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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区城市隧道和下穿道容貌整治方案

p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市委五届三次全会精神，牢

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提升我市主城区城市管理

精细化水平，切实推进“大城智管、大城细管”，通过开展主城区

城市隧道及下穿道容貌整治着力解决目前主城区城市隧道及下穿道

渗水、积尘、污渍、混凝土剥落掉块、涂装颜色五花八门、灯光昏

暗、通讯、应急设施缺乏等严重影响城市品质的突出问题。

p 按照“以人为本、规范有序、大气雅致、突出特色”的原则，

实现城市隧道和下穿道容貌的和谐统一，充分体现和展示我市独特

的城市品味、设施容貌和风格特点。

一. 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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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容貌整治方案

三. 实施原则

p 对主城区内的城市隧道和下穿道（包括人行下穿道及车行下

穿道）的洞内容貌进行整治。实施重点为城市隧道及下穿道的侧

墙、顶面、拱圈等表面整治处理，完善内部照明、通讯、应急等

功能。

二. 主要内容

p 对现有城市隧道和下穿道进行洞内表面修补清理，修补破损

剥落的混凝土表面、处置各种积尘、污渍、渗水等问题、清理侧

墙加挂的各类灯箱广告。

p 现有城市隧道和下穿道在清理处置完病害和问题后进行涂装

和挂板装饰。

p 现有城市隧道和下穿道实施洞内容貌整治工作，完善通讯、

应急等设施；新建城市隧道和下穿道按照统一标准实施洞内容貌

装饰、配套相应通讯、应急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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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表面处理病害问题的案例示意

四. 容貌整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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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区城市隧道和下穿道容貌整治方案

p 1. 对现有城市隧道和车行下穿道首先应进行洞内表面修补清理，修补破

损剥落的混凝土表面、处置各种积尘、污渍、渗水等问题、清理侧墙加挂的

各类灯箱广告。

1.对开裂严重的缺陷，
采用铲刀剔除裂纹上
的涂层，并把裂纹打
开。

2.对空鼓的涂层，
铲掉至基材

3.整体表面拉毛，
裸露出新鲜的表
面

处理缺陷

四. 容貌整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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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1.对现有城市隧道和车行下穿道首先应进行洞内表面修补清理，修补破损

剥落的混凝土表面、处置各种积尘、污渍、渗水等问题、清理侧墙加挂的各

类灯箱广告。

滚涂界面剂渗透到疏松的旧涂层表面，强化已疏松的涂层和腻子，使
其致密，增加强度和粘接力

四. 容貌整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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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区城市隧道和下穿道容貌整治方案

p 1. 对现有城市隧道和车行下穿道首先应进行洞内表面修补清理，修补破

损剥落的混凝土表面、处置各种积尘、污渍、渗水等问题、清理侧墙加挂的

各类灯箱广告。

修补抗裂砂浆，对裂缝，空鼓区域用抗裂砂浆填平，防止后续施工的
腻子、涂层开裂。

四. 容貌整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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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 隧道面层处理——方案一：

隧道顶部+隧道侧墙 ：整体涂装

1、面层涂装色彩

隧道顶部：建议采用中国建筑色卡国家标准（GB/T 18922）中的1261号（黑色）

或 0614号（深蓝色）进行涂装。

隧道侧墙：建议采用中国建筑色卡国家标准（GB/T 18922）中的1341号（乳白色）

或 1462号（米黄色）进行涂装。

2、隧道侧墙涂装高度： ≥3000mm

3、规范城市隧道上管线、照明、通讯设施、安全防护设施等。

1.隧道专用防火涂料
2.环保型隧道漆

四. 容貌整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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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区城市隧道和下穿道容貌整治方案

p 2. 隧道面层处理——方案二：

隧道顶部+隧道侧墙：涂装+防火装饰板
1.隧道专用防火涂料
2.环保型隧道漆

防火装饰板

1、隧道顶部面层涂装色彩：

建议采用中国建筑色卡国家标准（GB/T 18922）中的1261号（黑色）

或0614号（深蓝色）进行涂装。

2、隧道侧墙防火装饰板：

建议采用中国建筑色卡国家标准（GB/T 18922）中的1341号(乳白色)

或 1462号（米黄色）进行装饰。

3、装饰板高度≥3000mm

4、装饰板材料应达到燃烧性能等级A1级标准，防火要求使用年限>25年（即在隧道环境中使用25年，

不产生结卤、粉化、挠曲、开裂，确保防火效果）。

5、规范城市隧道上管线、照明、通讯设施、安全防护设施等。

四. 容貌整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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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一 方案二

具体做法 隧道顶部+隧道侧墙 ：整体涂装 隧道顶部+隧道侧墙 ：涂装+防火装饰板

颜色类型
（GB/T 18922）

颜色寓意

“温馨重庆”——”城市即为家”乳白色明亮、温馨，可以营造出家一般温暖、整洁的

环境。
“朝气重庆”——米黄色带给人温暖，朝气蓬勃。使人心情欢畅，轻松愉快。

“山水重庆”——深蓝色是古色古香、淡雅沁心的色彩。重庆山山水水，水乳交融，如
该色彩般在五光十色中独特鲜明的彰显着自我。

颜色功能

1、易于养护

隧道内部油气污染较开敞空间严重，顶部选用深色，避免时间长了污染引起顶部涂

装深浅不一，养护不便。

2、减少安全隐患

隧道顶部的灯、桥架、风机等设备颜色不同，有的会形成光污染，整体涂装成深色

后能降低司机对顶部设施的关注，减少安全隐患。

3、视野更好

从视觉方面考虑，顶部颜色为深色，两侧墙面为浅色，给人行车空间开阔的感觉。

p 2. 城市隧道装饰颜色选型

隧道顶部：1261号（黑色）

或 0614号（深蓝色）

隧道侧墙： 1341号（乳白色）

1462号（米黄色）

隧道顶部：1261号（黑色）

或 0614号（深蓝色）

隧道侧墙： 1341号（乳白色）

1462号（米黄色）

四. 容貌整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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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车行下穿道面层处理——方案一：

下穿道顶部+下穿道侧墙 整体涂装

1、面层涂装色彩

车行下穿道顶部：建议采用中国建筑色卡国家标准（GB/T 18922）中的1261号（黑色）

或 0614号（深蓝色）进行涂装。

车行下穿道侧墙：建议采用中国建筑色卡国家标准（GB/T 18922）中的1341号（乳白色）

或 1462号（米黄色）进行涂装。

2、车行下穿道侧墙涂装范围：垂直于顶面的所有墙体

3、规范城市隧道上管线、照明、通讯设施、安全防护设施等。

1.隧道专用防火涂料
2.环保型隧道漆

四. 容貌整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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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区城市隧道和下穿道容貌整治方案

p 3.车行下穿道面层处理——方案二：

下穿道顶部+下穿道侧墙 涂装+防火装饰板

防火装饰板

1、车行下穿道顶部面层涂装色彩：

建议采用中国建筑色卡国家标准（GB/T 18922）中的1261号（黑色）或 0614号（深蓝色）进行涂装。

2、车行下穿道侧墙防火装饰板：

建议采用中国建筑色卡国家标准（GB/T 18922）中的1341号(乳白色)或 1462号（米黄色）进行装饰。

3、车行下穿道侧墙挂板范围：垂直于顶面的所有墙体

4、装饰板材料应达到燃烧性能等级A1级标准，防火要求使用年限>25年（即在隧道环境中使用25年，

不产生结卤、粉化、挠曲、开裂，确保防火效果）。

5、规范城市隧道上管线、照明、通讯设施、安全防护设施等。

1.隧道专用防火涂料
2.环保型隧道漆

四. 容貌整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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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3.人行下穿道面层处理：
天花体系：金属吊顶
地面体系：灰麻花岗岩
墙面体系：干挂金属装饰板

乳白色金属装饰板

乳白色金属装饰板

1、人行下穿道天花色彩：

吊顶金属装饰板建议采用中国建筑色卡国家标准（GB/T 18922）中的1341号(乳白色)。

2、人行下穿道地面色彩：

地面花岗岩建议采用灰麻。

3、人行下穿道墙面色彩：

墙面金属装饰板建议采用中国建筑色卡国家标准（GB/T 18922）中的1341号(乳白色)。

灰麻花岗岩

四. 容貌整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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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下穿道方案一 车行下穿道方案二 人行下穿道

具体
做法

下穿道顶部+下穿道侧墙 ：
整体涂装

下穿道顶部+下穿道侧墙 ：
涂装+防火装饰板

天花体系：金属吊顶
地面体系：灰麻花岗岩
墙面体系：干挂金属板

颜色
类型
（G
B/T 
189
22）

天花体系：1341号（乳白色）

地面体系：灰麻

墙面体系：1341号（乳白色）

颜色
寓意

“温馨重庆”——”城市即为家”乳白色明亮、温馨，可以营造出家一般温暖、整洁的环境。

“朝气重庆”——米黄色带给人温暖，朝气蓬勃。使人心情欢畅，轻松愉快。

“山水重庆”——蓝色是古色古香、淡雅沁心的色彩。重庆山山水水，水乳交融，如该色彩般在五光
十色中独特鲜明的彰显着自我。

颜色
功能

车
行
下
穿
道

1、易于养护
下穿道内部油气污染较开敞空间严重，顶部选用深色，避免时间长了污染引起顶部涂装深

浅不一，养护不便。
2、减少安全隐患
下穿道顶部的灯、桥架、风机等设备颜色不同，有的会形成光污染，整体涂装成深色后能

降低司机对顶部设施的关注，减少安全隐患。
3、视野更好
从视觉方面考虑，顶部颜色为深色，两侧墙面为浅色，给人行车空间开阔的感觉。

人
行
下
穿
道

1、弥补采光不足
地下人行下穿道空间狭小，采光不足，给人阴暗不愿停留的感觉，采用浅色系能增强光的

反射，弥补地下空间的采光不足。
2、增大空间感
浅色系能给人空间开阔，视野开敞的感觉，能增大空间的尺度感。

3、简约时尚
浅色系简约时尚、经久耐看。

p 3. 下穿道装饰颜色选型

隧道顶部：1261号（黑色）

或 0614号（深蓝色）

隧道侧墙： 1341号（乳白色）

或 1462号（米黄色）

隧道顶部：1261号（黑色）

或 0614号（深蓝色）

隧道侧墙： 1341号（乳白色）

或 1462号（米黄色）

四. 容貌整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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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材料 平米单价（元）

隧道及车行
下穿道

环保型隧道漆 80~100

防火装饰板

涂装板 250~400

金属钙板、陶钢
板、烤瓷铝板 400~700

搪瓷钢板 700~1000

人行下穿道 金属装饰板 200~300

p 位于城市主干道和城市快速路上的隧道工程，建议采用防火装饰板。位

于城区内重要景观大道上的隧道工程，建议采用中高档防火装饰板。

五. 参考单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