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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藏辅路慢行廊道综合整治提升专项设计 

西三旗桥-昌平西关环岛段 

施工图设计说明 

1. 概述 

1.1 项目背景 

北京提出构建绿色交通体系，必须大力发展绿色交通，构建以轨道交通、地面公交、

自行车和步行为组合的“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北京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在绿色交通体系中，步道自行车系统是解决“最初一公里”、“最后一公里”和接驳换乘问

题的重要手段，直接关系到绿色交通体系的安全性、便捷性和舒适性。因此需以加强自

行车、步行系统建设作为优化交通出行结构新的着力点，以实现和谐宜居交通目标。 

京藏辅路作为北京市一条重要的放射线道路，不仅是联系中心城区与清河、回龙观

和昌平等大型居住社区的重要交通通道，还是中部核心功能区和西北部生态涵养区以及

张家口、崇礼等地区的重要交通通道。近年来，随着京藏辅路沿线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

两侧回龙观、上地、沙河、昌平新城等大型居住区及中关村科技园、上地软件园、未来

科学城等大型产业园开发逐渐成熟，周边居住与就业人口不断增多，沿线慢行系统出行

需求不断提升，特别是 2019年自行车专用路开通运行以来，市民绿色出行意愿持续提升，

廊道沿线慢行交通出行需求越来越高。 

2020年 9月，陈吉宁市长对此作出重要批示，“将此路线纳入慢行系统提升工作中”。

2021 年，按照市政府整体工作部署，京藏辅路慢行廊道综合整治工作纳入 2021 年市政

府工作报告和市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 

1.2 地理位置 

本工程设计起点为德胜门桥，终点为昌平西关环岛，全长约 34.7km。京藏辅路 1994

年 8月开始建设，1996年 11月竣工通车，根据规划性质，分为 2段：以西三旗桥为界，

西三旗桥以南为城市主干路，长 13.4km；西三旗桥以北为二级公路，长 21.3km。 

本册为京藏辅路公路段：西三旗桥-昌平西关环岛段（K13+350-K34+706）工程设计

文件，包含道路工程及通信改移工程两部分，土建工程仅含道路工程。 

 

项目位置示意图 

1.3 项目来源 

2021年 3月下旬北京市路政局道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心组织进行京藏辅路慢行廊

道综合整治提升专项设计招投标工作，我公司中标本项目。 

1.4 研究过程 

2021 年 4月，我公司接到北京市路政局道路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中心通知，启动设计

工作，期间多次汇报，形成相关意见如下： 

京藏辅路慢行廊道综合整治工程主要包括拓宽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宽度，提升宽度

达标率，立交节点改造、公交站整治、新增监控、标志、自行车驻车区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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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6月 1日，市交通委在交通委东区 611会议室组织召开了京藏辅路慢行廊道

综合整治提升设计方案审查会，市公安交管局、市园林局、市交通委城市道路建设处、

公路管理处、城养中心、项目中心、昌平公路分局等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

议听取了设计单位的设计方案汇报。经与会单位研究讨论，审查意见如下： 

原则同意设计单位提出的京藏辅路慢行廊道整治提升设计方案。通过压缩机动车道

宽度、占用主辅分隔带绿化、占用硬路肩等方式拓宽非机动车道宽度；通过占用外侧绿

化、增设树池盖板、借用外侧绿道通行等方式拓宽人行道宽度，同步优化立交节点慢行

系统并完善公交站、交通监控和交通标志标线等相关设施。其中，公路段（西三旗桥-昌

平西关环岛段）工程内容主要包括压缩机动车道宽度（最外侧机动车道宽度 3.5m，其余

机动车道最小宽度 3.25m）、占用主辅分隔带、占用硬路肩、占用步道等拓宽非机动车道

宽度；占用外侧绿化、沥青路面等方式拓宽人行道宽度；部分段落破损步道砖、缘石更

换；完善公交港湾停靠标线、完善标志等。 

 

 
 

 

 

 

 

 

 

 

 

2. 设计依据 

2.1 相关文件 

l 《京藏辅路慢行廊道综合整治提升专项设计中标通知书》，2021.4.1 

l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关于昌平区京藏辅路慢行廊道综合整治提升工程初步设计

及概算的批复》，京交函〔2021〕1044 号 

l 历次方案汇报及会议纪要 

2.2 基础资料 

l 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1：500 地形图； 

l 河北华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昌平区 G6辅路（北郊农场桥-满井桥）大修工程施

工图》，2018.09； 

l 北京国道通公路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京藏高速公路东辅路提级改造工程施

工图》，2017.09； 

l 北京国道通公路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京藏高速公路西辅路提级改造工程施

工图》，2017.09。 

l 《北京市昌平区定泗路（生命科学园东路～立汤路）改扩建工程岩土工程勘察报

告》，2019.12（参考）。 

2.3 主要规范 

l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2017） 

l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2004） 

l 《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JTG/T 5521-2019） 

l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 F80/1-2017) 

l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2015） 

l 《城市道路空间规划设计规范》（DB11/1116-2014） 

l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2016 版） 

l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l 《北京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设施改善技术指南（修订）》（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北

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 2020） 

l 《北京市非机动车道彩铺优化设计导则》（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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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础资料调查 

3.1 地质条件 

3.1.1 场地环境与地形地貌 

拟建场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东南部，场地地貌单元属温榆河（北运河）冲洪积扇的中

上部。 

3.1.2 不良地质作用及地质灾害的种类、分布、发育程度 

拟建场地未发现影响场地稳定的不良地质作用及地质灾害。 

3.1.3 场地地层情况 

按沉积年代、成因类型可分为人工堆积层、新近沉积层和一般第四纪沉积层三大类，

按地层岩性及工程特性进一步划分为 10 个大层，现分述如下： 

人工堆积层：该层分布于地表，主要为人工堆积之粉土-粉质黏土素填土①层、杂填

土①1层。 

新近沉积层：该层分布于人工堆积层之下，主要为新近沉积之粉土②层、粉质黏土②

1层、黏土-粉质黏土②2层、粉砂②3层。 

一般第四纪沉积层：该层分布于新近沉积层之下，主要为第四纪沉积之粉质黏土③层、

粉土③1层、黏土-粉质黏土③2层、粉质黏土④1层、粉土④2层、粉质黏土⑤层、粉土

⑤1层、黏土-粉质黏土⑤2层、细砂-中砂⑥层、圆砾-卵石⑥4 层、粉质黏土⑦层、黏土

-粉质黏土⑦1层、粉土⑦2层、细砂⑦3层、细砂-中砂⑧层、粉质黏土⑨层、黏土-粉质

黏土⑨1层、粉土⑨2层、细砂-中砂⑨3层、细砂-中砂⑩层。 

3.2 道路建养历史调查 

3.2.1 道路建养历史 

京藏辅路建于 1996 年，局部段落于 2006 年改建，2007 年至 2019 年，公路段分段

实施道路大修工程，期间还进行过部分疏堵工程、预防性养护工程等。近年来主要实施

的工程为：2017 年东辅路（路庄桥-怀昌路；K24+900～K30+850）、西辅路（满井桥-怀

昌路；K25+750～K30+850）提级改造工程；2019 年，东辅路（北郊农场桥至路庄桥；

K15+285-K24+350）、西辅路（北郊农场桥-满井桥；K15+285-k25+245）道路大修工程。 

Ø 现况主要路面结构为： 

（1）西辅路北郊农场桥 -满井桥（K15+750-K25+700），东辅路北郊农场桥 -路庄桥

（K15+800-K24+850）路面结构为： 

4cm  ZAC-13C 

5cm  ZAC-16C 

7cm  ZAC-25C 

16cm 水泥稳定碎石 

16cm 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 

16cm 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 

   （2）西辅路满井桥-怀昌路（K25+700-K30+850），东辅路路庄桥-怀昌路（K24+850- 

K30+860）路面结构为： 

4cm  ZAC-13C 

6cm  ZAC-20C 

15cm 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 

15cm 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 

15cm 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 

4. 交通需求调查 

对外放射廊道中，京藏辅路人口、岗位、产业最密集，随未来科学城等建成，城市

化程度将进一步加速。京藏辅路沿线出行集中在五环内、昌平新城、回龙观、上地，廊

道 5 公里内出行人次 6.2 万，短距离出行人群多。京藏辅路公交、小汽车出行比例高，

为 32.5%，高于全市平均水平（27.2%）；自行车出行比例较低，为 12%，低于全市平均

水平（14.6%），自行车出行提升潜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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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京藏辅路城区自行车流量大，回龙观以南，通勤需求较大；回龙观以北自

行车流量相对较少，电动车比例较高。京藏辅路是多条骑行线路的联络通道，更是通往

西北部景点，如白浮泉、十三陵等经典的骑行路线之一，春夏秋骑行量可达 600-700 人/

日，闲暇游玩、健身悦骑需求明显。 

5. 现况设施调查 

5.1 道路基本情况 

京藏辅路公路段（西三旗桥-西关环岛；K13+350-K34+706）起点为西三旗桥，终点

为西关环岛，全长 21.3km，技术等级为二级公路。 

5.1.1 横断面形式 

京藏辅路公路段（西三旗桥-西关环岛）辅路宽度 10-13m，一般路段以 2-3 车道为主，

非机动车道宽度 1.5-5m，人行道宽度一般为 1.5m。 

 

西三旗-西关环岛 典型横断面一 

 

西三旗-西关环岛 典型横断面二  

5.2 非机动车系统调查 

5.2.1 非机动车道最小宽度标准 

公路段非机动车道宽度参考城市段非机动车道最小宽度标准设置。根据《城市道路

工程设计规范（2016 版）》（CJJ37-2012）“与机动车道合并设置的非机动车道，车道数单

向不应小于 2条，宽度不应小于 2.5m”，故非机动车道最小宽度标准为 2.5m。 

5.2.2 非机动车道连续性调查  

京藏辅路公路段（西三旗桥-西关环岛）沿线非机动车道连续。 

5.2.3 非机动车道宽度调查 

京藏辅路公路段（西三旗桥-西关环岛），非机动车道宽度达标率（≥2.5m）为 61.64%。

非机动宽度不足位置见下表： 

非机动宽度不足位置统计表 

分段 序号 位置 现况宽（m） 长度（m） 

西三旗

桥-西关
环岛 

1 东辅路：北京少林寺武术学校-北郊农场桥 2 900 

2 东辅路：北郊农场桥-二拨子桥 1.75 1980 

3 东辅路：二拨子桥-北清路 2-2.25 710 

4 东辅路：北清路-史各庄桥北 2.25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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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东辅路：史各庄桥北-沙河东南大桥南 2 1130 

6 东辅路：白浮桥南北 1.5 200 

7 西辅路：西关环岛-昌平南桥 2 1200 

8 西辅路：百葛桥南-西沙桥 1.5 480 

9 西辅路：西沙桥-路庄桥 2 2900 

10 
西辅路：沙河镇 

（万千里车行-龙宇辉科贸有限公司） 
1.5 415 

11 
西辅路：沙河镇 

（龙宇辉科贸有限公司-沙河西南大桥） 
1.5 325 

12 西辅路：沙河南大桥-史各庄桥北 1.75 1300 

13 西辅路：史各庄桥北-北清路 2.25 1300 

14 西辅路：北清路-二拨子桥 2.25 800 

15 西辅路：北郊农场桥-自专路桥 1.5 330 

16 西辅路：西三旗桥北公交站前后 1.85 150 

5.2.4 非机动车与公交车进出站交织调查 

京藏辅路公路段的公交站型式主要为港湾式、直接路侧停靠式两种。除个别公交港

湾标线缺失外，一般都施划有停靠站标线。但现况停靠标线施划不统一，对公交及非机

动车的引导性较差，公交车进出站存在未完全停入港湾的现象，影响非机动车通行。 

5.3 人行道系统调查 

5.3.1 人行道最小宽度标准 

根据《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设施改善技术指南（修订）》“当既有道路因受空间限制不

能满足规范时，人行道宽度可适当压缩，但不宜小于 1.5 米”，结合公路段行人通行需求，

公路段人行道最小宽度标准为 1.5m。 

 

5.3.2 人行道连续性调查 

现况人行道基本连续，局部路段步道缺失，缺失位置位于西辅路定泗桥北、东辅路

同城街路口、西辅路水屯桥南。 

  
西辅路定泗桥北侧（步道缺失） 

  
同城街路口 西辅路水屯桥南 

5.3.3 人行道宽度调查 

京藏辅路公路段（西三旗桥-西关环岛），人行道最小宽度按 1.5m 标准，人行道宽度

达标率（≥1.5m）为 91.92%。人行道宽度不足位置见下表： 

人行道宽度不足位置统计表 

序号 位置 长度（m） 现况宽度（m） 

1 东辅路同城街路口 31 0 

2 东辅路：百葛桥桥区东南侧 44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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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辅路水屯桥南 64.5 0 

4 西辅路：百葛桥桥区西南侧 280 1 

5 西辅路：百葛桥南-满井桥 2280 1 

6 西辅路：定泗桥北 285 0 

5.3.4 人行道砖破损情况调查 

现况人行道砖以挤压型防滑步道砖（10cm×20cm×6cm）和砼红色方砖（25cm×

25cm）为主，其中京密引水渠至西关环岛步道砖整体较差，回龙观地区步道砖局部破损。      

5.4 公交站设施调查 

京藏辅路公路段共设公交站 57座，其中后绕式 1座，直接式 32座，港湾式 24 座。

部分站点非机动车受公交车进站影响较大。 

公交站型式一览表 

分段 
公交站 

合计 后绕式（个） 直接式（个） 港湾式（个） 

西三旗-西关环岛 57 1 32 24 

公交站型式及公交线数量见下表： 

公交站型式及公交线数量一览表 

序号 方向 公交站名称 公交线路数量 公交站形式 

1 东侧 西三旗桥北 16 港湾 

2 东侧 龙兴园 7 直接 

3 东侧 京昌回龙观 9 港湾 

4 东侧 京昌回龙观 4 直接 

5 东侧 北郊农场桥南 12 港湾 

6 东侧 北郊农场桥北 6 港湾 

7 东侧 二拨子南 1 直接 

8 东侧 二拨子 11 直接 

9 东侧 朱辛庄 9 港湾 

10 东侧 史各庄南 13 港湾 

11 东侧 史各庄 14 港湾 

12 东侧 定福皇庄 14 港湾 

13 东侧 碧水庄园 16 港湾 

14 东侧 沙河南大桥 8 直接 

15 东侧 沙河 25 港湾 

16 东侧 沙河北大桥 19 直接 

17 东侧 沙河北大桥 4 直接 

18 东侧 路庄桥北 8 直接 

19 东侧 满井 8 港湾 

20 东侧 小寨 6 港湾 

21 东侧 西沙屯 6 港湾 

22 东侧 白浮 6 港湾 

23 东侧 水屯桥北 8 直接 

24 东侧 水屯 11 直接 

25 东侧 昌平南桥北 1 直接 

26 东侧 昌平西关环岛南 1 直接 

27 西侧 昌平西关环岛南 1 直接 

28 西侧 龙兴园 6 直接 

29 西侧 昌平南桥北 1 直接 

30 西侧 水屯 13 直接 

31 西侧 水屯桥北 1 直接 

32 西侧 水屯桥南 12 直接 

33 西侧 白浮 6 港湾 

34 西侧 西沙屯 6 港湾 

35 西侧 小寨 6 港湾 

36 西侧 北京大卫中医院 3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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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西侧 满井 8 直接 

38 西侧 路庄桥南 10 直接 

39 西侧 朝宗桥北 3 直接 

40 西侧 沙河北大桥 6 直接 

41 西侧 沙河北大桥 12 直接 

42 西侧 沙河 5 直接 

43 西侧 沙河 9 直接 

44 西侧 沙河 3 直接 

45 西侧 沙河南大桥 7 直接 

46 西侧 沙河南大桥 15 港湾 

47 西侧 定福皇庄 14 港湾 

48 西侧 史各庄 11 港湾 

49 西侧 史各庄南 13 港湾 

50 西侧 朱辛庄 10 港湾 

51 西侧 二拨子 11 港湾 

52 西侧 北郊农场桥 10 港湾 

53 西侧 京昌回龙观 10 后绕 

54 西侧 京昌回龙观 2 直接 

55 西侧 龙兴园 11 直接 

56 西侧 西三旗桥北公交站 2 直接 

5.5 交通指引标志调查 

京藏辅路沿线交通标志完善，北郊农场桥至北清路，个别支路缺少交叉口指示标志。 

 

 

 

 

 

6. 道路工程 

6.1 设计理念及目标 

l 统筹廊道资源 

l 优化设施功能 

l 提升服务品质 

l 打造北京市放射线慢行廊道示范工程 

6.2 设计原则 

l 突出科学性、先进性、系统性及综合协调原则，满足道路沿线各项使用功能要求。 

l 本着“实事求是，技术可行、实施可能、经济合理”的基本原则，分段、分类的进

行方案设计。 

6.3 主要技术标准 

京藏辅路穿越回龙观、沙河、昌平等大型社区，沿线已城市化，结合交通调查数据

及交通委、交管局等各部门意见，参考《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2016 版）》（CJJ37-2012），

确定如下技术标准： 

（1）设计行车速度：V=40~60km/h，沿线路口处 0.7V； 

（2）路面设计年限：车行道新建路面结构段为 15 年； 

（3）机动车道宽度：外侧车道宽≮3.5m，其余车道宽≮3.25m； 

（4）非机动车道宽度：≮2.5m； 

（5）人行道宽度：≮1.5m； 

（6）路缘带宽度：≮0.25m； 

（7）公交港湾宽度：3m； 

（8）净空高度：4.5m； 

（9）平面及纵断面线形：该项目为现况路改造，道路线形与现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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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非机动车道系统 

京藏辅路穿越回龙观、沙河、昌平等大型社区，沿线已城市化，综合交通委、交管

局等各部门意见，参考《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2016 版）》（CJJ37-2012），按小客车专

用车道宽度为 3.25m（V≤60km/h），同时考虑公路段大型车辆较多，最外侧机动车道单

车道最小宽度 3.5m。 

综上，机动车道最小宽度标准为：最外侧机动车道单车道最小宽度 3.5m，其余机动

车道单车道最小宽度 3.25m。 

对现况非机动车道宽度＜2.5m 路段，通过占用分隔带绿化、硬化路肩、步道、压缩

机动车道等方式，增加非机动车道宽度。 

占用分隔带绿化拓宽：通过压缩机动车道宽度不能达标，但具备占用隔离带拓宽条

件的段落，占用分隔带，对道路断面进行拓宽，使非机动车道宽度达标。 

占用硬化路肩拓宽：通过压缩机动车道宽度不能达标，但具备占用硬路肩拓宽条件

的段落，占用硬路肩，对道路断面进行拓宽，使非机动车道宽度达标。 

占用步道拓宽：通过压缩机动车道宽度不能达标，且不具备占用硬路肩拓宽、占用

分隔带拓宽等条件时，通过占用步道对道路断面进行拓宽，使非机动车道宽度达标。 

压缩机动车道宽度拓宽：当路面宽度较宽，机动车道单车道宽度较宽，根据车道宽

度标准，可通过压缩机动车道宽度使非机动车道宽度达标。 

 

         公路段非机动车道整治措施示意图 

 

 

压缩机动车道典型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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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分隔带拓宽典型断面示意图（一） 

 

 

 

 

 

 

 

 

占用分隔带拓宽典型断面示意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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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用硬路肩拓宽典型断面示意图 

 

 

         

 

 

 

 

 

占用步道拓宽典型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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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压缩机动车道，占用分隔带、硬路肩、步道拓宽非机动车道，及维持现况路段

位置见下表： 

公路段非机动车道整治措施及位置一览表 

方 

式 

序 

号 
位 置 桩号 

长度 

（m） 

占用

宽度

（m） 

拓宽

后非

机动

车道

宽度

（m） 

占

用 

分

隔

带 

1 
东辅路：北京少林寺武术学校-华北电

力大学南街 
K14+784-K17+288 2504  0.5 2.75 

2 
东辅路：朱辛庄中路-定福皇庄公交站

南 
K19+183-K20+252 1068  0.5 2.75 

3 
东辅路：定福皇庄公交站南-沙河南

大桥南 
K20+252-K21+350 1098  0.75 2.5 

4 西辅路：京包铁路桥南侧主路入口处 K15+284-K15+316 32  0.25 2.5 

5 西辅路：自专路桥北侧 K15+520-K15+557 37  0.75 2.5 

6 西辅路：北郊农场公交站南 K15+593-K15+669 76  0.5 2.5 

7 
西辅路：史各庄南公交站北-史各庄

公交站 
K19+371-K19+883 512  0.5 2.75 

8 
西辅路：史各庄公交站-碧水庄园公

交站南侧主路入口 
K19+883-K20+900 1017  0.75 2.5 

9 
西辅路：碧水庄园公交站南侧主路入

口-沙河南大桥 
K20+931-K21+415 484  0.5 2.5 

占用分隔带拓宽长度合计  6828 — — 

占

用 

硬

路

1 
东辅路：华北电力大学南街-北清路南

侧主路出口 
K17+288-K18+216 928 1 3.25 

2 东辅路：北清路北加油站-朱辛庄中路 K18+669-K19+183 515 1 3.25 

肩 3 西辅路：西三旗桥北公交站前后 K13+573-K13+727 153 0.7 2.6 

4 
西辅路：二拨子桥南（温德姆酒店）

-北清路南 
K17+602-K18+500 898 0.25 2.5 

5 
西辅路：北清路北侧主路出口-史各庄

南公交站北 
K18+782-K19+371 589 1 3.25 

占用硬路肩拓宽长度合计  3083 — — 

占

用 
步

道 

1 西辅路：京包铁路桥桥下 K15+386-K15+500 113 0.5 2.5 

2 
西辅路：沙河南大桥-沙河南大桥公

交站北 
K21+574-K21+930 355 1 2.5 

3 
西辅路：沙河大桥公交站北-万千里车

行南 
K21+930-K22+107 177 0.5 2.5 

占用步道拓宽长度合计  646 — — 

压

缩

机

动

车

道 

1 东辅路：北清路南侧主路出口-北清路 K18+216-K18+535 319  

— 

2.5 

2 东辅路：白浮桥南北 K30+755-K31+201 446  4.4 

3 西辅路：北清路-北清路北侧主路出口 K18+576-K18+782 206  2.5 

4 西辅路：百葛桥南-满井桥南 K25+825-K28+157 2332  2.5 

5 西辅路：满井桥南-路庄桥 K24+837-K25+817 980  3.25 

6 西辅路：昌平南桥-西关环岛南侧出口 K33+550-K34+580 1030  3.25 

7 西辅路：万千里车行南侧 K22+112-K22+183 71  2.5 

压缩机动车道长度合计 — 5383 — — 

维

持 
现

况 

1 东辅路：建材城西路-少林武术学校 — 1395 

— — 

2 东辅路：北清路-北清路北侧加油站 — 75 

3 
东辅路：碧水庄园公交站北侧-京密

引水渠南 
— 9480 

4 东辅路：京密引水渠北侧-西关环岛 — 3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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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西辅路：安宁庄东路-西三旗桥北公

交站 
— 255 

6 
西辅路：西三旗桥北公交站北-回龙

观铁路桥南 
— 1570 

7 
西辅路：北郊农场桥公交站北-二拨

子桥南 
— 1820 

8 
西辅路：沙阳路南万千里车行-路庄

桥 
— 2740 

9 西辅路：百葛桥南-昌平南桥 — 5430 

10 
西辅路：昌平南桥南主路出口-西关

环岛 
— 355 

维持现况路段长度合计 — 26700 

除路口渠化段外，局部路段由于拓宽条件受限，最外侧机动车道宽度按 3.25m 考虑，

具体位置如下： 

序号 位置  长度（m） 备注 

1 
西辅路京包铁路桥桥下 

（K15+390-K15+450） 
60 

铁路桥下拓宽条件受限，占步道拓宽

0.5m，最外侧车道按 3.25m 

2 

西辅路碧水庄园公交站南主

路入口-沙河西南大桥

（K20+930-K21+378） 

448 

分隔带宽度较窄，且桥上车道均为

3.25m，整体考虑，占 0.5m 分隔带拓

宽，最外侧车道按 3.25m 

3 
西辅路沙河西南大桥-万千里

车行（K21+650-K22+183） 
533 

分隔带较窄，局部步道宽度较窄，且桥

上车道均为 3.25m，整体考虑，占步道

拓宽，最外侧车道宽度按 3.25m 

 
 
 
 

6.5 人行道系统 

京藏辅路（西三旗桥-西关环岛）局部路段步道宽度不足 1.5m 或缺失，采用占用绿

地、沥青路面等进行拓宽。 

1、步道宽度局部不足，占用外侧绿地拓宽步道。 

    人行道占绿地拓宽位置一览表 

序号 位置 长度（m） 现况宽度（m） 拓宽宽度（m） 

1 东辅路同城街路口 31 0 2 

2 东辅路：百葛桥东南侧 440 1 0.5 

3 西辅路水屯桥南 64.5 0 2 

4 西辅路：百葛桥西南侧 280 1 0.5 

2、西辅路（百葛桥南-满井桥），现况步道宽度为 1m，道路内侧存在混凝土路肩，

占用沥青路面 0.5m 将步道拓宽至 1.5m，长约 2280m，相应调整道路标线。 

 

 步道拓宽及标线调整示意图 



                                                                                                                                                                       京藏辅路慢行廊道综合整治提升专项设计 

                                                                                              - 13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3、西辅路定泗桥北道路外侧为边沟，现况无人行道，长 285m。将该段边沟改为雨

水管道，上部回填土方并新建步道，为保证雨水管道覆土厚度，本段缘石外露高度为

20cm，步道横坡 2%，另外南侧步道端头处，为保证行人通行安全，步道外侧设置一段

护栏，详见平面设计图。边沟改造详见排水工程。 

4、对于侵入步道的路缘石下雨水检查井进行改移（详见排水工程），其他类型路缘

石下检查井增设盖板，盖板详见设计图。 

6.6 沿线设施优化 

6.6.1 公交站 

对沿线港湾式公交站进行整治，完善港湾式公交站停靠标线，规范公交车停靠，并

设置非机动车彩铺引导，明确非机动车行驶路径。 

港湾式公交站标线示意图 

6.6.2 指引标志 

北郊农场桥至北清路段，沿线部分支路交叉口（南店北路、龙禧三街、华北电力大

学南街）缺少指示标志，本次补齐。 

6.7 路基工程 

6.7.1 一般路基设计 

沿线有局部段落路面拓宽时需将路基进行适度拓宽，边坡坡率 1:1.5。 

主要段落位于：东辅路百葛桥区东侧人行道拓宽处（K28+500-K28+770）；东辅路碧

水庄园公交站路面拓宽处（K21+000-K21+085、K21+127-K21+175、K21+207-K21+350）；

东辅路史各庄南公交站路面拓宽处（K19+300-K19+400）；东辅路史各庄公交站路面拓宽

处（K19+725-K19+825）；西辅路沙河西南大桥南侧路面拓宽处（K21+415-K21+290）。 

路基要求密实、均匀、稳定；满足路床土基回弹模量的要求（路床顶面设计回弹模

量应不小于 30MPa）；满足路基压实度要求；路基填料合理利用当地材料，需将现况地面

清表 30cm 至原状土。 

路基采用道路可用土分层碾压成型，路基压实采用重型击实标准，压实度按照《公

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2015）的要求，见下表 ： 

路基压实度表 

路基部位 路面底面以下深度（m） 
路床压实度（%） 

二级公路 

上路床 0-0.3 ≥95 

下路床 
轻、中等及重交通 0.3-0.8 ≥95 

特重、极重交通 0.3-1.2 ≥95 

路基填料最小强度和填料最大粒径应符合下表要求。 

路基填料最小强度和填料最大粒径 

项目分类 路面底面以下深度(cm） 
填料最小强度 

(CBR)(%) 
填料最大粒径 

(cm) 

填方路基 

上路床 0～30 8 10 

下路床 30～80 5 10 

上路堤 80～150 4 15 

下路堤 150 以下 3 15 

零填路床 
0～30 8 10 

30～80 5 10 
 

6.8 路面工程 

6.8.1 设计原则 

为保证拓宽后路面结构的一致性，循环利用道路资源，本次结合路面原结构组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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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拓宽方案，上、中面层采用再生沥青混合料。 

6.8.2 路面结构设计 

（1） 路面结构一： 

适用情况：适用于东辅路（西三旗桥~路庄桥；K13+450-K24+850）和西辅路（西三

旗桥~满井桥；K13+350-K25+700）拓宽改造路段，搭接位置设置玻纤土工格栅。 

路面处理结构如下： 

厂拌热再生细粒式沥青混合料 ZAC-13   4cm 

SBS 改性乳化沥青粘层 

厂拌热再生中粒式沥青混合料 ZAC-16   5cm 

SBS 改性乳化沥青粘层 

粗粒式沥青混合料 AC-25              7cm 

下封层                              1cm 

拉毛 

C25快硬混凝土                     25cm 

   天然砂砾                           15cm 

结构总厚 57cm 

（2） 路面结构二： 

适用情况：适用于公交港湾标线、现况路面彩铺调整区域；以及标线调整段落影响

标线施划效果的轻微病害范围，进行路面表观处理。 

路面处理结构如下： 

厂拌热再生细粒式沥青混合料 ZAC-13  4cm   

SBS 改性乳化沥青粘层 

路面铣刨 4cm 

（3） 路面结构三： 

适用情况：适用于东辅路（西三旗桥~路庄桥；K13+450-K24+850）和西辅路（西三

旗桥~满井桥；K13+350-K25+700）调整标线处段落影响标线施划效果的网碎裂位置，进

行路面表观处理。 

路面处理结构如下： 

厂拌热再生细粒式沥青混合料 ZAC-13      4cm   

SBS 改性乳化沥青粘层 

厂拌热再生中粒式沥青混合料 ZAC-16      5cm 

SBS 改性乳化沥青粘层 

路面铣刨 9cm 

（4） 标线处理 

采用水铣标线工艺，标线应清除干净，满足交管部门要求，避免新旧标线混淆。 

（5） 检查井加固 

路面表观处理范围内个别检查井存在沉陷现象，对此类检查井采用 C50 超早强钢纤

维黑色混凝土进行加固，检查井应保证超早强灌浆料上至少为两层沥青混凝土，且最下

层沥青砼与灌浆料搭接最小宽度为 30cm。 

路面表观处理范围外的检查井加固，开凿路面深度下 20 厘米、宽 35 厘米的旧路结

构，然后填超早强黑色特种灌浆料，一次浇灌成型。 

6.9 人行道及无障碍 

（1） 人行道面砖及结构 

对破损严重的人行道砖进行更换，采用整段落集中更换方式，保证人行道外观整体

统一。人行步道检查井周边采用切砖处理。另外，为践行公路绿色建设理念，在满足质

量要求的前提下，推荐优先使用再生材料制成的人行道面砖。 

本次人行道面砖更换范围，主要集中于西三旗至北清路、京密引水渠至西关环岛。

回龙观地区（西三旗-北清路）人行道面砖局部段落破损严重，对其进行更换，更换为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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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型防滑步道砖（10cm×20cm×6cm），对更换步道范围内破损严重的缘石进行同规格破

损更换。京密引水渠至西关环岛东辅路人行道面砖以砼红色方砖（25cm×25cm）为主，

整体状况较差，破损严重，将其整体更换为挤压型防滑步道砖（10cm×20cm×6cm），并

将车行道侧缘石进行同规格更换。 

现况无步道处，通过占用绿地、沥青路面等方式新建步道，其结构如下： 

（1）占用绿化新建人行道结构： 

挤压型砼防滑步道砖               6cm 

1：3水泥砂浆（M7.5）            2cm 

C15豆石砼                      15cm 

天然砂砾垫层                    15cm 

结构总厚 38cm 

（2）占用沥青路面新建人行道结构： 

挤压型砼防滑步道砖               6cm 

1：3水泥砂浆（M7.5）            2cm 

C15豆石砼                       7cm 

结构总厚 15cm 

（3）步道砖更换范围内局部基层松散，以及现况步道端头坡化完善： 

挤压型砼防滑步道砖               6cm 

1：3水泥砂浆（M7.5）            2cm 

C15豆石砼                      15cm 

结构总厚 23cm 

（2） 无障碍设施 

本项目范围内盲道分为行进盲道及提示盲道，均选用防滑盲道砖，规格为

20×20×6cm。行进盲道设置在距人行道外侧缘石或树池边框外缘 25~50cm 处，宽度为

40cm。提示盲道设置在行进盲道的起终点或转弯处，其长度应大于行进盲道的宽度。盲

道的颜色应与相邻人行道面砖的颜色形成对比，并与周围景观相协调，推荐采用中黄色。 

更换步道砖范围内应重新布置无障碍盲道，破损更换范围内应对不满足要求位置进

行完善。公交站盲道、天桥腿盲道均需完善，具体设置方式详见人行道无障碍设计图。 

此外，无障碍缘石坡道顶面与沥青混凝土路面平齐。 

（1）人行道范围内采用三面坡坡道时，其正面坡度为 1:12，侧面坡度均为 1:15，正

面坡道宽度为 1.5m，侧面渐变长度为 2.25m（外露 15cm）。 

（2）新建三面坡及单面坡位置需将现况人行道基础刨除后新建人行道结构。 

6.10 缘石 

车行道两侧立缘石采用乙 1型混凝土立缘石，尺寸为 12×30×49.5cm，缘石外露高度

15 厘米。人行道外侧缘石主要为 2 种规格，为乙 1 型混凝土立缘石（12×30×49.5cm）、

乙 2型混凝土立缘石（8/10×30×49.5cm）。 

西三旗-北清路人行道面砖更换时，对更换步道范围内破损严重的缘石进行同规格破

损更换。京密引水渠至西关环岛东辅路人行道面砖更换时，将车行道侧乙 1 缘石进行同

步更换，外侧缘石同规格破损更换。 

6.11 路面材料技术要求 

6.11.1 沥青面层技术要求 

1、沥青 

沥青面层所用基质沥青为 A级沥青，沥青标号为 70 号，沥青技术指标如下表所示。 

沥青技术指标要求 

指    标 A-70#沥青技术要求 

针入度(25℃,100g,5s)  (0.1mm) 60～80 

针入度指数 PI -1.5～+1.0 

5℃延度  (cm) (5℃,5cm/min) — 

10℃延度  (cm) (10℃,5cm/mi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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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延度  (cm) (15℃,5cm/min) ≥100 

软化点(R&B)  (℃) ≥46 

60℃动力粘度  (Pa﹒s) ≥180 

运动粘度 135℃  (Pa﹒s) — 

闪点  (℃) ≥260 

蜡含量(蒸馏法)  (%) ≤2.2 

溶解度  (%) ≥99.5 

弹性恢复(25℃)  (%) — 

离析，48h软化点差  (℃) — 

RTFOT后

残留物 

质量变化  (%) ±0.8 

残留针入度比(25℃)  (%) ≥61 

残留延度  (cm) ≥6(10℃) 

2、粗集料 

沥青混合料粗集料采用石灰岩，应洁净、干燥、表面粗糙、无杂质，具有足够的强

度和良好的颗粒形状。沥青混凝土所用粗集料石料应水洗。主要粗集料质量技术指标如

下表，具体参照《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2004）执行。 

沥青混合料用粗集料质量技术指标 

指    标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石料压碎值  (%) ≤30 T0316 

洛杉矶磨耗损失  (%) ≤35 T0317 

表观相对密度 ≥2.45 T0304 

吸水率  (%) ≤3.0 T0304 

坚固性  (%) — T0314 

针片状 
颗粒 
含量(%) 

混合料 20% 

T0312 其中粒径大于 9.5mm — 

其中粒径小于 9.5mm — 

水洗法﹤0.075mm 颗粒含量  (%) ≤1 T0310 

软石含量  (%) ≤5 T0320 

粗集料的磨光值 PSV ≥40 T0321 

粗集料与沥青的粘附性 ≥4级 
T0616 
T0663 

3、细集料 

细集料应洁净、干燥、无风化、无杂质，并有适当的颗粒级配，质量应符合下表规

定。面层细集料应采用专用的细集料破碎机，选用优质石料生产的机制砂，生产机制砂

过程中必须采用除尘设备。 

沥青混合料用细集料质量技术指标 

项    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表观相对密度 ≥2.45 T0328 

坚固性(＞0.3mm 部分)  (%) ≥12 T0340 

含泥量(＜0.075mm 的含量)  (%) ≤3 T0333 

砂当量  (%) ≥60 T0334 

亚甲蓝值  (g/kg) ≤25 T0346 

棱角性(流动时间)  (s) ≥30 T0345 

4、填料 

填料必须采用石灰岩石料经磨细得到的矿粉，原石料中的泥土杂质应除净。矿粉要

求干燥、洁净，能自由地从矿粉仓流出，其质量符合如下规定。 

  沥青混合料用矿粉质量技术指标 

项    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表观密度  (t/m3) ≥2.45 T0352 

含水量  (%) ≤1 T0103烘干法 

粒度范围 

＜0.6mm  (%) 100 

T0351 ＜0.15mm  (%) 90~100 

＜0.075mm  (%) 75~100 

外观 — 观察 

亲水系数 T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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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性指数  (%) T0354  

加热安定性 T0355  

5、回收沥青路面材料 

厂拌热再生沥青路面施工过程中回收沥青路面材料（RAP）的质量检测应符合《公

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 JTG/T 5521-2019》规定： 

厂拌热再生沥青路面施工过程中回收沥青路面材料（RAP）的质量检查 

试验项目 质量要求 检查频率 

级配、沥青含量 实测 每工作日 1次 

含水率 ≤3% 每工作日 1次 

6、级配范围 

沥青混合料的矿料级配应符合工程设计规定的级配范围，本项目密级配沥青混合料

选择采用粗型(C 型)混合料，其他类型混合料均参见如下表所示级配范围，具体应以配合

比实验为准。矿料级配范围，应符合下表的要求。 

密集配沥青混合料矿料级配范围 

混合料类型 
通过筛孔的百分（％） 

筛孔（mm） 

规格（按公称最大粒径分） 

AC-25 ZAC-16 ZAC-13 

31.5 100   

26.5 90~100   

19 75~90 100  

16 65~83 90~100 100 

13.2 57~76 76~92 90~100 

9.5 45~65 60~80 68~85 

4.75 24~52 34~62 38~68 

2.36 16~42 20~48 24~50 

1.18 12~33 13~36 15~38 

0.6 8~24 9~26 10~28 

0.3 5~17 7~18 7~20 

0.15 4~13 5~14 5~15 

0.075 3~7 4~8 4~8 

本项目采用马歇尔实验配合比设计方法，沥青混合料主要技术要求如下表所示，其

他指标以《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2004）为准，应有良好的施工性能。 

沥青混合料马歇尔试验技术标准 

试验指标 密级配沥青混凝土技术要求 

试件尺寸  (mm) Φ101.6mmX63.5mm 

击实次数(双面)  (次) 75 

空隙率 VV  (%) 3~5 

稳定度 MS  (kN) ≥8 

流值 FL  (mm) 2~4 

7、路用性能指标 

部分路用材料性能指标如下所示，未尽事宜以《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2004）为准，沥青面层需满足如下指标。 

沥青面层使用性能指标表 

项目\类型 单位 普通沥青混合料 

动稳定 
（60℃，0.7MPa) 

次/mm ≥1000 

浸水马歇尔残留稳定度 % ≥80 

冻融劈裂残留强度比 % ≥75 

弯曲极限应变(-10℃) με ≥2000 

渗水系数 ml/min ≤120 

8、粘层技术要求 

（1）改性乳化沥青粘层油选择 SBS 改性乳化沥青，代号为 PCR-SBS，其喷洒量一

般控制在 0.5±0.1L/m2。乳化沥青中沥青含量不小于 60%。各项指标应符合《公路沥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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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2004）中的技术要求。 

乳化沥青及改性乳化沥青技术要求 

试验项目 
改性乳化沥青 PCR-SBS 技术

标准 

破乳速度 快裂 

粒子电荷 阳离子(+) 

筛上残留物(1.18mm 筛) (%) ≤0.1 

粘度 
恩格拉粘度计 E25 1～10 

道路标准粘度计 C25.3  (s) 8～25 

蒸发 

残留 

物 

残留分含量  (%) ≥60 

溶解度  (%) ≥97.5 

针入度(25℃)  (0.1mm) 40～120 

延度  (cm) ≥20(5℃) 

软化点(℃) ≥50 

与粗集料的粘附性，裹附面计 ≥2/3 

1d常温贮存稳定性  (%) ≤1 

5d常温贮存稳定性  (%) ≤5 

9、封层技术要求 

下封层采用沥青表面处治，沥青或乳液用量（沥青含量 60%）1.2kg/m2，集料采用

S12型，用量为 8m3/1000m2，厚度为 1cm。各项指标应符合 JTG F40-2004《公路沥青路

面施工技术规范》中的技术要求，施工时应做到完全密水。 

10、水泥砂浆垫层技术要求 

挤压型混凝土防滑步道砖下设 M7.5 水泥砂浆卧底，强度等级为 M7.5，稠度、凝结

时间、保水率、抗冻性指标（强度损失率、质量损失率）参照《预拌砂浆应用技术规程》

（DB11／T 696-2016）湿拌砌筑砂浆执行，相应验收指标可参照《预拌砂浆》（GB／T 

25181-2019）。M7.5 水泥砂浆应采用商品砂浆。 

11、路缘石、人行道面砖指标要求 

挤压型砼防滑步道砖性能指标 

 检 验 项 目 技 术 要 求 

外 
观 
质 
量 

表面非贯穿裂纹长度投影尺寸、 

贯穿裂纹、杂色、色差、泛碱 
不允许 

缺棱掉角、正面粘皮及 

缺损的最大投影尺寸（mm） 
≤3,且不多于一处 

尺 
寸 
允 
差 

（mm） 

厚度、厚度差 ≤2.0 

长度、宽度 ±1.5 

平整度、垂直度、对角线相对差 ≤2.0 

力 
学 
性 
能 

(MPa) 

抗压强度 
（边长/厚度<5） 

平均值 K=1且单块最小值 

≥40.0 ≥35.0 

抗折强度 
（边长/厚度≥5） 

平均值 K=1且单块最小值 

≥4.0 ≥3.2 

物 
理 
性 
能 

耐磨性（mm） 
(GB/T12988 & GB/T16925) 

磨坑长度 耐磨度 

≤32 ≥1.9 

吸水率（%） ≤6.5 

抗冻性(25 次循环，JC/T446-2000) 外观符合要求，强度损失≤20% 

其 
它 

防滑（代表抗滑值）BPN 分级 R2，BPN≥70 

砼缘石性能指标要求 

规格（cm） 抗压强度 抗折强度 备注 

12×30×49.5 

Cc40 Cf4.0 其它材料指标参考现行规范 8/10×30×49.5 

25×50×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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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砖验收指标表 

序号 项 目 
规定值或

允许偏差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范围 点数 

1 压实度（%） ≥95 100m 2 JTG E60-T0921 

2 平整度（mm） ≤5 200m 1 3m 直尺：连续 10 尺 

3 相邻块高差（mm） ≤2 20m 1 塞尺量取最大值 

4 横坡（%） ±0.5 20m 1 水准仪测量 

5 纵缝直顺度（mm） ≤10 40m 1 20m 线和钢尺量 

6 横缝直顺度（mm） ≤10 20m 1 20m 线和钢尺量 

7 缝宽（mm） ≤3 20m 1 钢尺量取最大值 

注：本表中压实度采用重型击实标准； 
独立人行道应增加检验高程指标，允许偏差为±10mm； 
人行步道砖与检查井相邻处应进行步道砖切砖处理，其应与检查井周边贴合紧密。 

以上混凝土路缘石须由挤压成型工艺生产，规格及颜色建议与现况相同。路缘石基

础、后背砼尺寸和强度符合设计要求，采用水泥净浆灌缝。 

6.11.2 非机动车道彩铺技术要求 

1、胶结剂 

胶结剂为环氧树脂类材料，应具有较好的拉伸强度，对各种石料、沥青混凝土、水

泥混凝土等具有很高的粘结强度，其指标应符合要求： 

胶结剂技术指标要求 

指标 单位 要求 试验方法 

抗拉强度（Mpa） Mpa ≥10 GB/T1040-2006 

断裂伸长率 % 40-90 GB/T1040-2006 

粘结强度 Mpa ≥2.5 JG/T24 

邵氏硬度 邵尔 D,度 ≥90 GB/T531.1-2008 

固化时间 20℃ h ≤5  

胶粘剂应进行有关环保项目的检测，应符合下表的要求： 

胶结剂环保指标要求 

检测项目 标准值 数值 检测方法依据 

苯 g/kg ≤0.02 或未检出 GB18582-2008《室内装
饰装修材料胶粘剂中有

害物质限量》 
甲苯+二甲苯含量 g/kg ≤0.02 或未检出 

总挥发有机物 g/L ≤60 

2、骨料 

彩色防滑骨料是彩色路面的颜色基础，本项目骨料采用陶瓷颗粒，其颗粒要均匀、

色彩鲜明、硬度高，不易磨光和压碎，通体一色，各项性能比较稳定，色彩大多为红色，

本项目骨料颜色应与既有彩色铺装骨料颜色一致，具体指标要求如下表所示。 

防滑骨料的技术指标要求 

指标 单位 要求 试验方法 

表观相对密度 - ≥2.45 T0328 

含水量 % ≤3 T0332 

莫氏硬度 级 ≥6 莫氏硬度计 

粒径 mm 1-3 T0351 

含泥量（＜0.075mm 的含量） % ≤5 T0333 

磨光值 BPN ≥42 T0321 

3、彩色路面施工验收 

彩色铺装路面面层质量检验标准及允许偏差 

检查项目 单位 
规定值及允许

偏差 
检查频率 

检验方法 备注 
范围 点数 

平整

度 

σ mm ≤2 每车

道 
全线连续 

平整度仪：每 100m 计算 

σ、IRI 

 

IRI m/km ≤3.2  

抗滑

性能 

摆值 BPN  ≥70 

200m 

1或全线

连续 

T0964 任选其

一 横向力系数 SFC ≥0.42 T0965 

构造深度 mm ≥1.0 1 T0924  

整体厚度 mm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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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检查井加固工艺及要求 

a) 检查井加固施工工艺 

① 施工前准备 

施工前确定施工部位，并在检查井周边做好标示。 

② 挖孔 

使用专业井口铣钻机对做过标示的检查井进行铣钻，然后清理杂土并装车，井口清理

干净后测量记录。 

③ 稳井圈 

把合格的井圈放置在清理干净的井口内，使用挈型垫块抬升并调平井圈，确保调平后

井圈平整度符合规范要求，稳固后进行下个工序。 

④ 支模板 

模板要与井壁形状相符，模板要紧贴井壁间无缝隙并支撑牢固。 

⑤ 浇灌 

用 C50超早强钢纤维黑色混凝土从底层一次浇灌成型，从而节省施工时间。  

⑥ 养护 

无需洒水及覆盖养护，自然条件下养护 2小时，养护期间严禁碾压。 

⑦ 井圈周边铺筑沥青混凝土面层。 

b) 超早强灌浆料强度要求 

① 强度： 

1小时≮20Mpa、28天≮50 Mpa。 

②初凝时间：30分钟； 

终凝时间：45分钟。 

③ 抗渗性： 

抗渗指标>p6。 

④耐久性： 

200万次疲劳试验，50 次冻融环境试验强度无明显变化。 

6.11.4 玻纤土工格栅指标要求 

玻纤土工格栅网孔尺寸为 20x20mm，形状为正方形。要求格栅玻璃纤维网抗拉强度

≥50KN/m（双向），最大负荷延伸率<4%。土工格栅之间的联接应牢固，不能产生拥包，

在受力方向连接处的强度不得低于材料设计抗拉强度，且其叠合长度不应小于 15cm。土

工格栅摊铺以后应及时填筑填料，避免其受到阳光过长时间暴晒，间隔时间不应超过 48h。

土工格栅铺设后禁止车辆在上面行驶。 

7. 通信改移工程 

占用主辅分隔带、硬路肩拓宽非机动车道，以及百葛桥区占用外侧绿地新建人行道时，

需对现况光缆、电缆进行改移，改移长度约 3.85km。 

（1）改移规模 

（一）光电缆线路迁移，需重新挖沟敷设主干光缆及电力电缆（光缆型号单模

GYTS-24 铠装室外光缆，主干电缆型号为 JYV4×10mm²，检查井平均间距 80米，双镀

锌钢管 DN80,埋深 0.8 米）共计 3850 米，分别位于（1）西辅路 百葛桥西南角占用绿地

拓宽步道位置（K28+135-K28+500），长度 365m；（2）东辅路 百葛桥东南角占用绿地拓

宽步道位置（K28+335-K28+800），长度 465m；（3）东辅路 定泗桥南-碧水庄园公交站

北侧（K20+490-K21+360），长度  870m；（ 4）东辅路  北郊农场桥南 -二拨子桥北

（K15+700-K17+850），长度 2150m。 

（二）1 处交通量调查设备及立杆迁移，1 处视频采集设备及立杆迁移，迁移后需重

新做立杆基础及防雷接地，接地电阻应符合相关规范。 

表 1光电缆线路迁移 

序号 位置 桩号 长度（m） 

1 西辅路 百葛桥西南角占用绿地拓宽步道位置 K28+135-K28+500 365 
2 东辅路 百葛桥东南角占用绿地拓宽步道位置 K28+335-K28+800 465 
3 东辅路 定泗桥南-碧水庄园公交站北侧 K20+490-K21+360 870 
4 东辅路 北郊农场桥南-二拨子桥北 K15+700-K17+850 2150 

表 2设备迁移 

序号 设备 点位名称 线路名称 方向 

1 交通量设备迁移 汽配城微波交调 G6辅路 出京 
2 视频采集设备迁移 北郊农场桥视频采集 G6辅路 出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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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场设备电力电缆、通讯电缆埋设技术方案 

1、外场设备供电采用市电（按国家正规程序进行报装）。电力电缆采用铠装电缆，采

用套管（DN80mm 钢管）的敷设方式。 

2、电力电缆敷设完成后，其芯线之间、芯线对地之间的绝缘电阻用 1000V兆欧表测，

保证温度在 20℃时，大于 50兆欧/公里。 

3、所有电气工程符合 GB50254-96~GB50259-96《电气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

范》。 

4、铠装电缆型号采用 YJV22-0.6/1KV-4×10mm2，埋设深度 800mm，电缆沟宽度

600mm， 

沟底铺设 100mm 厚沙层或细土，铺好电缆套管后，再铺盖 100mm 厚沙层或细土。

采用电缆敷盖板的方式加以保护，电缆板铺盖在全线电缆上。直埋电缆沟回填之前，须

经隐蔽工程验收合格。 

5、通讯电缆型号采用单模 GYTS-24 铠装室外光缆,埋设要求同电力电缆，通讯电缆

应单独采用套管敷设，不得与电力电缆放置于同一套管内。 

6、沿线缆走向每隔 50m 的线缆上方需设置线缆警示桩或不锈钢步道警示牌。 

（3）防雷接地 

1、防雷 

由于外场设备工作于露天条件下，不可避免会受到雷电袭击，从而可造成设备损坏，

进而影响系统功能的发挥。因此，在工程中，需要为相关设备配备相应的防雷保护设备，

尽量避免由于雷电导致的设备损坏，将雷电对系统运行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程度。 

1）直击雷防护 

对外场设备等高耸物体进行直击雷防护，应选用响应快、保护范围大、无需维护的专

用避雷针。 

避雷针应满足以下主要技术指标： 

避雷针内部无电子部件，免维护。 

不锈钢材料。 

2）设备防雷 

设备防雷主要从电源、信号控制防雷两方面考虑。 

①电源防雷 

本次设计在外场设备各分控制机箱及总控制机柜内均加装电源防雷模块。 

②信号控制防雷 

本次设计在外场设备机箱内的通信及控制线缆引入端均加装信号防雷模块。 

2、接地 

本次设计外场设备采用单独接地，即防雷接地与设备保护接地分别用两个接地网，避

雷针接地电阻≤10 欧姆,设备接地电阻≤4 欧姆,当接地电阻达不到要求时，应增加人工接

地极。 

其它未尽事宜请按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JGJ/T16-92《民用建筑电气

设计规范》、GB50198-94《民用闭路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174-93《电子计算机

机房设计规范》执行。 

3、设备配置 

1）电源首级防护 

技术参数： 

最大放电电流：单模块 65～100KA； 

最大持续耐压：单模块 440Vrms（有效值）； 

保护电压/测试电流：2.0KV； 

响应时间：5ns； 

安装方式：模块化结构，标准导轨安装； 

告警方式：有变色窗口，可视告警，老化预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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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压（8/20μs）：≤1300V； 

最大接线截面（mm2）：35×2； 

温度范围（℃）：-40～+85； 

相对湿度：95%； 

IP 等级：IP20。 

2）电源次级防护 

技术参数: 

最大放电电流：单模块 40～65KA； 

最大持续耐压：单模块 440vrms（有效值） 

保护电压/测试电流：1.8KV～2.0KV； 

响应时间:25ns； 

安装方式：模块化结构，标准导轨安装； 

告警方式：有变色窗口，可视告警； 

残压（8/20μs）:≤1100V； 

最大接线截面(mm2)：35； 

温度范围（℃）：-40～+85； 

相对湿度：95%； 

IP 等级：IP20。 

3）电源末级保护 

技术参数： 

最大放电电流：单模块 15～40KA； 

最大持续耐压：单模块 440Vrms（有效值）； 

保护电压/测试电流：1.8kv； 

响应时间：25nm； 

安装方式：模块化结构，标准导轨安装； 

告警方式：有变色窗口，可视告警； 

残压（8/20μs）：≤1100V； 

最大接线截面（mm2）:35； 

温度范围（℃）：-40～+85； 

相对湿度：95%； 

IP 等级：IP20。 

4）双绞线信号过电压保护器 

技术参数： 

最大放电电流：单线 10KA; 

静态门槛电压：1.5Un（额定工作电压）； 

动态电压（1Kv/μs）：2Un（额定工作电压）； 

频宽：2MHZ； 

安装方式：模块化结构，标准导轨安装。 

5）专线信号过电压保护器 

技术参数： 

额定电压：120V； 

最大放电电流：3KA； 

静态门槛电压：200V； 

动态电压（1Kv/μs）:300V； 

频宽：2MHz； 

结构：屏蔽金属铝,RJ45 接口。 

（4）设备箱 

1）不锈钢机箱 



                                                                                                                                                                       京藏辅路慢行廊道综合整治提升专项设计 

                                                                                              - 23 -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A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防腐性能：耐酸性和耐碱性，符合 GB/9274（甲）标准 

防风：大于 60m/s 的强风 

防护等级：IP55 

工作温度：-20℃-70℃ 

工作湿度：5%~95% 

安装方式：一体化（支持挂墙，挂杆等多种安装方式） 

2）配电保护器 

远程控制接口：接收开关量信号可执行分合闸动作，掉电次数、分合闸次数记录 

通讯接口：RS485-A；RS485-B； 

保护极数量：2 

分断能力：Icn=6kA 

冲击耐受电压：6kV 

安装方式：DIN35mm 标准导轨，5P 

重合工作电压：DC24V（12V-48V） 

反应时间：合闸或分闸时间<2s 

断路器额定电流：16A（30℃） 

额定工作电压：AC230/400V，50Hz 

电气寿命：20000次 

产品认证：CCC 

3）电源防雷器 

标称工作电压：220VAC 

标称放电电流：20kA(8/20μs) 

电压保护水平：1500V（20kA,8/20μs） 

保护模式：L/N-PE 

安装方式：DIN35mm 标准导轨，2P 

最大运行电压：385VAC 

最大放电电流：40kA(8/20μs) 

响应时间：≤25ns 

报警：遥信告警 

4）网络防雷器 

最大运行电压：5V 

系统类型：CAT.5 

最大流通容量：5kA(8/20μs) 

接头形式：RJ45，保护线路 1/2，3/6 

安装方式：DIN35mm 标准导轨，1P 

传输速率：100Mbps 

标称放电电流：3kA(8/20μs) 

冲击限制电压：≤20V（10/700μs） 

保护端口数：1 

5）通信/电源模块 

温湿度传感器：温度检测范围 0～80℃,精度正负 1℃:；温度检测范围 0～100%RH，

精度正负 3%RH 

数据存储：8MB串行 FLASH，可扩展到 16MB和 32MB，256KB串行 FRAM 

软件：采用 SNMP 网络协议通信 

支持远程管理平台 GET、SET 

终端主动通过 Trap向 SNMP 管理站发送事件消息 

事件包括：告警、告警恢复、通知等等。 

电源输出：24VDC/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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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VDC/4A 

检修接口：USB 

倾角传感器：支持 X、Y轴倾角测量，倾角报警值可设 

电源电压采集：可采集外部电源电压和备用电源电压 

Micro SD卡：支持外接 TF卡，FAT32 文件系统 

工作环境：温度：-40～85℃ 

湿度：≤95%RH（40℃） 

备用电池：锂电池，24VDC，2000mAh，配置自动充电程序，电池容量低于 60%时

自动充电 

安装方式：折叠式抽屉导轨，隐藏式后接线 

（5）交通导改 

根据本项目的工程特点，结合施工道路的交通实际情况，为减小对项目周边交通的影

响，本次施工拟采用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施工方案。施工期间做好安全施工准备工作，

施工人员必须穿戴有安全标志的服装，设置安全疏导设施，指派专人进行交通疏导。 

1.交通导行原则： 

交通导行坚持四个保证并举：即保证现况道路畅通不拥堵、保证对现况交通没有影响、

保证交通导行时间短、保证交通安全和施工安全。 

2.交通导改方案： 

（1）提前设置提示标志牌：在施工路段前方分别设置提示设施，在进入施工区前 2

公里开始，逐级设置提示标志牌，并配合其他交通导改设施。 

（2）现场设施管理：施工路段采用红色反光方尖碑、隔离墩、水码及围挡板进行隔

离、封闭；在交通导行的起点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GA182-1998

《道路交通安全标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09）

的基础上按照《北京市道路施工交通管理手册》规定，设置规范化的交通标志、标牌，

保证施工安全和交通安全。夜间在施工区设置频闪灯，以示警告。设置的交通标志标牌

经交管作业部门验收合格，确保标志准确、规范。具体设置情况如下：当进行施工作业

时，距施工路段 1000 米处开始依次码放“前方施工 1km”、“左（右）道封闭”、“禁止超

车”、“前方施工 300m”、“左（右）道封闭”、“前方施工”等指示标志，用以提醒行驶车

辆；施工路段前放置仿真警察及仿警闪灯，施工路段每 4 米间隔码放反光方尖碑，用以

隔离、导流车辆，防止社会车辆驶入施工区域。施工路段结束后放置相应的解除警示的

标志、标牌，提示行驶车辆。 

（3）交通控制区设置 

施工区域来车方向将设置“前方施工”和“车辆慢行”等提示牌，并在施工区域前设

置 LED箭头指示灯、LED转灯、“前方施工”、“限速 20”等提示标志提示过往车辆减速

慢行。 

警告区：警告区长度为 1000m。每隔一定距离设置有关标志，第一个警告标志为“前

方施工 1000m”， 第二个警告标志为“右道封闭”，与第一个警告标志距离为 500m，随

后设置“前方施工”。 

上游过渡区：长度为 100m； 

缓冲区：长度为 50m； 

作业区：初步拟定 1800m； 

下游过渡区：长度为 100m； 

终止区：长度为 30m。 

上游过渡区、缓冲区、作业区、下游过渡区、终止区采用锥形交通路标和水马进行布

置。 

3.安全措施： 

（1）交通协管人员、施工人员应统一穿戴反光背心上岗，指挥、疏导交通，保证车

辆沿导改路线正常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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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导改实施摆放后，要有专人负责看护，发现被车辆撞坏或其他因素损坏的

要及时更换或维修，保证其使用功能。 

（3）施工机械、材料进出场有专人指挥，避免随意出入，以减少对交通的影响。禁

止施工以外的其他车辆进入施工区域。 

（4）施工期间所有人员严格禁止随意出入施工现场，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安全施

工。 

（5）对全体参施人员进行交通法规、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的教育工作，组织职工进行

交通安全知识教育和考核。 

（6）施工前应与属地交通队取得联系，积极沟通，共同保障交通畅通。 

（7）在施工过程中，若发生交通拥堵情况，应立即组织人员进行疏导。并暂停施工，

恢复交通。如遇到不能及时解决堵塞情况应立即联系相关交管部门，协助交警进行疏导。 

光缆电缆改移主要工程数量表 

项 目 单 位 数 量 

土方 m³ 1590 

电缆 m 3850 

光缆 m 3850 

镀锌钢管（2 DN80） m 7700 

手孔井 座 42 

光缆警示桩 个 42 

激光交调杆（含基础）挪移 根 1 

视频采集杆（含基础）挪移 根 1 

8.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注意事项 

京藏辅路（西三旗桥-昌平西关环岛）为二级公路，由于沿线已城市化，在确定横断

面各功能带宽度时，参考了《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2016 版）》（CJJ37-2012），并结合

交通调查数据及交通委、交管局等各部门意见，最终确定了车道宽度标准。 

本项目里程较长，局部段落地形、地物测量时间较早，设计过程中加强现场踏勘，

提出了详测、补测要求。施工单位施工前应注重现场复核工作，复核无误后再进行施工。 

9. 施工注意事项 

1．沥青路面的摊铺温度控制和碾压遍数、压实度控制对道路的后期使用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施工规范要求进行施工。 

2．路面材料的性能及配比设计需由专项试验确定；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复核路面结构，

若铣刨后发现路面结构与设计不一致，应及时联系设计；路面表观处理范围可根据标线

施画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3．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及导改，应及时与交通管理部门协商配合；在施工过程中应

注意加强对现况管线的保护，及时与公交部门、园林绿化部门沟通与配合。 

4．车道拓宽段应注意对现况树木的保护，不应因本工程实施，对树木破坏。 

5．新建人行道或车道范围内的检查井，应随对应设计标高进行调整。 

6．人行道边缘遇有检查井的，需根据实际情况现场测量后进行加工预制。 

7．新建人行道及车道路基施工前，应将路基内杂物、腐殖土进行清表处理。 

8．机动车道内土基处理后回弹模量应达到 30MPa以上，人行道范围内，土基处理后

回弹模量应达 20MPa以上，如未能达到设计要求，应及时与设计联系，根据实际情况进

行处理。 

9．施工过程中如遇到雨天，应优先保证施工安全和施工质量，合理进行施工组织及

工期安排。 

10．施工时应注意高程的衔接，如高程衔接有问题，请及时通知设计人员。 

11．施工单位应严格按照设计标准进行施工，施工前应仔细复核现场情况，尤其是改

移项目，如有与设计不一致处，应及时通知设计人员。 

12．其它未尽事宜，可随工程实施中的变化情况，通过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及时有

效的沟通配合协商解决。 

 



道路工程数量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一、土方工程

1 渣土消纳 m³ 8570.25

2 铣刨旧料回收利用 t 3545.97

3 挖方（运弃） m³ 4101.86

4 清表（30cm） m³ 820.48

5 填方 m³ 1620.48

6 拉毛 ㎡ 6626.93

7 旧路铣刨4cm（沥青层） ㎡ 14883.22

8 旧路铣刨9cm（沥青层） ㎡ 10233.78

9 旧路铣刨17cm（16cm沥青层+1cm基层） ㎡ 2588.38

10 刨除旧路17cm ㎡ 550.88

11 拆除缘石 m 21900.77

12 拆除步道砖 ㎡ 20912.48

13 拆除砼结构 m³ 26.40

14 拆除步道基层32cm m³ 877.91

15 拆除步道基层15cm m³ 130.92

16 拆除步道基层7cm m³ 44.66

17 拆除砼树池（1.5m×1.5m） 个 32.00

18 拆除阻车桩 根 5.00

19 拆除废弃阻车桩基础 个 8.00

二、道路工程

1 厂拌热再生细粒式沥青混合料ZAC-13 4cm ㎡ 34332.30

2 厂拌热再生中粒式沥青混合料ZAC-16 5cm ㎡ 19449.09

3 粗粒式沥青混合料AC-25 7cm ㎡ 9215.31

4 C25快硬混凝土 25cm ㎡ 6626.93

5 天然砂砾垫层 15cm ㎡ 6626.93

6 SBS改性乳化沥青粘层 ㎡ 53781.39

7 下封层 ㎡ 9215.31

8 玻纤土工格栅 ㎡ 10353.51

9 彩色铺装（厚度4±0.5mm） ㎡ 3480.75



10 喷播草籽 ㎡ 638.00

11 新建砼树池（1.5m×1.5m） 个 3.00

12 新建树池盖板（1.5m×1.5m） 个 3.00

13 检查井加固（表观处理范围内） 个 35.00

14 检查井加固（表观处理范围外） 个 5.00

三、缘石工程

1 乙1型砼立缘石（12×30×49.5cm） m 17764.21

2 乙2型砼立缘石（8/10×30×49.5cm） m 1312.10

3 特5型防撞缘石(25×50×74.5cm) m 185.90

4 C15豆石砼（缘石背后） m³ 887.40

5 C15豆石砼（沟槽填充） m³ 51.00

四、步道工程

1 挤压型防滑步道砖（10×20×6cm） ㎡ 16007.25

2 盲道方砖（20×20×6cm） ㎡ 4989.25

3 天然砂砾垫层15cm ㎡ 2347.50

4 C15豆石砼15cm（步道基础） ㎡ 3225.70

5 C15豆石混凝土 7cm（步道基础） ㎡ 1193.00

6 不锈钢护栏（含基础） m 11.10

7 检查井盖板(φ≥1/2D） 个 69.00

六、拆改移

1 占用绿地（主辅分隔带绿地） ㎡ 3883.45

2 占用绿地（人行道外侧绿地） ㎡ 676.50

3 光缆、电缆改移（含手孔井） m 3850.00

4 挪移激光交调杆(光缆、电缆改移范围内) 根 1.00

5 挪移视频采集杆(光缆、电缆改移范围内) 根 1.00

6 挪移树木 棵 70.00

7 挪移线杆 根 2.00

8 挪移灯杆 根 17.00

9 挪移垃圾桶 个 11.00

10 挪移人行道护栏 m 400.00

11 挪移指示牌（箱型） 个 2.00

12 挪移公交站牌 个 1.00

13 挪移公交站护栏 m 15.00



14 挪移里程桩 个 6.00

15 挪移自行车架（地笼圆形） m 15.00

16 挪移岗亭 座 1.00

项目负责
人

编制人 校核人 审核人 审定人



改移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东/西辅路 桩号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东/西辅路 桩号

1

光缆、电缆改移
（含手孔井）

m 3850.00

西辅路 K28+135-K28+500

2 挪移树木 棵 70.00

西辅路 K21+721.7

东辅路 K28+335-K28+800 西辅路 K21+711.6

东辅路 K20+490- K21+360 西辅路 K21+700.0

东辅路 K15+700-K17+850 西辅路 K21+691.2

挪移激光交调杆 根 1.00 西辅路 K22+073.5 西辅路 K21+681.0

挪移视频采集杆 根 1.00 东辅路 K15+856.0 西辅路 K21+670.8

2 挪移树木 棵 70.00

西辅路 K22+100 西辅路 K21+660.7

西辅路 K22+080 西辅路 K21+650.0

西辅路 K22+060 西辅路 K21+640.4

西辅路 K22+050 西辅路 K21+630.3

西辅路 K21+985.0 西辅路 K21+624.6

西辅路 K21+975.0 西辅路 K19+907

西辅路 K21+965.0 西辅路 K19+914

西辅路 K21+955.0 西辅路 K17+650.0

西辅路 K21+946.0 西辅路 K17+656.0

西辅路 K21+920.0 西辅路 K17+662.0

西辅路 K21+896.0 西辅路 K17+668.0

西辅路 K21+886.0 西辅路 K17+674.0

西辅路 K21+876.0 西辅路 K17+680.0

西辅路 K21+854.0 西辅路 K17+686.0

西辅路 K21+845.0 西辅路 K17+700.0

西辅路 K21+829.0 西辅路 K17+693.0

西辅路 K21+773.2 西辅路 K17+688.0

西辅路 K21+762.8 西辅路 K17+792.0

西辅路 K21+752.8 西辅路 K17+797.0

西辅路 K21+742.4 西辅路 K17+802.0

西辅路 K21+732.5 西辅路 K17+807.0



改移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东/西辅路 桩号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东/西辅路 桩号

2 挪移树木 棵 70

西辅路 K17+850.0

4 挪移灯杆 根 17

西辅路 K22+001.7

西辅路 K17+848.0 西辅路 K21+967.9

西辅路 K17+846.0 西辅路 K21+938.8

西辅路 K17+841.0 西辅路 K21+902.5

西辅路 K18+042.0

4 挪移灯杆 根 17

西辅路 K21+873.5

西辅路 K18+060.0 西辅路 K21+831.5

西辅路 K18+065.0 西辅路 K21+792.3

西辅路 K18+082.0 西辅路 K21+721.5

西辅路 K18+077.0 西辅路 K21+750.0

西辅路 K18+108.0 西辅路 K21+694.5

西辅路 K18+194.0 西辅路 K21+658.5

西辅路 K18+197.0 西辅路 K21+618.3

西辅路 K18+204.0 西辅路 K15+441.6

西辅路 K18+210.0 西辅路 K15+393.0

西辅路 K18+222.0

5 挪移垃圾桶 个 11

西辅路 K22+097

西辅路 K18+228.0 西辅路 K22+042

西辅路 K18+130.0 西辅路 K22+003

西辅路 K18+103.0 西辅路 K21+940

西辅路 K18+097.0 西辅路 K21+871

西辅路 K18+093.0 西辅路 K21+815

西辅路 K18+050.0 西辅路 K21+766

西辅路 K18+055.0 西辅路 K21+745

3 挪移线杆 根 2
东辅路 K17+775.0 西辅路 K21+693

东辅路 K17+822.0 西辅路 K21+632

4 挪移灯杆 根 17.00

西辅路 K22+100.0 西辅路 K15+472

西辅路 K22+070.2
6 挪移人行道护栏 m 400

西辅路步道上 K21+600-K22+000

西辅路 K22+043.2 西辅路步道上 K32+086-K32+021.5



改移项目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东/西辅路 桩号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东/西辅路 桩号

7 挪移里程桩 个 6

西辅路 K21+794

西辅路 K21+634

西辅路 K21+693

西辅路 K28+440

东辅路 K28+500

8 挪移自行车架（地笼圆形） m 15 东辅路 K21+735

9 挪移岗亭 座 1 西辅路 K28+310.0

10 挪移公交站牌 个 1 西辅路 K21+790

11 挪移公交站护栏 m 20 西辅路 K21+790

12 挪移指示牌（箱型） 个 2
西辅路 K21+816

西辅路 K22+004

项目负责
人

编制人 校核人 审核人 审定人



检查井增设盖板位置一览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东/西辅路 桩号 序号 项目 单位 合计 东/西辅路 桩号

1 电信检查井增设盖板 座

6 东辅路 K15+800~K16+550

1 东辅路 K17+930

8 东辅路 K21+530~K21+950

4 东辅路 K22+229~K22+430

3 东辅路 K23+235~K23+950

1 东辅路 K24+835

19 东辅路 K30+855~K32+900

1 东辅路 K33+923

1 西辅路 K14+318

1 西辅路 K14+900

1 西辅路 K16+665

1 西辅路 K19+600

1 西辅路 K20+428

1 西辅路 K20+622

1 西辅路 K22+425

1 西辅路 K25+782

2 电力检查井增设盖板 座
1 东辅路 K16+215

1 西辅路 K15+350

3 污水检查井增设盖板 座

1 东辅路 K22+182

7 东辅路 K24+600~K24+750

2 东辅路 K34+300~K34+350

1 西辅路 K16+667

4 西辅路 K17+280~K17+480

4 给水检查井增设盖板 座 1 东辅路 K22+823

项目负责
人

编制人 校核人 审核人 审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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