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阳县秀峰路南段及兴阳路南段道路工程（兴阳
路南段） 初步设计说明
第一章

道路边线
人行道侧石线
机非隔离带侧石线
机非隔离带侧石线
道路中心线

概 述

松阳县秀峰路南段及兴阳路南段道路工程（兴阳路南段）位于松阳
道路实施起点
桩号:K0+628.613
X=3146519.425
Y=447928.946

县城南部，道路南北走向，南端与青龙路相连，北段与环城南路（迎宾
大道）相接；道路沿线与规划支路一、规划支路二相交；规划总用地面
积：24341.2m 2 ，道路总长为 628.613m。
道路实施起点
桩号：0+009.552
X=3145939.384
Y=448090.953

本项目北侧与迎宾大道（已实施）相接，南端与青龙路（在建）相
连，西侧为秀峰路（在建），东侧为环城西路延伸段南段（已建），道路

具体详见相应道路平面布置图。

沿线与规划支路一、规划支路相交；项目区位条件优越，对外交通快捷。

二、道路横断面

设计内容包括：地块内道路、给水、排水、电力、天网、通讯、绿

(一)道路横断面如下：

化以及交通标志标线等配套工程及附属工程设计（其中电力、通讯、天

（1）道路起点~规划支路二：

网工程设计由业主委托的各相关专业设计部门提供）。
第二章

3m 人行道+3m 非机动车道+2.75m 绿化带+14.5m 机动车道+2.75m 绿

道路工程

化带+3m 非机动车道+3m 人行道=32m

一、道路平面
道路平面线原则上按照总规确定，该条路南起青龙路，北至迎宾大
道，道路实施起点桩号为 K0+009.552，；实施终点桩号为 K0+ 628.613 ；
路线南北走向，道路实施总长度为 619.061 米；规划支路二南侧为 32
米宽，北侧为 34.75 米宽；沿线设置 1 处平曲线，圆曲线半径为 6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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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路拱型式和路拱坡度
车行道路拱类型为改进二次抛物线形，横坡为 1.5%；人行道为直
线型路拱，横坡采用单坡 1.5%。
（三）道路侧石
车行道和人行道交界处:设花岗岩侧石，侧石外露 10cm，绿化带侧
石外露 15cm;交叉口侧石成弧形（弧形半径同缘石半径），长度可减为
50cm。
(四) 路肩
道路红线外应留足宽为 0.5m 的路肩，路肩用土填筑压（夯）实。
路肩顶面与人行道同高。
（2）规划支路二~迎宾大道：

三、道路纵断面

3m 人行道+3m 非机动车道+2.75m 绿化带+17.25m 机动车道+2.75m

(一) 设计原则

绿化带+3m 非机动车道+3m 人行道=34.75m

1、道路南端与青龙路衔接，北端与迎宾大道相连，沿线各平交口
按照规划标高控制，同时兼顾道路东侧便道的纵坡要求；
2、满足道路排水最小纵坡 0.3%要求以及交叉口范围极限最大纵坡
不得超过 3%的要求。
(二) 纵断面
全道路分 3 个纵坡段，最大坡度为 2.95%，坡长 85 米，最小纵坡
为 0.781%，坡长 156.54 米；
具体详见《道路纵断面》设计图。
四、路面结构
<一>水泥混凝土路面同沥青路面比较：
从路面质量比较：沥青路面平整，驾驶舒适性高；水泥路面的平整
性相对差。
从路面寿命比较：沥青路面有老化、耐水性差的缺点，设计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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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年；水泥路面设计寿命 30（20）年。

级配碎石，总厚度为 46cm。

从道路维修比较：沥青路面维修方便，维修完成后，可马上开放交

(2) 兴阳路人行道：

通；混凝土路面维修比较麻烦，不能马上开放交通。

人行道采用 6cm 透水砖+ 3cm 1:6 干硬性水泥砂浆+15cmC20 无砂大

从造价比较：沥青路面相对较高。

孔混凝土+15cm 级配碎石垫层，总共 39cm 厚。
(4) 路面结构大样图如下：

从观感及舒适度比较比较：沥青路面相对美 观，车辆行驶舒服。
从道路路面发展趋势上比较：沥青路面逐渐成为城市道路及高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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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次道路路面推荐采用沥青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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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层为 5cmAC-13C 细粒式沥青混凝土+乳化沥青黏层+7cmAC-20C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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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兴阳路机动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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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路面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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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路面结构主流。

粒式沥青混凝土+透层沥青+下封层，上基层为 20cm5%水泥稳定碎石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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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基层为 20cm3%水泥稳定碎石层，垫层为 20cm 级配碎石，总厚度为
72cm。

（5）便道一、便道二车行道结构：

各结构式层的技术要求为

车行道：面层为 6cmAC-13C 细粒式沥青混凝土+透层沥青+下封层，

垫层：压实度不小于 96%、弯沉不大于 194（1/100 mm）；
上基层为 15cm5%水泥稳定碎石层，下基层为 15cm3%水泥稳定碎石层，

下基层：压实度不小于 97%、弯沉不大于 60（1/100 mm）、7d 无侧

垫层为 10cm 级配碎石，总厚度为 46cm;

限抗压强度 2.5MPa；

（6）便道人行道结构：

上基层：压实度不小于 98%、弯沉不大于 46（1/100 mm）、7d 无侧
限抗压强度 3.5MPa；

人行道采用 6cm 透水砖+ 3cm 1:6 干性水泥砂浆+15cmC20 无砂大孔

下面层：压实度不小于 97%、弯沉不大于 42（1/100 mm）；

混凝土+15cm 级配碎石垫层，总共 39cm 厚。

上面层：压实度不小于 97%、弯沉不大于 31（1/100 mm）；

具体详见相应图纸。

(2) 兴阳路非机动车道

五、路基

面层为 6cmAC-13C 细粒式沥青混凝土+透层沥青+下封层，上基层为

1、该项目暂未收到地质勘探资料；

15cm5%水泥稳定碎石层，下基层为 15cm3%水泥稳定碎石层，垫层为 10cm

2、路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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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路基必须处于干燥或者中湿状态。

b、路基顶面弯沉

2）路基土中不得含有耕植土、草根、建筑垃圾、腐植物等；

不大于 324（1/100 mm）。

3）地下水位较高时，应采取必要措施降低水位。

c、在不利季节路基顶面设计回弹模量主干道应≥ 30Mpa。

4）道路路基必须密实、均匀、稳定，要有足够的强度和水稳定性。

8）道路边坡设计：

在场地上如遇沟、渠、水塘须将水抽干，清除淤泥，疏排 30cm 块石，

路堤边坡：路堤边坡≤8.0 米时 ，其边坡坡率采用 1：1.5；

然后用统砂石分层（每层不≥ 30cm）碾压密实回填至设计路基高；

路堑边坡：路堑边坡≤8.0 米时坡坡率为 1：1；

5）道路纵向地形坡度较大时，为保证填料和地基结合紧密，防止

9）路基施工排水

滑移，利于填方稳定，处理如下：

路基施工中，各施工层表面不应有积水，当有积水时，应根据土质

a、地面横坡缓于 1：5，清除地表草皮、腐殖土后可直接在天然地

情况和施工时气候状况，做成 2%-4%的排水横坡，需要时，还应设纵向

面上填筑路堤。

排水沟，引导雨水排出。

b、地面横坡 1：5~1：2.5 时，原地面应挖台阶，台阶宽度不应小

3、道路土石方数量详见 L-15 说明中所述；
六、交叉口

于 2.0 米，并设置 2%~4%的倒坡。
6）地基表层土质松散时应在填筑前碾压密实，一般土质如素填土等

交叉口设计具体在施工图中完成。

压实度（重型压实标准）＞92%，如进入路床范围，按照路床压实标准。

七、无障碍设计

7）路基设计指标：

本工程设计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设计范围内均设置了无障

a、路基压实度控制（重型压实标准）：

碍设施，主要包括：在人行道设置盲道，在各交叉路口处设置缘石坡道。

表 3 土质路基压实度控制一览表
项目分类

填方路基

零填及挖方路
基

路基顶面以下深度
(cm)

道路交叉口人行道在对应人行横道线的缘石部位设置缘石坡道，其
中单面坡缘石坡道坡度为 1：20，三面坡缘石坡道坡度为 1：12。坡道

重型压实度（% ）

下口高出车行道的地面不得大于 20mm。交叉口人行横道线贯通道路两

0～30

≥94

侧，经过道路与隔离带处压低高度，满足轮椅车通行。在交叉口处设置

30～80

≥94

提示盲道，提示盲道与人行道的行进盲道 连接。

80～150

≥92

道路路段上铺设视力残疾者行进盲道，以引导视力残疾者利用脚底

＞150

≥91

的触感行走。行进盲道在路段上连续铺设，无障碍物铺设位置一般距绿
化带或行道树树穴 0.25～0.3m，行进盲道宽度 0.4m。行进盲道转折处

0～80

≥94

设提示盲道。对于确实存在的障碍物，或可能引起视残者危险的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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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提示盲道圈围，以提醒视残者绕开。同时，路段人行道上不得有突

布置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及《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执行。

然的高差与横坎，以方便肢残者利用轮椅行进。如有高差或横坎，以斜

室外消火栓的布置间距不大于 120 米。

坡过渡，斜坡坡度满足 1：20 的要求。

五、管材

沿线单位出入口车辆进出少，出入口宽度小的，设置压低侧石的三

给水管采用球墨铸铁管（壁厚等级为 K10 级），橡胶圈接口；

面坡形式出入口，人行道上行进方向坡度为 1：20，行进盲道连续通过。

六、管道基础

沿线单位出入口车辆进出多，出入口宽度大的，设置交叉口缘石式的出

原则上主干道不作基础处理，铺设在未经扰动的原状土上，如遇土

入口，人行道在缘石处设置单面坡缘石坡道，坡度 1：20，并在坡道上

基础较差或含岩石地区埋管时，采用砂基础，横穿支管下垫 15cm 厚砂

口设置提示盲道。

基础。
七、阀门及阀门井
第三章

给水工程

DN200 以上采用伸缩蝶阀，DN200 及以下采用闸阀，均采用圆形砖

一、设计依据

砌阀门井。

1、《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所有的给检查井井盖、井座均采用重型钢纤维具有防盗功能的井

2、《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盖，在路面上的井盖，上表面应同路面相平，无路面的井盖应高出室外

3、《给水排水构筑物结构设计规范》GB50069-2002

设计标高 50mm，并应在井口周围以 0.02 的坡度向外做护坡。

4、《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 GB50332-2002

八、质量要求

5、建设单位及相关专业提供的相关资料

施工及质量评定参照《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二、水源选择

（GBJ50268-97），钢管及配件验收按《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质

道路用水由松阳县自来水公司统一供水。

量验收规范》执行。

三、供水管网布置
根 据 总 体 规 划 ， 结 合 各 方 意 见 及 现 状 实 际 ， 本 道 路 上 敷 设 DN300

第四章

排水工程

给水管道，同青龙路、环城南路上规划供水管网接通。供水管在道路西

一、汇水面积

侧人行道下敷设。

根据《松阳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松阳县迎宾大道景观改

给水管管覆土深度为 1.0 米。

造提升工程初步设计》、青龙路施工图设计文件等，结合规划、现状情

四、消防用水

况，本次工程考虑道路西侧临路部分雨水、规划体育中心地块部分雨水，

消防给水采用和生活给水管网合一的低压制，消防水量和消火栓的

东岗寮村部分雨水汇入兴阳路，排入迎宾大道市政雨水管网。汇水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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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242.6×（1+0.620lgp）/(t+25.164) 1.039

共约 13.6 万平方米。
根据《松阳县中心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高速以南规划潘村区块

式中：

污水需经秀峰路和兴阳路接至迎宾大道污水主管，最终进入污水处理厂

q—暴雨强度(L/s·ha)；

处理。目前秀峰路上 D600 污水主管已实施，本次兴阳路上污水主管为

P—设计重现期(a)， P=2；

D500。

t—降雨历时(min)，t=10。

二、排水体制

计算得：q=330.20 L/s·ha

为保证周边区块的污水能够集中收集和妥善处理，保护水环境，规

管道流量计算公式：

划确定本工程实行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分别建设雨水管道系统和污水

Q=Ψ×q×F

管道系统。

(升/秒)

式中：Ψ—径流系数，取 0.6；

三、污水管道和排污系统布置

F—汇水面积（公顷）

在道路东侧非机动车道下设置污水管道，管径 D500，往北接入迎

本工程汇水面积约 13.6 万平米。

宾大道规划南城污水主管。

计算得 Q=0.6×330.2×13.6=2694 升/秒=2.694m 3 /秒。

东岗寮村污水均已接至村污水终端处理系统，在兴阳路上不再设置

根据 Q=AV

污水预留管道。其它路段一般在支路路口或每隔 90 米左右设一污水预

A-

埋支管，管径 WD300，以便边上地块污水排出管接入。预埋支管检查井

(m 3 /秒)
水流有效断面面积（m 2 )

V-流速(m/秒)

井中距道路边线 1.5 米，并伸出一节管子，在沿线单位未接入前用半砖

D1200 管道按满流，管道坡降 0.7%计算 Q=3.258 m 3 /秒＞2.694m 3 /

墙暂封。

秒，满足要求。

直线管段上每隔 40-50 米左右设置污水检查井，在管道交汇处、转

五、雨水管道系统及管道布置

弯处、管径或坡度变化处也须设置污水检查井。主管检查井采用φ1000

根据道路标高及地形，本工程 Y1-Y2 雨水往南接入青龙路预留雨水

圆形混凝土污水检查井，预留井采用φ1000 圆形砖砌污水检查井（参

管道，Y3-Y15 雨水往北接入迎宾大道市政雨水管网。雨水管道设置在

照图集 06MS201-3 第 20 页、第 22 页）。不同直径的管道在检查井内的

道路中心线下，管径 D400-D1200。

连接，采用管顶平接。采用具有足够承载力和稳定性良好的井盖与井座。

一般在支路路口和每隔 120 米左右设一雨水预埋支管，预埋管管径

位于路面上的井盖宜与路面持平。

YD500-YD800，以便边上地块雨水排出管接入。预埋支管检查井井中距

四、雨水量计算

道路边线 1.5 米，并伸出一节管子，在沿线单位未接入前用半砖墙暂封。

雨水量计算采用松阳县暴雨强度公式：

直线管段上每隔 30-40 米左右设置雨水检查井，在管道交汇处、转
6

弯处、管径或坡度变化处也须设置雨水检查井。检查井为砖砌 ,做法见

二、设计范围

详图。不同直径的管道在检查井内的连接，采用管顶平接。采用具有足

此次绿化工程范围为道路红线内的绿地包括行道树绿化及机非隔

够承载力和稳定性良好的井盖与井座。位于路面上的井盖宜与路面持

离带绿化，景观工程量：行道树 140 棵，绿化面积约：2532 平方米。

平。

三、设计依据
雨水口间距按 30-40 米左右布置一个，连接管串联雨水口个数不宜

1、甲方提供的总平面图和有关技术资料。

超过 3 个，雨水口连接管长度不超过 25 米，连接管管径为 D200，坡度

2、《浙江省城市绿地植物配置技术试行规定文件》建城发（ 2002）

为 0.01，起点埋深 1.0 米。

221 号

七、管材

3、《城市道路绿化规划与设计规范》(CJJ 75-97)》

雨水主管采用钢筋混凝土管，雨水口连接管采用自应力管，水泥砂

4、《城市绿地设计规范》GB50420-2007

浆接口，污水管均采用 PE 缠绕结构壁管，双承口弹性密封圈连接 。

四、设计原则

八、防坠网设置

1、功能性的原则：树种选择要求达到一定的景观效果，起到防眩

为保护行人、车辆的安全，在表层铸铁检查井井盖丢失、损坏的情

的功能。

况下，减少车辆和人身事故，所有检查井内均设置防坠落防护网。检查

2、 经 济 性 的 原 则 ： 树 种 选 择 上 要 求 选 用 耐 修 剪 等经 济 性 树 种 ，

井内防坠落保护网施工：

便于日后的养护管理。

（1）在井筒壁确定膨胀螺栓孔位 8 个，沿圆周大致均分，基本水平。

3、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 树种选择以乡土树种为主。

（2）钻孔至适合膨胀螺栓的长度；（ 3）清孔；

4、生态性的原则。

（4）插入膨胀螺栓，钩向上（不锈钢，直径采用φ10mm），拧紧固定；

五、特色设计

（5）挂窨井防护网（可承载 300Kg 以上的重量），并用铁丝与膨胀

1、根据秀峰路南段道路的横断面以及道路沿线的用地规划，采用

钩扎牢。

乔木+灌木的方式搭配。
2、景观设计与道路周边规划环境相协调一致。
第五章

绿化工程

3、充分发挥该绿化带的作用，反映良好的生态景观效益。

一、工程概况

六、设计方案

本工程位于松阳县城南部，道路南北走向，南端与青龙路相连，北

3m 人行道+3m 非机动车道+2.75m 绿化带+14.5m 机动车道+2.75m 绿

段与迎宾大道相接；

化带+3m 非机动车道+3m 人行道=3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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镀锌钢管 6 管敷设，长 135 米；采用寸步不离钢保护管 6 管敷设，长
570 米。
2、新建 3 米直线井 10 个、三通井 5 个，四通井 1 个。
3、新建开闭所基础 2 个。
三、道路照明
根据《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并参考国际照明委员会（ CIF）
推荐的道路设计标准，本工程道路照明的有关标准如下：
1、平均照度不低于 20Lx；
2、平均亮度不低于 15CD/平方米；
3、照度均匀度不低于 0.4；
4、亮度均匀度不低于 0.4；

七、绿化构思

5、道路灯具选用半截光型灯具；

该段绿化行道树采用香樟，间隔 7 米种植。根据植物的生态习性合

6、道路照明设施应有良好的诱导性。

理选择绿化植物，并且在景观上要求"三季有花，四季常青"。本条路的

本工程选用节能型 12 米高单叉路灯，路灯杆设在机非隔离带上 ，

绿化植物选择紫薇、金桂等大灌木构成上层景观，其下满植色彩绚丽的

双侧设置。路灯设计时需避免光污染。各路口适当增加道路照明，灯具

夏鹃、红花继木球、针叶女贞等植物，高低层次的搭配突出了现代景观

布置时考虑了使司机能看清楚左转或右转的前进方向的路面。照明控制

色彩的节奏性，丰富性。

方式设置为自动工作方式。

第六章

电力工程

第七章 通信工程

一、设计依据

本工程通信管道总体路由选址于道路东侧人行道上，管道全长

根据松阳供电局发展基建部供电方案答复单及用户设计委托书，经

0.769 管程公里。

现场勘查，按照<标准化设计> 和实地实际情况进行设计。本次工程在

主管道全程电信建设 1 孔波纹管；联通全程建设 1 孔波纹管；松阳

东侧人行道下建设排管，布设电缆。

华数合程建设 1 孔波纹管。

二、管道工程内容

工程总投资为：3011.72 万元。

本次工程为兴阳路 10 千伏线路配套工程（土建部分）。
1、新建电缆排管采用Φ150 镀锌钢管和Φ150 下班钢保护管；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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