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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201 南绕城高速、G568 兰永一级公路隧道提质升级整治工程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一、设计依据 

（1） 《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行动技术指南》； 

（2） 《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JTG H12-2015）； 

（3） 《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二册 交通工程及附属设施》（JTG D70/2-2014）； 

（4） 《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60-2020）； 

（5）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2017）； 

（6） 《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2017）； 

（7） 《公路隧道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施工技术规范》（JTG/T F72-2011）； 

（8）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F80-1-2017）； 

（9） 《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2015）。 

二、概况 

2.1 隧道概况 

根据业主单位委托，对 G2201 南绕城高速、G568 兰永一级公路部分隧道进行提质升级整治工

程设计，具体实施范围见隧道一览表（表 2-1）。 

表 2-1  隧道一览表 

序号 线路 监管单位 隧道名称 方向 桩号 

1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定远一号隧道 上行 SK1+794 

2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定远一号隧道 下行 XK1+454 

3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定远二号隧道 上行 SK4+096 

4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定远二号隧道 下行 XK4+104 

5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官滩沟隧道 上行 SK9+286 

6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官滩沟隧道 下行 XK9+275 

7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兵草岭隧道 上行 SK11+924 

8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兵草岭隧道 下行 XK11+900 

9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西果园隧道 上行 SK21+137 

10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西果园隧道 下行 XK21+079 

11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岗家营隧道 上行 SK26+900 

序号 线路 监管单位 隧道名称 方向 桩号 

12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岗家营隧道 下行 XK26+855 

13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西山岭隧道 上行 SK30+299 

14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西山岭隧道 下行 XK30+254 

15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石板山隧道 上行 SK31+528 

16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石板山隧道 下行 XK31+464 

17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贾家山隧道 上行 SK32++456 

18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贾家山隧道 下行 XK32+494 

19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牟家大山隧道 上行 SK33+743 

20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牟家大山隧道 下行 XK33+729 

21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广家坪隧道 上行 SK35+494 

22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广家坪隧道 下行 XK35+505 

23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西固一号隧道 上行 SK38+558 

24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西固一号隧道 下行 XK38+557 

25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西固二号隧道 上行 SK41+951 

26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西固二号隧道 下行 XK41+912 

27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西固三号隧道 上行 SK42+914 

28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西固三号隧道 下行 XK42+850 

29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柳泉一号隧道 上行 SK45+059 

30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柳泉一号隧道 下行 XK44+979 

31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柳泉二号隧道 上行 SK46+316 

32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柳泉二号隧道 下行 XK46+238 

33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柳泉三号隧道 上行 SK47+430 

34 G2201 南绕城高速 兰州公路局 柳泉三号隧道 下行 XK47+352 

35 G568 兰永一级 兰州公路局 河口隧道 上行 SK48+750 

36 G568 兰永一级 兰州公路局 河口隧道 下行 XK48+756 

37 G568 兰永一级 兰州公路局 恐龙湾隧道 上行 SK69+616 

38 G568 兰永一级 兰州公路局 恐龙湾隧道 下行 XK70+617 

2.2 设计标准 

1）分离式断面设计，双向四车道，设计行车速度为 80km/h。 

2）断面形式如下： 

分离式隧道：行车道宽度 2×3.75m，左侧宽路缘带宽 0.5m，右侧 0.75m，两侧设 0.75m 宽检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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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隧道净宽 0.75+0.5+2×3.75+0.75+0.75=10.25m，净高 5m，拱顶高 7m。 

紧急停车带：行车道宽度 2×3.75m，路面右侧停车道加宽 2.75m，左侧路缘带宽 0.5m，右侧 0.75m，

两侧设 0.75m 宽检修道，隧道净宽 0.75+0.5+2×3.75+2.75+0.75+0.75=13m，净高 5m。 

三、隧道交通安全设施运营现状 

经与业主沟通，本次提质升级整治工程计仅对洞门立面标记、洞内反光轮廓带及隧道出口波形

护栏与衬砌侧壁搭接三部分进行设计。现状如下： 

①洞门自路面 3m 高范围已设置了立面标记，不满足《技术指南》基本要求。 

②隧道出口已设置了波形护栏过渡段，满足《技术指南》基本要求，但未按照条文鼓励措施与

衬砌侧壁搭接。 

③洞内未见设置反光轮廓带。 

四、隧道提质升级方案 

4.1 立面标记 

（1）隧道洞门应设置立面标记，采用反光膜粘贴形式全洞门设置。立面标记为黄黑相间的倾

斜线条，倾角为 45°，线宽为 15m，线条向下倾斜的一侧朝向车行道。 

（2）反光膜应符合 GB/T18833《道路交通反光膜》规定的技术要求，并通过规定的测试方法

满足色度性能、逆反射性能、耐候性能、耐盐雾腐蚀性能、耐溶剂性能、抗冲击性能、耐弯曲性能、

耐高低温性能、收缩性能、附着性能、防沾纸的可剥离性能、抗拉荷载等。 

 
图 4.1  隧道洞门立面标记示意图 

4.2 隧道出口波形护栏与衬砌侧壁搭接 

根据实际情况对 8m 长范围内的波形护栏及立柱进行拆除，然后按照衬砌实际位置调整线形，

重新打设钢管立柱，架设波形梁护栏与隧道衬砌侧壁搭接。 

1）材料要求 

(1)波形梁板、立柱、端头、防阻块等所有基底金属材质为碳素结构钢(不低于 Q235)，其力学性

能及化学成分符合 GB/T700《碳素结构钢》的规定；连接螺栓、螺母、垫圈、横梁垫片等所用基底

金属材质为碳素结构钢，抗拉强度不小于 375N/mm2；高强度拼接螺栓连接件应选用优质碳素结构

钢或合金结构钢制造，其力学性能及化学成分应符合 GB/T699《优质碳素结构钢》或 GB/T3077《合

金结构钢》的规定。 

(2)A 级波形梁护栏板采用 3mm 厚波形梁板，SB 级波形梁护栏板采用 4mm 厚波形梁板。A 级

护栏采用防阻块形式 140×4.5mm 圆形钢管立柱，SB 级护栏采用□130mm×130mm×6mm 型钢立

柱；护栏与立柱均采用防阻块连接；波形梁、立柱、端头、防阻块、紧固件等构件外形尺寸及允许

偏差、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等应符合 GB/T31439《波形梁钢护栏》的规定。 

(3)护栏钢构件采用热浸镀锌浸塑复合涂层的防腐处理，护栏的波形梁钢板、防阻块、端头、钢

立柱、柱帽等钢构件的平均镀锌层附着量不小于 275g/㎡(平均镀锌层厚度不小于 39μm)；螺栓、螺

母、垫片等紧固件的平均镀锌层附着量不小于 120g/㎡(平均镀锌层厚度不小于 17μm)；所有钢构件

涂塑层最小厚度为 250μm。具体颜色在使用过程中结合现状进行选用。 

(4)螺栓连接件在镀锌后应清理螺纹或作离心分离处理，保证镀锌的厚度和均匀度。构件镀锌后，

外表面应整洁光泽，不得有明显的气泡、裂纹、疤痕、毛刺等缺陷。 

(5)防腐处理符合 GB/T31439.1(2)《波形梁钢护栏》及 GB/T18226《公路交通工程钢构件防腐技

术条件》等的规定，通过交通部交通工程检测检验验收合格。热浸镀锌所用的锌应为 GB470《锌锭》

中所规定的的 Zn99.995 或 Zn99.99 牌号。 

本项目护栏整体颜色为薄荷绿[RAL 国际色卡(劳尔色卡 RAL6029)]和浅灰色[RAL 国际色卡(劳

尔色卡 RAL7035)]，具体颜色在使用过程中结合现状进行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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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隧道出口波形护栏与衬砌侧壁搭接 

2）施工注意事项 

施工工艺：立柱、波形梁、螺栓制作→运输→测量放样(挖方段测量放样后钻孔)→植桩→防阻

块安装→挂板、调整→紧固连接和拼接螺栓 

(1)原材料进场按相关规定频率抽检，合格后方可使用。 

(2)运输：立柱、护栏板、螺栓等在工厂内制作完毕后，运至施工现场安装。在运输过程中，应

做好成品的保护工作。 

(3)根据设计要求及实地情况，放样时以桥梁、通道、涵洞、中央分隔带开口和隧道进出口等作

为控制点进行测距定位，保证立柱间距，定出立柱准确位置和标准高度，利用调整段调整立柱间距，

用石灰标明具体位置，并使立柱与道路线形一致。当土路肩宽度大于等于 0.75m 时，保证立柱外边

缘到路肩的最小距离大于等于 0.25m；当土路肩宽度为 0.50m 不能保证立柱外边缘到路肩的最小距

离大于等于0.25m时，应采用减小立柱间距或采用混凝土独立基础或加强护栏防护等级等方式处理。

立柱放样后应及时调查地下管线、泄水管或结构物情况，并及时调整立柱位置或改变立柱固定方式。

(满足建筑限界的要求) 

(4)采用液压式打桩机组平行推进施工法，将立柱对准标记打入(若是土路肩在护栏立柱施工前

已硬化，为避免打孔时破坏路肩硬化层采用先钻孔在打入立柱方式施工处理)，打入时随时观测立

柱高度、竖直度的变化，发现问题及时修正，严防偏移、跑位和打入过深，使立柱竖直度偏差控制

在±5mm/m 以内，立柱孔位中心高度偏差控制在±20mm/m 以内。打入立柱时，注意顶部无塌边、

变形、开裂或镀锌层损坏等现象。 

(5)预埋基础施工时，预埋套筒底部先涂一层沥青，立柱直接埋设在预埋套筒中，浇注混凝土振

捣，顶面再涂一层沥青，注意立柱高度和线形。采用法兰盘基础时，应确保预埋件位置准确，安装

立柱时，应把下法兰盘和地脚螺栓、螺母清理干净。 

(6)施工中立柱在纵向和横向都应垂直竖立，间距应准确，使在架设护栏时无需为对孔或其他任

何原因而移动。用经纬仪、水平仪等检测工具对立柱中距、竖直度、高度线形进行调整、检测，对

不符合标准的立柱，用拔桩机拔去并将原有孔填满夯实，调整立柱间距后重新打入施工。 

(7)立柱准确定位后安装防阻块，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且不得有明显变形、扭转、倾斜。 

波形梁板安装应顺行车方向拼接，其顶面应与道路竖曲线相协调，连接螺栓及拼接螺栓应待线

形平顺后再拧紧，以利于波形梁的调整。同时，要求中央分隔带波形护栏应在中面层施工前完成，

以避免施工车辆横穿中央分隔带而污染沥青路面。 

(8)波形梁调整时梁板及立柱不得现场焊割或钻孔，也不得通过使防阻块明显变形来调整。 

4.3 反光轮廓带 

（1）隧道内每 500m 设置一环反光轮廓带，若隧道内设置有超高或反光环与其它隧道设施发生

冲突时，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将其断开，确保反光环不得侵入建筑限界和与其它设施发生遮挡。 

（2）铝合金板采用 3003 型，厚 2mm，采用铆钉与角钢进行连接，表面粘贴白色Ⅴ类反光膜，

相应技术要求应符合交通标志相关国家标准及规范。铝合金板宽 15cm，长 100cm，外型轮廓应与

隧道内轮廓一致。相邻铝板采用斜角搭接，搭接长度不小于 3cm。 

（3）铝合金板采用角钢焊接而成的支架通过膨胀螺栓固定于隧道壁上。支架设置的环形间距

为 50cm，具体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4）反光环主要设置于特长、长隧道及无照明的二级及以下公路隧道内，第一道反光环应设

置于隧道入口机电照明加强段后，后每隔 500m 等距设置。平曲线隧道可视具体情况适当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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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隧道内反光轮廓带设置示意图 

五、施工注意事项 

（1）隧道施工前，应认真研究核对设计图，重视各项施工准备工作，应认真核对隧道处治方

案是否与隧道病害一致，应注意洞口施工场地、便道、临时设施等布设的安全性；严格施工组织管

理，结合现场条件及自身的机械设备、管理水平及造价等要求，制定安全合理的施工组织技术方案。 

（2）施工中若出现病害情况与设计不符时，应及时反馈并调整处治措施，避免发生工程事故。 

（3）隧道施工过程中必须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好预埋的各种排水盲沟，避免淤塞和破坏，以保

证隧道运营阶段各排水措施功能正常发挥，并注意洞内排水，洞内的渗水、施工用水必须及时沿临

时边沟或永久边沟及时排出洞外，不得散流。 

（4）采用了多种新材料，目前市场中新材料的品类繁多，各种材料的相关技术参数和实际使

用效果也参差不齐，建议在施工前进行对比，优先选用效果佳、性价比高的环保产品。 

（5）对个别材料需要进行现场试验，先选取部分段落进行试验，实验结果达到产品使用与其

效果后方可全隧道使用。 

（6）施工中应注意对电缆、预埋件、发光标志等机电设施保护，必要时拆移保护，施工完成

后进行恢复。 

（7）隧道预埋件与交通工程的预埋件在局部地段可能有一定的冲突，施工过程中应根据实际

情况协调相关单位后作一定的调整。 

（8）隧道施工应注意对周围生态环境的保护，隧道洞渣不得随意堆放。 

（9）施工期间，应向社会公布车辆绕行公告，同时交通组织及安保工作应由路政、高管、运

营、交警部门统一协调，确保隧道施工期间运营安全。 

（10）要求施工单位组织好人员力量及相关机械设备，多班组平行流水作业。 

（11）由于施工图设计文件完成和提交距施工单位进场存在时间差，隧道病害可能出现设计无

法预料的种种变化，为防患于未然，在隧道的施工前，应结合设计文件展开隧道施工隐患调查和

防控措施制定工作，通过对隐患现场调查，在施工中采取合理的防控措施和必要的应急预案避免

影响隧道施工和结构安全，对各种预案和特殊处理方案应具有一定的预判，使其更有针对性，保

证隧道顺利施工。施工过程应精细施工，加强对衬砌结构的观察，如有异常应立即停止施工，查

明原因并采取有效措施后，才可继续施工，避免造成人员设备损伤。 

（12）加固工程的安全措施、劳动保护必须符合相关安全施工技术规定。 

（13）其他未尽事参见设计说明、图纸以及国家相关标准、规范执行。 

六、环境保护 

在环境保护设计中，不仅要给使用者以良好的视觉环境，而且要结合本项目特点，在对工程污

染进行防、治结合的同时，作出经济合理、适用可靠、技术先进的设计，使公路与周围自然融为一

体，成为一道新的人文景观。本路段环境保护设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交通部《交

通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交通部（90）17 号部长令）等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在公路主体工程各专业设计中充分考虑环境保护问题并在采取相应技术措施的基础上，参照交通部

《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G B04-2010），进行环境保护综合对策设计。 

6.1 施工期环保措施 

由于施工段落紧邻山林保护区，施工期间的环境保护不容忽视，在施工中需注意施工方法并注

意以下事项。 

6.1.1 保护耕地、保护植被 

临时用地尽量少占耕地，料场、拌和场尽量选择在公路用地范围内，施工营地尽量租用现有房

屋及场地。占用耕地时，表层耕植土应收集保存，施工结束后及时清理、复耕。注意保护林地，临

时用地内的林木应少砍，尽量不砍。不准砍伐征地以外的林木，施工营地不准设在林地内。尽量减

少对作业区周围草地等的破坏。作好取、弃土和临时用地生态环境的恢复。所有施工场地在工程竣

工后，应进行清理，恢复原地貌，不得乱堆乱弃，影响自然环境和阻塞河道。 

6.1.2 水质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营地和物料堆场的设置应尽量远离沿线水体。施工营地作好生活废水及含油废水的处理措

施，建立垃圾站以集中堆放及收集垃圾，垃圾站应远离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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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噪音环境质量防治措施 

对施工设备需进行定期维护保养，确保机械设备保持低噪音状态。合理安排作业人员，对经常

处于高噪音环境的人员，采取戴耳塞、头盔等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

施工单位在工程施工中应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部门的有关规定，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以预防

和消除因施工造成的环境污染，对工程范围以外的土地及植被应注意保护，并应保证业主避免由于

施工污染而承担的索赔或罚款。

施工现场生产、生活设施应符合环保要求，并按受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的监督。

施工单位应在施工期间加强环保意识、保持工地清洁、控制扬尘、杜绝漏洒材料，应使施工场

地砂石化或保持经常洒水，使得施工场地旁的农田作物绿叶无扬尘污染。路面必须保持整洁，在整

个路面内无积水、杂物、污物和大面积可见浮尘。

为防止清扫过程中产生扬尘，清扫车集尘槽内应当配备喷水装置，喷淋及喷水装置应当定期维

护保养，喷淋装置或喷水装置损坏的清扫车辆，不得进行清扫作业。

路面清扫后的垃圾不得随意倾倒，应当运至指定地点或垃圾处理场。

施工现场堆放易产生扬尘污染物料时，应当分类集中堆放，堆放高度应当在 0.7 米以下，其周

围应当设置封闭围档，并用彩条布或其它遮挡材料进行遮盖。在公路路面上堆放散体材料时，应当

采取铺设彩条布等隔离措施，禁止将散体材料直接堆放在路面上。

沥青混合料应集中场拌，其设备污染物排放应满足《沥青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6-85）

中的相关规定。搅拌场站必须设在距离居民区、学校等环境敏感点 300 米以外的下风向处，且不能

采用敞开式或半开放式沥青加热熔化作业。

施工单位应通过有效的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将施工噪声控制到最低程度。当施工工地距居民住

宅区距离小于 150 米，施工单位不得在夜间安排噪声很大(55dB 以上)的机械施工。 

施工单位应将施工及生活中产生的污水或废水，集中处理，经检验特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20048-1996）规定，才能排放到河流或沟溪中。施工单位不得将含有污染物质或可见悬浮物

质的水，排入河流、水域、或灌溉系统中。

施工单泣在施工过程中，由于扬尘、排污、噪声、材料漏失等对周围居民和环境造成的损失应

承担全部经济及社会责任。

本说明未尽事宜施工时可参照有关规范、规程执行。

七、施工组织方案

隧道交通安全设施完善施工需按照《甘肃省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实施细则（实行）》（甘

交公路[2018]229 号）规定安排部署。 

施工工期初步推算为 30 天，具体请建设单位统一安排部署。 

图 7.1 隧道维修期间作业区布设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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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隧道名称 隧道方向 隧道桩号 立面标记/m2 出口护栏与隧
道侧壁搭接/m 反光轮廓带/环 备注 序号 隧道名称 隧道方向 隧道桩号 立面标记/m2 出口护栏与隧

道侧壁搭接/m 反光轮廓带/环 备注

1 定远一号隧道 上行 SK1+794 14.77 8 / 32 柳泉二号隧道 下行 XK46+238 14.77 8 /

2 定远一号隧道 下行 XK1+454 14.77 8 / 33 柳泉三号隧道 上行 SK47+430 14.77 8 /

3 定远二号隧道 上行 SK4+096 14.77 8 / 34 柳泉三号隧道 下行 XK47+352 14.77 8 /

4 定远二号隧道 下行 XK4+104 14.77 8 / 35 河口隧道 上行 SK48+750 14.77 8 /

5 官滩沟隧道 上行 SK9+286 14.77 8 / 36 河口隧道 下行 XK48+756 14.77 8 /

6 官滩沟隧道 下行 XK9+275 14.77 8 / 37 恐龙湾隧道 上行 SK69+616 14.77 8 2

7 兵草岭隧道 上行 SK11+924 14.77 8 / 38 恐龙湾隧道 下行 XK70+617 14.77 8 2

8 兵草岭隧道 下行 XK11+900 14.77 8 /

9 西果园隧道 上行 SK21+137 14.77 8 / 合计: 561.26 304 4

10 西果园隧道 下行 XK21+079 14.77 8 /

11 岗家营隧道 上行 SK26+900 14.77 8 /

12 岗家营隧道 下行 XK26+855 14.77 8 /

13 西山岭隧道 上行 SK30+299 14.77 8 /

14 西山岭隧道 下行 XK30+254 14.77 8 /

15 石板山隧道 上行 SK31+528 14.77 8 /

16 石板山隧道 下行 XK31+464 14.77 8 /

17 贾家山隧道 上行 SK32++456 14.77 8 /

18 贾家山隧道 下行 XK32+494 14.77 8 /

19 牟家大山隧道 上行 SK33+743 14.77 8 /

20 牟家大山隧道 下行 XK33+729 14.77 8 /

21 广家坪隧道 上行 SK35+494 14.77 8 /

22 广家坪隧道 下行 XK35+505 14.77 8 /

23 西固一号隧道 上行 SK38+558 14.77 8 /

24 西固一号隧道 下行 XK38+557 14.77 8 /

25 西固二号隧道 上行 SK41+951 14.77 8 /

26 西固二号隧道 下行 XK41+912 14.77 8 /

27 西固三号隧道 上行 SK42+914 14.77 8 /

28 西固三号隧道 下行 XK42+850 14.77 8 /

29 柳泉一号隧道 上行 SK45+059 14.77 8 /

30 柳泉一号隧道 下行 XK44+979 14.77 8 /

31 柳泉二号隧道 上行 SK46+316 14.77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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