗阿波罗

项目由综合管廊、

市政道路、旧城

河道治理、海绵

城市四部分组成，

其中管廊分为双

舱、三舱、四舱

（见右图），管

廊内容纳管线种

类包括电力（包

含高压电缆）、

通讯、给水、直

饮水、再生水、

污水、燃气等市

政管线。

二仓 三仓

四仓

深圳龙岗阿波罗综合管廊项目简介



2、规避投资者融资能力不足的风险

综合管廊建设一次性投入资金量大，单靠投资者自有资金来保障项目建设可能性非常

小。投资者的自有资本一般都是项目投资中的少部分，大部分是通过项目投资者再融资来

推进整个项目建设。因而，投资者的再融资能力就成为项目是否能如期建成的关键，如果

对投资者的再融资能力估计不足，必然会产生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影响综合管廊项目的有

力推广。

建议尽快出台管廊项目管理有关规定，确保综合管廊持续健康发展，江苏已出台了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3、规避复杂地质环境条件风险

综合管廊建设是百年基业，深埋地下，受地质、环境条件情况影响很大。沿海地区或

老城区综合管廊建设经常会碰到复杂的地质环境条件，如何对深厚软土地基进行有效处理、

确保管廊深基坑建设期安全和后续地块开发运维安全、以及如何规避、预防综合管廊不均

匀沉降或渗漏的情况，是岩土工程界需要共同面对的一大难题。

建议设计、规划尽可能优化综合管线的线路，复杂地段地下地下空间统筹规划、设计，

同时，加强第三方信息化全过程监控。



4、综合管廊运维管理

城市综合管廊，作为具有公共属性的城市能源通道，功用优点十分突出，但因跨行业、

管理部门多，同时相关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尚不成熟，因而，后期运行维护管理问题

突出，一定程度制约了综合管廊的发展。近来，经政府、行业及各管廊参建同行的共同努力

下，制度、规范在不断完善。

1）政府、社会、行业倡导“PPP+EPCO”的管廊建设、运营管理模式，解决管线安全、

检修、消防及城市发展新增管线入廊等难题；

2）充分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如BIM、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完善运维模式，提高

运维效率，形成实时监控、开放的市政管网平台,提升智慧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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