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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地下“任督二脉”
让城市“内外 兼修”
——景德镇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项目纪略
■ 特约通讯员

“尽快完成管廊设备安装，
加大管线入廊力度，充分发挥
地下综合管廊的价值和作用，
消除天空蛛网之困和马路拉链
之苦，精心打造可复制推广的
全国性样本。”接受采访时，市
建设局局长陈振中掷地有声。
在他看来，随着 30.9 公里
管廊主体工程的基本完工，地
下综合管廊的好处已逐渐显
现，而根据《景德镇市中心城区
综 合 管 廊 建 设 规 划（2016—
2030）》，截至 2030 年，我市中
心城区将形成“三横六纵多环
多分支，南北畅达、东西贯通”
的综合管廊系统。届时，这一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民生、民
心工程将打通景德镇地下“任
督二脉”，
让城市
“内外兼修”
。

只争朝夕 演绎
“景德镇速度”
根据 《试点实施计划》，我市计划开
工建设综合管廊试点项目数为 3 个，分别
为昌南拓展区、高铁商务区和景东片区，
计划建设总里程为 30.9 公里。经多方通力
合作，景德镇地下综合管廊 （高铁商务区
和景东片区） 主体结构实现了当年开工当
年完工的目标，三个片区的管廊廊体实际
完成 32 公里，设备安装完成 98%，形象进
度完成率达 103.56%。昌南拓展区地下综
合管廊已完成主体结构、消防、监控等各
项验收，正式投入运营使用；智慧管廊大
厦、高铁大道地下综合管廊主体结构、消
防、监控等方面，正在组织竣工验收。
这是有关我市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建设
进展情况的一组最新数据。而在数据的背
后，则是我市上下齐心强力推进而演绎的
“景德镇速度”
。
由于事关城市的“里子”，我市早在
2014 年就谋划启动了地下综合管廊的试点
建设工作，并且抢抓了 2015 年国家启动地
下综合管廊试点机遇，成功入选国家第二
批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试点城市，成为江西
省首个管廊项目。
自入选试点城市以来，为全力推进管
廊建设，我市及时成立了市地下管线 （管
廊） 领导小组，组建了以市长为总指挥、
常务副市长为常务副指挥、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挂点的指挥部，加强组织领导，明
确分工，高位推动，协调推进项目落实。
市建设局作为实施部门和管廊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成立了管廊实施部、业务管理
部、综合督察部、财务审计部、后勤保障
部等 5 个工作部门组成的局管廊建设推进
指挥部，自我加压，有效调动系统内资
源，抓紧抓好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作。
2017 年 1 月 5 日，中铁四局中标景德
镇地下综合管廊项目，在短短 5 天时间
里，中铁四局从全局各单位抽调精兵强
将，立即完成了项目管理团队的组建。

高铁商务区地下管廊项目

由于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具有工期紧、
体量大、技术复杂、安全质量和文明施工
要求高、社会关注度高等特点，为打赢这
场没有硝烟的攻坚战，确保工程安全优质
高效建设，指挥部围绕“3·10”“3·30”
“7·30”等节点，在大力开展“保工期、
保安全、保质量、争第一”“三保一争”
和“百日大会战”劳动竞赛的同时，全面
加强标准化建设和技术创新，严格控制工
程建设质量，多角度、多方位促进施工生
产。建设中，项目还应用了无人机
航拍技术、扬尘在线监测系
统、VR 视频安全教育系
统、远程视频监控系
统等，强化对工程
项目的管控；应
用中铁四局开发
推 广 的 成 本 2.0
系统、隐患排
查治理系统、
财务共享服务
系统等信息化
管理系统，对
项目进行精细
化管理。
该项目实现
了当年开工，当年
完成 28.22 公里管廊
及建筑面积约 15000 平
方米国内最大管廊监控中
心主体施工，并创造了单日完
成廊体 433 米、单月完成 6.3 千米管廊
主体、单月完成产值 2.226 亿元的“景德
镇速度”。
而在演绎“景德镇速度”的历程中，
我市不仅获得各级领导专家的赞誉，也收
获了一项项荣誉。该工程不仅创造了目前
建筑面积约 14881.73㎡国内最大管廊监控
中心，内设 3.42×18m 国内最大管廊监控
显示屏，并预留智慧城市功能；江西省
最大的管廊预制厂，占地 110 亩，生产能
力 126m/d；我市最大的一次性基础设施
项目之一的“三项之最”，还荣获“2017
年度景德镇市建筑安全生产标准化示范工
地”“2017 年度江西省建筑安全生产标
准化示范工地”“2017 年度江西省建
筑结构示范工程”和两项省级 QC
发表奖。
令人欣慰的是，随着设备
安装等方面的最终完成，地下
综合管廊将全面投入运
营。届时，它将每时每刻
为我们的城市和百姓
提供智能化的服务。

作为国家第二批地下综合管廊项目试点
城市，为了达到住建部对试点工作提出的新
要求，我市及时调整方案、优化设计，以管廊
试点为切入口，对城市建设理念进行了升级改
造，使海绵城市建设、“城市双修”与管廊试点
建设相得益彰，让地下综合管廊在经济效益、
功能需要、城市特色、项目重点和推广创新上更
好地服务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家地下综合管
廊试点工作积累经验。
在经济效益上，我市围绕城市重点开发区域开展地下
综合管廊建设，通过高压电缆入廊，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土
地开发价值，据估算，本次试点，仅高压走廊一项就能腾出土地 2513
亩。
在功能需要上，我市围绕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工程，在雨水仓建设中
采用陶瓷元素减阻力排水设计，并同污水共仓，为综合管廊雨污水入廊，
高效使用管廊，减少工程造价，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在城市特色上，我市从多规合一的视角出发，着重在系统层面构
建一体化、集约化、多功能及可持续的城市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利用
体系，着重保护生态。尤其是在建设中同步规划山体公园项目，在土
方开挖过程中避免破坏山体结构和树木植被，并通过重力流排放雨水
至景观湖中蓄水，衔接海绵城市建设要求，保护我市江南山体园林特
色。
在项目重点上，我市以国家对地下管线新要求为指导，在城市道
路改造过程中既建设综合管廊又建设综合管线沟，下大力气治理“马
路拉链”。2016 年起，全市所有新建 （改建） 道路全部设计建设综合管
线沟。同时，规划、建设等部门加强工作对接，制定年度开挖计划，
控制挖掘总量。
在推广创新上，我市将管廊监控和报警中心与智慧城市建设有机
融合，不仅负责所在片区及周边管廊系统状态监控、运营、维护，还
承担全市地下综合管廊的综合运营管理任务。同时，我市还在管廊建
设中，采用了国内领先的叠合式预制拼装技术，使用了省工节材、高
效便捷、质量优越、施工灵活、安全环保的新型模板，采用了在各专
业平台间共享传递各种建筑信息的 BIM 技术，利用了无人机巡检、远
程监管指挥系统，在缩短施工周期的同时，保证了项目的安全和质量。
这种种有益尝试和实践，让地下综合管廊不仅能为我市经济社会
发展助力，还可为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在全国铺开打造可示范推广的样
板工程作出了景德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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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鲜明 打造可示范推广的样板工程

作用突出 智能化的地下﹃网络﹄

9 月 11 日下午 2 时 20 分，两位景
德镇供电公司员工正在高铁商务区
的地下综合管廊内敷设电线……
同一时间，地下综合管廊智慧
管廊大厦监控中心的一台电脑屏幕
前，一位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着管
廊内各处的情况。她的身旁，另一
位工作人员也同样时刻关注着面前
电脑上有关湿度、温度、水位等方
面的数据。
“地下综合管廊是集中敷设电
力、通信、广电、给水、排水、热
力、燃气等市政管线的公共隧道，
它既解决了‘马路拉链’和‘空中
蛛网’对城市形象带来的不利影
响，集约了城市空间，改善了城市
品质，同时，智能化的监控系统也
提高了各相关机构对故障的处置效
率，从而增强了城市预警能力，实
现了城市‘日常值守、监测预警、
巡检维护、应急指挥、安全管理、
防洪排涝、海绵城市、行政管理、
智慧城市、城市景观’十大功能，
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基础工程。
”
该大厦内，一位工作人员简要
地向记者介绍了地下综合管廊的功
能，并在记者询问“一旦管线出现
故障，是否能及时发现，并确定故
障方位”时，毫不迟疑地回答：“监
测预警可以立即发现故障，并精确
到点。”

詹劲峰 本报记者 程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