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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01 条：本规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建设部《城市规划编制办法》、

建设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27 号）、《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61 号）、住房城乡建设

部关于印发《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规划编制指引》的通知（建成[2015]70 号）、住房城乡建设

部下发《关于提高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通知》（建城[2016]174 号）

国家相关法规以及乐山市的实际情况制定。 

第 02 条：本规划基本依据 

1、 国家、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国家主席令第 22 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99 年国务院令第 256 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03 年国家主席令第 8 号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1998 年国家主席令第 4 号 

(6) 《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办公厅，2014 年 6 月 14 日 

(7)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4〕27 号） 

(8)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61 号） 

(9)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规划编制指引》的通知（建成[2015]70

号） 

(10)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工作的实施意见》（川

办发〔2015〕99 号） 

(11) 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 

2、 主要规范和标准 

(1)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838-2015） 

(2)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 50289-2016） 

(3)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4) 《盾构法隧道施工与验收规范》（GB 50446-2008） 

(5) 《地下建筑照明设计标准》（CECS45:92） 

(6)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2008） 

(7) 《盾构法隧道防水技术规程》（DBJ 08-50-96） 

(8)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2015） 

(9)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03） 

(10) 《公路隧道照明设计细则》（JTGT D702-01-2014） 

(11) 《公路隧道通风设计细则》（JTGT D702-02-2014） 

(12)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13)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 

(1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15) 其它有关的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 

3、 相关基础资料 

(1) 《乐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20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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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乐山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11—2030）》 

(3) 实测数字化地形图及相关地勘资料 

(4) 国家和地方、行业现行的相关标准、规范、规程、法规等 

 

第 03 条：规划期限与乐山市城市总体规划年限一致。 

规划期限为 2016 年～2030年。近期为 2016~2020年，中期为 2021~2025年，远期为 2026~2030

年。 

第 04 条：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为乐山市主城区建设用地范围，包括老城、柏杨坝、青江、蟠龙、通江、棉竹、

苏稽、饶坎、水口、杨湾、绿心、肖坝、岷江东岸、牟子、乐山高新区等 15 个片区，规划用地

面积约 100 km2。 

第 05 条：规划成果 

本规划成果由规划文本、规划图纸和说明书三部分组成。 

 

第二章 规划目标和规模 

第 06 条：规划目标 

乐山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工作目标分为 3 个阶段。 

2016-2020 年以示范带动为主，继续完善青江片区地下综合管廊和推动苏稽、水口片区综合

管廊建设试点工作；2021 年至 2025 年综合管廊建设主要依托近期已开建的综合管廊项目，完善

其他片区综合管廊的骨干系统，同时大规模启动支线综合管廊、缆线综合管廊建设；至 2030 年，

最终形成完善的综合管廊运行和管理系统。力争到 2030 年，开工建设地下综合管廊 100 公里左

右，打造超前性、综合性、合理性、实用性的国内领先的综合管廊系统；反复开挖地面的“马

路拉链”问题明显改善，管线安全水平和防灾抗灾能力明显提升，城市地面景观明显好转。 

第 07 条：规划思路 

以城市道路下部空间综合利用为核心，结合城市经济发展状况和城市发展战略，围绕城市

市政公用管线布局，构筑完善的综合管廊系统，统筹安排各类管线在综合管廊内部的空间位置，

协调综合管廊与其他沿线地面、地上、地下工程的关系，形成与城市规划相协调、城市道路下

部空间得到合理有效利用的综合管廊系统，以达到改善城市现状、促进城市发展并有效控制建

设成本的目标，为规划、建设提供依据。 

第 08 条：规划规模 

乐山市各级综合管廊全长 98.602km；其中干线综合管廊 19.241km，占规划综合管廊总长的

19.51%；支线综合管廊 53.195km，占规划综合管廊总长的 53.95%；缆线管廊 26.166km，占规划

综合管廊总长的 26.54%。 

 

第三章 建设区域 

第 09 条：建设区域分析 

综合乐山的技术、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通过多指标权重评析统计，根据各片区的管廊

建设适宜性评价结果划分出乐山城市综合管廊的适建区、慎建区和禁建区。 

适建区：综合管廊需求量大，建设条件良好区域，如苏稽、青江、饶坎、绵竹、杨湾、水

口和岷江东岸片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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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建区：已建成区应结合旧城改造、管线更新，择机慎重建设，如老城、牟子、蟠龙、通

江、柏杨坝、肖坝等；建设密度不高，综合管廊需求较小区域，如高新区片区、安谷片区等。 

禁建区：历史文化名城范围内重要文保单位、历史保护建筑所在区域，如绿心片区。 

 

第四章 系统布局 

第 10 条：拟建管廊的评估 

对各主要道路的技术经济和社会环境指标进行打分，再通过相关的数学统计，最终得到各

条道路管廊等级的评分结果。根据评分结果，划分出乐山各条主要道路下综合管廊的等级，确

定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系统布局将拟建管廊的评价总分值与表各评价等级相对照，得出评价结

果。 

第 11 条：综合管廊系统布局 

乐山市主城区被三江（大渡河、青衣江、岷江）划分成四大区域，综合管廊规划将形成“四

片三心、一片一主、有机联系”的系统。 

第 12 条：综合管廊系统组织 

规划区综合管廊分三级：干线综合管廊、支线综合管廊和缆线管廊。 

1) 干线综合管廊——“两横一纵” 

两横：乐高大道、龙游路 

一纵：苏稽大道 

2) 支线综合管廊——“九纵八横” 

纵向：桃源路、通江路、竹中路、稽东路、民营路、苏安大道、建业大道 

横向：苏棉路、体育南路、石鼓南路、水口中路、临江西路 

3) 缆线管廊——“三纵七横” 

缆线管廊分为市政道路下管廊与变电站出线的电力隧道，本次缆线管廊系统不含电力隧道。 

纵向：德胜路、民营南路、石鼓北路 

横向：牟中路、长虹路、工农路、苏稽北路、苏稽南路、瑞云南路、南新大道 

4) 综合管廊规模 

规划区各级综合管廊全长 101.26km；其中干线综合管廊 20.24km，支线综合管廊 52.64km，

缆线管廊 28.38km。 

 

第五章 管廊断面选型 

第 13 条：断面选型 

通过对乐山市管线规划的研究，根据入廊管线的种类、规格和数量，结合综合管廊的施工

方法，规划确定六种管廊断面。 

规划以矩形断面为主，断面型式有：三舱断面Ⅰ（雨水+电力、通信、给水、污水、中水+

燃气）、三舱断面Ⅱ（电力、给水+通信、中水+燃气）、双舱断面Ⅰ（电力、通信、给水、中水

+燃气）、双舱断面Ⅱ（雨水、污水+电力、通信、给水、污水、中水）、单舱断面（电力、通信、

给水、中水）、缆线管廊断面（电力、通信）。 

 

第六章 三维控制线划定 

第 14 条：综合管廊三维控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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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主城区各道路管网物探资料以及地下管线规划规格和高程进行梳理，规划中分别对

民营路等 20 条路（35 标段）道路下综合管廊横平面位置和竖向进行规划控制，以确保综合管廊

的落地性、可实施性。 

本次规划中，苏稽大道（苏棉路—水口路）和稽东路（青衣江路—新田南路）的综合管廊

规划了雨污水入廊。 

第七章 重要节点控制 

第 15 条：管廊与道路的节点控制 

当综合管廊从道路的一侧折转到另一侧时，往往会对其他的地下管线和构筑物建设造成影

响，因而尽可能避免从道路的一侧转到另一侧。如需穿越时，宜尽量垂直穿越，条件受限时，

为减少交叉距离，交叉角不宜小于 60°。 

第 16 条：管廊与河道的节点控制 

乐山市主城区的河道主要有岷江、大渡河、青衣江、峨眉河及竹公溪等等，综合管廊应在

河床稳定的河段穿越各河道，最小覆土深度应满足河道整治和综合管廊安全运行的要求，且：

在Ⅰ～Ⅴ级航道下面敷设时，顶部高程应在远期规划航道底高程 2.0m 以下；在Ⅵ、Ⅶ级航道下

面敷设时，顶部高程应在远期规划航道底高程 1.0m 以下；在其他河道下面敷设时，顶部高程应

在河道底设计高程 1.0m 以下。 

第 17 条：管廊与地下构筑物的节点控制 

根据《乐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乐山市地下有交通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商业

服务业设施以及防灾设施，综合管廊与相邻地下管线及地下构筑物的最小净距应根据地质条件

和相邻构筑物性质、综合管廊的施工方法综合确定。 

第八章 配套设施 

第 18 条：人员出入口 

综合管廊的人员出入口宜与逃生口、吊装口、进风口功能整合，设置爬梯，便于维护人员

进出。 

第 19 条：逃生口 

为保证进入人员的安全，减小灾害发生时廊内人员的逃生距离，并满足消防人员救援进出

的需要，综合管廊的每个舱室应设置逃生口。 

第 20 条：吊装口 

综合管廊的每个舱室均应设置吊装口以便于管材及设备的进出，并兼作人员出入口和自然

进风口。 

第 21 条：进、排风口 

为保证综合管廊内的正常温度和新鲜空气量，每个防火分区两端分别设置进风口和排风口。

综合管廊进、排风口的净尺寸应满足通风设备进出的最小尺寸要求。 

第 22 条：管线分支口 

综合管廊内的管线需出廊与外部管线连接时，应设置管线分支口。分支口应满足各种管线

安装敷设作业空间的需求，经侧墙或顶板的预留孔洞接出廊外，预留孔洞应做好防水和防止差

异沉降的措施。 

第 23 条：变电所 

综合管廊的变电所可根据实际情况，选用地埋式供电变压器室或地上箱式变电站与综合管

廊的电气设备间相连。 

第 24 条：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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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规划区为组团型城市，城市布局较分散，乐山市主城区被三江（大渡河、青衣江、岷

江）划分成四个大的区域，规划区共设置 3 处监控中心，分别位于苏稽、青江和高新区；牟子

组团监控通过青江监控中心电缆进行控制。 

规划建议乐山市主城区综合管廊控制中心建筑面积 2000 m2，就近附建于公共建设用地内。

控制中心包含指挥调度中心、监控室、会议室、办公室、值班室、设备机房、配电室、油机室

及其他配套空间。 

 

第九章 附属设施 

第 25 条：消防系统 

1、 舱室火灾危险性分类 

综合管廊舱室火灾危险性根据综合管廊内敷设的管线类型、材质、附件等，依据现行国家

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有关火灾危险性分类的规定确定。当舱室内含有两

类及以上管线时，舱室火灾危险性类别应按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管线确定。 

2、 材料燃烧性能和耐火等级 

综合管廊的主结构体和不同舱室之间的分隔应采用钢筋混凝土或砌体等耐火极限不低于

3.0h 的不燃性材料。 

综合管廊的各类舱室应每隔 200m 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0h 的不燃性墙体进行防火分隔。

防火分隔处的门应采用甲级防火门，管线穿越防火隔断部位应采用阻火包等防火封堵措施进行

严密封堵。 

3、 灭火装置 

综合管廊内应在沿线、人员出入口、逃生口等处设置干粉灭火器、黄沙箱等灭火器材，灭

火器材的间距不应大于 50m，灭火器的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的有关规定。 

综合管廊中容纳 6 根及以上电力电缆的舱室应设置超细干粉灭火、自动气体灭火等自动灭

火系统。 

4、 阻燃电缆 

综合管廊内应采用阻燃电缆，其防火与阻燃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

规范》（GB 50217）、《电力电缆隧道设计规程》（DL/T 5484）、《阻燃及耐火电缆 塑料绝缘阻燃

及耐火电缆分级和要求 第 1 部分：阻燃电缆》（GA 306.1）和《阻燃及耐火电缆 塑料绝缘阻燃

及耐火电缆分级和要求 第 2 部分：耐火电缆》（GA 306.2）的有关规定。 

第 26 条：通风系统 

每个通风区间的中部，利用投料口的防水百叶自然进风，或结合投料口设置机械进风口；

每个通风区间的两端各设一个机械排风口；进、排风口之间各设置二台射流风机，悬挂在管廊

顶部。 

第 27 条：供电系统 

消防设备、监控与报警设备、应急照明设备为二级负荷供电；天然气管道舱的监控与报警

设备、管道紧急切断阀、事故风机应按二级负荷供电，且宜采用两回线路供电或另设置备用电

源；其余用电设备可按三级负荷供电。 

第 28 条：照明系统 

综合管廊内人行道上的一般照明的平均照度不小于 15 lx，最低照度不小于 5 lx；出入口和

设备操作处的局部照度不小于 100 lx；监控室一般照明照度不小于 300 lx。管廊内疏散应急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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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度不低于 5 lx，应急电源持续供电时间不小于 60min。监控室备用应急照明照度应达到正常照

明照度要求。 

第 29 条：监控与报警系统 

1、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 

根据入廊管线的不同种类对综合管廊内环境参数进行监测与报警。 

2、 安全防范系统 

综合管廊的安全防范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安全防范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8）、《入

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4）、《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5）和《出

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 50396）的有关规定。 

3、 通信系统 

综合管廊内应设置固定式通信系统，电话应与监控中心接通，信号应与通信网络连通。在

人员出入口或每一防火分区内设置通信点；不分防火分区的舱室，通信点间距不大于 100m。 

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综合管廊中含有电力电缆的舱室，均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5、 可燃气体探测报警系统 

综合管廊中天然气管道舱室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6、 地理信息系统 

具有综合管廊和内部各专业管线基础数据管理、图档管理、管线拓扑维护、数据离线维护、

维修与改造管理、基础数据共享等功能。能为综合管廊报警与监控系统统一管理信息平台提供

人机交互界面。 

7、 管理平台 

综合管廊应设置统一的管理平台，对监控与报警系统的各组成系统进行系统集成，并具备

数据通信、信息采集和综合处理功能。 

第 30 条：排水系统 

综合管廊内的排水系统主要排除管道连接处的漏水、管道检修时的放水、管道事故水、综

合管廊的渗漏水、消防排水等。综合管廊内采用自动排水系统。  

第 31 条：标识系统 

综合管廊的主出入口内设置综合管廊介绍牌，并应标明综合管廊建设时间、规模、容纳管

线。 

 

第十章 安全防灾 

第 32 条：抗震 

综合管廊应按照乙类建筑物进行抗震设计，综合管廊的结构安全等级应为一级，设计使用

年限应为 100 年，结构中各类构件的安全等级宜与整个结构的安全等级相同。 

第 33 条：防火 

综合管廊防火最主要的措施应以预防为主。综合管廊主结构体应为耐火极限不低于 3.0h 的

不燃性结构。除嵌缝材料外，综合管廊内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材料。综合管廊的各类舱室应每

隔 200m 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 3.0h 的不燃性墙体进行防火分隔，防火分隔处的门应采用甲级防

火门，管线穿越防火隔断部位应采用阻火包等防火封堵措施进行严密封堵，缝隙用无机防火堵

料填塞。综合管廊内应在沿线、人员出入口、逃生口等处设置灭火器材，灭火器材的设置间距

不应大于 50m。 综合管廊内还应设置火灾报警系统，在天然气管道舱室内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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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系统，并符合《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等相关规定。 

第 34 条：防洪 

综合管廊的附属构筑物由于使用功能的需要，必须同外部空间联通，这样在暴雨或洪水期

间就存在道路地面水倒灌综合管廊的安全隐患，影响到综合管廊的安全运行。 

投料口、出入口可作成密闭式的结构，保证地面水不会倒灌到综合管廊内。通风口由于空

气置换的要求，必须保证有一定的通风面积与外部连通，为防止地面水倒灌，通风口百叶窗的

底部应高于地面以上 0.3～0.5m；如果通风口只能作成地表式时，则应在综合管廊通风口内部设

置防淹门，防止地表水倒灌。综合管廊内部，低点应设置集水坑及自动水位排水泵。综合管廊

的排水应就近接入城市排水系统，并应设置逆止阀。 

 

第十一章 建设时序 

第 35 条：建设时序 

乐山市综合管廊建设分三个阶段：近期：2016-2020 年；中期：2021-2025 年；远期：2026

年以后。 

综合管廊近期建设，遵循“新区启动，旧区慎重”的基本原则，结合乐山市城市的发展以

及近期道路新建情况，近期建设主要集中于苏稽片区（苏稽大道与青衣江之间片区），近期建设

管廊总长度 35.2 公里，其中干线综合管廊 6.9 公里，支线综合管廊公里 21.3 公里，缆线综合管

廊公里 7.0 公里。 

综合管廊中期建设，综合管廊中期建设主要依托近期已开建的综合管廊项目，完成综合管

廊的骨干系统，同时大规模启动支线综合管廊、缆线综合管廊建设。 

综合管廊远期建设，形成完善的综合管廊系统。 

 

第十二章 投资估算 

第 36 条：估算内容及范围 

本次估算内容为综合管廊本体的建设费用，包括管廊的建筑工程，以及管廊的供电照明、

通风、排水、自动化及仪表、通信、监控及报警、消防等辅助设施系统。 

第 37 条：估算依据 

(1)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规范》(GB/T51095-2015) 

(2)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投资估算指标》（试行） 

(3) 《市政工程投资估算指标》 

(4) 同类工程技术经济指标 

第 38 条：投资估算 

综合管廊总投资（不含内部管线）为 75.52 亿元，其中近期建设综合管廊投资 23.86 亿元，

中期建设综合管廊投资 20.59 亿元，远期建设综合管廊投资 31.07 亿元，主控中心（土建）投资

0.48 亿元；考虑不可预见因素总投资需 83.29 亿元。 

 

第十三章 存在问题及实施建议 

第 39 条：存在问题 

前期投资巨大、利益协调难度大、有偿使用尚未推广、老城区综合管廊建设步伐缓慢 

第 40 条：实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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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社会资本，拓展投资建设模式；建立收费机制，降低投资压力和风险；树立设施

管理（FM）理念；积极推进老城区综合管廊建设；建立智能化信息管理平台；完善监督

管理制度。 

 

第十四章 保障措施 

第 41 条：管理及制度保障 

成立乐山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和市长任组长，相关领导和

各部门领导任主任。综合管廊按 ppp 建设营运模式，设立专门的综合管廊建设管理公司，依据

合同该公司要有政府部门的授权行使一定的管理权力，并承担相应地责任和义务，负责综合管

廊的使用管理及负责协调综合管廊建设中各管线单位的权力、义务等，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

善的背景下，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 

第 42 条：政策保障 

制定相应的法规；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 

第 43 条：资金保障 

由乐山市指定的某国有企业与社会投资公司共同组建地下管廊建设管理公司。出资比例由

双方协商而定,组建完成后投资于地下管廊项目。 

第 44 条：运营维护保障 

由专业管理公司牵头、相关单位参加组成应急联动系统，建议相关单位（消防部门、派出

所、医院、街道办事处、城管部门、交通管理部门、供电部门、自来水公司、通讯公司、市政

部门等）建立应急机制，在出现各种紧急事故情况下，能及时救援，最大限度地将事故影响降

到最低，结合综合管廊的实际情况，制定应急联动方案，做到有章可循，切实做到及时发现、

及时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