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项目概况

1 项目位置

1.1 项目名称：湖南省南县至益阳高速公路项目

1.2 概述

南益高速公路（下称本项目）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七纵九横”的第 4 纵 ，是“南县

至常宁高速公路”的北段。本项目起点接岳常高速、终点接长常高速，并对接益阳绕城

高速，因此，本项目对于沟通岳常高速、长常高速、益阳绕城线等高速公路，拉通南县

至常宁高速公路全线，完善高速公路网络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

1.3 项目建设

（1）路线走向

起点：在杭瑞高速岳阳至常德段 K75 100 附近对接。

终点：在长常高速公路 K91 230附近对接，顺接益阳绕城高速。

路线走向：本项目起点位于南县西面，在程家山接在建的岳常高速，向南经荷花、游港，

跨南茅运河，经三仙湖跨沱江，经大通湖、茅草街、草尾后跨澧水，后经南咀沿赤山岛

休景区东面至沅江市新湾镇明月村、再经新湾镇、杨阁佬，在小河咀跨沅水，经三眼塘

镇、竹莲，终于资阳区迎丰桥附近，接已建长常高速，并顺接在建益阳绕城线。全长

86.724km。

（2）主要控制点

程家山、荷花咀、游港、三仙湖、大通湖垸、胜天、南咀、小河咀、沅江市、三眼塘镇、

胭脂湖、迎丰桥。

● 城镇：南县县城、大通湖区、茅草街镇、沅江县城、益阳市；沅江市

● 道路： S204、益沅一级公路、S202、X011、X001、X002、X003、S306、G319；

● 河流：南茅运河、沱江、五七运河、淞醴洪道、赤磊洪道、沅水；

（3）水系和堤垸

对本项目路线方案影响较大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水系和堤垸。本项目需满足防洪、通航

要求。水系包括洞庭湖、藕池河、沱江、南茅运河、淞醴洪道、沅江等，区域内的堤垸

包括一系列的重点垸和蓄洪垸。重点垸主要有育乐垸（育才垸和乐新垸）、大通湖垸、



长春大圈等，设计洪水位以内涝水位控制，百年一遇 15d 内涝水位分别为 29.16m、

28.44m、33.87m。蓄洪垸主要有汉太垸、共华垸、宪成垸等，设计洪水位以蓄洪水位控

制，一般为 34～35m。

2 技术标准

主线：本项目路线全长 86.724 km，主线按 4 车道 高速 公路标准建设，设计速度采

用 100 km\h，路基宽度采用 24.5m。

连接线：本项目共设置连接线 7.35km\3 条，南县连接线、大通湖连接线、百禄桥采用

设计速度 60km\h的二级公路标准，路基宽度分别 12m、12m、10m。

有关技术指标执行《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及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规程的

规定。

3气象与水文简况：

本区气候处在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温暖湿润，也是北方冷空气频繁入境

的“风口”所在。因此冬季冷空气长驱直入，春夏冷暖气流交替频繁，夏秋晴热少雨，

秋寒偏旱。多年平均气温 16．5～17℃，一月平均气温 3．8～4．7℃，七月平均气温

29℃左右。年平均降水量 1200～1302毫米。无霜期 258～ 275天。雨多集中于 3-8月，

约占全年降雨量的 69%，年均蒸发量 1238.1mm，年平均气温 17.9℃，极端最高气温

41.0℃，极端最低气温-11.8℃，年平均风速 1.9m\s, 最大风速 25 m\s。

4 地形与地质简况

4.1地形地貌：线路走廊带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华容、南县与沅江境内，大致呈南北走向，

路线起于南县程家山，跨藕池河东支河 沿沱江、经草尾、南咀、跨沅水直至幸福渠、

迎丰桥， 路线所经地形地貌为洞庭湖平原、丘岗地貌，地势总体北低南高、路线区跨

澧水、沅水二大水系，南县至茅草街沿线系洞庭湖平原腹地，地形平坦，湖泊众多，河

汊纵横，农田广布，高程一般介于 27.0-35.0m之间，主要为填方及桥梁，填方一般填高

约 2～8m，遍布水田、水塘；茅草街至终点段为湖区丘冈地貌，地形稍有起伏，山坡自

然坡度一般约为 10°～20°不等，相对高差一般为 10～20m，地面高程一般为 30.0～

60.0m，沿线植被发育一般、溪沟发育，路线基本在冲沟与小山坡中穿行。

4.2工程地质

4.2.1地层岩性及地质构造

地层岩性：

根据野外地质调查情况及勘探结果，路线走廊带内地层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Q4）、



第四系中更新统白沙井组（Q2b）地层及第四系上更新统白水江组（Q3b）地层，属湖

相沉积区，覆盖层以冲洪积、坡残积成因为主，主要分布有第四系的淤泥质粉质黏土、

黏土、淤泥质粉质黏土夹砂、细砂、砾砂、圆砾以及卵石层；下部为白垩系上统（K2f），

主要分布有泥质粉砂岩。

区域地质构造

根据《1:20万沅江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洞庭地区基岩地质图》、《洞庭拗陷构造分

区图》及《湖南省区域地质志》等资料表明，洞庭湖区是著名的新华夏第二沉降带的中

部，为燕山期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中新生代大型拗陷盆地，路线走廊带内主要的构造破

碎带分述如下：

北景港断裂带(F1)：位于安乡和南县之北（位于路线走起点东北侧约 8.5km 处），走向

NW30-40°，长约 60KM，由三条次级断裂首尾平行雁列组成，为洞庭湖凹陷与华容隆

起的分界断裂，其东北盘元古界低层组成了残山，西南盘为湖积冲积平原。

南嘴-汉寿断裂(F2)：该断裂走向 NE20°、倾向北西，延伸约 70km，垂直断距 800-1400m，

其两侧第四系土层厚度差异大，于 K13 260附近与路线约呈 30°角相交。

目平湖断裂(F3)：北始于南县，经三仙湖东侧、南咀、目平湖西侧至汉寿，长约 50km，

于 K16 950附近与路线约呈 30°角相交。

赤山断裂（F4）：该断裂位于路线东部，于 K57 225附近与路线约呈 45°角相交，约呈

NE22°斜穿赤山，既由东北面的老虎嘴起，向西南经新湾至衫合北侧进入目平湖，地表

延伸约 4km。

沙湖-岳阳-桃江断裂带(F5)：断裂由湖北沙湖经洪湖、君山西侧斜穿洞庭湖，经万子湖西

北过沅江抵桃江一带，是江汉-洞庭湖盆地东源控制构造，断裂带被第四系地层和湖水

覆盖，仅在君山震旦系下统砂岩中发育次级 NE35°左右的挤压带，分布于路线 K75 000

至终点左侧 2.5-6.0km处。

目前洞庭湖盆地仍然是继承性缓慢下降，且沉积速度较沉降速度大。断裂在挽近期内

的活动，主要表现在对第四纪沉积层厚度的控制上。路线位于相对稳定的地块，地壳运

动以沉降为主导。第四系地层的下伏基岩为白垩系地层，岩性以粉砂岩、泥岩等为主，

呈单斜构造，岩层倾向据局部出露的基岩露头调查为 110°-140°，倾角多为 15-25°，

岩石节理裂隙发育。

4.2.2 主要工程地质问题

本项目沿线受地形、地层岩性、水等因素的影响，无不良地质现象，特殊性岩土主要



有软土和弱膨胀土。

1）软土

软土路基主要分布于南县至茅草街段洞庭湖平原中（Ⅰ区内），软土路基地层主要为

淤泥质黏土、淤泥质黏土夹粉砂薄层及黏土，主要分布于地表以下 20.0m以内，其中淤

泥质黏土、淤泥两者抗剪强度低，排水固结时间长；淤泥质黏土夹粉砂薄层所夹粉砂层

与淤泥质亚黏土呈千层糕状分布，粉砂的透水性较好，利于该层土水平向的排水固结。

因而在地基上填土高度较小时，淤泥质黏土在路堤荷载作用下会产生较大的沉降甚至失

稳，工后沉降亦大；淤泥质亚黏土夹粉砂薄层由于存在透水性较好的粉砂夹层，在路堤

荷载作用下，工后沉降相对较小不大；黏土层一般呈软塑状，其不排水抗剪强度较大，

一般分布在淤泥质黏土之下，对路基的沉降和稳定影响较大。因此，本段软基处理的主

要对象为淤泥质黏土、黏土及部分淤泥质黏土夹粉砂薄层。

另路线上零星分布的软土主要分布于水塘、冲沟、水田低洼处、暗沟中，均为地表水排

泄不畅所致，其厚度小，范围不大，一般厚度小于 3.0m。

2）弱膨胀土

据现场工程地质调绘，弱膨胀土主要分布于Ⅱ区茅草街至益阳段丘岗边坡的中更新统

黏土层多具有弱膨胀性，其力学性质受干湿状态影响较大，具有干缩湿胀的特点，风干

时，土体收缩而致使边坡坡面易产生开裂、剥落的现象；遇水则极易膨胀、软化，土体

抗剪强度降低，易导致边坡产生浅层滑动。据已开挖边坡的调查总体上棕红色、褐黄色

土层具弱膨胀性，灰白色、灰绿色土层具中等膨胀性。

4.3 地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地震局颁布的《中国地震烈度区划图（1990）》，本线路范围

内的地震基本烈度为Ⅵ度。

根据 1:200000沅江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洞庭湖区内地震分布较广，频次较多。从公

元 1045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共有 59次（不同地点，但在同一时间的地震算作一次），

两次地震时间相距一般 5～25年，但有时每隔一年，甚至每隔一月或数日又复发生一次

者。有感地震（3～6.5级）发生 12次，其中 5.5级、6.5级地震各发生 1 次，破坏性较

大。解放以来又发生过 5 次（1.6～4 级），但危害性较小。强震主要发生在由岳阳—湘

阴北北东向断裂及常德北东向断裂组成的构造带上；表明北东向构造是孕震、发震的构

造带。虽然上述构造带距勘察区较远，但根据《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

（GB17741—1999）和《湖南省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建设工程地震安



全性评价管理办法》规定，应对勘察区的地震安全性进行评价。

5 交通、电力、通讯及其他条件

5.1 沿线筑路材料

沿线砂、石材料分布不均，工程用土、砂、砾、卵石、碎石相对缺乏。外业时沿线及

项目周边地区的筑路材料供应情况及路线两侧施工道路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少部分

砂源可以从项目区域附近的主要河道如藕池河东支、中支等进行取砂，不过本地砂含泥

量较大，适用范围小。主要用砂由岳阳水运至项目所在地。工程用土主要依靠项目的弃

土量和沅江市西侧的赤山岛以南的丘岗区土料场。同时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收集当地最

新材料价格信息，调查其类型、储量、价格、运距等资料，并认真调查了解沿线筑路材

料分布情况。

石料：项目周边地市县石料丰富，如常德市临澧县石板滩、鼎城区雷公庙镇龙门村、

长岭岗乡古堤溶村的石灰岩；华容县万庾镇鲁家村、胜峰林场南岸口、东山镇关山水库

边、汉寿县崔家桥镇的花岗岩。可加工为碎石、片石、块石，能广泛用于公路桥涵各项

施工。料场规模大，储量丰富，开采便利。现多点已大规模机械开采，常德石板滩沿线

石料场曾大量供应于岳常与东常等高速公路建设。

砂、砂砾、卵石：路线附近水域发达，水运方便。砂为岳阳出产黄砂、白砂，质量好，

含泥含杂质少，储量丰富，产量大。由岳阳、益阳经洞庭湖水系运至本项目附近，全年

货源充足,但需考虑通航枯水期,需要提前备料。卵石产自常德鼎城澧水段,水运便利,也需

考虑通航枯水期,需要提前备料。本地产砂含泥量大，适用范围不广。

钢材、木材、水泥：益阳市、南县、沅江市拥有较为发达的交通条件，与项目区域内的

道路有 S204、S202、X009、X010、益沅一级公路等县乡道，多为水泥路面，路况良好，

交通畅通，材料采运十分便利。本项目中所需钢材、水泥、石油沥青等主要材料可由上

述三地供应，其他一般材料由沿线乡镇解决。

工程用水、用电：项目区域内水系较为发达，沿线有南茅运河、沱江、五七运河、澧

水、沅水等河流，工程用水较为便利。项目所经地区内路线附近城镇众多，电网发达，

取电方便。施工用电可通过与地方电力部门协商解决。

运输条件：项目所在区域地方道路网络完善，沿线有多条高速、省道、县道，如 G207、

S306、S204、S202、X009、X010、益沅一级公路、长常高速、岳常高速、益阳绕城高速

等，这些道路为施工运输提供了便利条件，且与其它省市的交通联系便捷。洞庭湖水系

也为岳阳出产的黄砂及沅水上游地区常德产的卵石提供了便捷的水运渠道。



6 工程规模

本项目主线路线长度为 86.724km。占用土地约 503.0845hm²（含互通、服务区及连接

线）；全线土石方借方 696.344 万 m3，主线推荐线共设桥梁 24051.88m\55 座，其中特

大桥：18419.66m\7 座、大、中、小桥：3485.94m\28 座；分离式立交 2146.28m\20 座

（含互通主线桥）天桥 22 座；涵洞 172 道，通道 208 道，全线设置 8 处互通（分别为

程家山枢纽互通、南县西互通、大通湖互通、草尾互通、南咀互通（预留）、杨阁老互

通、竹莲互通、迎丰桥枢纽互通及 5 处互通匝道收费站，无隧道，共设连接线三条，分

别为南县连接线（长 3.1km）、大通湖连接线（长 2.6km）、百禄桥连接线（长 1.65km），

共计 7.35km。

本次招标项目为南益高速公路三仙湖服务区房建工程施工总承包（第 13A 标段），项

目总用地面积约 90亩，为 B 类服务区。分东西两个区。设计总建筑面积 7372平方米，

包含综合楼、车辆维修站、发电机房、加油站、水泵房及员工宿舍房等。

主要工程内容为：西区综合楼 2380㎡、车辆维修站 221㎡、发电机房 52㎡、加油站

154㎡、水泵房 187 ㎡、员工宿舍 1571㎡，东区综合楼 2380㎡、车辆维修站 221㎡、

发电机房 52㎡、加油站 154㎡（具体数量以图纸为准）。

服务区房建工程设计使用年限 50 年；结构形式为框架结构，抗震基本烈度 6 度；耐

火等级二级，屋面防水等级Ⅰ级；建筑节能按夏热冬冷地区设计；建筑最高层数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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