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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背景 

近年来，随着南山、龙华城市地位提升和城市建设快速推进，两区间交通需

求迅猛增长，既有留仙大道、南坪快速路及福龙路等通道已全面饱和，迫切需要

新增通道，缓解南山与龙华间交通压力。目前，沙河东路作为南山区南北向内部

道路，具备北延至龙华人民路的条件。为支撑南山及龙华城市发展，两区相关规

划均提出沙河东路北延至龙华人民路方案，作为南山中部地区与龙华北站商务中

心区之间最为便捷的联系通道。沙河东路及北延沿线片区城市功能定位高，集聚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华侨城、科技园、留仙洞、西丽枢纽、西丽大学城及北站

商务中心等众多重点发展地区，对道路功能及交通组织提出更高的要求。 

现状沙河东路南起滨海大道，北至龙珠大道，作为南山区内部南北向联络道，

交通运行情况良好。未来沙河东路北延至龙华人民路后，将吸引大量南山与龙华

间的交通，对既有沙河东路的交通构成及交通组织产生深远影响。为适应沙河东

路北延后交通功能的转变，亟需开展沙河东路改造及北延研究工作，明确沙河东

路及北延功能定位、交通组织形式，制定详细规划方案，为下阶段工程设计提供

依据。为此，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南山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了《沙河东路改造

交通详细规划》的编制工作。 

（二）工作目的 

根据委托要求，本次规划可分为沙河东路改造交通详细规划和沙河东路北

延规划研究两部分内容。 

（1）沙河东路改造交通详细规划：围绕沙河东路沿线片区功能提升，明确

沙河东路功能及组织形式，制定详细规划方案。 

（2）沙河东路北延规划研究：分析沙河东路北延走廊交通需求总体特征，

明确沙河东路北延道路交通功能及组织形式，确定沙河东路北延规模及线位方案，

落实规划方案可行性，为规划管理及下阶段工程设计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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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范围年限 

1. 研究对象 

根据合同要求，本次研究对外为沙河东路（滨海大道—北环大道），长约 3.7

公里。沙河东路北延（北环大道—人民路）为额外拓展范围，长约 11.8 公里，

合计全长约 15.5 公里。 

2. 研究范围 

背景范围：南山区、龙华区； 

重点范围：道路沿线法定图则，主要包括深圳湾总部基地、大沙河、高新

区、华侨城、留仙洞、龙珠片区、西丽、大学城及龙华北站地区。 

规划年限：近期至 2020 年，远期至 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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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状分析 

（一）设施情况 

1、道路交通 

沙河东路作为城市主干路，南起滨海大道，北至北环大道，全长约 3.7 公里，

采用双向八车道，中央绿化带宽 5 米，两侧设有独立自行车道，宽度 1.5-2 米，

步行道宽度大于 5 米。该段共设有节点 10 处，除滨海大道立交和北环大道立交

外，其余均为平面灯控路口，路口平均间距约 410 米。 

沙河东路北延（北环大道-人民路）途经龙珠三路、丽山路、西丽路和沁园

路等道路，道路全长约 5.7 公里，其中龙珠三路、丽山路和西丽路为城市次干路，

沁园路为支路。现状龙珠三路向北建成至龙珠大道，龙珠大道与留仙大道之间受

塘朗山阻隔，道路尚未打通。沿线节点均为灯控，路口平均间距约 350 米。 

2、公共交通 

与道路相交的轨道线路共 5 条，分别是轨道 1、2、5、7、11 号线等线路，

无与道路共线的轨道线路。 

现状沙河东路沿线无公交专用道，设有 5 对公交站点，均采用港湾式。现状

沙河东路北延途经道路设有 8 对公交站点，均采用一般公交停靠站。现状沙河东

路及北延途经道路开通公交线路少，仅北环大道至深南大道段公交线路达到 8

条，其余路段公交线路不足 3 条。 

3、慢行交通 

现状沙河东路沿线慢行系统较为完善，设有独立自行车道，宽度 1.5-2 米，

步行道宽度大于 5 米，路口采用平面过街。沙河东路北延途经道路慢行设施建设

标准低，两侧步行宽度不足 3 米，慢行设施标准有待提升。 

（二）交通特点 

特点 1：沙河东路作为南山中部地区最为重要的南北向通道，主要服务华侨

城、龙珠片区与科技园之间的片区间出行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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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沙河东路西临沙河高尔夫及科技园，东侧为华侨城及深圳湾，并向北连

通龙珠片区。沙河东路东侧基本为居住片区，少量的办公岗位，而西侧聚集了大

量的办公岗位，故沙河东路主要承担华侨城、龙珠片区与科技园之间的片区间出

行为主，少量沿线片区之间的交通联系。 

特点 2：因部分对外衔接节点拥堵严重，导致沙河东路南北联系不畅，成为

道路交通瓶颈点。 

现状沙河东路整体交通流量不大，双向 1000-3000pcu/h，最大断面为白石

路-广深高速段。现状沙河东路整体服务水平良好，拥堵集中在主要转换节点，

如北环-沙河东立交、深南-沙河东路节点。 

北环-沙河东立交：现状北环沙河东立交缺东转南匝道，需要利用北侧山堡

路口调头，车辆从北环匝道出口至山堡路口调头处仅 30 米，连续变道影响直行

车辆通行效率。同时欧洲城进出车辆外溢至山堡路口，加剧路口拥堵。 

深南-沙河东路节点：作为深南大道华侨城段重要的转换节点，承担东西向

与南北向交通转换功能。同时该节点是华侨城段仅有的全转向节点之一，紧邻沙

河西路立交节点。现状该节点具体存在以下问题：1）因公交车流量大，高峰期

信号灯周期内至少排队 12 辆以上，使得东进口公交车辆排队阻挡主辅入口及右

转车辆通行；2）沙河西路匝道汇入距西进口实线仅为 55米，若车辆左转连续变

道影响直行车辆通行，影响路口通行效率低；3）因沙河西路缺乏西转北匝道，

左转交通转移至沙河东路节点，西进口左转交通压力大；4)该段深南大道路口相

对路段车道数有减少，路口通行能力折减严重，影响路口通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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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现状深南大道节点分析图 

特点 3：沙河东路及北延道路公交慢行尚不完善，制约了沿线城市功能进一

步提升。 

沙河东路沿线公交设施尚不完善，特别是深南大道以南，仅设有 1 处公交停

靠站，使得沿线片区公交覆盖严重不足。龙珠三路作为次干道，龙井路至龙珠大

道未设置公交停靠站。现状沙河东路北延途经道路均未设独立自行车道，局部地

区步行道宽度小于 3 米，慢行空间不足，慢行环境有待提升，急需改造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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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功能分析 

（一）城市前景 

1、沙河东路及北延位于科技创新轴东侧，连通深圳湾总部基地、华侨城、

龙珠、大学城及北站商务中心等功能区。 

未来沙河东路及北延走廊位于南山区科技创新轴东侧，由南至北分别连通后

海综合中心、深圳湾总部基地、华侨城、龙珠、大学城片区及龙华北站商务中心

等片区，沿线片区发展定位高，需要与之相匹配的道路交通体系支撑其发展。 

2、沙河东路及北延东侧新增规模约 1000 万平方米，西侧科技园及留仙洞

新增规模约 1740 万平方米，对沙河东路及北延提出新的要求。 

根据《南山区综合发展规划（2016-2030）》，未来沙河东路北延东侧将新增

规模 1000 万平方米，西侧科技园及留仙洞新增规模约 1740 万平方米。未来沙河

东路北延东侧新增规模主要集中在深圳湾、白石洲、大学城及红花岭片区，其中

深圳湾提升为区域总部基地，开发规模由 40 万平方米提升到 550 万平方米；白

石洲 4 处城市更新，新增规模约 200 万平方米；大学城片区环西丽大学城的建设

及红花岭片区城市更新的启动，新增规模约 200 万平方米。 

未来沙河东路北延西侧新增规模主要集中在科技园及留仙洞片区，其中科技

园转型为高新产业区，开发规模由 1400 万平方米提升到 2650 万平方米；留仙洞

片区提升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总部基地，开发规模由 130 万平方米提升到 620 万平

方米。随着沙河东路北延走廊城市功能提升，开发强度进一步提高，对沙河东路

及北延提出新的要求。 

3、沙河东路及北延沿线东西两侧人口与岗位分布格局，以及人口与岗位增

幅的不平衡，对沙河东路及北延的功能提出更高的要求。 

经预测，2035 年，研究范围内人口、岗位分别为 90 万、98 万，较现状增长

24%、77%。未来研究范围内人口主要集中在华侨城，岗位主要集中在科技园、

留仙洞片区。由于科技园及留仙洞增加大量岗位内部难以平衡，需要通过周边片

区平衡，通勤圈扩展至龙华，使得沙河东路及北延不但承担沿线片区的出行，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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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承担大量龙华与南山之间的通勤出行。 

（二）交通前景 

1. 交通供应 

未来沙河东路北延走廊在轨道方面，将新增 3 条轨道线路，分别是深惠城际

线、轨道 21 号线和轨道 27 号线。在道路方面，将新增快速路侨城东路北延至龙

澜大道，沙河西路快速化改造和沙河东路北延，其中沙河东路北延作为主干道，

串联南山及龙华的核心功能区。 

2. 交通需求 

经预测，未来沙河东路北延走廊交通需求增长至 48 万人次/日，为现状的 3

倍。扣除轨道及新增通道后，沙河东路北延机动化出行总量约 5.6 万人次/小时.

双向，为现状的 2.3 倍。 

未来沙河东路北延机动化出行以对外及内部交通为主，其次为通过性交通，

比例分别为 54%、36%、10%。对外交通机动化出行总量 3 万人次/小时.双向，以

留仙洞及科技园至龙华，龙珠及华侨城至福田罗湖为主，最大为至龙华的 1.2 万

人次/小时.双向，约占 40%，其次为龙珠及华侨城至福田罗湖的交通，约占 20%。 

内部交通机动化出行总量 2 万人次/小时.双向，以沙河东路沿线与西侧科技

园之间的交通联系为主，约占 57%。通过性交通出行总量 0.6 万人次/小时.双向，

主要为北站商务区至后海、蛇口自贸区方向的交通。 

根据城市规划未来人口总量及分布、就业岗位总量及分布、交通出行率等发

展前景，同时考虑公共交通发展、城市路网完善情况，建立并调校交通需求预测

模型。经测算，2035 年高峰期沙河东路及北延断面交通流量 4600~5200pcu/h。 

（三）功能组织 

1、交通功能 

沙河东路及北延道路功能：作为城市跨区连通的主干道，以承担沿线片区及

科技园对外出行为主，主要至北站周边地区，其次为沙河东路沿线与科技园之间

的内部交通联系。 

2、交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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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两侧快速路功能及组织形式，制定沙河东路及北延交通组织总体方案，

优化提升沿线公交慢行系统。 

针对沙河东路北延沿线片区功能差异性较大，采用分段组织，分为三段，分

别是大学城-龙华段、龙珠片区段、华侨城-深圳湾段三段。 

大学城-龙华段：以科技园、留仙洞与龙华之间的跨二线交通为主，兼顾大

学城片区对外出行，即要求南北向交通的连通性，也要求能与主要横向道路设置

转换节点，服务沿线片区交通出行。 

龙珠片区段：以途经本片区的交通为主，内部出行量较小，要求提供相对连

续的通道。 

华侨城-深圳湾段：因大量对外及内部叠加至该段，导致该段交通需求强度

高，且沿线地块进出交通量大，既要保证南北向交通的连通性，也要能服务沿线

地块出行，需要提供更为灵活的交通组织系统。 

四、规划方案 

（一）总体思路 

沙河东路改造思路：提升公交慢行服务，优化沿线交通组织，完善沿线节点

转换功能。 

沙河东路北延规划思路：强化与南北向道路连通性，落实规划通道及节点可

行性。 

（二）标准规模 

根据交通量预测，沙河东路及北延作为城市主干道，双向交通量 

4600~5200pcu/h，采用双向 6-8 车道，其中北环大道以南维持现状 8 车道，以北

拓宽为双向 6 车道。依据道路等级，道路计算行车速度为 50km/h。 

表 4-1 道路技术指标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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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名称 规划指标 规范要求 

道路等级 主干道 主干道 

设计行车速度 50 公里/小时 50 公里/小时 

车道规模 双向 6-8 车道 双向 6-8 车道 

最小平曲线半径 250 米 400 米 

最大纵坡 4% 5.5％、5％ 

（三）沙河东路改造规划方案 

1、改造思路 

（1）优化沿线公交慢行设施，提高公交慢行吸引力； 

（2）优化沿线节点组织，强化与科技园方向的联系； 

（3）打通东西向次干道，分流北环、深南大道交通压力。 

2、平面方案 

以深南大道为界，分为南北两段，南段重点结合深圳湾总部基地的建设及滨

海大道复合走廊功能的调整，提升公交慢行服务，优化沿线道路交通组织；北段

结合白石洲旧改，优化沿线节点组织，重点完善深南、北环节点方案。下面分段

说明各段的平面方案。 

滨海-深南段：该段道路长约 2.2 公里，与滨海大道、白石三道、白石二道、

白石路、石洲北路及深南大道等道路相交。为提升公交出行环境，增设公交专用

道及公交停靠站，弥补公交覆盖不足。为提升沙河东路慢行出行环境，强化滨海

休闲带、沙河高尔夫与深圳湾总部基地之间的慢行联系，将自行车道拓宽至

3-3.5 米，满足双向骑行要求。强化与沿线轨道站点接驳，完善轨道红树湾站周

边接驳设施。 

沙河东路作为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南北向出行的城市主干道，承担约

2000pcu/h.双向的交通量，本次规划重点优化沿线节点交通组织，渠化白石路、

白石三道等路口，将白石二道、石洲北路等平面灯控路口改造为右进右出形式，

提高南北向道路通行能力。 



沙河东路改造交通详细规划 

 

 
10 

 

图 4-1 沙河东路（滨海-深南段）平面方案图 

深南-北环段：该段道路长约 1.5 公里，与深南大道、新中街、新塘街、香

山西街及北环大道等道路相交。针对该段需求强度高，特别是白石洲旧改建成后，

沙河东路需要承担大量沿线片区对外交通出行，断面交通将超过 5000pcu/h.双

向，对深南及北环节点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保证道路南北向连通性，提出优化深

南大道节点，沙河东路下穿深南大道。为完善对外节点功能，提出优化完善北环

立交节点。为缓解东西向通道交通压力，提出香山西街西延，分流对外衔接节点

交通压力。为支撑白石洲旧改的开发，提出新增地下复合通道与沙河东路衔接，

左转进出白石洲旧改交通可利用地下通道，缓解地面灯控路口压力。 

3、横断面方案 

该段道路红线为 65 米，双向 8 车道，外侧设置公交专用道，自行车道拓宽

至 2.5-3.5 米。 

 

图 4-3 沙河东路（滨海-北环段）横断面图 

4、节点方案 

根据相交道路等级、交通功能、路网间距等因素，沙河东路改造段共设 8

处节点，其中互通立交 2 处，平面灯控路口 6 处。 

（四）沙河东路北延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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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线位 

沙河东部北延南起北环大道，北至龙华人民路，沿现状龙珠三路、丽山路和

西丽路等道路敷设，穿越塘朗山、羊台山等自然山地，线路全长约 11.8 公里。 

2、规划方案 

依据沿线用地特征、道路条件、地形地貌及周边关键控制要素等因素，将沙

河东路北延分为三段，对道路线位方案、横断面及平面方案进行详细阐述。 

（1）南段（北环-留仙大道） 

1）平面方案 

依据道路功能及组织要求，该段整体拓宽为双向 6 车道，与主要东西向通道

相交，设置转换节点。北环至广深高速段采用高架，主线拓宽为双向 6 车道；广

深高速至龙珠大道段采用地面，机动车道拓宽为双向 6 车道，提升两侧公交及慢

行设施条件；龙珠大道至留仙大道段为新建道路，协调与平南铁路的关系，提出

在东侧新建道路，采用隧道穿越塘朗山，上跨现状留仙大道接入丽山路。 

2）横断面方案 

本段道路采用高架、地面及隧道三种敷设方式，各路段规划横断面情况如下。 

北环大道-广深高速段：采用高架敷设方式，长度约 0.9 公里，在现状双向四

车道高架桥的基础上，两侧拼桥，拓宽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宽度由 20 米拓宽至

27 米。 

广深高速-塘朗山段：利用现状龙珠三路以地面敷设为主，道路红线 40 米，

道路由双四改为双向六车道，长度约 1.3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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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沙河东路北延（龙井路-塘朗山段）横断面图 

塘朗山段：采用隧道穿越塘朗山，隧道长度约 0.6 公里，隧道两端采用高架

桥与地面道路衔接。隧道断面采用分离式双洞、即单洞三车道单向行驶设计，单

洞断面宽 14.25 米，其中机动车道宽 12.25 米，并分别设置两侧共 1 米的人行道

（非行人空间，供紧急人流疏散及检测使用）。 

 

图 4-8 塘朗山段标准横断面图 

（2）中段（留仙大道-侨城东路北延） 

1）平面方案 

该段规划线位利用现状丽山路，过丽水路口后接入西丽路，在西丽度假村牌

坊前下沉，采用隧道穿松林山庄和麒麟山疗养院，出隧道后与侨城东路北延相交。 

留仙大道-丽水路段利用现有丽山路，对机动车及慢行设施进行拓宽改造。

为避开丽水路口北侧的轨道 7 号线西丽湖站冷却塔，路口道路中心线西偏，需微

调既有丽水路道路红线。 

丽水路-侨城东路北延段为新建路段，在松林山庄前下沉，麒麟疗养院东侧

出隧道，全长约 2.4 公里。该段重点协调与西丽水库引水工程的建设关系。西丽

水库引水工程北起麒麟山疗养院西北侧，南至大沙河，其中麒麟山疗养院段采用

明渠敷设，麒麟山疗养院至大沙河段采用暗渠。西丽水库引水工程明渠段有 1

处与沙河东路北延相交，位于沙河东路北延隧道上方，满足最小竖向差 3 米的要

求。西丽水库引水工程暗渠段与沙河东路北延通道重叠，需协调竖向高差。经落

实，暗渠位于沙河东路北延隧道下方，最小竖向差 4 米，满足各自建设要求。该

方案已与南山区水务部门进行沟通协调，保证得以落实。 

2）横断面方案 



沙河东路改造交通详细规划 

 

 
13 

本段道路采以地面及隧道两种敷设方式为主，具体横断面情况如下。 

留仙大道-丽水路段：采用地面敷设方式，长度约 1.2 公里，规划道路红线宽

50 米，双向六车道，外侧车道作为公交专用道，自行车道与步行道宽度分别为

2.5 米和 6.5 米。 

 

图 4-11 丽山路（留仙大道-学苑路段）标准横断面图 

丽水路-隧道入口段：采用地面敷设方式，长度约 0.5 公里，规划道路红线宽

40 米，双向六车道，外侧车道作为公交专用道，自行车道与步行道宽度分别为

2.5 米和 6.5 米。 

 

图 4- 12 西丽路（丽水路-隧道段）标准横断面图 

隧道段：长度约 2.3 公里，双向六车道，外侧车道作为公交专用道，松林山

庄段采用管幕法施工，其他路段采用盾构法施工。 

 

图 4- 13 隧道段标准横断面图 

（3）北段（侨城东路北延-人民路） 

1）平面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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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规划线位西起侨城东路北延，采用隧道向东北穿越羊台山，经长岭皮水

库北侧接龙华人民路，道路全长约 4.3 公里。该路段沿线两侧主要为自然山体，

地势较高。 

2）横断面方案 

本段道路以隧道为主，采用分离式双洞、即单洞三车道单向行驶设计，单洞

断面宽 14.25 米，其中机动车道宽 12.25 米，并分别设置两侧共 1 米的人行道（非

行人空间，供紧急人流疏散及检测使用）。 

 

图 4- 15 隧道段标准横断面图 

3、节点规划方案 

根据相交道路等级、交通功能、路网间距等因素，沙河东路北延共设 8 处

节点，其中部分互通立交 1 处，菱形立交 3 座，其余为平面灯控路口，路口平均

间距为 1.5 公里。 

（五）沿线主要拆迁 

沙河东路改造：维持现有机动车不变，故不涉及拆迁。 

沙河东路北延：拆迁主要集中在龙珠大道至留仙大道段，塘朗山以南拆迁

量约 2.2 万平方米，其中 1.8 万平方米可纳入龙珠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塘朗山以

北拆迁已纳入红花岭城市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