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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地下综合管廊试
点工程（2015-2017）

选址西海岸新区

包括美安科技新城，新海
港、博义、盐灶、八灶棚户改造
区和椰海大道南侧4个项目

管廊全长43.24公里，总
投资38.47亿元

其 中 西 海 岸 南 片 区
21.53公里，美安科技新城
4.6公里，新海港棚户改造区
5.88公里，博义、盐灶、八灶
棚改区 1.13公里，椰海大道
10.1公里。

2015年海口市计划实施建设
6个地下综合管廊项目

分别为长滨路管廊、长滨
十七街管廊、海秀路管廊、天
翔路管廊、海涛西路管廊、长
秀大道（西段）管廊

总长约11.10公里

总投资约8.43亿元

海口市地下综合管廊试点

实施计划

【高级层面】 专家：提前建立三维可视的地下城

【初级层面】 市民：易被水淹，地下空间安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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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9日，海口海府一横路（白龙南至
海府路方向）路面出现塌方，路面惊现一个
洞口面积约1平方米、深约5米的大坑，地
下掏空面积达150平方米。

据调查，塌方是地下一条雨水方沟和
一条排污管道损坏造成的。污水管道损坏
导致的漏水，持续冲刷路基沙土，道路基础
逐渐被掏空，最后在车辆重压下路面形成
了塌方。

海口还有多少地下管网和地下设施存
在隐患？城市建设和管理者不无担忧。

“以人民防空工程为例，由于我国城市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缺乏统一规划、统一计
划、统一标准、统一管理，大量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边设计、边施工建造起来的人防工程，
已经给城市进一步规划建设造成困难。而
近年来，因城市建设需要和工程质量问题又

拆除、报废了许多人防工程，造成浪费。另
外，一些乱挖乱建的地下排污设施还造成地
下水位降低、地面沉降、地下水污染等问
题。这都是城市地下空间‘重建轻管’造成
的。”海口市民防局一位工程师认为。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化水平的提
高，城市空间进入“上天入地”立体开发阶
段，向地下要交通，向地下要商业，向地下要
文化等等，使得地下空间管理和控制变得举
足轻重。

“当地下空间的规模越来越大，设计质
量越来越高，抗灾能力越来越强，建设仅成
为立法、规划、设计、经营管理等开发体系中
的一个环节。此次规划，意味着海口在向完
善和健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体系迈步。”海
口市规划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海口11月23日讯）

上下班高峰拥堵的
车流、川流不息的人群、
鳞次栉比的楼房……海
口发展至今天，迫切需要
向地下要空间，以引导人
车立体分流、减少环境污
染、改进城市生态。

但不同的人对地下
空间有着不同层面的理
解和认识。作为沿海风
暴潮多发城市的海口，
自然灾害会否给地下空
间带来隐患？地下空间
要如何开发，才能在何
种程度解决海口用地紧
张、交通拥挤等问题？

近日海口市规委会
审议通过的《海口地下
空 间 开 发 利 用 规 划
（2013-2020）》，引起社
会各界广泛关注。

海口未来的地下地
图到底该怎样描绘？本
报记者走访多位专家发
现，对海口而言，地下空
间规划的意义，并不在
于立刻上多少项目，而
在于给地下的未来发展
留下空间。

海口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使城市有了立体发展的可能

滨海城市如何向地下要空间？
■ 本报记者 刘贡

地下车库入口用沙包堆挡住，虽然
防止了进水，但同时也无法停车。一年
多来，海口湾杜鹃路与海棠路交叉处一
小区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路人不禁
吐槽：“这地下停车场白建了！”

当海口热议地下轨道建设时，一部
分市民仍为沿海城市海拔低、暴雨积
水、风暴潮入侵、气候导致海水上涨等
担忧，“建好后泡水了怎么办？”产生这
种担忧的直接原因，是2014年两场强台
风带来的风暴潮的袭击，当时海口的海
甸岛、长堤路、骑楼老街、盐灶、八灶等
老城区以及海口湾部分地区被浸泡在

水中数小时，情景历历在目。
“沿海城市对地下空间被水淹的担

心不无道理，但各种情况都有应对的办
法。”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工
程师刘荆负责此次海口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规划，他在调研后认为，首先应该
在易积水路段做好口部的设计；其次，
在积水路段考虑截水和修小规模雨水
调蓄池；再次，海绵城市有对雨水调蓄
的要求，可以结合防洪排涝规划做大规
模的雨水调蓄设施；最后，对海口来说，
老城区的排水管网需要改造。

“没有完工的地下空间容易内涝。”

回想起2014年超强台风“威马逊”水淹
高铁海口东站站前广场地下商场的场
景，海南寰城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王锋认为，地下商场被淹的最主要原
因是工程未完工，没形成闭合空间，再
加上老城区排水系统的问题，令人防不
胜防。

总不能因噎废食。在被访专家看
来，海口发展至今天，迫切需要引导人
车立体分流、减少环境污染、改进城市
生态，且海口已建成的地下空间大部分
使用情况良好。

据介绍，城市地下空间一般应用于
8个领域，包括城市地下通道、城市地
铁、隧道等交通设施；地下商城、水下游
乐馆等商业设施；地下车库；地下管廊；
人民防空等城市综合防灾设施；军事工
程；地下油库等仓储设施；增加建筑面
积、抗灾防震等高层建筑地下空间等。
海口市民熟悉的地下空间有明珠广场、
百汇城、京华城、望海国际广场、东环高
铁美兰站、东环高铁海口东站等，尤其
海口许多大型超市、住宅楼地下停车库
等，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老城区的城市公共中心、商业金融
中心、商务办公等核心区已基本形成，地
下空间可以疏解城市交通压力、改善地
面环境和提高土地利用率，为城市中心
区发展带来新动力……新城区的地下空
间与地上统一规划，开发与市政统一落
实，与商业开发相协调，与停车场建设相
结合，与综合防灾体系同推进……”

在10月22日召开的海口市规划委
员会第17次会议上，专家们听取设计单
位汇报，关注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总体
布局，焦点集中在近远期规划、交通发
展以及重要节点上。

根据规划，远期（2020年），海口市
地下空间的发展为“两轴、一线、八点”的
平面布局形态。两轴，指轨道交通主城
区南北向和东西向发展轴；一线，指为串
联市级行政区中心和西海岸新区中心区
的地下空间发展线；八点，即综合评分得
出地下空间开发价值较高的重要节点，

包括市级行政中心区、西海岸新区中心
区、海口火车站商务服务中心、白龙路商
业中心、大英山城市综合中心区、海口东
站综合交通枢纽区、江东片区区级商业
中心以及海秀片区区级公共中心。

远景（2050年），将各级公共中心、
重要功能地段或重要工程设施为重点
和发展源，以轨道交通网络为骨架发展
轴，通过地下空间开发促进和带动周边
区域发展，辐射整个中心城区，形成点、
线、面相结合，功能多元、规模层次性强
的地下空间平面空间布局体系。

一提到地下交通，市民马上热议
“海口要建地铁了吗”？刘荆介绍，海口
正在研究地铁项目，目前先展开交通大
调查，但轻轨建设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远景来看，海口总共将建4条轻轨、4条
有轨电车线。

“有轨电车在地上建，轻轨可以建
在地上或地下，轻轨和地铁最主要的区

别是运力不同。”刘荆解释，按照国家
“十二五”交通规划，300万人口的城市
才可以建地铁，目前海口的人口基数还
不到，所以现在发展轻轨加有轨电车。

海口地下交通系统规划包括轨道
交通预留规划、地下停车设施规划、地
下机动车道路、地下人行过街道路等。
其目标是城市地上与地下交通系统有
机、完整、统一，上下部各种交通方式之
间衔接组合、换乘方便合理。

“海口夏季长，高温、多台风暴雨，日
照时间长，紫外线强，别说人行走在烈日
下受不了，就是车停在烈日下暴晒也舍
不得。”王锋认为，城市的重要节点，尤其
是火车、汽车场站，利用地下空间实现交
通换乘，对海口有着特别的意义。

规委会上专家们普遍认为，轨道交
通、停车设施、综合管廊、防灾减灾、环
境保护等，都是海口迫切需要发展的分
项地下空间目标。

海口市地下综合管廊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全体人员连轴转了3个月，完成了4
个项目的立项批复、可研、环评、选址、用
地预审、用地规划许可证。11月19日下
午，总经理王俊刚拿到施工许可证后，一
边感慨“终于可以动工了”，一边说，现在
是埋头苦干期，但还要同时思考项目建
成后的运营和管理。

由于国内地下管廊试点区域的使
用范围并不广，推行也存在困难，有专
家提出，是否将BIM技术（即建筑信息
模型）应用到项目生命周期管理方面？

对此，海南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研
究院院长苏金明认为，一方面，海口的
地下空间管控、开发利用很有必要，应
按照统筹规划、互联互通、超前管控、分
步推进的原则实施。通过地下管廊建

设，整合地下管线，减少地面开挖和重
复建设，提高城市市政服务能力，减少
人为因素诱发的各种灾难。通过地下
空间的合理利用，疏解地面交通、提高
土地利用率、缓解停车难、提供避灾空
间。另一方面，海口现在就应该引入

“互联网+智慧城市”理念，通过BIM技
术建设和信息化手段管理，在电脑上展
示一座三维可视的地下城。

苏金明解释，BIM技术是以建筑工
程项目的各项相关信息数据作为模型
的基础，进行建筑模型的建立，通过数
字信息仿真模拟建筑物所具有的真实
信息。它具有可视化、协调性、模拟性、
优化性和可出图性等特点。

比方说，建筑图纸拿在手里，是平
面的线条，但其真正的构造形式就需要

建筑业参与人员去自行想像。简单的
建筑物想像也未尝不可，但地下建筑不
仅复杂，且无法看到全貌，施工和维护
时，光靠人脑去想像就未免有点不太现
实。那么建立以BIM应用为载体的项
目管理信息化，其模型可以三维渲染动
画，给人以真实感和直接的视觉冲击；
其数据库可以准确快速计算工程量，提
升施工预算的精度与效率；三维可视化
功能再加上时间维度，甚至可以进行虚
拟施工，大大减少建筑质量问题、安全
问题，减少返工和整改。

此次规划亦指出，海口应建立地下空
间管理信息平台，包括管线类地下空间和
建筑类地下空间两个部分内容。前期，将
地下空间的适建性、资源量等融入到地下
空间数据库中，确定地下空间供应清单。

“地下空间的开发其实就是地下空间的
管控，与其说我们在做一个地下空间利用的
规划，不如说我们正在为城市未来发展留
白。”海口市副市长任清华评价本次海口地
下空间利用规划，认为重点在于为未来综合
开发先留下空间，有了资源，城市就有了立
体发展的可能。管控的意义大于现阶段去
热议如何建设项目。

规划指出，近期结合新区建设和旧城改
造项目，同步开发地下空间资源，扩大城市
空间容量，缓解城市交通矛盾，同时控制重
要地下交通和市政廊道，为远期开发预留地
下空间资源。

预留是什么概念呢？海口市城市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原副总工程师吴宁海用实例
介绍道，国贸玉沙片区改造时，参照国内外
商业中心地下空间利用的办法，预留了东、
西两个方向的地下接口。往东，可以与其他
项目的地下停车场相连；往西，可以跨过国
贸三横路，与另一地块相连。

“虽然附近项目建设不同步，预留的接
口尚没有打通，但未来国贸旧改片区，以及

往万绿园的地下过街通道，整个大范围的地
下空间完全可以实现互联互通。”吴宁海表
示，当时这个设计对海口而言比较超前，现
在来看刚好符合城市发展需求。

刘荆认为，城市总体规划、综合交通规
划修编，应重点考虑轨道交通选线，确定线
路走向，并结合控制性详规确定车站位置。
如长秀大道、海盛路、海秀西路、海秀中路、
国兴大道、白龙北路、白龙南路、琼州大道、
凤翔东路、凤翔西路、龙昆北路、丘海大道，
作为地下轨道交通的预留主干道，禁止建设
经营性地下空间项目。在必须开发这些地
下空间时，必须同时开发出地铁隧道。地下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地上地下要一体化设计。

据悉，近期，海口将启动有轨电车1号
线工程，即澄迈老城至美兰机场，途经粤海
大道、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新大洲大
道、海榆大道、海口绕城高速，全长48.7公
里。未来，轻轨2号线由海口火车站至桂林
洋高校区，主城区走地下，江东片区走地上，
途经长秀大道、海盛路、海秀西路、海秀中
路、国兴大道、白驹大道，全长39公里。

与以往的规划不同，《海口地下空间开
发利用规划（2013-2020）》一大特色体现
在规划与规定同时编制和通过。“地下空间
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尽管还是草稿，但列在
规划文本中，占据了规划第八十四条至九十
一条的位置。

而规定包括“住宅地下室规划管理规
定”“轨道交通预留管理规定”“人行地道规
划管理规定”“地下车库规划管理规定”“地
下设施出入口管理规定”“市政公用设施规
划管理规定”等。

“国内外经验表明，地下空间作为国有
资源及开发的不可逆转性，决定了制定和实
施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必须以法律
法规的形式加以保护。”海口市规划局有关
负责人认为，从目前各大中城市的情况看，
通过立法的形式保证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决
策的合理、科学、慎重，保护资源和保障使用
尤为重要而迫切。

本次规划中，如规定海口地下室退让用
地界线不少于3米，退让城市道路规划红线

不少于5米，退让周边既有建筑不少于10
米；与地铁车站相连接的地下街道以及大型
公共建筑地下室的标高宜与车站站厅层标
高一致，出现较大落差应设置自动人行道；
地下停车库的车辆出入口，距离城市道路的
规划红线不小于7.5米，并在一定范围内不
应当有遮挡障碍物；地下街道规模的确定应
综合考虑该区域长远发展规划以及地下街
道通行能力等因素，地下街道建筑总面积不
宜小于5000平方米，并设置必要的水、风、
电等设施；地下设施通风井的进风口和排风
口宜分开建设，其水平距离不小于10米，垂
直距离不小于6米；当同一地下空间涉及多
用途发生冲突时，应首先安排地下公共空间
和市政设施。

刘荆分析认为，海口湾那个用沙袋护住
的地下车库，就是在建筑设计阶段缺少地形
分析，没退让城市道路一定距离。所以明明
就是低地建车库，口部又不处理，补救又无
足够距离。今后立法立规后，这些“初级错
误”就不会再犯了。

理念，决定地下的“深度” 规划，对谁敲响了“警钟”

政府：地下空间将怎么建？【中级层面】

为地下留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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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空俯瞰海口琼山
区府城红城湖一带城市
建设景象。

上下班高峰拥堵的
车流、川流不息的人群、
鳞次栉比的楼房……海
口发展至今天，迫切需
要向地下要空间。
本报记者 张杰 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