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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统筹、加强重庆市渝北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和管理，科学合理规划城市

地下综合管廊，确定综合管廊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要求，形成指导全区综合管

廊建设和管理的纲领性文件，推进全区综合管廊建设，特编制本规划。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规划适用于重庆市渝北区直管区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规划和建设，在规划

范围内进行综合管廊工程的新建、扩建、改建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应执行本规

划。 

第三条 规划背景 

“十四五”期间，国家和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将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建设的重要工作抓手。国家及重

庆市委、市政府及各部门发布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二 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十四五”全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

（建城〔2022〕57 号）及《重庆市城市综合管廊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

第 342号)及《重庆市城市综合管廊建设“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渝建函

〔2022〕67 号)文件。 

2022 年 2 月，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印发《关于开展城市综合管廊

专项规划修编工作的通知》（渝建人居﹝2022﹞7号），文件要求各区县结合城市

发展阶段和城市建设实际需要，对城市综合管廊专项规划进行修编，并以此为

基础，扎实开展重点项目前期论证，因地制宜推进综合管廊建设。渝北区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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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乡建委、渝北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及相关规划编制单位召开多次会议，开

展规划编制工作。 

第四条 综合管廊体系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是建于城市地下用于容纳两类及以上城市工程管线的构

筑物及附属设施，是由干线综合管廊、支线综合管廊和缆线管廊组成的三级网

络衔接的系统。 

第五条 综合管廊分类 

根据收纳管线、舱室结构及服务区域等不同，综合管廊分为干线综合管廊、

支线综合管廊和缆线管廊三类。 

干线综合管廊：容纳城市主干管线；采用独立分舱；向支线管廊提供配送

服务，不直接服务于两侧地块。 

支线综合管廊：容纳城市配给管线；采用单舱或双舱；主要为沿线地块或

用户提供供给服务。 

缆线管廊：主要容纳中低压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照明等管线；采用盖

板沟槽或组合排管形式的，不设置通风、照明等附属设施，不考虑人员在内部

通行；主要为沿线地块或用户提供供给服务。 

第六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重庆市渝北区直管区，规划面积约 150 平方公里，主要包括

两路片区、三龙片区、空港新城、空港工业园、创新经济走廊、同德片区、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多宝湖片区、朝阳片区、兴旺片区与航空小镇、川渝

高竹新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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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规划期限 

规划基期年为 2020年，规划期限为 2021年至 2035年。其中近期为 2021年

至 2025 年，远期为 2025 年至 2035 年。 

第八条 规划深度 

本规划为市政工程详细规划深度，原则上五年进行一次修订，或根据城市

规划和重要地下管线规划的修改及时调整。 

第九条 规划原则 

（1）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从城市发展需求和建设条件出发，因城施策、分类施策，发挥综合管廊集

约布局管线作用，在实现城市市政管网系统整体布局最优的基础上，科学合理

确定综合管廊规划方案。 

（2） 经济实用、集约高效。 

注重综合管廊建设条件及效能分析，处理好综合管廊有效需求与建设成本

之间的关系，建设经济实用的综合管廊，满足管线使用和运营维护要求，提高

规划的可实施性。 

（3） 安全韧性、智能绿色。 

基于综合管廊全生命周期本质安全需求，按照源头防范、系统治理的原则，

运用各类数字化、智能化、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基础设施抵御风险的能力，为

构建安全、高效、便捷的基础设施系统提供重要保障。 

（4） 统筹衔接、远近结合。 

从统筹地上地下空间资源利用角度，加强相关规划之间的衔接，以综合管

廊布局引导地下管线优化布局，统筹综合管廊与相关设施的建设时序，适度考

虑远期发展需求，预留远景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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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规划成果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说明书、图集（包括规划成果图集、规划分析图集）

三部分组成，批准后规划图纸与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一条 规划依据 

1、国务院及其部门相关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主席令第 74 号） 

（2）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令第 146 号） 

（3）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发﹝2016﹞

6 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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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61 号） 

（6） 《关于开展中央财政支持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作的通知》（财建

﹝2014﹞839 号） 

（7）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专项债券发行指引》（发改办财金﹝2015﹞

755 号） 

（8） 《城市管网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15﹞201 号） 

（9） 《关于调整和完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制度的通知》（国发

〔2015〕51 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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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关于推进政策性金融支持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通知》（建城

﹝2015﹞157 号） 



重庆市渝北区城市综合管廊专项规划（2021—2025） 

5 

 

（12） 《关于推进开发性金融支持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通知》（建城

﹝2015﹞165 号） 

（13） 《关于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实行有偿使用制度的指导意见》（发改价

格﹝2015﹞2754 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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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2016﹞6 号） 

（15） 《关于建立全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信息周报制度的通知》（建

城﹝2016﹞69 号） 

（16） 《关于推进电力管线纳入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意见》（建城﹝2016﹞

98 号） 

2、重庆市相关政策文件 

（1） 《重庆市城市管线条例》（重庆市人大公告〔2016〕第 35 号） 

（2） 《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实施意见》（渝府发〔2016〕36

号） 

（3） 《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259 号） 

（4） 《重庆市城市综合管廊管理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 342 号） 

（5） 《重庆市城市综合管廊建设“十四五”规划（2021-2025 年）》（渝建

函〔2022〕67 号） 

（6） 《关于开展城市综合管廊专项规划修编工作的通知》（渝建人居

﹝2022﹞7 号） 

3、主要规范标准 

（1）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规划编制指引》（城建﹝2019﹞70 号） 

（2） 《特殊设施工程项目规范》（GB55028-2022） 

（3）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5083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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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5）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12） 

（6）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2015 年版） 

（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8）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 

（9） 《地下结构抗震设计标准》（GB/T51336-2018） 

（10）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12） 

（11）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2008） 

（1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8-2018） 

（13）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14）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15） 

（15）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15） 

（16） 《室外给水设计标准》(GB50013-2018) 

（17）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 

（18） 《城市给水工程项目规范》（GB55026-2022） 

（19） 《城乡排水工程项目规范》（GB55027-2022） 

（20）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2018 版） 

（21）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50370-2005) 

（22）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50217-2018） 

（23）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标准》（GB51354-2019） 

（24） 《城镇综合管廊监控与报警系统工程技术标准》（GB/T51274-2017） 

（25） 《山地城市紧凑型综合管廊工程技术标准》（报批稿） 

（26） 现行相关行业国家、省市及地方标准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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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区相关规划 

（1） 《重庆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2） 《重庆市主城区地下综合管廊规划》（2016） 

（3） 《重庆市主城区输变电和配变电设施布局规划（2015-2020）》 

（4） 《重庆市主城区通信设施及廊道规划（2015-2020）》 

（5） 《重庆市主城区燃气设施及廊道规划（2016-2020）》 

（6） 《重庆市主城区给水工程专项规划（2015-2020）》 

（7） 《重庆市主城区水厂布局调整分区规划》（2018～2030） 

（8） 《重庆市主城区排水工程专项规划（2015-2020）》 

（9） 《重庆市主城区地下管线综合专项规划（2015 版）》 

（10） 《重庆市主城区地下空间总体规划（2004-2020）》 

（11） 《渝北区国土空间分区规划（2021-2035 年）》（在编） 

（12） 《渝北区综合管廊建设专项规划（2016～2020）》 

（13） 《渝北区综合交通专项规划》 

（14） 《渝北区综合交通运输“十四五”规划》 

（15） 《渝北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 

（16） 《渝北区城市排水（雨水、污水）设施及管网建设“十四五”规划》 

（17） 《重庆市主城北部片区干线综合管廊修建性详细规划（2018-2030

年）》 

（18） 其他相关规划。 

第二章 规划可行性分析 

第十二条 建设综合管廊的必要性 

（1） 综合管廊是土地资源与地下空间集约利用的内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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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管廊是提高城市基础设施运行效率的必然途径； 

（3） 综合管廊是缓解交通压力的有效途径； 

（4） 综合管廊是解决市政扩容、管线新建、改造量大的终极途径； 

（5） 综合管廊可以改善环境、景观，提升城市品质和竞争力； 

（6） 综合管廊是结合地下空间开发解决市政需求的最佳途径； 

（7） 综合管廊有利于新形势下政府对公共资源（市政管线）的控制管理。 

第十三条 综合管廊建设可行性 

（1） 国家及重庆市出台了一系列关于综合管廊建设的相关政策； 

（2） 渝北区已具备系统建设综合管廊的经济基础； 

（3） 综合管廊的建设技术日趋完善和成熟。 

第三章 规划目标和规模 

第十四条 规划目标 

在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及重庆市关于综合管廊的规划建设要求，推进渝北

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工作，加强政府对地下空间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管

理的基础上，确定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布局，初步确定综合管廊及其附属设施的

建设要求，对综合管廊的建设、运营和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形成指导渝北区

综合管廊建设管理的纲领性文件，以推进管线建设新模式的进展，促进全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第十五条 规划规模 

规划干线管廊总长度为 72.66 千米，规划支线管廊总长度为 34.14 千米，规

划缆线管廊总长度为 244.4 千米，管廊总长度约 351.2 千米。全区新建道路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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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廊配建率不应低于 30%，全区城市道路综合管廊配建率不应低于 2%。 

第四章 规划建设区域 

第十六条 建设区域分类 

城市新区、更新区、重点建设区、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区和重要交通枢纽等

区域为优先建设区域。其他区域为一般建设区域。 

第十七条 优先建设区规划指引 

本规划优先建设区域主要为空港新城、创新经济走廊（石坪单元）、同德片

区、农业科技园、多宝湖、朝阳、兴旺片区与航空小镇、川渝高竹新区等。 

第十八条 一般建设区规划指引 

本规划一般建设区域主要为三龙片区、空港工业园、两路片区及创新经济

走廊（回兴单元）。 

第五章 规划统筹 

第十九条 新老城区统筹 

渝北区综合管廊规划统筹兼顾了新城区和老城区，与渝北区国土空间分区

规划、新城区规划同步编制；老城区城市更新、道路改造、管网改造、地下空

间开发等规划应与综合管廊规划统筹协调。 

第二十条 地下空间统筹 

地下管线、道路、轨道交通、人民防空、地下综合体等工程与综合管廊规

划统筹衔接，实施地下空间分层管控，促进城市地下空间的科学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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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管线统筹 

根据综合管廊规划布局方案，给水、电力、通信等管线专项规划应进行相

应优化、调整，既满足各专项工程需要，又满足管廊建设需要，整体提升市政

基础设施的服务保障能力。 

第六章 系统布局 

第二十二条 综合管廊线路布局原则 

应遵循因地制宜、系统规划、依托时机、远近结合、新老城区统筹兼顾原

则。 

第二十三条 采用综合管廊敷设方式的条件 

当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工程管线宜采用综合管廊集中敷设。 

（1）交通运输繁忙或地下管线较多的城市主干路以及配合轨道交通、地下

道路、城市地下综合体等建设工程地段； 

（2）城市核心区、中央商务区、地下空间高强度成片集中开发区、重要广

场、主要道路的交叉口、道路与跌路或河流的交叉处、过江隧道等； 

（3）道路宽度难以满足直埋敷设多种管线的路段； 

（4）重要的公共空间； 

（5）不宜开挖路面的路段。 

第二十四条 综合管廊建议线路确定因素 

（1）选线区域 

选线范围主要在优先建设区内。但考虑各片区综合管廊系统的连通以及与

电力隧道、轨道建设等基础设施共建的可能性，部分综合管廊可设置在优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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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区外围附近。 

（2）交通影响 

对城市交通和景观影响重大的主、次干道或快速干道，在其新建、改建、

扩建或大修时，可以考虑建设综合管廊，可避免因市政管线开挖道路影响城市

交通和景观。 

（3）管道安全 

保障管道安全是综合管廊建设的主要目的之一，规划中以保护市政干管为

重点，保证系统安全。综合管廊内至少设置一根市政干管（如 DN500 及以上给

水管、110KV 及以上电力电缆、通信骨干及主干管等）。 

（4）管位需求 

在地下管线管位相对紧张的路段可考虑建设综合管廊，不仅可以大大节省

城市地下空间，而且便于对各种管线维护和管理。 

（5）地下空间 

为了避免重复开挖，保证地下空间的合理分配，综合管廊可考虑结合其它

地下空间开发进行建设，如轨道交通、地下商场、地下停车场、地下人防设施

以及其它地下市政设施（如电力隧道、地下变电站等）等。 

（6）环境景观 

环境景观要求高的城市区域是综合管廊路由选择的重要指标，如城市广场、

景观走廊、景观大道、城市门户区域等。 

（7）经济可行性分析 

经济可行性是评价综合管廊路由合理与否的重要指标，主要针对不同路由

进行比较，一般管线越复杂、道路越繁忙则综合管廊的效益越明显。 

（8）周边用地功能 

公建设施集中的用地管线需求量大、使用单位更替较频繁带来管线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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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的几率较大，需要综合管廊来解决道路开挖的问题。 

（9）其它基础设施建设 

结合轨道交通建设、道路新建、道路改建、高压线下地以及地下空间开发

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实施综合管廊，可大大节省投资。机场、车站、码头、立

交桥、与河流、沟渠交叉口等困难路段可以通过综合管廊来解决。 

第二十五条 市政管线类型分析 

综合管廊建设以需求为导向，不同类型综合管廊应用结合市政管线类型分

析确定。 

干线综合管廊为市政贯通性和传输性通道，主要容纳市政“通过型”管线，

如管径 DN500 及以上给水管、110kV 及以上等级电力线缆等。 

支（缆）线综合管廊为服务周边地块的市政通道，主要容纳市政“服务型”

管线，主要包括电力中压线缆、通信管线、给水配水管线等。 

第二十六条 相邻行政区综合管廊衔接 

渝北区综合管廊规划布局同时与两江新区、江北区、北碚区对接，对接位

置以《重庆市主城北部片区干线综合管廊修建性详细规划（2018-2030 年）》为

准。 

第二十七条 综合管廊线路布置规划 

渝北区在建综合管廊 3.25公里；近期规划建设干、支线综合管廊总长 70.44

公里；远期规划建设干、支线综合管廊总长 36.36 公里。 

（1）空港新城：快速路四纵线、双桥路、悦港大道-长凯路、春华大道规

划干线综合管廊；悦港北路、舟济路、公园东路、兰桂大道-园芳二纵路规划支

线管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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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港工业园：长凯路、空港东路、东北环线规划干线综合管廊；博才

路、盛林路规划支线管廊。 

（3）多宝湖、同德、农业科技园片区：1#、2#规划主干路规划干线综合管

廊，沿 3#规划主干路、同德纵一路、同德横三路、农业科技园片区横一路、东

七路、纵一路、纵三路、纵四路建设支线综合管廊。 

（4）川渝高竹新区：川渝路规划干线综合管廊。 

（5）创新经济走廊、朝阳片区：石唐大道、盛兴大道、食品城大道规划干

线综合管廊；朝阳片区横二路、纵二路规划支线管廊。 

（6）三龙片区：民安大道、渝鲁大道、红黄路规划干线综合管廊。 

（7）沿已规划尚未建设的主、次干路及部分重要联通性支路建设缆线管廊。 

第七章 管线入廊分析 

第二十八条 入廊管线总体原则 

遵循“因地制宜、科学入廊”的入廊原则，结合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

及入廊管线技术开展分析，科学确定入廊管线，实现干线综合管廊、支线综合

管廊和缆线管廊有机衔接。 

第二十九条 电力缆线 

新建电力管线和电力架空线入地工程，应根据本区域综合管廊专项规划和

年度建设计划，同步入廊敷设。电力电缆应作为纳入综合管廊的主要管线。 

第三十条 给水、再生水管道 

给水、再生水管道传统的埋设方式受维修及扩容的影响，造成挖掘道路的

频率较高，给水、再生水管道属于压力流管线，无断面坡度的限制要求，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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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纳入综合管廊。 

第三十一条 通信管线 

通信管线一般包括电信管线、有线电视管线、信息网络管线等。目前国内

通信管线敷设方式主要采用架空或直埋两种。架空敷设方式造价较低，但影响

城市景观，而且安全性能较差，正逐步被埋地敷设方式所替代。 

通信管线纳入综合管廊需要解决信号干扰、防火防灾等技术问题，通信线

缆与中压电力电缆同舱敷设时，应采取可靠的技术措施规避中压电力电缆接头

爆燃事故对通信线缆的损毁风险。随着通信光纤的发展，通信光缆直径小、容

量大，进入综合管廊已不存在任何技术问题。本规划考虑将通信管线纳入综合

管廊。 

第三十二条 天然气管线 

天然气管线在综合管廊内敷设不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而破坏，可随时掌握

管线状况，发生泄漏事故时可即时采取相应救援措施，最大程度降低了灾害的

发生和造成的损失，避免了直埋铺设时管线维修引起的道路开挖及交通阻滞。

但燃气管线入廊需设置独立的舱室和通风口等附属设施，且需设置燃气泄漏报

警装置以及温度感应报警装置，燃气舱所有设备均需采用防爆型，增加了工程

造价及维护管理工作量，经济性较差。因此，本规划暂不纳入天然管线。 

第三十三条 污水管线 

局部区域的污水压力管可根据实际需要进入综合管廊。污水重力流管线在

竖向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可纳入综合管廊，但必须以不增加下游舱室埋深，不增

设排水提升泵站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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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条 雨水管线 

局部区域的雨水压力管可根据实际需要进入综合管廊。雨水重力流管线在

竖向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可纳入综合管廊，但必须以不增加下游舱室埋深，不增

设排水提升泵站为前提。 

第八章 综合管廊断面选型 

第三十五条 相关规范规定 

综合管廊断面的确定与施工方法、容纳的管线种类和地质条件等因素有关，

其断面尺寸的确定与其中收纳的管线所需空间有关，横断面设计应满足各类管

线的布置、敷设空间、维修空间、安全运行及扩容空间的需要。 

综合管廊的管道安装净距应符合《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

（GB5038）、《电力工程电缆管设计规范》（GB50217）、《光缆进线室设计规定》

（YD/T5151）等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六条 标准断面类型 

结合综合管廊布置情况与渝北区现状建设情况，本规划推荐采用矩形综合

管廊断面，特殊路段可酌情采用马蹄形等断面。 

管廊断面一般由高压舱、综合舱按照市政管线需求组合而成，其中高压舱

主要收纳 110kV/220kV 高压电缆；综合舱主要收纳通信、10kV 中压电缆、再生

水、给水管。 

本规划标准干、支综合管廊矩形断面一共有 3 类，分别为单舱室矩形断面、

双舱室矩形断面、三舱室矩形断面、 

本规划标准干、支综合管廊马蹄形断面一共有 2 类，分别为双舱室马蹄形

断面与三舱室马蹄形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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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线管廊根据线缆规模，采用浅埋盖板沟或组合排管断面。 

第三十七条 断面建设指引 

工程设计时，综合管廊断面尺寸、廊内管线横断面布局及舱室组合形式可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征求管线单位意见进行优化调整。 

第九章 三维控制线划定 

第三十八条 平面布置设计要求 

（1） 综合管廊原则上设置在道路下，平面中心线宜与道路中心线平行，

不宜从道路一侧转到另一侧； 

（2） 干线综合管廊宜设置在机动车道、道路绿化带下； 

（3） 支线综合管廊宜设置在道路绿化带、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下； 

（4） 缆线管廊宜设置在人行道下。 

第三十九条 纵断面设计要求 

综合管廊的覆土深度应根据地下设施竖向规划、行车荷载、绿化种植及设

计冻深等因素综合确定。为保证管廊上方过路管的敷设要求，尽量避免重力管

线与综合管廊的竖向冲突及考虑造价因素，建议综合管廊覆土厚度应不小于 2.5

米。暗挖综合管廊覆土厚度按 1.5 倍洞径考虑。 

综合管廊纵断设计应充分遵循“满足需要、经济适用”的原则，综合管廊

的纵断应基本上与所在道路的纵断一致，以减少土方量，坡度变化处应满足各

类管线折角的要求，纵断最小坡度需考虑沟内排水需要。 

缆线综合管廊的纵向坡度应以配合人行道纵向坡度为原则，纵向曲线必须 

满足收容缆线铺设作业要求，特殊段(暗渠段)覆土厚度至少应大于路面(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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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铺面砖厚度。 

第十章 重要节点控制 

第四十条 综合管廊与河道交叉 

综合管廊穿越河道时应该选择在河床稳定的河段，最小覆土深度应满足河

道管理和综合管廊安全运行的要求，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在Ⅰ-Ⅴ级航道下面敷设时，顶部高程应在远期规划航道高程 2.0 米

以下； 

（2） 在Ⅵ、Ⅶ级航道下面敷设时，顶部高程应在远期规划航道高程 1.0

米以下； 

（3） 在其他河道下面敷设时，顶部高程应在河道底设计高程 1.0 米以下。 

采用明挖方式建设管廊河段，管廊顶板与河道设计底高程间需保证大于 1

米的间距。采用顶管施工时。管廊顶板与河道设计底高程间需满足 5~7 米的间

距。 

第四十一条 综合管廊与轨道交叉 

（1） 综合管廊先于轨道施工时，控制覆土厚度不小于 2m，控制轨道区

间段顶板与管廊底板的净距不小于 5m； 

（2） 综合管廊与地铁同时施工时，竖向间距不小于 1m； 

（3） 综合管廊后于地铁施工时，水平间距不小于 3m，竖向间距不小于

5.0m； 

（4） 综合管廊与铁路线交叉时，参考《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GB50289），确定综合管廊距离铁路钢轨（或坡脚）的最小水平距离为 3.0m，

与铁路（轨底）的最小垂直距离为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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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综合管廊与地下建构筑物间的控制要求 

综合管廊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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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且不得小于下表规定： 

表 10-1 综合管廊与地下构筑物的最小净距 

施工工法 明挖施工 顶管、盾构施工 
综合管廊与地下构筑物水平净距 1.0m 综合管廊外径 

当综合管廊与两侧的地下空间出现交叉情况时，根据地下空间的规划方案，

综合管廊采取不同的方式穿过地下空间。当地下空间覆土厚度达到 3 米以上时，

采取与穿越轨道站体类似的方式，及管廊与地下空间共板设置；当地下空间覆

土较浅，应考虑将综合管廊与地下空间结合设施；当地下空间布置为交通功能

时，综合管廊可以拆分为两个单舱，分别布置在地下空间两侧。 

第四十三条 综合管廊与管线交叉 

综合管廊与相邻地下管线的最小净距应根据地质条件性质确定，且不得小

于下表规定： 

表 10-2 综合管廊与相邻地下管线的最小净距 

施工工法 明挖施工 顶管、盾构施工 
综合管廊与地下管线水平交叉净距 1.0m 综合管廊外径 
综合管廊与地下管线交叉垂直净距 0.5m 1.0m 

综合管廊与雨、污水管线交叉时，一般应尽量避让雨、污水管线。雨、污

水管线设计时，宜尽量在综合管廊覆土层或者管廊下方穿越。少数无法避开的

位置，综合管廊采用上倒虹或者下倒虹的方式穿越。 

综合管廊与地下管线平行建设时，采用明挖方式施工的，与地下管线的水

平间距小于 1 米；与地下管线交叉穿越时，采用明挖方式施工的，与地下管线

的垂直间距不小于 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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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监控中心及各类口部 

第四十四条 一般规定 

综合管廊根据《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50838-2015）《城市综合

管廊建设技术标准》（DBJ50/T-302-2018）要求设置监控中心、人员出入口、逃

生口、吊装口、进风口、排风口、管线分支口等配套设施。 

高于地面的配套设施应进行景观化处理，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第四十五条 监控中心 

本规划范围内共规划区级监控中心两座。其中，空港新城监控中心占地面

积 3000 ㎡，位于秋兰二纵路；创新经济走廊监控中心占地面积 2500 ㎡，位于

石港大道。 

第四十六条 进风口及排风口 

进风口及排风口的位置根据道路段面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可设置在道路的

人行道市政设施带、道路两侧绿化带或道路中央绿化分隔带。同时应考虑其位

置、高度对交通车辆、行人的视距影响，满足道路交通相关规范要求。 

第四十七条 吊装口 

吊装口宜布置在绿化带内，一般情况下宜兼顾人员出入功能。 

第四十八条 人员出入口 

人员出入口的位置应考虑对交通车辆、行人的视距影响，满足道路交通相

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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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条 逃生口 

逃生口宜同投料口、通风口等结合设置，逃生口井盖采用统一样式。 

第十二章 附属设施 

第五十条 一般规定 

干、支线综合管廊根据《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50838-2015）

《城市综合管廊建设技术标准》（DBJ50/T-302-2018）要求设置消防系统、通风

系统、供电系统、照明系统、监控及报警系统、排水系统、标识系统等附属设

施。 

第五十一条 消防系统 

（1） 含有下列管线的综合管廊舱室火灾危险性分类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舱室内容纳管线种类 舱室火灾危险类别 
天然气管线 甲 
阻燃电力电缆 丙 
通信线缆 丙 
热力管道 丙 
污水管道 丁 

雨水、给

水、再生

水管道 

塑料管等难燃管材 丁 
钢管、球墨铸铁管等不燃

管材 
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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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险性较大的管线确定； 

（3） 天然气管道舱及容纳电力电缆的舱室应每隔 200 米采用耐火极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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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包等防火封堵措施进行严密封堵； 

（4） 干线综合管廊中容纳电力电缆的舱室，支线综合管廊中容纳 6 根及

以上电力电缆的舱室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其他容纳电力电缆的舱室宜设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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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灭火系统。 

第五十二条 通风系统 

综合管廊宜采用自然进风和机械排风相结合的通风方式。 

第五十三条 供电系统 

综合管廊的消防设备、监控和报警设备、应急照明设备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规定的二级负荷供电。天然气管道舱室的监

控和报警设备、管道紧急切断阀、事故风机按二级负荷供电，且宜采用两回线

路供电；当采用两回线路供电有困难时，应另设置备用电源。其余用电设备可

按三级负荷供电。 

第五十四条 照明系统 

综合管廊内应设正常照明和应急照明。 

第五十五条 监控与报警系统 

综合管廊监控和报警系统宜分为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安全防范系统、通

信系统、预警与报警系统、地理信息系统和统一管理信息平台等。 

第五十六条 排水系统 

（1） 综合管廊内应设置自动排水系统； 

（2） 综合管廊的排水区间长度不宜大于 200m； 

（3） 综合管廊的低点应设置集水坑及自动水位排水泵。 

第五十七条 标识系统 

（1） 综合管廊的主出入口内应设置综合管廊介绍牌，并应表明综合管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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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时间、规模、容纳管线； 

（2） 人员出入口、逃生口、管线分支口、灭火器材设置处等部位，应设

置带编号的标识。 

第十三章 安全防灾 

第五十八条 抗震要求 

（1） 综合管廊工程应按乙类建筑物进行抗震设计，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

的有关规定； 

（2） 综合管廊的结构安全等级应为一级，结构中各类构建的安全等级宜

与整个结构的安全等级相同； 

（3） 综合管廊结构构建的裂缝控制等级应为三级，结构构建的最大裂缝

宽度限制应小于或等于 0.2 毫米，且不得贯通。 

第五十九条 防洪要求 

（1） 综合管廊地下工程应进行防水设计，根据气候条件、水文地质状况、

结构特点、施工方法和使用条件等因素进行，满足结构的安全、耐久性和使用

要求，防水等级标准应为二级。综合管廊的变形缝、施工缝和预制构件接缝等

细部构造应加强防水措施； 

（2） 综合管廊的人员出入口、逃生口、吊装口、进风口、排风口、管线

分支口等露出地面的构筑物应满足城市防洪要求，并采取防止地面水倒灌及小

动物进入的措施。 

第六十条 其他要求 

考虑综合管廊管线布置及以后施工、检修方便，应通过规划要求统一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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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管材的颜色或标记。 

第十四章 建设时序 

第六十一条 分期建设原则 

根据片区开发计划、道路交通建设计划、高压电缆、给水干管等重要管线

需求等提出综合管廊近期建设计划。 

第六十二条 分期调整原则 

综合管廊规划建设时序可随依托主体项目的建设时序进行调整。 

第六十三条 分期建设计划 

截止 2022年底，渝北区在建综合管廊有悦港北路综合管廊，长度为 3.25km。 

近期(至 2025 年)，全区共规划建设干线、支线综合管廊总长度为 70.44 公

里。包括快速路四纵线、悦港大道、椿萱大道、春华大道、双桥路、石唐大道、

东北环线、多宝湖 1#规划道路、2#规划道路、川渝路等干线管廊，合计 46.09

公里；公园东路、舟济路、同德片区纵一路、横三路、农业科技园横一路、东

七路、纵一路、纵三路、纵四路、多宝湖 3#规划道路、朝阳片区横二路、纵二

路等支线管廊，合计 24.35 公里。 

规划近期在综合管廊布局比较集中的区域共建设 2 座区级综合管廊监控中

心。 

综合管廊远期建设年限为 2026～2035 年，建设综合管廊总长度 36.36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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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投资匡算 

第六十四条 投资估算 

本规划研究范围内规划干、支线综合管廊建设总长度为 106.80 公里，其中

近期建设 70.44 公里，总投资约 50.93 亿元。 

第十六章 保障措施 

第六十五条 组织保障 

加强组织保障，成立“重庆市渝北区城市综合管廊建设领导小组”，设立综

合管廊专职管理机构，统筹协调、决策监督全区综合管廊项目建设及运营管理

工作，保障综合管廊工作有序、顺利推进。 

第六十六条 政策保障 

制定综合管廊市政管线入廊政策、建设费用等管理政策，结合《重庆市城

市地下综合管廊管理办法》及《关于城市综合管廊有偿使用收费的指导意见》

(渝建人居〔2022〕8 号)，出台渝北区综合管廊相应配套政策。综合管廊遵循统

一建设和管理、受益分摊、安全运营、安全环保的原则，明确入廊措施。全面

分析管廊建设路段沿线市政管线情况，对适合纳入综合管廊的市政管线实施

“强制入廊”政策。 

第六十七条 资金保障 

综合管廊设施建设资金应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性开发

性金融支持。同时要通过市场化手段，鼓励社会资金参与综合管廊设施的建设

与运营，引导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参与投资，采取独资、合资、特许经营等多种

市场化模式，实现投资主体社会化、多元化。建立健全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有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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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制度，入廊管线单位应向管廊建设运营单位支付管廊使用费用和运营管理

费用。 

第六十八条 管理保障 

成立综合管廊专门的管理机构，建立完善的监督协调机制。综合管廊维护

管理采用“管养分离”模式，由综合管廊运营企业全面委托专业维护管理企业

承担综合管廊日常维护管理工作。 

第十七章 附则 

第六十九条 解释单位 

本规划由重庆市渝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七十条 实施时间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实施。 

 



重庆市渝北区城市综合管廊专项规划（2021—2025） 

26 

 

第十八章 附表 

附表一：渝北区综合管廊规划情况一览表 

1、干线综合管廊 

编

号 
管廊路由 起止端点 

道路

类型 
道路 
等级 

路幅

宽度 
（m) 

长度

（km） 
收纳管线 

分舱

情况 

内断面尺

寸（高×

宽/m） 
实施时机 

施工

方法 
实施

时序 

1 
快速路四

纵线 
悦港北路~椿萱

大道 
在建

道路 
快速路 36 2.92 

110kV 电力:6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12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5.4×5 城市更新 明挖 近期 

2 悦港大道 
快速路四纵线~

悦港北路 
在建

道路 
主干路 40 3.05 

110kV 电力:6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12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5.4×5 道路建设 明挖 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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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管廊路由 起止端点 

道路

类型 
道路 
等级 

路幅

宽度 
（m) 

长度

（km） 
收纳管线 

分舱

情况 

内断面尺

寸（高×

宽/m） 
实施时机 

施工

方法 
实施

时序 

悦港北路~公园

东路 
在建

道路 
主干路 1.19 

220kV 电力:6 回 
110kV 电力:6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12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3 6×6 城市更新 明挖 近期 

3 椿萱大道 
快速路四纵线~

双桥路 
在建

道路 
主干路 66 0.77 

110kV 电力:8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12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3 6×6 城市更新 明挖 近期 

4 长凯路 
桃源大道~空港

东路 
现状

道路 
次干路 36 2.71 

110kV 电力:12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10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3 6×6 道路建设 暗挖 远期 

5 空港东路 博才路~长凯路 
现状

道路 
主干路 44 2.86 

220kV 电力:4 回 
110kV 电力:4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10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3 6×6 城市更新 暗挖 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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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管廊路由 起止端点 

道路

类型 
道路 
等级 

路幅

宽度 
（m) 

长度

（km） 
收纳管线 

分舱

情况 

内断面尺

寸（高×

宽/m） 
实施时机 

施工

方法 
实施

时序 

6 春华大道 

长凯路~舟济路 
在建

道路 
次干路 

44 

2.34 

110kV 电力:4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10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5.4×5 城市更新 明挖 近期 

舟济路~柑悦大

道 
在建

道路 
次干路 2.07 

110kV 电力:8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10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3 6×6 城市更新 明挖 近期 

7 双桥路 

椿萱大道~同茂

大道 
规划

道路 
次干路 

32 

0.96 

110kV 电力:8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12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3.8×3.5 道路建设 明挖 近期 

同茂大道~兰桂

大道 
规划

道路 
次干路 0.93 

220kV 电力:4 回 
110kV 电力:8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12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3 8.7×3.5 道路建设 明挖 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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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管廊路由 起止端点 

道路

类型 
道路 
等级 

路幅

宽度 
（m) 

长度

（km） 
收纳管线 

分舱

情况 

内断面尺

寸（高×

宽/m） 
实施时机 

施工

方法 
实施

时序 

8 民安大道 
新溉大道~红石

路 
现状

道路 
次干路 44 1.79 

110kV 电力:8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12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3 6×6 城市更新 暗挖 远期 

9 渝鲁大道 
新溉大道~五红

路 
现状

道路 
主干路 40 2.01 

110kV 电力:16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10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3 6×6 城市更新 暗挖 远期 

10 盛兴大道 

宝圣隧道~食品

城大道 
现状

道路 
主干路 

70 

2.42 

110kV 电力:6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8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5.4×5 城市更新 暗挖 远期 

食品城大道~西
港大道 

现状

道路 
主干路 0.74 

110kV 电力:12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8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3 6×6 城市更新 暗挖 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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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管廊路由 起止端点 

道路

类型 
道路 
等级 

路幅

宽度 
（m) 

长度

（km） 
收纳管线 

分舱

情况 

内断面尺

寸（高×

宽/m） 
实施时机 

施工

方法 
实施

时序 

西港大道~石唐

大道 
现状

道路 
主干路 5.19 

110kV 电力:8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8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5.4×5 城市更新 暗挖 远期 

11 
食品城大

道 
加工区四路~盛

兴大道 
现状

道路 
次干路 44 2.99 

110kV 电力:6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10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5.4×5 城市更新 暗挖 远期 

12 石唐大道 

机场南路~盛兴

大道 
规划

路 
主干路 

44 

4.3 

110kV 电力:4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8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5.5×3.2 道路建设 明挖 近期 

盛兴大道~桐桂

大道 
规划

路 
主干路 2.57 

110kV 电力:10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8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3 6.3×3.5 道路建设 明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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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管廊路由 起止端点 

道路

类型 
道路 
等级 

路幅

宽度 
（m) 

长度

（km） 
收纳管线 

分舱

情况 

内断面尺

寸（高×

宽/m） 
实施时机 

施工

方法 
实施

时序 

13 
松石大道-
五红路 

余松路~渝鲁大

道 
现状

道路 
主干路 54 5.86 

110kV 电力:12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10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3 6×6 城市更新 暗挖 远期 

14 东北环线 

空港东路~1#规
划道路 

规划

道路 
主干路 

54 

2.68 

110kV 电力:8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10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6.7×3.2 道路建设 明挖 近期 

1#规划道路~同
德纵一路 

规划

道路 
主干路 3.59 

110kV 电力:4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10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5.9×3.2 道路建设 明挖 近期 

15 
多宝湖 1#
规划道路 

~ 
规划

道路 
主干路 40 5.95 

110kV 电力:8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10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6.7×3.2 城市更新 明挖 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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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管廊路由 起止端点 

道路

类型 
道路 
等级 

路幅

宽度 
（m) 

长度

（km） 
收纳管线 

分舱

情况 

内断面尺

寸（高×

宽/m） 
实施时机 

施工

方法 
实施

时序 

16 
多宝湖 2#
规划道路 

~ 
规划

道路 
主干路 40 6.79 

220kV 电力:4 回 
110kV 电力:4 回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8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6.2×3.2 城市更新 明挖 近期 

17 川渝路 ~ 
规划

道路 
主干路 32 5.98 

110kV 电力:4 回 
10kV 电力:25 回 
给水:DN8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5.5×3.2 城市更新 明挖 近期 

2、支线综合管廊 

编

号 
管廊路由 起止端点 

道路

类型 
道路 
等级 

路幅

宽度 
（m) 

长度

（km） 
收纳管线 

分舱情

况 

内断面尺

寸（高×

宽/m） 
实施时机 

施工

方法 
实施

时序 

1 
多宝湖 3#
规划道路 

 
规划

道路 
主干路 40 4.3 

110kV 电力:4 回 
10kV 电力:25 回 
给水:DN6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5×3.2 道路建设 明挖 近期 



重庆市渝北区城市综合管廊专项规划（2021—2025） 

33 

 

编

号 
管廊路由 起止端点 

道路

类型 
道路 
等级 

路幅

宽度 
（m) 

长度

（km） 
收纳管线 

分舱情

况 

内断面尺

寸（高×

宽/m） 
实施时机 

施工

方法 
实施

时序 

2 公园东路 

柑悦大道~舟
济路 

现状

道路 
主干路 

40 

1.12 

110kV 电力:4 回 
10kV 电力:25 回 
给水:DN6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5×3.2 
电缆隧道建

设 
明挖 近期 

舟济路~悦港

大道 
现状

道路 
主干路 3.09 

220kV 电力:6 回 
110kV 电力:8 回 
10kV 电力:25 回 
给水:DN5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3 7.6×3.5 
电缆隧道建

设 
明挖 近期 

3 舟济路 

公园东路~萱
华路 

规划

道路 
支路 

18 

0.8 
220kV 电力:4 回 
110kV 电力:8 回 
10kV 电力:25 回 
给水:DN5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3 7.6×3.2 
电缆隧道建

设 
明挖 近期 

萱华路~东端 
现状

道路 
支路 2.2 3 7.6×3.2 

电缆隧道建

设 
明挖 远期 

4 兰桂大道 
双桥路~园芳

二纵路 
现状

道路 
主干路 40 1.1 

110kV 电力:8 回 
10kV 电力:25 回 
给水:DN5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5.7×3.2 城市更新 明挖 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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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管廊路由 起止端点 

道路

类型 
道路 
等级 

路幅

宽度 
（m) 

长度

（km） 
收纳管线 

分舱情

况 

内断面尺

寸（高×

宽/m） 
实施时机 

施工

方法 
实施

时序 

园芳二纵路 
兰桂大道~柑

悦大道 
现状

道路 
支路 20 0.54 

110kV 电力:8 回 
10kV 电力:25 回 
给水:DN5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5.7×3.2 城市更新 明挖 远期 

5 博才路 
观湖路~空港

东路 
现状

道路 
次干路 26 3.3 

110kV 电力:4 回 
10kV 电力:25 回 
给水:DN5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4.9×3.2 城市更新 明挖 远期 

6 盛林路 
翔运路~同德

纵一路 
现状

道路 
次干路 44 2.68 

110kV 电力:4 回 
10kV 电力:25 回 
给水:DN500 
再生水:DN300 
通信:24 回 

2 4.9×3.2 城市更新 明挖 远期 

7 

同德纵一路  
规划

道路 
次干路 

26 

5.67 
220kV 电力:4 回 
110kV 电力:4 回 
10kV 电力:20 回 
给水:DN300 
再生水:DN200 
通信:24 回 

2 5.2×3.2 道路建设 明挖 近期 

同德横三路  
规划

道路 
次干路 0.74 2 5.2×3.2 道路建设 明挖 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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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号 
管廊路由 起止端点 

道路

类型 
道路 
等级 

路幅

宽度 
（m) 

长度

（km） 
收纳管线 

分舱情

况 

内断面尺

寸（高×

宽/m） 
实施时机 

施工

方法 
实施

时序 

8 

朝阳横二路 
朝阳纵一路~
朝阳纵六路 

规划

道路 
次干路 

26 

1.6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400 
再生水:DN- 
通信:18 回 

1 2.9×2.6 道路建设 明挖 近期 

朝阳纵二路 
朝阳横二路~
机场南路 

规划

道路 
次干路 0.81 1 2.9×2.6 道路建设 明挖 近期 

9 

农科园横一

路 
 

规划

道路 
次干路 

36 

0.95 

10kV 电力:24 回 
给水:DN400 
再生水:DN- 
通信:18 回 

1 2.9×2.6 道路建设 明挖 近期 

农科园东七

路 
 

规划

道路 
次干路 1.08 1 2.9×2.6 道路建设 明挖 近期 

农科园纵一

路 
 

规划

道路 
次干路 2.21 1 2.9×2.6 道路建设 明挖 近期 

农科园纵三

路 
 

规划

道路 
次干路 0.75 1 2.9×2.6 道路建设 明挖 近期 

农科园纵四

路 
 

规划

道路 
次干路 1.2 1 2.9×2.6 道路建设 明挖 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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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干线管廊（己建、在建道路） 渝北区直管区

重庆市渝北区城市综合管廊专项规划 综合管廊系统规划图

例

图 

2023.2日  期
规划支线管廊（未建道路）

现状干线管廊

规划干线管廊（未建道路）

规划支线管廊（己建、在建道路）

现状支线管廊

区外干线管廊

综合管廊监控中心

重庆市渝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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