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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穿黄隧道工程的推进，济南
市民在未来几年内，将可以在黄河水
下轻松过河，这座安全、方便、快捷
的跨河大通道，将实现黄河两边居民
多年来的愿望。

当地民众说，黄河摆渡有一百多
年的历史，浮桥可能只有不到 30 年

的历史，所以对于开建的穿黄隧道充
满期盼，但对于即将履行完使命的黄
河浮桥也充满不舍。

济南黄河隧道是一项十分重要
的工程，该隧道为水下超大直径盾构
隧道，首次穿越地上“悬河”，河床高
出南岸天桥区地面 5 米，最大洪水位

高出 11.62 米，隧道最低点位于河床
下 54米，最大水土压力 7.5巴。

专家介绍，济南黄河隧道施工将
面临开挖断面大、掘进距离长、浅覆
土、深基坑、高水压、地质情况复杂
多变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在施工建
设中，该工程将要穿越地层黏土和粉
质黏土层，土质黏性高，易造成刀具
磨损、刀齿崩断、刀盘结泥饼等问
题，大量废浆易堵塞吸口。工程穿越
低矮房屋群、南北岸大堤，侧穿绕城
高速公路桥桩最小净距 5.3 米，沉降
控制严格。且施工场区地下水丰富，
水位较高，沿线有重要水源保护区，
基坑开挖深 35米、宽 50米，箱涵同步
施工，精度高、施工风险高、难度大，
环保及绿色施工的标准要求高。施
工方将在九大难点上发起攻坚：

——穿越悬河。万里黄河从河
南境内到出海口逐渐形成地上悬河，
济南泺口段河床高出南岸天桥区地
面 5米，最大洪水位高出 11.62米。

——深基坑。基坑开挖深度达
35米，地连墙埋深达 60米。

——大直径。管片外径 15.2 米，
掌子面稳定、盾构掘进姿态、地层沉

降等方面施工控制难度增大。
——长距离。连续掘进 2519 米，

途中检修和更换刀具风险大，盾尾密
封磨损大，盾构机设备性能要求高。

——高风险。穿越鹊山片区低
矮房屋群，长度 300 米；侧穿绕城高
速桥桩最小净距 5.3米。

——浅覆土。最小覆土厚度 11.2
米，仅为 0.73倍洞径。

——强水压。最大埋深 32米，洪
水位水土压力 6.5巴。

——黏土质。地层为黏土和粉
质黏土层，细颗粒含量高，废浆量
大，环保要求严格。

——公轨合建。同时满足地铁
区间通风，人员安全疏散。

此外，在深水下面施工，公路与
轨道合建，会遇到突发事件，救援如
何保障？

据介绍，济南黄河隧道内设置了
消火栓、水喷雾、灭火器、广播、紧急
电话、视频监控、设备监控等完备的
防灾救援设施，通过中央计算机形成
有机系统，如遇突发状况，可实现上
层道路 6 分钟完成疏散，下层地铁区
间 30分钟完成疏散。

““万里黄河第一隧万里黄河第一隧””来了来了！！
□□ 程永华程永华

济南黄河隧道全长 4.76 公里，
是贯穿黄河两岸的第一条公铁合
建的快速通道。

据悉，该工程根据河流自然条
件、线路走向和城市总体规划情
况，共提供了四条方案，最终经中
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比选，推荐路
线方案为：北接 309 国道，设 R-400
米右转曲线，下穿龙湖规划水域，
紧贴泺口浮桥下游，垂直向南穿过
黄河南堤、环城高速公路、二环
路，隧道洞口设在济泺路上，接上
济泺路。专家表示，该方案南北均
与主要道路衔接，交通组织顺畅，
容易与其他城市道路连通，功能
好；对规划的龙湖风景区没有影
响；基本垂直过黄河，过黄河水面
长度较短，施工风险小。

那么，济南黄河隧道为何要穿
越繁华市区？目前，济南市有 2 座
铁路桥梁、3 座公路桥，还有 20 余
座浮桥与黄河以北相连接。在通
行能力上，公路桥通行量已接近饱
和；浮桥虽然受洪峰、冰凌及恶劣
天气等影响，无法实现全天候通
行，但作为跨河交通的辅助措施，
其作用也十分明显。铁路方面，黄
河以北济南辖区的铁路通行里程
约 30 公里，通过泺口和曹家圈铁
路大桥与济南连接，日通行量为客
车 54对列、货车 78对列，现已满负
荷运行；晏城编组站作为济南铁路
局货运枢纽组成部分，到发线路有
5条，尚有 2000万吨的编组能力。

实施跨河发展已经成为济南
远期发展战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是重要前提，而目前影响发展的交
通问题主要是：缺乏铁路及相应设
施；公路交通干线密度低；公路桥
梁少且车辆过桥收费。

再如公路，商河、济阳两县境
内现有 3 条国道及 2 条省道，均通

过黄河一桥与市区连接，其中国道
104、省道 321 线路也可通过浮桥
与市区连通。过桥收费令黄河以
北地区单位和企业的生产成本明
显加大。据了解，目前通过黄河收
费的桥梁年收费总计约 7100 万
元。以一个企业每天一辆车往返
济南为例，每天过桥费 20 元，一年
下来仅交通成本就增加 7300 元。
两县成千上万家企业，压力之大可
见一斑。

然而，泺口浮桥是济南市中轴
线济泺路向北跨越黄河的唯一通
道，因为长期拥堵、反复拆除，已
无法满足两岸人民便捷通行的需
求 ，经 济 发 展 更 是 受 到 严 重 阻
碍。济南是一个东西狭长的城
市，黄河天堑阻碍了城区的北向
拓展，现有的泺口浮桥已无力承
载未来交通。城市发展必须先解
决交通问题，如果继续压缩在有
限的空间中，济南将很难进一步
发展。

济南黄河隧道工程是济北新
城发展的重要通道和“携河发展”
战略的关键性配套工程，是实现济
南新一轮规划发展及新旧动能转
换的标志性工程。现在，随着黄河
隧道建设有序推进，泺口片区拆迁
提速，济泺路沿线及黄河南岸未来
3 到 5 年必将旧貌换新颜，迎来一
轮崭新发展，作为济北窗口，一些
更具现代化和能够展现城市新面
貌的建筑物、综合体、产业园区也
将取代济泺路、二环北路、无影山
北路等片区主干道两侧的老旧市
场和建筑群，济南携河大发展未来
可期。

届时，隧道建成后，最快 4分多
钟即可通过隧道，比绕道黄河大桥
节约近一个小时。从此，济南将由

“大明湖时代”进入“黄河时代”。

9 月 20 日，山东省交通运输集团
公布了济南黄河隧道的一些具体细
节。

——设计行车时速为 60公里。
据介绍，济泺路黄河隧道工程为

城市主干道，主线为双线四车道，设
计行车速度为 60 公里 /小时，设计通
车年为 2012 年，届时每日可通车数
量为 21278 辆；中期 2020 年日通车数
量为 33506 辆；远期 2030 年为 44177
辆 /日。

工程永久占地 14公顷，临时占地
24.88 公顷，工程拆迁面积约 4515 平
方米。工程弃渣量多达 59.36 万立方
米，这些弃渣将全部运往黄河北大堤
淤背区加固黄河大堤。工程总投资
16.08 亿元，其中环保投资 4452.4 万
元，占工程总投资的 2.77%。

——双线双洞，车道宽 3.5米。
据了解，线路全长 4.5 千米，其中

北岸路基段长度 410 米，U 型槽敞开
段 1430 米，盾构段双线 2160 米，盾构
外径 11.3 米，南岸 U 型槽敞开段 364
米。

行车隧道基本尺寸为：车道宽度
采用 3.5 米，路缘带宽度 0.5 米，侧向
宽度 0.75米（含余宽 0.25 米），车道净
高 4.5米。

该隧道采用双线双洞方案，根据
隧道所处的地质条件和施工要求，隧
道间净间距为 11.3米。

同时，该隧道位于黄河河底，最
大覆土厚度达 35 米左右，根据有关
规定，其设计不小于 1.0 倍盾构管径
厚度的覆盖土层控制隧道埋深。

——收费站在北岸，为 6进 6出。
据介绍，在黄河隧道北岸延伸道

路西南侧设置 1 处办公区，即隧道管
理中心，设计新建一栋四层办公楼作
为管理中心大楼，同时配置变电站、
雨废水处理中心等。

北岸延伸道路长 410 米，与收费
站合建，收费站为 6 进 6 出形式，共
设置收费岛 11 个，其中 6 号岛为双
向收费形式，收费岛均为 2.2 米宽。
收费站设计收费口 12 个，收费员按
照 4 班 3 运转工作，共需要收费员 48
人。

——大中小各型车均能通行。
隧道南口位于闻名全国的泺口

服装市场和物贸中心，隧道将是该
中心和黄河以北区域的主要通道。
北口既有龙湖度假旅游公园、国科
别墅区和温泉中心，又有工业园、物
流中心，因此该隧道还是市区旅游
和上下班职工的重要通道。同时，
黄河南北不走高速的车辆也会从这
里通过。所以，济泺路黄河隧道将
做到大中小各型车均能通行。同
时，还将考虑隧道北口和南口能够
与高速公路衔接。

因此，济泺路黄河隧道将具有干
线公路和集散公路的双重功能，但以
集散为主；具有直达和连接的双重作
用，但以连接为主。

——隧道口和 U型槽力争美观。
据悉，隧道口和 U 型槽可以比作

是黄河隧道的门面，因此它的外观对
当地景观构成重要的影响，根据工程
提供的数据，隧道断面为椭圆形断
面，单洞建筑限界全宽 8.5米，中心高
4.5米。

南岸地区为济南市主城区，从交
通现状来看，通往北岸的交通方案自
1999 年以来都使用的泺口浮桥，黄
河隧道的建成有可能彻底改变这一
局面，预计隧道建成后能替代现有浮

桥的交通运输功能，属于景观影响敏
感范围。因此工程将着重考虑隧道
口及 U型槽外形设计，以不影响风景
区景观构成为原则。

据介绍，该工程计划总工期为 33
个月，计划施工 45个月，最早 2021年
底就可水下“跨黄”。也就是说济南
这条穿黄隧道，不但是国内直径最大
穿黄隧道，也是距离最长的黄河隧
道，同时，还将是目前国内最大直径
的盾构隧道，黄河上第一条公路隧
道、第一条公铁合建的隧道。

（上接第 1 版）
“以前，从事客滚运输的港航企

业常常因为竞争市场、争夺经济利益
而矛盾不断，导致轮渡资源无法合理
充分的利用，过海客滚运输混乱低
效。”一位长期从事琼州海峡班轮运
输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2013 年交
通运输部推动建立了“轮班运营、定
时发班”（俗称“大轮班”）的运营模
式，并于当年 9月 1日起实施。

据介绍，琼州海峡有海安港、海
安新港、秀英港、新海港 4个港口，运
营船舶 49艘。“‘大轮班’模式的主要
特点是滚动发班与定点发班同时执
行，让 6 家航运主体、49 艘船舶根据
到港顺序进行排班装载，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航运企业十余年纷争不断的
局面。”多位琼州海峡班轮运输从业
人员坦言，“大轮班”运输模式作为
一种过渡性制度安排，靠泊港区不
定、航班未实现全部定点、船舶未定
等新问题逐渐凸显，过海旅客体验感
差，运输服务质量仍然需要继续提
升。

“原先，旅客即使买了船票也处
于‘三不知’状态，即不知道什么时
候能上船、应该上哪条船、船开往哪
个港口。因为要等开航后，对岸的调

度才会按具体港口泊位情况安排调
度。”10月 6日，记者在湛江徐闻海安
港候船过海时，广东徐闻港航控股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樊成照向记者感慨
道，按照“大轮班”运营模式，虽然全
天都有定时发班，但乘客要排队上
船，一旦遇到高峰期，仅候渡就需要
好几个小时。

船舶发班混乱无序、过海时间不
清晰、候船时间不明确……班期不定
直接降低了旅客的过海体验。“开船时
间不确定是最气人的。”长期往返于海
南和湛江的陈先生感到十分无奈。

“班轮化”让过海更便捷

今年 9 月 1 日，交通运输部珠江
航务管理局联合广东、广西、海南三
省区交通运输厅印发的《琼州海峡客
滚 运 输 班 轮 化 运 营 实 施 方 案（试
行）》（简称《方案》）正式开始实施。
安全、有序、便捷、高效、绿色、经济
正成为琼州海峡客滚运输的“关键
词”。

《方案》出台以后，不仅明确了发
班船舶、发班时间、始发港和到达
港，让旅客从以前的“三不知”状态
中解脱出来，还通过增加发班密度，

缩短了广大旅客司机在港口候渡的
时间，码头的运转效率得到了极大提
高，船舶海上滞留的状况也大量减
少。

据介绍，《方案》还明确了此次班
轮化实施范围——除已实施班轮化
运营的铁路轮渡航线、北海至海口航
线外，广东徐闻、海南海口两岸全面
实施班轮化运营。实施范围包括人
流车流密集的海安港区、海安新港
区、秀英港区、新海港区 4个港区，以
及年底前将投入营运的南山港区。

“从秀英港到海安两港，每天有
25 个班次可以选择，并且开船时间
都是固定的。”海口新海轮渡码头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云文指着售票大厅
中醒目的琼州海峡客滚运输船舶班
期表向记者介绍。

此外，琼州海峡实施“班轮化”
后，在原运输模式基础上增加了每日
的航班密度，淡季时至少半个小时发
一个航班，部分高峰时段 15 分钟发
一个航班，大幅缩短了旅客的过海时
间。

据了解，班期表分为淡季（5 月

—11 月）、旺季（12 月—4 月）和超旺
季（春运高峰期，约为正月初四至初
九），按现有 49 艘船舶进行排班，其
中淡季每天 102 个班次（往返合计，
下同），旺季每天 153 个班次，超旺季
每天 196个班次。

目前，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广东
岸—海南岸共有“海口新海港⇌海
安港”“海口秀英港⇌海安港”以及

“海口新海港⇌海安新港”“海口秀
英港 ⇌ 海安新港”4 条往返航线。
其中，“海口秀英港⇌海安港”“海
口秀英港⇌海安新港”航线距离约
18 海里，航行时间约 90 分钟；“海
口新海港⇌海安港”“海口新海港
⇌海安新港”航线距离约 24 海里，
航行时间约 120 分钟。旅客平均过
海时间将较 2018 年缩短 30 分钟，乘
客可以根据行程需求，确定乘船时
间和地点。

引导企业优化服务

“现在过海比往年方便多了，我
每年都会去海南过冬。刚刚在工作

人员的帮助下我还关注了‘琼州海
峡轮渡管家’公众号，回来就可以用
它提前买票了。”在徐闻海安港，自
驾去海南过冬的韩女士在码头工作
人员指导下，不到一分钟就通过自
动售票机购买了半小时后从海安港
到新海港的“紫荆 23 号”轮过海船
票。

“定码头、定班期、定船舶”还
带来了一种更便捷的出行模式——
预约过海。目前，“琼州海峡轮渡
管家”公众号已上线，过海司机、旅
客可通过该公众号选择已发布的
定点航班进行购票，预约时间为 7
天。

司机旅客可通过关注“琼州海峡
轮渡管家”公众号，使用琼州海峡广
东、广西、海南三省（自治区）相关港
区的统一售票（铁路轮渡航线外）、
退票、改签、订单查询、常用联系人
设置等功能。

如何促进船舶企业提高服务质
量，保证过海运输班轮化运营顺利推
行呢？为此，相关管理单位制定了
《琼州海峡客滚运输船舶综合评价管
理办法（试行）》，采取专家打分方式
对船舶经营服务情况进行综合评价，
规范船舶企业经营管理；并在提高服

务水平的同时，激活企业发展内生动
力，引导运输市场良性发展。

据介绍，根据专家们对船舶的
综合评价分数，将每艘船舶按照分
数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序；并按
照该顺序，由船舶所属企业依次在
班期方案中一次性选定淡季、旺季
和超旺季相应的往返班期，优中选
优、能者先上，最终形成琼州海峡客
滚运输班期表。客滚运输船舶综合
评价得分，与班期的选定相挂钩，评
价好、得分高的船舶可以选择班期，
这不仅压缩了企业间不良竞争的空
间，净化了市场环境，还有利于提高
企业服务升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这次，我们公司管辖的‘紫荆
16 号’轮评分最高，可以优先选择较
好的班次。”樊成照表示，好班次利
润通常比较高，获得的利润又可以
投入船舶建设中，形成良性循环。

10 月 7 日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
海南海口马路上车流川息、行人如
织，记者站在海口秀英港前举目望
去，只见准备过海的小车通道一路通
畅，当记者向进港的司机和旅客问起
过海是否变得更加便捷时，得到的都
是毫不犹豫的回答——“那是肯定
的！”

旅客出行体验更美好

五大细节勾勒雏形

集中攻坚九大难点

黄河黄河，，绵延五千里绵延五千里，，奔流入海奔流入海。。它是中华母亲河它是中华母亲河，，也是世界上也是世界上
含沙量最多的河流含沙量最多的河流。。泥沙奔腾泥沙奔腾、、险象环生险象环生，，让跨河犹如翻越天堑让跨河犹如翻越天堑。。

万里黄河流入河南万里黄河流入河南，，开始形成地上悬河开始形成地上悬河，，在济南泺口段在济南泺口段，，河床高河床高
出南岸城区地面出南岸城区地面 55 米米，，最大洪水位高出河床最大洪水位高出河床 1111..6262 米米，，是一条罕见的是一条罕见的、、
水量巨大的地上水量巨大的地上““悬河悬河””。。

国庆节前夕国庆节前夕，，两台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两台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开始对济南黄河开始对济南黄河
隧道进行掘进隧道进行掘进，，标志着一项超级工程在山东济南黄河岸边悄然拉开标志着一项超级工程在山东济南黄河岸边悄然拉开
序幕序幕。。中铁十四局的建设者们要在济南黄河隧道创造全国中铁十四局的建设者们要在济南黄河隧道创造全国 55 项之项之
最最，，堪称堪称““万里黄河第一隧万里黄河第一隧””，，这一工程将成为人类开发利用黄河的这一工程将成为人类开发利用黄河的
又一壮举又一壮举。。

济南黄河隧道被誉为济南黄河隧道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隧万里黄河第一隧””工程工程。。隧道开挖直径隧道开挖直径
1515..7676 米米，，全长全长 47604760 米米，，为目前世界在建最大直径的公轨合建盾构隧为目前世界在建最大直径的公轨合建盾构隧
道道。。穿越水域最大洪水位高出穿越水域最大洪水位高出 1111..6262 米米，，隧道最低点位于河床下隧道最低点位于河床下 5454
米米，，最大水土压力最大水土压力 77..55 巴巴。。

△济南城市一角。

△黄河平原。

△黄河九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