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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概况 

（一） 项目背景 

近几年，随着前海蛇口自贸区开发渐入佳境，南山对全市发展的支撑作用、对周

边地区的辐射作用越来越凸显。但随着城市更新建设不断推进，交通需求的快速增长，

现状公共设施、轨道交通等的配给均不能与南山城市中心区定位相匹配，未来巨大的

建筑增量对相关配套设施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保证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保持后

续发展动力，南山区迫切需要完善相关交通基础设施。《深圳市干线路网规划》、《中

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综合发展规划（在编）》、《南山区交通

规划研究（在编）》及《蛇口片区综合交通规划》等上层次规划均提出了将望海路快

速化改造，构建南山半岛“U 形”快速环路，完善区域快速路体系，拉近前海-蛇口的

时空距离，助推区域融合发展。 

海路快速化改造对自贸区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激发地区活力和强化

区域合作的催化剂和粘合剂，亟待推动望海路快速通道的详细规划和实施工作，助推

深圳自贸区的发展繁荣。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组织开展了本次交通详细规划研究工作。 

（二） 内容范围 

1. 研究内容 

重点是结合新的发展形势，明确上层次规划及沿线地区对望海路的交通功能要

求，优化整合该交通走廊内相关交通功能和工程布设关系，研究望海路沿线区域交通

组织模式和与沿线相交道路的衔接方式，提出望海路横断面、平面、节点、出入口等

布设方案，控制道路沿线用地范围，为下一步工程设计工作提供技术参考。 

2. 规划范围 

望海路位于南山区的最南端，东西向连接兴海大道和沙河西路，形成南山区南部

的快速路系统。 

本次规划范围:西起兴海大道，向东经过太子湾片区、海上世界、东角头、后海及

深圳湾口岸片区至东滨路，全长约为 8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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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范围:包括前海、蛇口、后海及深圳湾、宝安中心区等区域。 

3. 规划年限 

规划年限为 2030 年。 

二、 交通分析 

（一） 现状道路条件 

1. 横断面 

望海路现状横断面形式主要分为三段。其中： 

工业一路-女娲路段：途经滨海生态带，路幅 36m，双向四车道，中间设 3m 宽的

中央分隔带，道路两侧有 4m宽的人行道和 4.5m 绿化带； 

 

图 2-1现状横断面图一（工业一路~女娲路） 

女娲路-后海大道段：途经蛇口港，路幅 36m，双向 4车道，无中央分隔带，两侧

设 4.5m宽绿化带，外侧布置 3m宽的自行车道和 2.5m宽的人行道； 

 

图 2-2现状横断面图二（女娲路~后海大道） 

后海大道-滨海大道段：沿线东侧靠近海滨观光旅游区，路幅 37m，有 4m 宽的绿

化中央分隔带，路北人行道宽度 1.5m，人行道未与机动车道硬性隔离，路南人行道宽

度 3m，并设有 6.5m宽的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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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现状横断面图三（后海大道~滨海大道） 

2. 沿线节点 

现状望海路以平面交通组织为主，全线共设置立交两处：东滨路立交（部分互通）

和西部疏港通道立交（分离）；望海路全线共设置路口 17 个，其中信号路口 13 个，

无信号路口 3 个，右进右出路口 1 个。全线交通组织如下图所示。 

表 2-1望海路现状主要相交道路统计表 

序号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标准断面 走向 节点组织 

1 工业一路 支路 双 2 南北向 —— 

2 工业二路 支路 双 2 南北向 灯控 

3 工业三路 支路 双 2 南北向 灯控 

4 康乐路 支路 双 2 南北向 灯控 

5 公园路 次干道 双四 南北向 灯控 

6 湾厦路 支路 双 2 南北向 灯控 

7 金世纪路 支路 双四 南北向 灯控 

8 后海大道 主干道 双四 南北向 灯控 

9 中心路 次干道 双四 南北向 灯控 

10 东滨路 主干道 双 6 东西向 全互通 

3. 现状公交、慢行设施 

望海路沿线共有公交站点 7 对，平均间距 910m，总体分布不均匀，其中东侧间

距相对较大，平均间距超过 1200m，西段平均间距约 450m,共有公交线路 12 条，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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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共有 19、22、79、80、N8、M242、M484、322、M418、高峰专线 7 号、M493、

滨海休闲观光假日专线，其中望海路深圳湾口岸段仅有公交线路 2 条，其余线路主要

分布在西段，主要为蛇口片区与南山中心区之间的联系。 

望海路仅康乐路-后海大道段设有自行车道，其他路段皆为行人与自行车混行的步

行道。后海大道-滨海大道段道路西侧步行道仅为 1.5m 宽，行人步行环境舒适性差。

沿线行人过街设施共有 18 处，平均间隔 360m。 

（二） 现状功能运行 

1. 交通功能 

现状望海路位于南山区最南端，东接沙河西路，南接工业一路，环蛇口半岛东南

侧布置，全长 6.4 公里,现状为城市主干道。望海路区位条件重要，它是蛇口半岛重

要的对外和片区之间服务联络通道，为后海、深圳湾口岸地区、海上世界级太子湾地

区提供交通服务。 

2. 现状交通运行 

现状由于蛇口自贸区建设刚刚起步，太子湾、海上世界大片城市更新尚未启动，

望海路仅为沿线临近片区服务，交通状况相对较好，高峰时段仅望海路-公园路和望海

路-工业二路等几个路口交通压力较大，其余路口运行状况良好。 

3. 存在问题 

调整收费前，梅观高速公路整体道路交通运行较为稳定、顺畅，大部分区段交通

服务水平较高，达到 C 级或 C 级以上服务水平，仅个别节点因高峰期交通需求过大等

因素，存在短时交通拥堵现象。其中华为立交节点，上下班高峰期因主线出匝道或匝

道汇入主线车流过大引起匝道拥堵，进而影响主线交通通行，上游区段服务水平为 D

级甚至 D 级以下；民乐立交节点因梅林关瓶颈问题，高峰期交通拥堵严重。 

调整收费后，晚高峰部分区段道路交通流量已逼近通行能力极限。其中华为立交

节点上下游区段，交通拥堵由出入交通量过大引发匝道排队拥堵，影响主线通行转变

为主线及出入交通同时过大引发的全面拥堵，上下班高峰期服务水平达到 E 级甚至 F

级，排队缓行严重；民乐立交节点高峰拥堵仍然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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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区域交通存在问题 

1）轨道线路缺乏，公交服务有限。目前，蛇口半岛范围内仅 2 号线一条轨道线

路运营，且未能覆盖最核心交通需求走廊，常规公交压力较大。现有南海大道、后海

大道公交重复系数高，列车化比较严重，公交分担率难以继续提升。 

2）道路系统尚不完善，对外集散不畅 

 对外通道不足。现状蛇口半岛缺乏对外快速通道，对外交通主要利用南海大道

和后海大道以及桂庙路解决，导致沿线路口交通拥堵严重，对外出行不畅。 

 片区内部主次干道路网密度不足。现状片区建成区主干道路网密度为 1.07 公里

/平方公里（《深标》标准为 1.2-1.8 公里/平方公里），次干道道路网密度为 1.12 公里/

平方公里（《深标》标准为 1.6-2.4 公里/平方公里），导致对外通道压力巨大。 

 内部道路贯通性不好，未能充分发挥其道路功能。规划的创业路（南山大道—

月亮湾大道段）尚未贯通，导致南油西部片区缺乏东西向道路，对外出行不便；规划

招商路是蛇口地区东西向的贯通性主干道，但穿越湾厦村部分未能贯通，导致蛇口片

区缺乏东西向联系不便。 

3）片区步行设施发展不均衡，部分地区步行环境不佳。目前南山文化中心、后

海居住区、蛇口片区等地区步行设施完善，步行环境优美、宜人。但南油工业区和港

区部分地区道路缺乏人行道，步行环境较差。 

（2）望海路交通存在的问题 

现状部分节点交通组织不合理，高峰时间拥堵，公交服务水平有待提升。同时望

海路整体贯通性相对不足，服务能力有限，未来随着南侧太子湾地区的开发建设，望

海路拥堵将加剧，无法有力支撑南侧太子湾等片区开发建设 

（三） 综合交通发展 

1. 轨道交通 

根据前海蛇口自贸城区综合交通规划，自贸城区范围内共规划有 1、2、5、11、

12 等共 14 条轨道线路，其中 1、2、5、11 号线为现状线路，2 号线与望海路存在平

面交叉关系。 

2. 道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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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市干线路网及前海蛇口自贸城区综合交通规划，区域内干线路网呈现

“五横七纵”布局，包括妈湾大道、兴海大道、沿江高速、海滨大道、北环大道、月

亮湾大道、沙河西路、望海路等高快速路，其中，北环大道-沙河西路-望海路-兴海大

道-月亮湾大道构成南山半岛快速环路，主要承担半岛内跨组团中长距离客运交通功能

和区域对外交通集散功能；妈湾大道主要承担西部港群疏港货运功能，兼顾部分跨组

团中长距离客运交通功能；月亮湾大道-北环大道在妈湾大道建成前仍需兼顾货运功

能；沿江高速主要承担西部港群疏港货运和深圳湾口岸跨境客货运功能。 

3. 区域客货交通组织规划 

（1）跨境及疏港交通组织 

区域货运交通主要包括西部港区疏港货运和深圳湾口岸跨境货运两部分，根据区

域货运交通组织规划，深圳湾口岸跨境货运主要依托西部通道+沿江高速疏解；西部

港区疏港货运主要依托妈湾大道+沿江高速+机荷高速疏解，但由于部分疏港道路近期

尚未建成，故疏港货运总体分为近期和远期两个阶段，其中： 

 近期：建设兴海大道等疏港道路与沿江高速的联系匝道，疏港货运由沿江高速

与兴海大道和月亮湾大道共同承担。 

 远期：待妈湾大道、沿江高速机荷连接线等道路建成后，南山港区三大港口疏

港货运通过妈湾大道收集后进入沿江高速对外疏解，月亮湾大道、北环大道、广深公

路等道路禁货。 

（2）客运 

跨境客运：主要由西部通道+沿江高速、沙河西路+南光高速等承担； 

对外及跨组团中长距离客运：主要由望海路、兴海大道、月亮湾大道、北环大道、

沙河西路、妈湾大道、沿江高速、海滨大道等区域干道承担； 

组团间中短距离客运：主要由妈湾大道-望海路-科苑路通道、妈湾四路-小南山隧

道-南海大道通道、前湾四路-大南山隧道-招商路通道、前湾一路-东滨路通道、桂湾四

路-桃园路、离岛大道-后海大道通道承担； 

组团内部交通：主要由组团内部次干道及重要支路承担。 

4. 公交、慢行系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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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公交系统规划呈现“四横六纵”公交通道布局，望海路通道作为区域公交主

通道，需承担路侧式公交干线功能。 

区域慢行系统总体沿海岸布置，构建环深圳湾海岸慢行休闲带。望海路是作为区

域慢行主通道。 

（四） 未来城市发展 

1. 沿线城市结构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综合发展规划（在编）》 

 定位及发展目标 

自贸区定位为国家“一带一路”综合战略枢纽；汇聚国际要素的深港合作创新高

地；发挥全球影响力的中国自贸区标杆。总体发展目标为要素自由流通的全球开放之

城；深港共建的国际创新之城；国际风情的绿色人文之城。 

 规划结构 

将呈现区城一体，“半岛三核”结构，包括前海（自贸城区）-宝安中心区、蛇口

（自贸城区）、后海（总部基地）。其中前海（自贸城区）-宝安中心区主要发展金融、

国际贸易、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一带一路专业服务和其它专业服务产业；

蛇口（自贸城区）主要发展国际交流、国际文化、邮轮母港、海洋科技、航运管理、

一带一路专业服务产业；后海（总部基地）主要发展口岸经济、总部、城市公共服务

产业。 

 规划布局 

呈现环湾开放的“六区两带一港”的总体布局，“六区”包括前海的桂湾、前湾、

妈湾片区和蛇口的太子湾、蛇口老城、赤湾片区；“两带”包括滨海生态文化带和城

市综合服务带；“一港”包括妈湾、赤湾和蛇口港。 

望海路位于自贸区滨海生态文化带上，自贸区的规划建设及区域城市功能的整合

提升，迫切需要推动望海路快速通道的规划建设予以支撑。 

2. 土地利用规划 

根据前海蛇口自贸城区综合发展规划及沿线法定图则，望海路位于城市开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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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缘，沿线分布有太子湾、海上世界、东角头、后海填海区南区以及深圳湾口岸等

多个重要功能片区，沿线用地以商业、办公、居住、休闲旅游功能为主，需望海路提

供良好的道路进出、公交、慢行交通服务。 

（五） 未来需求分析 

1. 道路交通需求 

南山片区未来总体对外交通需求将大幅增长，需求方向与就业居住大范围平衡的

趋势一致，未来南山与龙华、宝安、光明方向的交通需求增长最为显著。 

（六） 功能定位 

望海路快速通道主要功能定位：是南山组团快速环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快速

系统主要承担前海蛇口自贸区对外（福田、罗湖及以东、宝安及以西、龙华及以北等）

快速交通服务；地面系统承担蛇口半岛临近片区中短距离出行服务以及沿线片区对外

及区域内部公交服务。同时，地面系统作为区域慢行主通道及西部滨海地区休闲慢行

主通道，主要承担沿线片区慢行出行需求以及西部滨海地区旅游休闲慢行需求。 

具体为： 

（1）快速路系统 

 主要承担区域对外（到发）交通 

• 蛇口各片区（赤湾、太子湾、海上世界、后海） 

• 前海各片区（桂湾、前湾、妈湾） 

 兼顾内部跨区交通联系 

• 蛇口各片区与前海各片区间 

• 赤湾、太子湾与海上世界、后海片区 

（2）地面主干道 

• 内部相邻片区间交通联系（赤湾-太子湾-海上世界-蛇口老城-后海填海

区） 

• 地下快速路交通集散 

• 区域公交、慢行主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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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总体方案 

（一） 规划原则 

 原则一：整体性、系统性原则 

根据现状与相关规划情况，从路网的角度系统地剖析望海路快速通道与既有

路网的关系及功能分工，制定区域交通发展目标及策略。 

 原则二：协调性、适应性原则 

 与相关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相协调； 

 与道路等级、功能需求、规模相适应。 

 原则三：可实施、可操作的原则 

 尽量不突破规划红线用地； 

 尽量减少对沿线景观的影响； 

 尽量减少房屋拆迁（特别是民宅）。 

 原则四：安全性、经济性原则 

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尽量节省工程投资。 

 原则五：重视生态和环境保护，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策略 

（二） 规划思路 

考虑望海路的建设条件分析、道路功能定位及周边土地利用等因素，本次地下快

速路规划遵循以下原则： 

 思路一：地下快速路系统，实现区域对外跨组团、长距离交通需求快速到达，

保证通行效率。 

 思路二：与重要干道相交设置立交，实现路网交通转换。 

 思路三：片区服务，按片区分别设置进出匝道提供进出服务。进出匝道一般

布设于片区路网两端，与地面道路进行衔接，利用地面道路集散交通，避免单点衔接

冲击片区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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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片区交通集散组织概念图 

（三） 地下快速路总体方案 

1. 原则与思路 

（1）选线原则 

 满足相应的强制性规范； 

 平面布置既要遵循规划红线，同时也要避让控制建筑，并且减少拆迁量； 

 纵断面布置应充分考虑地面道路管线布置空间，同时需考虑避让人行通道等

地下构筑物； 

 地下结构两侧尽可能保证通道沿线两侧的管线空间； 

 进出口匝道布置充分考虑地面道路情况。 

（2）选线思路 

 充分考虑路网衔接要求，有利于实现通道功能。 

 根据交通分析成果，通道线位主要沿深圳南部边缘地带进行选择。 

 充分结合现有的城市土地开发和环境保护。 

 充分考虑地下空间的利用。 

2. 总体线位 

综合考虑用地及建设条件因素，本次规划地下快速路总体沿既有望海路敷设，在

深圳湾大桥段由于受桥下空间及地铁 2号线出入段线影响，线位局部往南偏移进入了

深圳湾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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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敷设方式 

地下快速路敷设方式的选择主要由工程实施条件决定，由于本项目规划红线宽度

受限，且面临临时交通疏解的要求，因此结合建设条件推荐采用明挖法上下叠层隧道

及单洞双层盾构隧道方案实施。对于工程起点和终点处部分红线宽度较宽的区段，推

荐采用单层平铺方案。对于微波山段穿山隧道按一般工程实施经验，推荐矿山法施工，

具体如下： 

南海玫瑰园以西：长约 3.3 公里，断面形式为双 6（主）+双 6（辅），基本沿望

海路线位敷设，采用明挖（矿山法）叠层隧道。 

 

图 3-2南海玫瑰园以西标准横断面 

南海玫瑰园以东：长约 4.8公里，后海大道断面形式为双 6（主）+双 6，4（辅），

沿深圳湾公园和望海路敷设，采用单洞盾构隧道或平铺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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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南海玫瑰园以东标准横断面 

4. 望海路总体衔接方案 

根据望海路的功能定位以及交通量预测结果，本次详细规划将望海路太子湾至后

海大道段地面道路拓宽为双向 6车道，并渠化各相交路口，确保路口转向服务功能。

同时为满足望海路沿线各片区日益增长的对外快速交通出行需求，结合望海路沿线用

地和景观要求，规划在现状望海路线位空间内建设地下快速路系统，连接兴海大道与

沙河西路，形成快速环路，并预留与远期妈湾大道衔接条件。同时，在沿线各片区新

建 5对 10 条匝道（见详图）作为片区的快速出入通道。 

5. 地下快速路系统衔接方案 

望海路与沿线各片区道路衔接规划如下： 

 赤湾片区：望海路地面道路主要通过片区赤湾六路和兴海大道地面道路实

现交通转化。望海路地下快速路系统主要通过 2 对匝道与地面道路衔接，其中

与东侧方向（福田、罗湖）匝道主要与赤湾六路衔接，西侧方向（宝安、前海）

匝道主要利用现有兴海大道上下匝道与兴海大道地面衔接，实现与快速路系统

的转换，满足片区开发的快速交通集散。 

 太子湾片区：望海路地面道路主要通过片区纵五路、邮轮大道、商海路、

太子湾大道及居海路实现交通转化。望海路地下快速路规划 2 对上下匝道与地

面道路连通，并设置定向与兴海大道高架相接，满足往前海等方向的对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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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规划东侧方向（福田、罗湖）匝道满足与福田、罗湖及以东的跨组团交

通需求。太子湾西向与（宝安、前海）的交通需求主要利用现有兴海大道上下

匝道与兴海大道地面衔接。 

 海上世界、蛇口网谷片区：望海路地面道路主要通过片区内工业二路、康

乐路、公园南路、湾厦路及金世纪路实现交通转化。望海路地下快速路规划 1

对海上世界出入匝道，满足片区西向对外交通需求，规划 1 对出入匝道（临近

后海大道）满足与福田、罗湖及以东的跨组团交通需求。 

 后海湾片区：望海路地面道路主要通过片区内后海滨路、后海大道、中心

路实现交通转化。望海路地下快速路利用规划 1 对（康乐路西侧）匝道满足片

区西向对外交通需求。同时利用东滨路南侧的隧道开口地面道路和地下道路汇

流承担往福田、罗湖及以东的跨组团交通需求。 

 

图 3 -4 望海路地下快速路系统衔接概念图 

6. 竖向规划方案 

（1）思路与原则 

 满足技术标准要求 

 满足进出匝道敷设要求 

 尽量减小隧道埋深，减小投资 

 尽量避开相关重大设施（轨道、排洪箱涵、相交匝道等） 

(2)竖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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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明挖段总体埋置深度 17～24 米，盾构段最深处-58m，地下通道竖向与各相

关重大基础设施均协调一致。 

（四） 地面道路总体方案 

1. 原则与思路 

1）组织原则 

（1）公交慢行优先，沿线设置公交专用道 

（2）满足功能要求，并与快速路组织协调 

（3）与主、次干道相交一般采用信号灯控 

（4）与支路相交采用右进右出（让行）控制 

2）总体思路 

地面道路线位按现状望海路布置，总体不进行大的调整，仅对部分路段和节点结

合需要相应拓宽。 

2. 总体交通组织规划方案 

本次详细规划范围内望海路地面道路总长约 8.1km，其中（部分）互通立交 2个，

平面信号控制交叉口 15个（平均间距约 540米），右进右出路口 3个。 

表 3-1全线节点交通组织方案一览表 

序号 相交道路 性质 交叉型式 
交通组织形式 

设计要点 
立交 平面信号 右进右出 

1 赤湾六路 次 十  ●  交叉口渠化、信号灯控制 

2 南海大道 主 十  ●  交叉口渠化、信号灯控制 

3 港湾大道 次 十  ●  交叉口渠化、信号灯控制 

4 兴海大道 快 T ●   
部分立交，望海路地下快速路通过匝道与兴

海大道高架衔接，实现望海路北-东的转换 

5 商海路 支 十  ●  交叉口渠化、信号灯控制 

6 太子湾大道 次 十  ●  交叉口渠化、信号灯控制 

7 居海路 支 十  ●  交叉口渠化、信号灯控制 

8 源海路 支 T   ● 右进右出路口 

9 工业一路 次 十   ● 右进右出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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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工业二路 支 十  ●  交叉口渠化、信号灯控制 

11 工业三路 支 十   ● 右进右出路口 

12 康乐路 支 十  ●  交叉口渠化、信号灯控制 

13 公园路 次 十  ●  交叉口渠化、信号灯控制 

14 湾厦路 支 十  ●  交叉口渠化、信号灯控制 

15 金世纪路 支 十  ●  交叉口渠化、信号灯控制 

16 后海大道 主 T  ●  
交叉口渠化、信号灯控制，地面预留远期与

离港大道衔接条件 

17 后海滨路 次 T  ●  交叉口渠化、信号灯控制 

18 中心路 次 T  ●  交叉口渠化、信号灯控制 

19 
东滨路（西部

通道） 
主+快 T ●   互通立交 

合计 全线规划可左转和直行相交节点 15个，平均间距约 540米。 

3. 总体交通组织规划方案 

（1）公交规划总体方案 

结合道路功能，公交系统主要沿望海路地面道路进行布设。 

本次详细规划范围内望海路长约 8.1公里，结合周边用地及人流分布情况，全线

布设公交停靠站 13 对，平均间距约 570 米；公交停靠站布置基本满足城市主干道的

要求。 

（2）慢行规划总体方案 

本次望海路详细规划范围主线共布设人行过街设施 18 处，平均间距约 425 米，

均为平面过街设施。 

四、 详细方案 

（一） 道路平面、横断面规划方案 

1. 平面设计方案 

望海路地下道路段主线西起兴海大道，东至东滨路，沿望海路穿越太子湾、微波

山、海上世界至深圳湾公园，主线全长约 8.1km，各段具体布置如下： 

（1）后海大道以西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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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太子湾片区 

此段西起兴海大道，东至微波山，沿兴海大道-望海路线位空间布置，全长约

1.8km，受太子湾片区规划地块限制，此段最小半径为 150m，其中兴海大道以西侧为

远期预留往妈湾大道线位。 

2）海上世界段 

本段西起微波山，东至后海大道，全长约 3.1km，此段最小半径 300m，最大半径

5000m。全段均沿望海路布置，其中南海玫瑰园至后海大道段采用的是盾构工法，其

他段原则上采用的是盖挖法。 

本段西端由于 2 号线从微波山中心穿越，而南侧则在建南海酒店地下室，地下室

与 2 号线最小间距仅约 40m，东侧位于望海路红线两端分别为伍兹公寓、希尔顿酒店

和招商广场，均为高层建筑，而微波山西南侧为现状 7 层高蛇口工业区大厦。对地下

道路线位造成极大限制。 

为确保线位顺利实施，并根据拆迁成本及对社会的影响，地下道路实施时需确保

地铁 2 号线及伍兹公寓、希尔顿酒店和招商广场等高层建筑及在建南海酒店地下室安

全，线位需优先避让并尽量拉开差距，而蛇口工业区大厦由于建筑规模较小且为远期

改造内容，必要时可拆除。 

本节点地下道路线位沿望海路地面道路中心线布置，并增大转弯半径以满足最小

300m 的半径要求，综合施工难度及社会影响，主线绕开伍兹公寓、希尔顿酒店和招

商广场，在 2 号线与南海酒店地下室中间穿越微波山后转至望海路，需拆除蛇口工业

区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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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微波山节点平面布置图 

（2）后海大道以东段 

此段道路主要是沿深圳湾口岸敷设，主要受口岸用地红线、深圳湾公园、深圳湾

大桥以及地铁 2 号线出入段线等控制因素影响，根据道路功能组织要求，结合建设条

件本段进行了多方案比选。 

1）方案一：道路沿深圳湾海域敷设 

道路从后海大道东侧开始偏离望海路进入深圳湾公园用地，以盾构形式穿过深圳

湾大桥后进入海域，沿海域绕深圳湾岸线至婚庆公园北侧后回到望海路下。 

现状 2 号线蛇口车辆段线位下穿望海路，地下道路线位偏至望海路南侧公共绿地

再通过深圳湾公园沿海岸线绕海域往北敷设后穿回望海路，同时不侵两侧地块用地，

以与 2 号线平面位置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图 4 -2  地铁 2号线节点平面布置图 

望海路地下道路穿越深圳湾大桥立交时，由于桥墩密布，主线在确保满足盾构半

径 525m 的情况下穿越，并与桥墩保持一定的施工安全距离，对现有深圳湾大桥不造

成干扰和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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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深圳湾大桥节点平面布置图 

2）方案二：线位沿现状望海路敷设（地面快速路） 

望海路地下道路自后海大道东接入地面，并将现状望海路口岸段拓宽改造为快速

路。 

方案总结：方案一道路交通功能组织较好，且由于是采用盾构工法通过公园，基

本不影响城市环境。方案二采用的是地面快速路形式，将造成填海片区交通组织不便，

并且由于深圳湾大桥段线位半径小（R=220m），容易形成交通瓶颈。地面快速路方案

因拓宽现状望海路双四为双六+双四的快速路断面，还存在占用规划建设用地、口岸

防护绿地及深圳湾公园用地的问题。综上，结合交通功能要求、建设条件等因素推荐

方案一为实施方案。 

2. 横断面设计方案 

根据交通流量预测，并结合相关规划和现状建设条件，望海路地面道路横断面采

用“两块板”的断面型式，其中后海大道以西段地面道路机动车道为双向 6 车道，沿

路两侧设置连续人行、非机动车道。后海大道以东至段地面道路机动车道为双向四车

道。望海路地下道路主线大部分采用双层形式，仅在招商路以北采用的是单层隧道，

整个隧道断面满足双向六车道通行要求。 

 望海路（兴海大道以西）： 

规划道路红线 40m，双向六车道。具体断面尺寸为：3.0 米（人行道）+2.5 米（自

行车道）+3.5 米（绿化带）+11 米（机动车道）+11 米（机动车道）+3.5 米（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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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米（自行车道）+3.0 米（人行道）＝40.0 米；地下道路为双向四车道隧道，采用

双层形式。 

 

图 4-4望海路（兴海大道以西）规划横断面 

 望海路（兴海大道~微波山段）： 

规划道路红线 40m，双向六车道。具体断面尺寸为：3.0 米（人行道）+2.5 米（自

行车道）+3.5 米（绿化带）+11 米（机动车道）+11 米（机动车道）+3.5 米（绿化带）

+2.5 米（自行车道）+3.0 米（人行道）＝40.0 米；地下道路为双向六车道隧道，采用

双层形式。 

 

图 4-5 望海路（兴海大道~微波山段）规划横断面 

 望海路（工业一路~公园路）： 

规划道路红线 36m，双向六车道。具体断面尺寸为：3.0 米（人行道）+2.5（自行

车道）+1.5 米（树池）+11 米（机动车道）+11 米（机动车道）+1.5 米（树池）+2.5

（自行车道）+3.0 米（人行道）＝36.0 米；地下道路为双向六车道隧道，采用双层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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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图 4-6望海路（工业一路~公园路）规划横断面 

 望海路（公园路~后海滨路）： 

规划道路红线 36m，双向六车道。具体断面尺寸为：3.0 米（人行道）+2.5（自行

车道）+1.5 米（树池）+11 米（机动车道）+11 米（机动车道）+1.5 米（树池）+2.5

（自行车道）+3.0 米（人行道）＝36.0 米；地下道路为双向六车道隧道，采用单洞双

层盾构形式（净空 3.5m）。 

 

图 4-7 望海路（公园路~后海滨路）规划横断面 

 望海路（后海滨路~招商路）： 

规划道路红线 37m，双向四车道。具体断面尺寸为：6.0 米（绿化带）+1.5（人行

道）+8.0 米（机动车道）+4.0 米（中央分隔带）+8.0 米（机动车道）+6.5 米（绿化带）

+3.0 米（人行道）＝37.0 米；地下道路为双向六车道隧道，采用单洞双层盾构形式（净

空 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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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望海路（后海大道~招商路）规划横断面 

 望海路（招商路~潮汐公园）： 

规划道路红线 37m，双向四车道。具体断面尺寸为：6.0 米（绿化带）+1.5（人行

道）+8.0 米（机动车道）+4.0 米（中央分隔带）+8.0 米（机动车道）+6.5 米（绿化带）

+3.0 米（人行道）＝37.0 米；地下道路为双向六车道隧道，采用单层形式。 

 

图 4-9 望海路（招商路~潮汐公园）规划横断面 

 望海路（潮汐公园~东滨路）： 

规划道路红线 38.5m，双向八车道。具体断面尺寸为：1.5（人行道）+15.0 米（机

动车道）+4.0 米（中央分隔带）+15.0 米（机动车道）+3.0 米（人行道）＝38.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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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0望海路（潮汐公园~东滨路）规划横断面 

（二） 节点及进出匝道规划方案 

1. 节点规划方案 

根据规划，望海路沿线设置 2 个立交节点，其中与东滨路为现状立交。 

表 4-1立交节点布局方案 

序号 相交道路 等级 节点形式 服务方向 

1 兴海大道 快速路 立交（定向） 北-东 

2 东滨路 快速路 立交（定向） 西-北 

兴海大道节点 

  节点功能 

蛇口半岛干线路网重要转换节点，主要承担区域对外（到发）、跨片区中长距离

以及前海-蛇口间客运交通联系。 

 规划方案 

望海路地下快速路主线设双 4 定向匝道衔接兴海大道，向西预留双 4 定向匝道接

规划妈湾大道，实现快快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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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兴海大道节点渠化平面图 

2. 进出匝道规划方案 

匝道根据交通功能布置，全线共布置 6 对匝道，匝道布置处地下道路断面较宽，

为避免对已建高层及居民区等造成影响，且方便施工，在满足服务功能的前提下，就

近选择合适的对周边影响较小的区域布置，并尽量不拓宽或少拓宽红线。 

表 4-2进出匝道布局方案 

序号 位置 服务片区 服务方向 

1 赤湾六路北、兴海大道东 太子湾 西+东 

2 康乐路西、后海大道西 海上世界 西+东 

3 康乐路西、东滨路南 填海区 西+东 

4 赤湾六路南、北 赤湾 西+东 

（1）赤湾六路节点匝道 

主要承担赤湾北侧片区与东向（罗湖福田）和西向（宝安、前海）交通联系。东

行：沿兴海大道地下道路设置南-西定向匝道接赤湾六路；西行：利用现状上下匝道与

兴海大道跨线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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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赤湾六路节点渠化平面图 

（2）太子湾片区匝道 

此区域为太子湾核心规划区，用地以办公及商业配套用地为主，开发强度高，本

规划从交通功能及两侧用地情况，提出了两种匝道布置方案。 

方案一：（东向匝道布置太子湾一期） 

太子湾东向匝道布置在太子湾一期范围内，与兴海大道节点并行，在邮轮大道（主

干道）东侧衔接地面道路。该方案可更好的覆盖整个太子湾片区，且可就近、高效地

服务近期开发的太子湾一期；同时集散交通可与主干道邮轮大道相接，便于疏散。但

该方案需拓宽望海路规划红线至 60 米（现规划红线宽 30.5～36.5 米），需协调用地。 

方案二：（东向匝道布置在太子湾二期） 

太子湾东向匝道布置于太子湾二期范围内，沁海路西侧。由于太子湾二期用地规

划处于编制中，规划时可根据匝道布置需要进行相应控制，因此该方案基本不涉及用

地协调问题。但是该方案将造成太子湾一期东向对外交通联系需绕行片区路网，服务

不便，且会加大片区路网交通压力。 

方案总结： 

方案一可较好的服务太子湾地区，尤其是近期开发的太子湾一期，但红线拓宽需

占用规划用地约 8000 平米，协调难度较大；太子湾二期用地规划正在编制中，方案

二可结合匝道布置控制用地，但福田、罗湖前往太子湾一期需绕行约 1.5km，加大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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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道路交通压力。由于具体的工程实施方案与用地条件、工程地质条件、两侧建筑方

案、实施时序、施工组织及交通疏解条件等密切相关，建议工程设计阶段从以上方面

对两个方案进行详细的技术经济比较，以明确建设方案。 

（3）海上世界片区匝道 

匝道主要服务于海上世界及老蛇口片区，西侧匝道位于康乐路西侧，鉴于此区域

两侧高端住宅密布，西侧匝道采用前后交错布置，减少敞开段断面宽度，并利用绿地

花卉中心以及女娲补天地块两侧邻路场地布置。东侧匝道蛇口山绿地以及发展备用地

进行布置，以降低施工难度。 

（4）后海湾片区匝道 

匝道主要服务于后海湾区域，根据交通服务的需要，其中西向匝道布置利用海上

世界西向匝道承担；另一对匝道匝道功能主要由隧道开口地面道路和地下道路汇流承

担。 

五、 工程实施 

通过合理的工程筹划实现工程方案与工程实施时序相结合，减小施工占道，同时

做好区域和望海路具体工点的交通疏解工作，优先保障沿线公交、慢行条件，保障沿

线单位进出。需重点考虑因素如下： 

（1）区域路网交通运行 

为避免工程施工对交通造成较大影响，除具体的施工道路应进行交通疏解外，还

应结合外围区域道路交通运行状况进行评估，提出合理的交通分流组织方案，减少施

工对区域交通造成的影响。 

（2）望海路沿线交通运行 

望海路交通运行状况与工程筹划和交通疏解工作息息相关，在区域交通疏解方案

基础上，合理评估望海路各段交通运行状况，提出具体标段的施工疏解方案。 

（3）沿线单位进出 

施工过程中对沿线单位进出口会有较大影响，应全线梳理，统筹考虑，避免出现

单位无法进出或进出条件差的状况。 

（4）公交慢行出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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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过程中，部分公交路线、站点涉及到调整，慢行道路也可能出现临时中断或

改道，应结合工程施工统筹考虑，降低影响。 

（一） 工程实施的重点与难点 

（1）人工填石区域的工程实施 

本工程全线邻近深圳湾，根据参考工程勘察资料，现状望海路的范围内存在大量

前期填海抛石的区域。人工填石的粒径 5~40cm，且部分区域未经过夯实处理，地基

土的均匀性较差。本工程大部分区段采用明挖法施工，工程场地邻近海域，地下水量

较为丰富，且部分区段距离周边建筑均在 1 倍开挖深度范围，环境保护要求较高，为

此选择合理支护结构对于工程的顺利实施是十分关键的。 

目前根据深圳和国内其他地区已有的人工填石区或地下障碍物区的基坑设计、施

工经验，支护结构的选型如下： 

 对于工程基坑与建筑物有存在一定安全距离的情况下，优先采用长护桶的冲孔

灌注桩作+连排止水帷幕作为围护结构，通过长护桶确保浅层土体稳定，通过重锤破

碎填石进行清障。 

 对于工程基坑紧邻建筑物的情况，冲孔灌注桩施工时对周边影响较大，因此拟

采用硬法钻孔咬合桩作为围护结构。区别于传统的软法咬合桩，硬法咬合在成桩的过

程同时能够起到切割清除人工填石的作用。同时硬法咬合桩无需止水帷幕，对于部分

场地条件严苛的区段的工程实施更为有利。 

 对于部分人工填石粒径较小，分布较为均匀，但环境保护要求较高的区段，推

荐采用冲抓结合的地下连续墙做为围护结构。通过这种工法克服了地下连续墙在填石

中难以成槽的缺点，同时有效的利用了地下连续墙变形控制能力强，止水性能较好同

时能与主体结构共同受力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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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施工工法图(硬法钻孔咬合桩施工)   图 5-2施工工法图(地下连续墙施工) 

（2）工程实施期间对邻近构（建）筑物的保护 

  明挖施工对邻近构（建）筑物的保护 

本工程通道沿线有较多的意见建筑物，其中微波山~金世纪路区段，建筑物距离

基坑均在 3~10m 左右。在微波山两侧，本工程基坑邻近地铁二号线区间，平面距离最

近约 19m。因此在工程实施期间需要采取措施对以上建（构）筑物进行保护。要控制

基坑边建筑物的变形，可以从控制基坑本体变形、隔断变形传播路径、提高建筑物的

抗变形能力这三个方面入手。 

 

图 5-3基坑与周边构（建）筑关系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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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小基坑本体施工过程中的变形可以通过增大支护体系刚度、合理选用施工工

法、地基加固等方法，同时合理分区、优化土方开挖顺序、减小无支撑暴露时间、缩

短总施工工期、采用钢支撑轴力自动补偿系统、按照“时空效应”原理施工等措施进

行控制。其中在围护墙的选择上，根据地质条件的情况，选择刚度更大和防水性能更

好的地下连续墙或硬法钻孔咬合桩作为支护结构，对于距离在 5m 以内的基坑，优先

选用施工期影响最小的硬法钻孔咬合桩。 

从基坑变形的传播途径上，可以采取隔断方法来减小基坑施工对建筑物的影响。 

在提高建筑物变形能力方面，应首先请相关部门对建（构）筑物状态进行评估，

以确定建（构）筑物的保护标准并根据评估结果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加固。另外在基

坑开挖过程中，可以通过循迹注浆或跟踪注浆的方式在建筑物变形前或变形后对建筑

物进行基础进行纠偏和加固，补偿因基坑开挖而造成的土体损失。 

 矿山法施工对二号线区间的保护 

在微波山区段，本工程暗挖段与已建地铁二号线区间相邻，位于地铁 50m 护区范

围内的长度约为 300m，最近平面距离约为 19m。 

 

图 5 -4 微波山段地道与地铁二号线的关系 

设计中要求初期支护设计采用管棚法，由于临近既有隧道，新建隧道地层存在偏

压，二次衬砌增加厚度。施工中要求严格控制新建隧道每次爆破规模及爆破振动；设

计按 CRD 法施工，加强监控量测，严格控制地层围岩收敛变形量。此外为确保地铁

既有结构的安全，满足既有线正常运营的要求，对地铁隧道的保护应满足以下要求: 

 施工中造成的新增既有隧道二次衬砌结构的裂缝不能贯穿，且宽度应≤0. 2 mm; 

若有掉块，掉块深度应≤10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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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有隧道结构绝对沉降量及水平位移量应 ≤10mm; 轨距应控制在 － 2 ～ 

+ 4 mm，轨道水平≤3 mm，轨道高低≤ 3 mm。 

 隧道衬砌质点振动速度小于 10 cm/s。 

（3）穿越现状桥梁节点 

目前工程实施范围内共有两座现状桥梁，一处为中心路侧河流上方桥梁，一处为

现状望海路跨越海上世界处的桥梁，其中跨越海上世界处的桥梁与地下通道冲突。 

   

图 5-5中心路侧河流上方桥梁        图 5-6望海路跨越海上世界处的桥梁 

 现状望海路跨越海上世界处的桥梁 

根据现场踏勘，现状望海路跨越海上世界处的桥梁其下方仅为海上世界内景观水

的对外连接通道，无泄洪排涝要求，桥梁下方大部分空间目前也已被用作活动设施空

间。因此施工期间拟先架设临时钢便桥用于施工期社会车辆通行，架设部分过水钢管

满足海上世界的排水需要。地下通道结构采用桥隧合建的形式或根据海上世界的需要

与其下沉式广场的设置统筹考虑。 

（二） 施工期间交通疏解 

望海路快速化改造施工期间，主要通道区域交通疏解和道路本身道路施工倒边进

行交通疏解。 

1）区域交通疏解 

主要通过太子路-蛇口新街-科苑路路-东滨路主通道进行疏解，南海大道、后海大

道、后海滨路等次要通道向路网疏散。 

2）工点交通疏解 

望海路盖挖施工段尽量减少施工占道，保留双 4 通行条件，保障公交慢行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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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盾构施工段由于不影响地面道路，因此场地范围基本利用现状道路维持交通。 

 

图 5-7 施工期间保留双向四车道的交通疏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