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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这边独好
— 2009 年非开挖行业调查与回顾
——
颜纯文
（中国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 北京 100102）

摘

要：
2009 年，全球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国经济普遍下滑，非开挖行业也未

能幸免。本文首先概述了 2009 年对我国非开挖行业影响较大的几个重要事件，
然后较详细地介绍了中美两
国非开挖市场调查情况，包括：非开挖施工设备的增长情况和各类非开挖施工方法在污水管道和自来水管
道铺设或修复中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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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9 年中国非开挖行业的重要事
项回顾
（1）非开挖行业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调查显示，2009 年我国非开挖行业虽然受全球
金融危机的影响，但仍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无论
是水平定向钻机、顶管机，还是管道修复和更换都
取得了较好的业绩。
（2）国际非开挖技术研讨会在加拿大召开
3 月 29 日至 4 月 3 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
宝松教授代表协会参加在加拿大举办的第 27 届国
际非开挖技术研讨会暨展览会，并与国际非开挖技
术协会就有关事项进行了交流。国内有关厂商的代
表也参加了会议。
（3）协会评选非开挖技术特殊出贡献奖
4 月 7 日，在协会常务理事会上以无记名投票
方式，决定授予尹刚乾、贾传岭、姜志广、王鹏、陈铁
励、乌效鸣、王洪玲、王兆铨、王明岐、董久樟等 10
人 2009 年度非开挖技术特殊贡献奖。
（4）13 届中国非开挖技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
4 月 7～9 日，协会在广州组织召开了第 13 届
中国国际非开挖技术研讨会暨展览会，共有 28 家
企业参展，代表提交论文 19 篇。

（5）水平定向钻进穿越长度纪录再次刷新
4 月 24 日，河北廊坊华元公司再次打破水平定
向钻进穿越长度的国内记录（3000 米，φ355.6）。据
报道，目前世界最长穿越记录是 2008 年 11 月完成
的波斯湾海岸穿越工程（3050 米（φ610 和 760）
）。
（6）德威土行孙（北京）公司开业庆典
6 月 10 日，德威土行孙工程机械（北京）有限公
司在北京举行开业庆典。该公司是由北京土行孙非
开挖技术有限公司和美国查尔斯机械制造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共同组建的合资公司。
（7）协会设立非开挖奖学金
8 月，协会分别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
质大学（北京）和成都理工大学签署了“非开挖技术
奖学金协议书”，共资助上述三个大学的 20 名在校
学生，
每人 3000 元。
（8）协会举行第一次换届
10 月 19 日，协会常务理事会在上海富豪环球
东亚酒店召开，会议选举王达为理事长，颜纯文为
副理事长，增补高鹏、汤泓华、徐效华、武志国为常
务理事。这是协会自 1998 年成立以来进行的第一
次换届工作。
（9）非开挖技术与管道工程会议在上海召开
10 月 19～21 日，协会与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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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工程分会、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单位共同举
办了中国（上海）非开挖技术与管道工程国际研讨

调查。主要对 2009 年我国水平定向钻机和顶管机
的增长情况、以及非开挖管道修复和更换工程情况

会，邀请了多名国内外知名的非开挖技术专家参会
并演讲，设备展出面积为历次之最。
（10）威猛公司亚太研发中心奠基
11 月 12 日，美国威猛公司在北京举行亚太研
发中心的奠基仪式，该中心为威猛公司继在美国和

进行了调查。
2.1 水平定向钻机调查
根据对 35 家水平定向钻机制造商（含代理商）
的调查表明，2009 年我国新投入市场的各类水平定
向钻机达 1534 台，比 2008 年的 1364 台增加了 170

荷兰之后建立的三大研发中心之一，主要业务是产
品开发、设计和制造，主要面向亚太市场。
（11）天津世纪东大公司引进超大型钻机
11 月 12 日，天津世纪东大管道穿越工程有限

台，增长率达 12.5％。在新增的钻机中，进口钻机 9
台，占仅总数的 0.6%；出口钻机的数量为 104 台，占
6.8%。到 2009 年底，在我国市场上的水平定向钻机
总量已达到 6767 台，其中包括进口钻机 384 台，出

公司引进美国威猛公司大型钻机签字仪式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 举行 ，此次 引进的 钻机为 D1320 和
D750，回拖力分别为 600 和 340 吨，前者是目前全
球最大的自行走一体式水平定向钻机。
（12）两个非开挖产品获科学技术奖

口钻机 511 台。历年我国水平定向钻机的增长情况
见图 1。
在 2009 年新增的 1534 台钻机中，特大型钻机
（回拖力大于 100t） 达 50 台、大型钻机 （回拖力
51~100t）116 台，大型和特大型钻机约占总数的

12 月，徐州徐工筑路机械公司的 XZ320 水平
定向钻和桂林华力重工机械公司的 HL518B 水平定
向钻机分别荣获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成果二等
奖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新产品优秀成果一等奖。
（13）新产品的不断推出

10.8％；中型钻机（回拖力 26~50t）550 台，占总数的
35.9％；小型钻机 （回拖力小于 25t） 共 818 台，占
53.3％，其中微型钻机（回拖力小于 10t）24 台。虽然
小型钻机所占的比例继续下降，但仍为目前的主流
机型，
见图 2。

2009 年，我国非开挖行业的新产品不断涌现，
主要有：勘探所技术研究所 GBS-40、深圳钻通
ZT12、德威土行孙 DDW2000 和 3000、连云港黄海
厂 FDP450、桂林华力 HL530A、徐工筑路 XZ680 和
1000、南京地龙 DDL4000、上海谷登 GD8000、中海

在总数为 6767 台的钻机中，绝大部分是 2000
年 以 来 投 入 市 场 的 ， 共 有 6687 台 ， 占 总 数 的
98.8％。从钻机的机龄（使用年限）分布上看，机龄在
2 年以内（2008 和 2009 年投入市场）的钻机为 2898
台，占 42.8％；机龄在 3~5 年的钻机有 2444 台，占

恒通 ZT120 定向钻机、宁波金地导向仪、韶关铁友
顶管机等。

36.1％；机龄在 6~10 年的钻机数量为 1345 台，占
19.9％；机龄在 10 年以上的钻机只有 80 台 （占
1.2%），这些钻机大都已经退出市场，
见图 3。
2.2 顶管掘进机调查
根据对 9 家顶管机生产商的调查，2009 年我国

2 2009 年中国非开挖行业调查
按照惯例，协会进行了第 8 次国内非开挖行业

图1

历年我国新增水平定向钻机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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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9 年我国新增各类钻机的比例

图 3 2009 年我国钻机中按机龄的比例分布

共新增各类顶管机 233 台套，其中国内厂商 203 台
套，
其余为合资或引进。在新增的顶管机中，按顶管

管机 65 台套，占总数的 27.9%；
1000～2000mm 顶
管机 98 台套，占 42.1%；
2000mm 以上的顶管机 70

机 的 类 型 分 为 ， 泥 水 平 衡 顶 管 机 175 台 套 ，占
75.1%；土压平衡顶管机 42 台套，占 18.0%；其它类
型顶管机 16 台套，占 6.9%。图 4 为历年我国新增顶
管机数量。
按顶管机的口径大小来分，1000mm 以下的顶

台套，
占 30.0%。
图 4 和图 5 分别为 2009 年新增顶管机中各类
机型和各类口径的分布情况。
2.3 管道修复和更换调查
根据对 22 家具有管道修复和更换业务的施工

图4

图5

历年我国新增顶管机数量

各类机型顶管机的分布情况

企业进行的统计表明，2009 年我国利用非开挖技术
完成的管道修复和更换工程量达 302.43 公里。

图6

各类口径顶管机的分布情况

图 7 为历年我国非开挖管道修复和更换的工
作量。图 8 为 2009 年我国各种非开挖管道修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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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方法所完成的工作量，
分别为：
1）传统的内衬法或插管法：80.75 公里，占全部

按修复或更换管道的用途分，各类管道所占的
比例为（见图 9）：油气管道 30.1 公里，占全部管道

工作量的 26.7%；
2） 改进的内衬法或拉拔缩径法：42.4 公里，占
全部工作量的 4.0%；
3） 改进的内衬法或折叠变形法：115.83 公里，
占全部工作量的 38.3%；

10.0%；污水管道 27.92 公里，占 9.2%；燃气管道
72.89 公里，占 24.1%；自来水管道 41.49 公里，占
13.7%；工业管道 79.93 公里，占 26.1%；其它管道
51.1 公里，占 16.9%。
按修复或更换管道的材料分，各类管道所占的

4）翻转内衬法或软衬法：47.04 公里，占全部工
作量的 15.6%；
5） 螺旋缠绕法：0.5 公里，占全部 工作量的
0.2%；

比例为（见图 10）：钢管 177.43 公里，占全部管道的
58.7%；混凝土管道 8.86 公里，占 2.9%；水泥管道
42.95 公里，占 14.2%；其它管道 73.19 公里，占
24.2%。

6）局部修复：
8.0 公里，
占全部工作量的 2.6%；
7）爆管法或裂管法：1.41 公里，占全部工作量
的 0.5%；
8）其它方法（灌浆或喷涂法等）：6.5 公里，占全
部工作量的 2.1%。

按修复或更换管道的直径分，各类管道所占的
比 例 为 （见 图 11）： 直 径 在 500mm 以 下 的 管 道
175.11 公里，占 57.9%；直径在 500~1000mm 之间的
管道 107.36 公里，占 35.5%；直径在 1000~2000mm
的管道 19.96 公里，占 6.6%。

图7

历年我国非开挖管线修复和更换工程量

图 8 各种非开挖修复和更换方法所占比例
1.传统的内衬法 26.7%; 2.改进的内衬法(拉拔缩径)4.0%; 3.改进的内衬法(变形缩径)38.3%; 4.翻转内衬法或软衬法 15.6%;5.螺旋
缠绕法 0.2%; 6.局部修复 2.6%;7.爆管法或裂管法 0.5%;8.其它方法(灌浆或喷涂法等)2.1%。

2.4 会员发展情况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非开挖技术在设备
制造、工程施工、基础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
进展，协会会员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据统计，在

2009~2010 年度，协会共有公司会员 211 个，个人会
员 19 人。
从会员的地区分布看，会员来自全国 24 个省
市自治区，大部分会员来自东部经济发达的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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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非开挖修复和更换用于各类管道的比例

图 10 各类管材应用非开挖修复和更换的比例

主要是广东、江苏、河北、浙江、北京、福建、山东、上
海和天津等经济发达地区，其中广东的会员数量最

平定向钻进、顶管施工、管道修复和更换等业务的
工程承包商，
达 168 家（占 79.6%）；
其次为设备制造

多。
从会员的业务分布看，绝大部分会员为从事水

商和材料供应商，共有 35 家（占 16.6%）；其余 8 家
主要是科研院所等单位，见图 12。

图 11 各类口径管道应用非开挖修复和更换的比例

3 美国非开挖行业调查
从 1997 开始，美国 《地下施工》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开始对全国的污水和自来水管道施工
中，非开挖施工技术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自
1998 年起，又开始了水平定向钻进技术的市场调
查。
以下分别介绍美国第 11 次（2009 年）水平定向
钻进市场调查和第 13 次（2010 年）污水管道和自来
水管道调查。
3.1 2009 年水平定向钻机调查
2008 年，美国和世界经济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普
遍陷入不景气。而对水平定向钻进工业来讲，这种
危机带来的不景气甚至能比 2001 年更糟，当时是
由于电信市场的崩溃。
承包商预测，2009 年在所有的工程施工中大约
有 45.1%会使用水平定向钻机，而到 2014 年将超过

图 12 会员的业务分布

50%。
（1）钻机构成
2008 年，美国共新增钻机 2096 台，比 2007 年
的 1905 台增加 191 台。受金融危机影响，预计 2009
年新增的钻机总数将降到 1598 台。美国历年新增
钻机的数量见图 13。
2009 年的调查显示，在新增的钻机中，小型钻
机 （回拖力小于 22.5 吨） 所占的比例略有下降，从
2007 年的 67.0%下降到 66.8%，但继续在钻机总量
中占据主导地位。相反，大型钻机（回拖力大于 45
吨）所占的比例继续增加，从 8.4%增加到 8.9%，见
图 14。
由于经济不景气，承包商将钻机的使用年限延
长了。调查表明，目前大约有 9.8%的在用钻机，其机
龄超过了 10 年，36.4%的钻机机龄在 5~10 年之间，
35.2%的钻机机龄在 2~5 年之间，还有 18.6%的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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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机龄在 2 年以内，
见图 15。
另对每台钻机的钻进长度统计表明，小型钻机

输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施工所占的比例与 2007 年持
平，分别为 17.4%和 16.4%；自来水管道和污水管道

的年平均钻进长度为 387ft（约 118m），中型钻机为
744ft（约 223m），大型钻机为 1877ft（约 572m），见图
16。
由于油气管道施工的兴起，承包合同额在 2000
万美元以上工程的 水平定 向 钻进承包商 数量从

施工所占比例均有所增加，从 2007 年的 14.8%和
11.1%上升到 16.0%和 11.3%；电力电缆施工所占的
份额有所下降，从 2007 年的 14.5%下降到 12.1%；
其它应用领域（如环境治理、地热施工等）所占的比
例有较大幅度增加，从 2.7%上升到 7.0%，
图 17。

2007 年的 6%增加到 2008 年的 6.4%，而承包额在
50 万 美 元 以 下 的 承 包 商 数 量 则 从 27% 增 加 到
37.6%。承包合同额在 50 万至 100 万及 100 万至
500 万美元之间的承包商分别占 23.8%和 26.6%；

（3）使用管材
在水平定向钻进施工中，高密度聚乙烯管
（HDPE）所占的份额有所减少，但还是最受欢迎的
一种管材，也是使用最普遍的管材，大约占 36.8%。

有 5.5%的承包商其承包合同额在 500 万至 2000 万
美元之间。有 44.1%的承包商预期 2009 年的承包合
同额会有所减少；40.2%的承包商预计与 2008 年大
致相同；只有 15.7%的承包商预期会略有增加。
（1）应用领域

由于管道设计上的进展使聚氯乙烯管（PVC）和铸铁
管的铺设更可行、
更经济。2008 年，
PVC 管和铸铁管
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22.1%和 14.9%。在长输管道施
工中，普遍使用的是钢管，钢管在水平定向钻进中
所占的比例上升到 20.9%。由于水平定向钻进技术
应用的多样化，其它管材的比例也占 5.3%，
（见图
18）。

2008 年，
水平定向钻进在电信电缆施工中所占
的比例进一步减少， 由 2007 年的 23.1% 下 降到
19.8，但仍保持为最主要的应用领域；燃气管道和长

图 13 美国历年水平定向钻机的销售情况

图 14 各类钻机所占的比例

图 15 钻机的使用年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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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每台钻机的平均钻进长度（m）

7

图 18 水平定向钻进所用管材分布

图 17 水平定向在各类管线施工中所占的比例

3.2 2010 年美国市政管线施工调查
1）工程投资

5.9%。自来水管道修复的工程投资预计将大幅度增
加，从 15 亿增加到 16.2 亿美元。雨水管道修复的工

2009 年，美国大多数城市的市政管理部门都面
临着预算资金和实际需求之间的缺口，即实际费用
大大少于市场需求。对新管道铺设，51.4%的调查者
预 计 ，2010 年 的 费 用 会 比 2009 年 有 所 增 加 ；而
49.6%的调查者认为会低于 2009 年。对管道修复，

程投资将保持在 2009 年的水平，约为 8.1 亿美元。
总的管道施工 （铺设和修复） 费用 2010 年有望比
2009 年增加 2.4%，达 138.7 亿美元。
2009 年和 2010 年管道施工的费用见图 19。
2）施工方法

调查者普遍比较乐观，有 59%的调查者认为 2010
年的费用会增加。
据预测，2010 年用于污水管道铺设的工程投资
将达 41.4 亿美元，比 2009 年的实际花费(40.4 亿美

非开挖施工方法继续在污水和自来水管道的
铺设和修复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去年，大约有 58%
的调查者使用过非开挖施工方法。在没有使用过非
开挖方法的调查者中，
有 52.1%计划在 2010 年使用

元)增加 1.5%。自来水管道铺设的工程投资增将会
有所下降，
为 27.9 亿美元（下降 0.8%）。雨水管道铺
设的工程也将略有下降，从 10.6 亿美元下降到 9.6
亿美元。2009 年，
污水管道修复的投资为 33.5 亿美
元，预计 2010 年会上升到 35.6 亿美元，即增长

非开挖施工方法进行管道施工，有 75.3%的调查者
预计在未来 5 年会使用。
根据调查，有 40.5%的调查者认为非开挖施工
方法在市政管道施工中具有较小的影响，而多达
59.5%的调查者认为具有中等和较大的影响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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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近 2 年非开挖施工方法在上下水管道施工中

图 19 2009 和 2010 年上下水管道施工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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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的比例见图 21，市政人员对各类非开挖施工方
法的评价见图 22。

图 21 非开挖施工方法在管道施工中所占的比

例

图 20 非开挖施工方法的影响力

图 22 市政人员对各种非开挖施工方法的评价

4 总结
4.1 2009 年我国非开挖行业发展的特点
从以上的调查数字可以看出，
2009 年我国非开
挖行业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新增水平定向钻机的数量已经接近或超过
美国的数量 （图 23），但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
响，出口钻机的数量大幅度下降，由 2008 年的 291
台减少到 104 台。
（2）新增水平定向钻机的集中度较高，前 5 家
制造商占 69.9%，
前 10 家占 96.6%。
（3） 新增的顶管机主要为泥水平衡式顶管机，
占总数的 75.1%；顶管机的口径集中在 2 米以下，

70.0%。
（4） 管道修复和更换工程量的增长较快，比
2008 年的 229.4 公里增加了 73.03 公里，增长幅度
为 31.8%。
4.2 结语
过去十几年，我国非开挖行业从创立、摸索、成
长、积累，到收获、进取，我们的规模从小到大，发展
速度从慢到快，科技创新从无到有，实力从弱到强。
在全球，中国正由后来者变为发展的主导者和推动
者，我们正大步流星，追赶世界，甚至在一些领域，
已经与世界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成绩绝对可喜，但现在还远远不是庆功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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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中美两国历年水平定向钻机的销售情况

候。成绩之上，我们理应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我们
要认识到，目前中国非开挖行业与全球最高水平之

的主战场。在随后的两年里，随着各项经济刺激政
策的基本落实，以及设备购置的逐步到位，国内市

间，
还有着一定的距离。在赶超的过程中，
要赶得漂
亮、
赶得精彩。我们必须完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
摆脱低成本优势和增长动力的高度同质化，突破成
长边界。
2010 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仍将保持增长，
可

场将会有所萎缩。但随着海外市场的逐步好转，海
外市场可能会产生新的机遇，我们要蓄势以待。

以预见 2010 年的中国非开挖行业还将延续 2009
年的态势，甚至有所超越，而国内市场仍将是我们

提供数据的所有公司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致谢：本文的编写是在国内外有关公司所提供
的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此特向为本次调查

Trenchless Technology Review and Survey in China and USA
Yan Chunwen
（China Society for Trenchless Technology, Beijing 100102）

Abstact: This paper firstly overviews some important trenchless matters happen in China during 2009, then introduces in-detail the trenchless technology market survey in China (2009) and USA (2008 for HDD and 2009 for
Sewer/Water), including construction equipment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rig and microtunnelling machin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renchless construction methods in the installation or rehabilitation of underground pipeline.
Key words: Trenchless Technology, Market Surve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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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工程领域相关技术标准探讨
马保松

舒

彪

陈宁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美联合非开挖工程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4）

摘

要：
本文介绍了我国非开挖领域目前的标准建设现状和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主编的国家行业标

准《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
包括标准编委会组成、
参编单位和标准的大纲等内容。介
绍了本标准所借鉴的国内外已有的标准，主要是美国材料试验学会（ASTM）所编制的关于非开挖修复技术
的标准。根据我国非开挖技术发展的具体情况，作者讨论了我国目前应重点制订的非开挖技术标准。
关键词：排水管道、
非开挖技术、管道修复、国家行业标准

1 引言
非开挖工程是一项新的高技术产业，由于发展
时间短，我国管道非开挖工程技术领域的标准建设
相对滞后，油气输送和城镇燃气行业在这一方面起
步较早，已经完成实施的非开挖标准有：
《油气输送
管道穿越工程设计规范》、
《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
施工及验收规范》、
《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
《水平定向钻机安全操作规程》，正在制订的相关标
准（技术规程）有：
《城镇燃气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
工程技术规程》、
《城镇燃气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
程技术规程》、
《城镇燃气管道穿跨越工程技术规
程》
（2009 年立项）、
《非开挖铺设用高密度聚乙烯排
水管》
（2010 年立项）等。除此之外，上海、天津、杭州
等地也陆续完成或正在制订一些地方标准。
城镇排水管道是市政管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是由于长期以来对排水管道的重视不够，这些管道
处于超负荷运行与严重破损状态。随着我国经济的
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与城镇人口的急剧增
长，原有的排水管道暴露出非常严重的问题。每当
暴雨来临，路面积水严重，甚至污水冒出地面，淹没
街道，涵洞。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城市的交通
安全与市容，也严重影响了城镇居民的正常生活。
究其原因，主要是排水管道年久失修，破损，堵塞严
重等。与此同时，国外先进的非开挖修复技术已经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效果，但在
我国还没有被广泛接受和应用。
我国的非开挖修复技术在上个世纪末开始应
用到排水管道修复领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经
初具规模。这些方法包括原位固化法、裂管法、折叠
内衬法、缩径内衬法、螺旋缠绕法以及不锈钢发泡
胶卷筒法等。国内的管道清理修复公司也逐渐增
多。政府部门对管道维护修复的重要性的认识也在
逐渐提升。我国现在有 30 万公里的市政管道需要
修复，可以预料非开挖修复市场将迅速发展壮大。
面对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急需制订相应的技
术标准，
以规范和指导该技术的应用和发展。因此，
该国家行业标准的立项和制订，将极大地规范排水
管道非开挖管道修复行业以及促进该技术的良性
发展。

2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
非开挖管道修复和更新技术在国外已有近 40
年的发展历史，目前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也开始应
用，并且工程越来越多，我国急需建立相应的规范
和标准来指导排水管道修复和更新工程的设计、施
工、质量验收和工程管理等。所以，该规程的编制将
会大大促进新兴的非开挖工程技术在我国管道修
复更新工程中的应用，减少盲目施工造成的工程事

作者简介：
马保松（1986-），
博士，
教授，
主要从事非开挖技术的研究与教学工作。电子邮箱：mabaoso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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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和工程质量低劣的问题，为建设单位提供工程验
收和管理的科学依据，做到科学施工、
科学管理。非

加了本次会议并就标准编制工作的管理、注意事项
等做了重要发言，并宣布了该标准的主、参编单位

开挖管道修复更新技术的推广应用，还有利于改善
城市环境，提高城镇居民的生存质量，具有重大社
会和经济效益。
关于非开挖管道修复更新工程，我国仅有的第
一个行业标准《城镇燃气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

和编制组成员名单（附后）。
来自 23 个参编单位的近 30 名编制人员在会
上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探讨，最终确定了标准的编
制大纲、工作进度和任务分工（附后），圆满完成了
第一次工作会议的各项工作任务。

技术规程》即将公布实施，但仅仅适用于城镇燃气
管道（压力管道）的修复更新，有如下理由制订专门
的城镇排水管道（重力管道）的修复更新技术规程：
（1）美国材料试验协会(ASTM)标准体系中对排

编制组成员：马保松、吕士健、朱保罗、田中凯、
宋正华、颜学贵、曾新宇、张熠伟、朱文鉴、范守敬、
徐效华、周长山、孙跃平、王铭岐、李佳川、张继武、
陈铁励、吴 瑛、张 立、方 程、方雪松、田 颖、刘冬生、

水管道和燃气管道修复分别制订不同的标准，其中
有 18 项专门针对城镇排水管道修复的标准；
（2）施工方法不同：除了《城镇燃气管道非开挖
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的施工方法外，还有螺旋
缠绕法和管道局部修复方法可用于排水管道修复

李伯伦、孔耀祖。
主编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参编单位：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

施工；
（3）管道结构设计原理不同：
《城镇燃气管道非
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中规定翻转内衬法只
能进行气密性修复（非结构性修复）；但美国 ASTM
标准中把翻转内衬法分为气密性修复、半结构性修

上海市排水管理处；
武汉市城市排水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市排水有限公司；
北京排水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兴蓉投资有限公司；

复和结构性（独立承压）修三类，况且有非常完善的
设计理论和计算公式及对材料性能的详细要求；
（4）所用材料不同：燃气管道是压力管道，在修
复更新时均要求采用高性能的 PE 管材，但排水管
道修复工程可以采用 PVC、玻璃钢等材料，如螺旋

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地质学会非开挖专业委员会；
天津盛象塑料管业有限公司；
濮阳市中拓管道清洗修复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柯林瑞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缠绕法采用 PVC 型材，插入法可采用 PVC、玻璃钢、
陶土管等。
所以，重力排水管道的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的
设计、施工技术、质量验收标准等都和燃气管道有
较大差别，不能简单用《城镇燃气管道非开挖修复
更新工程技术规程》来要求和指导排水管道非开挖
管道修复更新工程，非常有必要制订专门的《城镇
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

管丽（上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河北肃安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乐通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武汉地网非开挖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总站；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迈佳伦(天津)国际工贸有限公司；
天津大力神非开挖工程有限公司。

3 标准的参编单位
2009 年 9 月 13 日 -14 日在武汉湖滨花园酒店
召开了标准编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城镇建设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中国
城市建设研究院标准所吕士健所长主持了本次会
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高鹏同志参

4 标准编制大纲
（1）总则
（2）术语和符号
（3）基本规定
（4）管道检测与修复更新方法选择
（5）穿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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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一般规定
（5.2）工程设计
（5.3）材料与设备
（5.4）施工准备
（5.5）穿插施工
（5.6）检验与验收
（6） 原位固化法（CIPP）
（6.1）一般规定
（6.2）工程设计
（6.3）材料与设备
（6.4）施工准备
（6.5）翻转法
（6.6）绞拉法
（6.7）检验与验收
（7） 裂（碎）管法
（7.1）一般规定
（7.2）工程设计
（7.3）材料与设备
（7.3）施工准备
（7.4）施工
（7.5）检验与验收
（8） 折叠内衬法
（8.1）一般规定
（8.2）工程设计
（8.3）材料与设备
（8.4）施工准备
（8.5）施工
（8.6）检验与验收
（9） 缩径内衬法
（9.1）一般规定
（9.2）工程设计
（9.3）材料与设备
（9.4）施工准备
（9.5）施工
（9.6）检验与验收
（10） 螺旋缠绕法
（10.1）一般规定
（10.2）工程设计
（10.3）材料与设备
（10.4）施工准备
（10.5）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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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检验与验收
（11）局部修复方法
（11.1）一般规定
（11.2）工程设计
（11.3）材料与设备
（11.4）施工准备
（11.5）施工
（11.6）检验与验收

5 编制工作进度
(1) 第一次工作会议（09 年 9 月 14 日，组成编
制组，讨论编制大纲，
确定分工和进度计划）
(2) 形成初稿 （09 年 9 月 15 日—12 月 31 日分
工负责起草，2010 年 1 月 1 日 -2 月 28 日主编单位
汇总。）
(3) 第二次工作会议（2010 年 3 月，成都，编制
组全体会议讨论形成征求意见稿）
(4) 征求意见和调研（2010 年 4 月—6 月）
(5) 主编单位根据意见进行修改（2010 年 7 月）
(6) 第三次工作会议（2010 年 8 月，讨论形成送
审稿）
(7) 第四次工作会议（2010 年 10 月，送审稿审
查会）
(8) 第五次工作会议（2010 年 12 月，完成报批
稿）

6 借鉴的主要国外标准
该标准的编写借鉴了国外成熟完善的排水管
道非开挖修复技术标准，其中以美国材料试验学会
（ASTM）标准为主。
(1) F585-94（2000 修订）采用内插柔性聚乙烯
管道修复污水管道的应用标准；
(2) D5813-04 原位固化热固树脂下水管道系统
标准规范；
(3) F1216-05 采用翻转内衬原位固化法(CIPP)
修复已有管道（渠）的应用规范；
(4) F2019-03 采用玻璃钢加强塑料型热固树脂
管道对现有管道的进行拉入修复的施工规范；
(5) F1743-96 (2003 修订)采用拉入热固树脂管
道并原位固化的方法修复现有排水管道标准规范；
(6) F1504-02 用于修复已有排水管道的折叠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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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乙烯树脂（PVC 树脂）管道的标准规范；
(7) F1947-04 采用折叠式聚氯乙烯(PVC)管道
修复排水管道的标准规范；
(8) F1871-02 用于修复污水管道的 A 类 PVC
折叠管的标准；
(9) F1867-98 采用折叠 A 类 PVC 管修复现有
污水水道的实践标准；

13

开挖领域急需制订的相关标准如下：
(1) 非开挖管道状况检查和评价技术规程；
(2) 城镇给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
程；
(3) 非开挖管道铺设工程设计规范；
(4) 非开挖管道修复工程设计规范；
(5) HDD 泥浆技术标准；

(10) F1533-01 关于变形聚乙烯(PE)内衬管道的
规范；
(11) F1606-05 采用变形聚乙烯(PE)管道修复现
有污水管道的标准规范；

(6) 顶管机械操作技术规程；
(7) 顶管施工技术及验收规范；
(8) 检查井修复更新技术规程；
(9) 非开挖工程技术施工定额和工程概预算；

(12) F1697-02 用于机械螺旋缠绕内衬法管修
复原有污水管的聚氯乙烯(PVC)带状型材的标准规
范；
(13) F1741-05 采 用 机 械 螺 旋 缠 绕 聚 氯 乙 烯
（PVC）法修复现有污水管道的标准规范；

(10) 非开挖工程用各类管材标准；
(11) HDD 钻机质量控制及检测标准；
(12) HDD 钻杆标准；
(13) 非开挖工程市场准入机制和标准；
(14) 城镇热力管道非开挖施工技术及验收规

(14) F1735-02 用于修复现有的人可进入的污
水管道的 PVC 内衬法的聚氯乙烯(PVC)带状型材的
规范；
(15) F1698-02 采用聚氯乙烯(PVC)型带材内衬
及水泥注浆法修复现有的人可进入的下水道和水

范；

管。

参考文献：
[1] 马保松. 非开挖工程学[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
社，
2008.
[2] Baosong Ma，M.Najafi.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s
of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 China [J]. Tunne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 2008：476 480.

7 总结和讨论
非开挖行业在我国正处于起步阶段，急需建立
相应的标准体系，制订大量相关标准以规范非开挖
管道工程的设计、施工和质量验收，规范市场竞争，
保证工程质量。因此，除上述标准外，建议我国在非

(15) 电力管道非开挖施工技术及验收规范；
(16) 通讯管道非开挖施工技术及验收规范；
(17) 给排水管道非开挖施工技术及验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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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工程第 12 次年度市政调查——
—希望和谨慎的一年
王玉龙
摘

译

要：
本文介绍了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所做的 12 届上下水管网施工的概况，包括投入经费、

采用非开挖施工等情况。
关键词：
非开挖、
市政、
调查

不足为奇的是 87%的被访者引用基金和相关
问题作为他们 2009 年第一顾虑。一名来自马里兰

流。然而，这笔收益流通常不恰当的用于每年的运
营，更不用说许多所需的改善或者老系统的维持

州的市政管理者吐露了关于“我们的顾客”对水和
下水道服务的支付能力的顾虑。
然而，总的来说，受访者也是充满希望的、兴奋

了。许多当选的城市官员不能抵挡住对抗票价上涨
的“坚持下去”的诱惑 - 一种流行的政治策略 - 即
使当他们的地下基础设施处于崩溃时。太多时候，
需要靠环境质量部门 （state departments of environ-

的，因为他们有机会接收到一大笔联邦基金，这是
目前正在国会讨论的经济刺激计划的一部分。
在某些情况下，市政人员对基金是否被担保的
预算差额并没有顾虑太多。在俄亥俄州，被调查者
指出“缺乏专用基金”正在使他们的下水道 / 水区域
受损。而且，鉴于衰退，许多城市正在通过冻结、减
少预算甚至延迟项目来重组部门。
“基本上，
我们需
要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一名加利福尼亚州的
被调查者说。
通过平信和靠网络连接的电子邮件来对 8,000
名直接相关的或负责地下管道设施的市政下水道 /
水管理人员进行了调查。根据地区和城市人口对于
反映进行分类，以避免人为偏斜的结果。该研究与
2008 年 11 月和 12 月进行。对调查回应的城市根据
大小进行分类，从小到 267 个居民的城市排到美国
人口最多的四大城市：纽约、洛杉矶、芝加哥和休斯
顿。

1 衰退影响
与许多人相信的相反，下水道和水基金并不是
衰退的证明 - 正如几个市政经理在调查中指出的，
衰退阻抗是正准确的市场描述。
下水道和水系统通过用户付费有独立的收益

mental quality-DEQ）或联邦环境保护署（the feder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EPA）强制城市来应
对。结果是下水道 / 水部门经常基金不足，每年靠竞
争从城市财政获得额外的基金来弥补运营成本。由
于税收萧条，目前的衰退正在限制总的市政基金，
意味着下水道 / 水部门可能最终只能开始相应缩减
在他们的核心用户费用基金上的经费。
一名来自明尼苏达州的受访者注意到他们已
经开始经历“减少征收税款”
，一名来自威斯康星州
的官员附和道“由于受征税限制，我们正资金不
足。”一名纽约市政债券被调查者说预计到减少的
城市收入，他们“正减少预算”
。
根据调查结果，紧缩的预算肯定正在增加顾
虑。一名来自密歇根州的城市工作人员说 2009 年
他主要的顾虑仅仅是使“预算做所需的修理作业。”
华盛顿被调查者补充道“我们最大的顾虑是能以合
理的成本维持高质量的安装 / 修理工作。”
如果没有大部分被调查者，这样的评论会代表
一种更坏的情况。短期的用于下水道和水基础设施
的预期开销归结为三点未知因素：衰退将持续多长
时间、刺激计划还会有多少资金会划拨到下水道 /
水、何时刺激资金会实际地分到城市手中？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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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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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切实际的和昂贵的，现在已经从一个初出茅庐
的工业成长为一个投资上十亿的市场。但是 2009
年水的增长预计会随着经济的增长减慢。新的水建
设合同将从 2008 年的 30 亿到今年的 28 亿美元，
修复基金标准将从 2008 年的 14 亿降到今年的 13
亿美元。
在这个调查中投影的经费标准建立在预期的
由在位用户费用和其他城市收益来源产生的“实际
的”基金，
区分这一点很重要。许多市政管理人员或
者把计划的建设 / 修复先搁置一边或者当联邦基金
一可用就迅速开展项目。到第四季度有可能 2009
年经费标准能达到或稍微超过 2008 年经费标准。
也有可能性 2010 经费标准将实际上有实质的增
长，可能在某些区域会高达 15-20%。一位来自东南
地区的很有经验的资深市政官员强调：
“ 我们认为
我们能够增长我们的经费，可能会更多 - 刺激资金
- 我们极其需要。但是直到他们确实“给我们看钱”
，
我们才会觉得有这钱。”
修复工作能从刺激基金潜在地看到最直接的
利益。通常，那些类型的基础设施问题已经被定义。
城市和顾问工程公司能快速反映租出那工作。确

图 1 美国给排水管线投资

2 经费计划
被调查者预计他们下水道和水部门总的基金
将下降大约 4.1%，即从 2008 实际的（actual）122 万
美元到 2009 年 117 万美元的投射的 （projected）经
费标准。不应感到奇怪的是大部分减少的经费将用
于新建筑，主要是由于在国家大部分地区（除了一
小部分显著的例外如 德克 萨斯州 和俄 克拉荷 马
州。）房屋建筑进展缓慢的事实。
2009 年总的新建筑经费计划从 750 万美元降
到 710 万美元。下水道 / 雨水道经费标准是调查中
的亮点之一，因为城市官员希望与去年的经费标准
330 万美元相配。
最近几年中，整个国家在注意力和基金方面都
对水基础设施有了显著提高。水修复，曾经被认为

实，多个被调查者说如果刺激资金可以获得他们能
迅速开展主要的修复项目。
强调修复项目的另一个驱动是衰退还没有被
DEQs 和 EPA 减慢监视和执行协议。一名城市官员
说刺激资金能“通过 EPA 使我们摆脱困境”。
但是除了刺激，收益流对全国的市民来说也仍
然是考虑的最多的一项。绝大多数（70.7%）被调查
者相信，2009 年为地下管道设施建设和修复做的预
算与维持他们部门每年需要的实际需要之间有个
缺口。大部分相信要维持现状，需要大约 40%左右
的花费增长。几乎 64%的被调查者期望他们的城市
被迫认真考虑提升用户费用 - 即使在衰退时。城市
比率增长之间大约平均四年。
其它关于城市的考虑较多的包括：政府 /EPA
法规，被 59.7%的人引用；找到合格的员工，被 37%
的人引用；保持积极的社区关系被 34.5%的人提到。

3 非开挖
非开挖施工和修复方法继续他们在下水道 / 水
市场的的强位。的确，非开挖技术继续吸引强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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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69.6%，
一年前是 69.7%。
城市和顾问工程人员继续努力把非开挖方法
同化到他们的项目中。几乎 66%的城市指出非开挖
技术在 2008 年就已经被利用，从 2007 年的 63%增
长。非开挖的前途仍将非常明亮。还没有利用非开
挖方法的人中，82.5%的人说他们计划在接下来的
五年中使用该方法。

图 2 不同非开挖技术受欢迎程度

68%的人说非开挖对他们的部门有中等到高的
影响。令人印象深刻地，62.1%的人说无论何时他们
将更喜欢非开挖方法。
然而，非开挖仍然也有其批评者，尤其是当提
到经济时。一名威斯康星州的城市官员强调道“非
开挖的成本不够便宜 - 需要替换的侧部太多而无
法使用非开挖技术来工作。”
当检修孔修复继续对城市有强吸引力时 - 正
是如此 -2009 年，整个国家的每个城市将平均修复
大约 95 个检修孔，比 2008 年的平均 101 个有所降
低。
当非开挖方法继续渗入可应用的市场定位，很
明显教育仍将极其重要、多个被调查者认为每年的
地下工程技术大会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Tech-

图 3 新铺设与管线修复所占市场份额

注意和越来越多的市场接受力。大部分非开挖方法
接受率同一年前相比实际上有些许增长（看相关的
表）。据蒙大拿州一位受访者反应，
对社区的积极效
果是值得注意的。“我们爆破了一条卫生下水道压
力干管，对业主造成最小的破坏。这是很重大的公
共关系。”
福罗里达州一名市政管理人员叙述，
“ 我刚刚
开始做（用非开挖方法），我们很喜欢这种方法，它
非常高效”。
下水道 / 雨水道系统建设新设施对非开挖方法
的使用从 2007 年的 6.1%到 2008 年的 18.4%。对于
水，非开挖对市场的抢占更多，
从 22.2%到 24.3%。
水修复正当地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新兴市场，
非开挖修复从前一年的 30.8% 上 升到 2008 年的
32.5%。下水道修复对非开挖方法的使用相对平稳，

nology Conference）对他们决定把非开挖方法考虑进
他 们 的 计 划 起 了 很 重 要 的 作 用（www.uctonline.
com）。
资产管理，近几年一个关键的流行词和概念，
已经在市民中起了一个稳定的渐增的作用。大约
63%的人现在已经有一个资产管理计划。那些还没
有这样一种策略的，72%的人计划在不远的将来实
施一个资产管理计划。

4 承包商
据调查参与者，城市与承包商的关系，从有争
议的到热忱的，
以及处于两者之间的。但是总体上，
给承包商的等级仍然不变。对于一个从一到 5 的比
例，城市官员给承包商一个 3.71 级。
被调查者有许多给承包商的提议。“从产品和
技术上都是最新的，”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城市官
员鼓励说，
“在我们那仍然有一种先看‘传统的’方
法的心态。”
来自福罗里达州被调查者的观点反映了几种
评论：
“不要虚报低价，然后当工作一开始回头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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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工程变更通知单来提升价格。”
一名来自华盛顿的市政员工哀悼说“我们需要

一名福罗里达州的被调查者认为顾问工程师
应该是“值得信任的并且预知顾客需求。”
一名肯塔

大 量有设备和 经验来做 非 开挖工作 的 区域承包
商。”
一名来自俄亥俄州的调查参与者建议承包商
需要看他们的“负担能力（我并不感觉着和低成本
相同）。”

基州的城市官员强调说工程师应该“将他们的顾客
的兴趣置于挣钱之上。”这名俄亥俄州的被调查者
想要咨询公司更未雨绸缪：
“ 工程师应该善于理解
并对我的特殊需要作出反应，而不是用他们一直使
用的方式来做事。”
这名德克萨斯州的市政官员反映了一个熟悉
的在过去几年也很流行的主题，建议说工程师需要
“参观工作现场。太多工程师从来没有出过办公室
的门口就完成了在纸上看来很好的设计，但是在现
场并不实用。”
一名爱荷华州的被调查者强调说工程师需要
获得“对他们要工作的每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具备更
好的知识而不是光知道由其他的工程公司告诉或
给予的东西。”

图 4 承包商与技术人员对质量的重视程度

正如在过去的一些调查，各城市坚决相信他们
在承包商中寻找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质量 （被 86.6%
的人引用）。76.5%的市政人员指出及时完成项目也
是至关重要的；经验被 74.8%的人引用；有效的对待
民众占 59.7%；
低成本占 50.4%。

5 顾问工程人员
顾问工程公司的业绩评级些微增长，与五年趋
势相反。如果从一到 5 分级，工程师定位 3.61 及，
从
2008 年的 3.59 增长了一点。
在被调查者中，85.7%的人认为城市在顾问工
程公司中寻找的最重要的特征仍然是质量；同承包
商的生产关系占 52.1%；只有 50.4%的人工程公司
的重要的质量的成本占 50.4%。

一名马里兰城市官员建议说工程师必须“在设
计项目是更小心。年轻的工程师并不具备我们需要
的管子安装和清除的知识。”
一名蒙大拿州的被调查者想为他的城市工作
的顾问工程师“熟悉各种技术而不但是自己的喜欢
的。”

6 总结
让一个公司处理 2009 年的经费很令人沮丧。
但是当在 2009 年城市的经费计划多少有些减少
时，这个市场仍然在国家最稳定的工业之列。公共
工程经费仍将保持在历史标准。依靠实际的刺激基
金的分配，对于那些保持活跃在市场的承包商和供
应商，今年最后一季度能看到商业机会实质的增长
并在 2010 年推进。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09,1
胡远彪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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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软件比较非开挖及明挖施工方法的碳排放量
Jeff Griffin 著
摘

王玉龙 译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 Vermeer 公司开发的 E-Calc 软件，用于计算碳排放量，并比较非开挖及明挖

施工方法的优缺点。
关键词：
非开挖、
明挖、
碳排放量

威猛公司（Corp.）介绍了一种用来评估各种地
下设施施工方法对环境影响的软件工具。

要评估由不同施工方法产生的排放物，应从一
种或两种施工方法中登记项目信息，然后输入电

比较施工方法并计算了某种具体的施工方法
中能期望的排放量。
“E-Calc 能提供信息以允许建设单位、计划工
程师和承包商评估可利用的施工方法并决定哪种
选择可以对大气造成最少的伤害。”Vermeer 的非开

脑。地下设备的默认设置是 Vermeer 模型。对其它设
备品牌，用户可以手动输入发动机和用时的技术参
数。
E-Calc 是由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Del E. Webb 建
筑学院的教授 Samuel T. Ariaratnam 博士为 Vermeer

挖部门经理 Ed Savage 说。
“因为规章要求减小有害
排放的压力增长，E-Calc 对保护建设单位关于碳信
用额的排放记录文件来说，会是一种有用的工具。”
该工具可以从四种施工方法中计算出能期望

开发的。
“E-Calc 工具的评估严格立基于施工设备，不
包括基于交通模式的排放。”Ariaratnam 说，它也不
仅考虑了碳，碳只是其中一部分。它着眼于六种不

的估计排放物：水平定向钻进、爆管法、用挖掘机或
反铲明挖以及明挖沟。
E-Calc 软 件 可 以 从 Vermeer 网 址（www.vermeer.com）免费下载获得，或者可以从 Vermeer 定购
光盘。程序在微软优越试算表 2003（Microsoft Excel
2003）中写入。

同的污染：二氧化碳（CO2）、一氧化碳（CO）、氮氧化
物（NOx）、有机化合物（TOC）、硫氧化物（SOx）和烟
与悬浮颗粒（PM10），
所有这些从设备发动机里发出
的，都经过美国环境保护社（EPA）鉴定。
E-Calc 摘要显示了六种因素的图表和排放值。
Ariaratnam 说设计项目的工程师如今面临识别
施工选择时，不仅要提供最好的成本优势，而且要
考虑环境敏感性。
非开挖方法与传统的明挖施工方法相比，由于
减少了通常需要的现场设备的数量并且缩短了工
期，从而增强了环境效益。
Savage 总结说：
“ 从各种地下施工选择中定量
评估排放物，揭示了在维持我们的环境方面极其摘
要的环境考虑。E-Calc 是一种发展信息的实用方
法，能帮助计划人员选择最好的施工方法。”

图 1 软件碳量计算界面

Savage 说 E-Calc 简单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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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定向钻进铺管孔 / 管直径比设计取值方法
李 山 1 徐 健 2 李功文 1 陈根兰 2 陈立川 1 王希全 1
陈根兰 2 陈守直 2 董明娟 2 张晓静 2
（1．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2．上海佳友市政建筑有限公司）

摘

要：孔 / 管直径比是水平定向钻进铺管工程的重要基础设计参数，其取值大小直接关系到工程的

成败、效率、安全和铺设后的管道运行安全。采用力学分析方法建立的回拖阻力数值模型及开发的专用软
件，可以方便快捷地对孔管直径比取值进行精确的量化评价，并能够较好地解决工程设计中的一些复杂的
数值计算问题，具有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
孔 / 管直径比、
钻孔工程、
地下管线铺设

在采用水平定向钻进技术铺设地下管线工程
中，首先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顺利完成管
道铺设，到底应当钻（扩）成多大的钻孔才合适？这
就是水平定向钻进铺管工程的基础设计参数——
—
孔 / 管直径比（或孔、管间隙）的设计取值问题。由于
岩土的地质特性和环境条件多变、钻孔轨迹形状多
样、
管道材质多种和施工工艺各异，孔 / 管直径比的

周围建筑物及地下
管线安全问题，这不
但使扩孔费用增加，
而且有时为保路面
及管周构筑物安全，
还不得不回灌水泥
浆充填，造成施工工

设计取值，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复杂而关键的技术难
题。
科学、
合理地选取孔 / 管直径比，对水平定向钻
进铺管工程的成败、效率、安全以及今后的管道运

序增加、成本大幅上
图 1 铺设在钻孔中的管道
升。
成都理工大学与上海佳友市政建筑有限公司
密切合作，针对这一问题开展了一项为期两年的专

行安全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对此问
题长期缺乏基础性研究，在工程的规划、设计与施
工上，缺乏指导性理论与设计方法，只好长期依赖
一些经验数据。如有的主张“终孔孔径一般应为管
线外径的 1.2~1.5 倍”
[1]；
有的又主张取 1.5 倍[2]；在

题研究，此处将研究工作取得的进展和成果做一简
要介绍，供同行们参考。

实践中，还有许多单位实际采用的是 1.5~2 倍。在工
程实践中，由于这些经验数据对地层、管材、钻孔轨
迹和施工工艺的针对性不强，可选取值范围又大，
难以准确确定，这样就往往带来许多的问题，如：因
钻孔直径不足，常发生管道回拖中拉力过大而使管
道拉断或变形、管周地面隆起或相邻管线受挤压破
断或变形，最终导致施工失败或施工事故；或因钻
孔直径过大，又往往发生孔壁坍塌、地面沉陷，影响

1 研究的难度与思路
理想状况下，科学、合理的孔 / 管直径比取值，
应当能同时满足铺管工程的两项主要要求：一是能
够实现确定直径和刚度的管道在平面或空间的直
线或曲线型钻孔中的安全运送；二是钻孔容纳管道
后，管道既能牢固安装（这对倾斜铺设的管道非常
重要），又不对管周岩土或相邻构筑物安全造成影
响。
显然，这两项要求存在内在的矛盾。从前者来
说，钻孔越大，管道运送越安全、省劲；而从后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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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钻孔越小，管道安装越牢固，管周岩土或相邻构
筑物也越安全。

和变形刚度的校核问题。但是，目前要满足第二项
要求却是相当困难的，这首先是因为岩土的非线性

在第一项要求中，问题的关键主要是管道的受
力安全问题。管道在孔洞中运送，首先要受外力作
用（如重力、浮力、牵引力），这些外力使管道与孔壁
产生接触正压力，进而在相对运动中引起摩擦阻
力，这一类阻力受孔洞与管道的尺寸间隙大小、孔

性，其次是岩土体的本构关系难以把握，最后是岩
土物理力学参数的复杂性。因此，我们主要以满足
第一项要求为重点开展了研究，并将管周岩土变形
与孔管直径比关系的数值模型的研究工作放到下
步进行。

洞的清洁程度等因素影响，会变得非常复杂；其次，
原来直线形的管道在通过曲线型孔洞时，管道发生
的弹性变形使在自身刚度的作用下导致产生附加
正压力，该正压力作用在孔壁上，也会引起附加的
摩擦阻力，使管道运送阻力加大。在管道运送过程
中，为克服各种阻力需增加管道的牵引力，当牵引
力超过管道或岩土的强度及刚度，可能使管道产生
破坏或永久变形，也可能使孔壁发生破坏或变形。
当然，前者的破坏或永久变形是我们必须避免的；
而后者，我们一般观察不到，但会使管周岩土或相
邻构筑物安全受到影响。
在第二项要求中，问题的关键主要是岩土孔洞
的变形和稳定问题。岩土在受破碎形成孔洞过程
中、在孔洞内运送管道的过程中和管道铺设安装到
位后，其自身都有一个应力释放与重新汇聚的变
化，孔洞会随之发生一定的扩张或收缩变形。岩土
的物理、化学、力学性质不同（如压缩性、孔 隙性
等）、环境不同(如围岩压力、钻孔冲洗介质性能、孔
壁受力等)、
时间不同，
孔洞的变形就不同。最后，孔
洞容纳管道后，岩土体的宏观结构和应力场也发生
了改变，岩土孔洞自身的变形也是一个随时间变化
的长期过程，受地应力变化和外力变化（如道路上
的车辆碾压）、管道变形刚度、钻孔冲洗液的流失或
固化等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变形和稳定的过程会极
其复杂，其进程中可能发生地面变形（隆起或塌陷）
和周围岩土变形，进而影响相邻地下管线或构筑物
变形，
甚至造成破坏。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目前要满足第
一项要求是比较可行的。它的实质是力学问题，只
要正确地做好管道在孔洞内运送过程中的受力分
析，找出各项阻力与孔、管直径之间的数学关系，我
们就可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善的力学模型。对此模型
应用计算机技术，即可方便地解算出在确定的孔管
直径比条件下的回拖力大小，进而解决管道的强度

2 水平定向钻进铺管阻力计算模型及
专用软件
对水平定向钻进回拖铺管的全过程，可采用图
2 所示来描述。图中，钻孔已经钻（扩）完毕，管道从
入口向出口回拖。

图 2 水平定向钻进回拖铺管过程图

先做如下假定：
(1)钻孔轨迹由一系列直线和曲线的节段构成，
每节段具有相同的性质特征，并且都处于铅垂平面
内；
(2)孔壁属刚性，在管道回拖过程中，始终不发
生任何形变；
(3)孔内泥浆为不可压缩流体，且为恒定均匀层
流流动，单位质量力与流体压力的合力相比较小，
可以忽略。
采用节段法计算，建立管道回拖全过程的力学
模型。设：
管头已回拖到节点 i 处（见图 2），
那么，此
时的回拖铺管总阻力 可由下列方程表示：
（1）
（1）式中各参量的意义及计算如下：
①
—管头回拖至节点 i 处时，孔外余留
——
部分管道重力引起的摩擦阻力。其值为：
（1.1）
式中：
- 每米管道重量；
- 管道与地面之间的摩擦系数；
- 管道总长度；
- 钻孔第 k 号节段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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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起点向终点方向所引水平线与孔外部分
管道轴线的夹角，当回拖方向为从左向右时，逆时

说明：若 值为负，则表示泥柱强度不足以抵
抗其自身重力沿轴线方向的分力而产生破坏，因

针方向为正，反之为负；当回拖方向为从右向左时，
顺时针方向为正，
反之为负。
②
—管头回拖至节点 i 处时，孔内管道
——
通过各节段时由管道重力和浮力所引起的摩擦阻
力。其值为：

此，不产生拖管阻力，取该节段拖管阻力为零。
⑤
—管头回拖至节点 i 处时，第 i 段以
——

（1.2）
式中：
w- 计入泥浆浮力后的每米管道的换算重量；
当管道内充满泥浆时：
；
否则，

；

- 泥浆密度；
- 管道外径；
- 管道内径；
- 每米管道重量；
- 管道与孔壁之间的摩擦系数；
- 从起点向终点方向所引水平线与管道轴
线的夹角，当回拖方向为从左向右时，逆时针方向
为正，反之为负；当回拖方向为从右向左时，顺时针
方向为正，
反之为负。
③
—管头回拖至节点 i 处时，孔内各节
——
段泥浆对管道移动引起的滑动摩擦阻力；
其值为：

前的所有弯曲节段使管道变形而引起的附加阻力
增量。其值为：
（1.5）
式中：
是拉管的轴向载荷使弯曲的管道 (柔
性或刚性管道) 发生变直趋势而引起的附加摩擦阻
力，也可称之为是管道运动方向改变而引起的附加
摩擦阻力，其大小可采用以下方式计算：

式中：
- 第 k 弯曲节段全弯曲角的一半；
- 管道与孔壁之间的摩擦系数；
，也即第 k
弯曲节段之前所有阻力之和，
计算方法同前。
是具有自身刚度的管道通过弯曲节
段时，由弹性变形引起的附加摩擦阻力，其大小可
采用以下方式计算：
；

（1.3）
式中：
为每米节段内泥浆施加的阻力，
- 管道半径；
- 泥浆在管道外壁处的剪切应力。
④
—管头回拖至节点 i 处时，孔内管道
——
前端淤积土体（泥柱）[3]因与孔壁土体的粘结抗剪强
度和重力对管道造成的阻力。其值为：
（1.4）
式中：
泥柱长度；
泥柱浮容重；
钻孔半径；
土的有效粘聚力和有效内摩擦角，对于
岩屑的情况，可以将岩屑视为砂土，
取
；
泥柱所在钻孔与水平线夹角；

；
式中:
- 管道材料的弹性模数；
- 管道截面惯性矩；
- 按大挠度杆件计算的悬臂长度，也即管道
在第 k 弯曲节段中两支撑点之间的距离的一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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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钻孔直径与管道外径之差，
即孔管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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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能力及管道强度进行校核。输出系统负责将工程
信息、设计参数、设计计算结果以文本的形式进行

D- 管道外径；当铺设集束管道时应当采用当
量管径，即满足安放指定数量集束管的最小外接圆
直径。
显然，从以上各项计算可看出，由公式（1）所表
征的水平定向钻进铺管阻力计算模型是相当复杂

输出，供用户查看或打印。
由于软件中封装了大量复杂的计算过程和相
关的图片显示窗口，因此对计算机操作系统的运算
速度和显示硬件设备都有一定的要求。运算速度慢
和分辨率较低的系统会导致图像闪动、不连贯和图

的，难以采用手算方式进行计算。为了方便用户使
用本理论模型，我们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编制了专
用软件供用户使用。
该专用软件以理论计算模型公式（1）为依据，

像失真。下面列出的硬件和软件的要求并非最低要
求，但为了获得较佳的效果，我们建议用户使用这
些要求以上的配置以保证软件良好的运行环境。
硬件推荐配置：

采用 Visual C++ 作为开发工具，将水平定向钻进铺
管回拖阻力计算、管道强度校核、孔 / 管直径比设计
取值、钻机能力选择校核等功能融为一体，集成了
国内现有主力品牌钻机的性能参数和常用管道材
料的力学性能参数等数据库，具有用户界面友好、

CPU：主频 2.0GHz 或更高；内存：≥256M；显
卡：内存 256M；
软件要求：
操作系统：Windows 2000 及以上版本；显示模
式：1024×768 或更高的分辨率的真彩色 32 位。

操作方便简捷、模块性好、计算速度快、容错能力强
等优点。
该专用软件主界面如图 3 所示。其采用了面向
对象的设计方法，定义了多种功用来封装特定的功
能，主要包括工程信息输入系统设计、计算参数输
入系统设计、铺管阻力计算系统设计、强度校核系
统设计和输出系统设计五个部分。工程信息输入系
统主要完成工程信息数据的输入，全部采用对话框
的形式实现，需要输入的参数有工程名称、工程说
明等。
计算参数输入系统和铺管阻力计算系统被一
起封装在回拖阻力计算与孔 / 管直径比设计界面
内，该部分是软件的核心部分。校核系统用来对钻

3 计算模型及专用软件的应用
3.1 实用性评价

图 4 铺管全过程回拖阻力变化图

一个工程计算模型及其软件是否具有实用价
值，首先就是要看其与真实工程的符合程度。为此，
我们对资料收集的一些工程实例进行了应用试算。
由于目前掌握的具有完整资料的实际工程非常有
限，故此主要对 5 项工程实例进行了计算。计算结
果表明，该模型及软件得出的回拖力值，与资料提
供的现场测试结果符合程度很高，误差均小于 5%。
当然，应当指出，鉴于目前国内实际工程条件和仪
器状况，一些工程实例的资料完整性和数据准确性
还有待商榷。
图 4 为某项工程实例的算例分析。从图中我们

图 3 专用软件主界面

可以看出：回拖阻力在铺管全过程中具有以下变化
特征：
①由于孔外管道的地面摩擦阻力存在，管道回
拖起点的阻力即不为 0；
②在回拖过程中，随着入孔管道长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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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拖阻力也随之增大，但是，其增大过程并不是平
稳的，而是在钻孔的两个弯曲节段处（图中水平距
离 40 和 100m 前），阻力突然大幅跃升，这与工程实
践中常见的现象一致，说明管道进入钻孔弯曲段
后，所带来附加阻力占有较大比例；也说明了设计
与施工钻孔轨迹时，必须注意控制弯曲段的弯曲强
度，
以避免回拖力的突然剧增。
③当孔内有泥柱堆积时，管道回拖阻力并不在
管头出孔时达到最大值，而是在管道快出口前的阻
力先增大后减小，这和实际施工中钻机回拖力在泥
柱出孔后拖管速度突然加快，同时钻机显示的回拖
力降低是一致的。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本计算模型及软件不仅
能求得理论最大回拖力，而且能够求解回拖铺管全
过程中任意指定点的回拖阻力值。所以，它的意义
不仅仅在于根据最大回拖力选择设备和校核管道
强度，而且能够用于指导实际回拖施工中的操作要
点。这也是它与许多已有回拖力计算模型相比具优
势的地方。
另外，经对多个算例计算结果的分析，我们发
现：泥浆对管道的滑动摩擦阻力在总的阻力中所占
比例非常小，一般还不到万分之一。例如：
算例 5 中
泥浆阻力,仅占总的阻力的 0.001%；算例 3 中，泥浆
总阻力为 0.0199kN，占总阻力的 0.00098%。因此，
我们建议，为简化计算，在实际工程计算中一般可
以不计泥浆对管道的滑动摩擦阻力。此时的公式
（1）可写为：
3.2 孔 / 管直径比设计取值研究
利用所研究的计算模型及软件，我们也结合工
程实例，从理论上开展了对孔 / 管直径比与铺管阻

图 5 孔 / 管直径比对铺管阻力的影响趋势图 1

图 6 孔 / 管直径比对铺管阻力的影响趋势图 2

力的相关关系研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曲线图
形。
图 5 是一项河流穿越工程实例 [4]，需铺设的钢
制管道外径 Φ508mm，铺管水平长度约 420m。穿越
地层从上至下分别为黏土、粉沙、细沙、中沙，其中
管道的穿越层主要为粉沙和细沙。
从图 5 中可以看出，铺管回拖阻力随着孔 / 管
直径比的增加而逐渐递减，但递减速率逐渐减小。
当孔 / 管直径比大于 1.25 时，递减速率已变得比较
平缓。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此时孔 / 管直径比的增
加对降低铺管阻力的影响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分析公式（1）或（2），我们可以知道，孔 / 管直
径比能够发生影响、并且影响结果很大的仅仅是最
后一项，即仅在中以“- 钻孔直径与管道外径之差
值”出现。这也就是说，孔 / 管直径比仅对钻孔弯曲
段的回拖阻力影响很大。改变它的大小，也只影响
该项
的大小。
图 6 是研究管道材质相同、但直径不同条件下
的回拖阻力随孔 / 管直径比变化的情况。从图中可
看出，随着管道直径（也即管道刚度）的增加，其铺
管阻力随着孔 / 管直径比的增加也降低很快。但无
论如何，当孔 / 管直径比进入 1.2~1.5 之后，铺管阻
力随孔 / 管直径比增加而减小的趋势，变得更加平
缓了。也就是说，
当管道直径（或刚度）增加后，钻孔
弯曲段产生的附加阻力急剧增加，这种增加可采用
提高孔 / 管直径比 （即增大钻孔直径与管道外径之
间隙）而使其大大减小。但是，无谓的增大孔 / 管直
径比是没有意义的，其起作用的范围仅在孔 / 管
比≤1.2~1.5 之内。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资料[1]所提出的最优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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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直径比的取值范围 1.2～1.5 是具有科学依据的。
因为当孔 / 管直径比小于 1.2 时，回拖铺管阻力增

但使扩孔费用增加，而且可能造成钻孔直径过大，
孔壁易失稳发生坍塌，导致地面沉陷或影响管周地

加十分迅速。当阻力过大时，常易造成产生管道折
断或变形事故，同时可能超出钻机的功率范围；而
当孔 / 管直径比大于 1.5 时，回拖铺管阻力随孔 / 管
直径比增加而变化的幅度已经很小，再继续扩孔不

下管线及构筑物的安全。
3.3 水平定向钻孔工程设计
采用所研究的专用软件，可以方便、快捷地完
成水平定向钻孔工程设计。

图7

工程信息输入界面

图8

回拖阻力及孔管比计算界面

首先启动软件，然后依照提示，先进行工程基
本信息输入（图 7），接着进行工程条件相关参数输
入（地层和管道等相关的物理性能参数和力学参数
软件会自动给出），进而进行回拖阻力和孔管比计
算（图 8）。
软件计算出结果后，在界面上显示，结果自动
记录并进入下步校核计算。

有主力品牌钻机的性能参数和常用管道材料的力
学性能参数等数据库，所以用户只需点选钻机和管
道，系统将自动提供相关机械性能和力学参数。当
然，如果所选钻机和管道型号超出系统所提供的范
围，用户还可直接在对话框中手动输入相应的参
数。参数确定以后，
单击
“强度校核按钮”
，系统即对
钻机及管道强度进行校核，校核结果以对话框的形

在校核界面，用户可对选择的钻机进行设备能
力校核和管道强度校核。由于本软件集成了国内现

式弹出。如果校核不能通过，系统会自动给出修改
建议（参见图 9 和图 10）。

图 9 钻机能力校核界面

图 10 管道强度校核界面

如果设备能力和管道强度校核通过，系统会给
出明确结果（参见图 11。此处由于所选钻机超出软

关机械性能参数采用手动直接输入）。全部设计计
算完成后，系统可将整个工程的设计结果信息以界

件数据库范围，故无钻机生产厂家和型号显示，相

面方式（参见图 12）显示或以文本方式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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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校核通过界面

4 结论与建议
（1）本文所提出的水平定向钻进管道回拖阻力
计算模型能够完成回拖铺管全过程中任意指定点
的回拖阻力计算，其得出的结果与工程实际有较高
的符合度，能够用于水平定向钻进工程设计和实际
施工操作指导；
（2）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开发出的专用软件，集
成了国内现有主力品牌钻机的机械性能参数和常
用管道材料的力学性能参数等数据库，具有良好的
水平定向钻进回拖铺管阻力计算、管道强度校核、
孔 / 管直径比设计取值、钻机能力选择校核等重要
功能，用户可使用其方便、快捷地进行水平定向钻
进工程设计；
（3）对孔 / 管（直径）比与回拖阻力之间的数值
关系研究表明：在具有弯曲孔段的钻孔中，增大孔 /
管比，有利于降低回拖阻力。但是，此关系并不是线
性的。当孔 / 管比在为 1~1.2 范围内，
回拖阻力随孔
/ 管比的增加降幅很大；在 1.2~1.5 范围内，降幅趋
于平缓；超过 1.5 之后，对回拖阻力的影响就已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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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工程设计信息显示界面

小了。
因此，
我们建议，
水平定向钻进工程设计应当根
据资料[1]所提出的 1.2～1.5 范围选取孔 / 管直径比，
并采用本文提出的计算模型和专用软件对回拖阻力
进行精确计算，以准确评价取值的合理性与回拖施
工全过程中的相关阻力数值，从而确保设计的科学
性与适用性，
并有力地为施工操作提供详细指导。
参考文献：
[1] 李山、朱文鉴主编．水平定向钻进管线铺设工程
技术规范．中国非开挖技术协会．2002．
[2] Guidelines For Successful Mid-Sized Directional
Drilling Projects. Directional Crossing Contractors
Association. 1997.
[3] 李山. 水平定向钻进中的几个重要技术问题[J].
《非开挖技术》，2006.23（1）：
1-6．
[4] 刘延智.钢质燃气管道非开挖穿越河流工程实例
[J].煤气与热力．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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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about Diameter Ratio of Borehole to Pipe for HDD
Li Shan1 Xu Jian2 Li Gongwen 1 Chen Genlan2 Chen Lichuan1 Wang Xiquan1 Chen Shouzhi2 Dong
Minjuan2 Zhang Xiaojing2
(1.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hazard Prevention and Geoenvironment Protection;
2. Shanghai JiaYou City Construction Co. Ltd)

Abstract: The diameter ratio of borehole to pipe is a key in the HDD projecting and implementing. Its numerical modeling?and software have been made by use the applied mechanics and Visual C++. With the modeling and
software, th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application ratio can be accurate calculation and fully proved.
Keywords: HDD, Ratio of Borehole to Pipe, Borehole Drilling, Pipe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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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宁兰复线黄河水平定向钻穿越施工技术
尹刚乾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穿越公司，河北廊坊，065001）

摘

要：涩宁兰复线黄河穿越工程于 2009 年 1 月 13 日回拖成功，创造了国内大型河流、山体、铁路三

连穿的先河，
在国内大型河流定向钻穿越中率先尝试了断裂带地质、破碎岩层的穿越，穿越深度达到 84 米，
在国内外定向钻穿越工程中实属罕见。
关键词：导向孔、扩孔、
回拖、
破碎带

2009 年 1 月 13 日，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穿
越分公司在甘肃兰州完成了集河流、山体、铁路三

八盘峡黄河穿越位于甘肃省兰州市西固区河
口镇八盘村北，已建涩 - 宁 - 兰输气管道黄河跨越

位一体的涩宁兰复线八盘峡黄河穿越工程，穿越破
碎岩石层及断裂带，克服出土点高出入土点 18 米
引起的泥浆空洞及出土点侧穿越段管线预制场地
起伏不平且水平弯多的不利条件等，成功完成全线
控制性工程，在穿越技术上取得了新的突破。

上游约 200m 处。本工程采用定向钻穿越黄河、兰青
铁路和青石咀山体。同时并排穿越 2 条管道，分别
为 φ660×11.9 输气管道和 φ114×4.5 硅管套管，
其间距 10m。定向钻穿越水平长度 1309m，穿越入
土角 16°，出土角 9°，河床处最大埋深 40 m，穿越
主要地质为岩石层。

2 施工过程
先穿光缆套管，
后穿主管。
2.1 光缆套管穿越
2009 年 8 月 2 日，黄河光缆管导向孔开钻，
8
月 14 日完成导向孔作业。但由于出土点焊接作业
带没有全部下来，场地受限，采用 100 米一段回拖

图1 回拖成功

1 工程概况
涩宁兰复线工程起自青海省柴达木盆地涩北
一号气田涩宁兰一线涩北首站，东至兰州市河口末
站，线路长度 921.4km。干线管径 φ660mm，材质
L450,设计压力 6.3MPa。

方式，
直到 8 月 24 日完成光缆套管回拖。
2.2 主管穿越
2.2.1 导向孔
2009 年 8 月 30 日黄河主管导向孔开钻，9 月 9
日完成导向孔作业。
2.2.2 扩孔、
洗孔
第一级扩孔采用 22″镶齿牙轮岩石扩孔器进
行作业，前后共更换过 4 套牙轮，牙轮镶齿磨损均
不严重。在扩孔过程中，速度缓慢，扭矩波动小。其

个人简历：尹刚乾，男，1968 年出生，
籍贯陕西咸阳，1991 年毕业于石油大学（华东），
高级工程师，
在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

穿越公司工作，
工程技术部部长。毕业后一直从事水平定向钻穿越施工和管理工作。参加过国内长江、黄河、淮河、钱塘江、
珠江
等国内大型河流穿越工程及国外尼罗河穿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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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第 106、
107、108、109、
110 根钻杆（从出土点入洞
为第 1 根）出现严重卡钻现象，第 106 根用时 3 小

注入泥浆后发现泥浆压力正常；钻机旋转时，扭矩
表有波动，证明扩孔器仍与钻杆连接。钻杆回拖结

时 5 分钟，第 107 根用时 5 小时 27 分钟，第 108 根
用时 3 小时 43 分钟，第 109 根用时 4 小时，第 110
根用时 2 小时 58 分钟，经过反复洗孔，
2009 年 10
月 17 日完成第一级扩孔。
第二级扩孔采用 20″中心定位器＋30″岩石

束时，发现拖头的拖板发生断裂。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于 12 月 13 日两套解卡

扩孔器。前 72 根钻杆采用铣齿牙轮，扩孔速度有所
改善；后 68 根采用镶齿牙轮，速度依然缓慢，扭矩
波动明显加大，在第 114、115 根处出现卡钻现象，
2009 年 11 月 1 日完成第二级扩孔作业。然后采用

装置 600 吨滑轮组和 2000 吨夯管锤分别运抵施工
现场，12 月 13 日 16 时解卡工作正式开始，当滑轮
组拉力达到 250 吨时，钢管缓慢均匀移动，标志着
解卡成功，12 月 16 日将拖入洞内的 1030 米钢管全
部拖出。
2.2.4 第二次回拖
2009 年 12 月 17 日，组织专家论证会，对黄河

24″桶式扩孔器进行洗孔，除了在第 71、96、109 根
钻杆处发生卡钻情况外，其他钻杆数据正常。
第三级扩孔 2009 年 11 月 8 日开始，采用 28″

回拖失利的原因进行了科学分析，制定了解决方
案。
2009 年 12 月 20 日—2010 年 1 月 6 日进行了

中心定位器＋38″岩石扩孔器。前 52 根钻杆采用
铣齿牙轮，后 88 根钻杆采用镶齿牙轮，共更换了 3
套镶齿牙轮。在此次扩孔作业中，卡钻现象频繁发
生。进行到第 70 根时，
扭矩最大摆动到 60000N·M，
用时将近 6 个小时。随即决定退出牙轮，发现中心

一次 30″、两次 34″洗孔，洗孔过程中对第 105～
120 根钻杆进行了多次反复洗孔，确保畅通无阻，最
后在全程洗孔正常的情况下进行了试回拖。试回拖
成功后，
再次进行 34″洗孔。
2010 年 1 月 12 日，主管回拖再次进行，整个回

定位器磨损严重，但牙轮磨损不大。然后更换掉
28″中心定位器及牙轮，改用 26″中心定位器继续
作业，扩进速度有所改进，但平均耗时 3 个小时左
右。卡钻现象最严重发生在第 109 根钻杆和 110 跟

拖于 1 月 13 日取得成功。除了在第 109、110 根钻
杆回拖力突然增加 20～30 吨，达到 125 吨，前 108
根钻杆回拖拉力基本在 100 吨以内，110 根钻杆以
后回拖力基本在 100～110 吨之间。

钻杆前 3 米。第 109 跟钻杆用时 11 小时 21 分钟，
第 110 根钻杆前 3 米用时 3 小时，扭矩波动无法控
制。12 月 5 日完成第三级扩孔，随后采用 33″桶式
扩孔器进行洗孔，第 109、110、114 根钻杆处卡钻现
象严重，经过多次重复洗孔，
2009 年 12 月 9 日完成
洗孔。
2.2.3 第一次回拖
2009 年 12 月 9 日开始回拖，因场地受限，穿越
段管线采用“二接一”。第一段管起步拉力为 60 吨，
回拖过程中为 55 吨左右。12 月 10 日下午开始回拖
第二段管，起步拉力为 105 吨，回拖过程中为 87 吨
左右。前 108 根钻杆回拖数据一切正常，第 109 根
时拉力增加到 100 吨，速度减缓下来；到第 110 根
时，起步 120 吨拉力管子不动，随后逐渐增加拉力
到 150 吨、180 吨、200 吨、220 吨，管子一共走了将
近 7 米，当再次增加拉力至 240 吨时，拉力骤降，钻
机操作室出现异响，钻机继续往后拖 1 米，但管子
不动，
初步判断钻杆断裂。随后决定继续回拖钻杆，

3 施工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3.1 第一级 22″扩孔速度缓慢
第一级扩孔开始后速度始终较慢，其主要原因
是钻具选择不合理，泥浆排量偏小、设备老化维修
时间长、
泥浆池太小不能实现连续作业等。
针对上述分析原因，采取相应措施解决之。
措施 1：
尽快征用出土点的大坑作为泥浆池，保
证设备正常的情况下连续作业。
措施 2：
对钻具进行优化，比较软的泥岩和砂岩
层采用铣齿牙轮，进入较硬的砂岩层后采用镶齿牙
轮。
措施 3：在原有入土点只有两台泥浆泵、1 台泥
浆回收装置的的基础上增加一台水化装置，提高配
浆能力和泥浆排量。同时，在出土点新增 2 台泥浆
泵和一台泥浆回收装置，实现两侧对注，增加泥浆
排量，提高泥浆的回收利用率。
措施 4：
增加有经验的设备维修人员，并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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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家积极联系，备足设备配件，保证设备的正常连
续运转，从而保证穿越施工连续进行。

发生拉力突增的地点恰恰处于地质断裂带附
近，在此处扩孔和洗孔都曾出下过卡钻现象，虽然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第二级扩孔速度明显加
快，
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3.2 地质断裂带附近扩孔困难
黄河主河床下存在多条地质断裂带，岩石层十
分破碎，RQD 值只有 25-50%。实际施工过程中，
在

经过反复洗孔趋于正常，地质破碎仍使此处淤积了
过多的切削物，从而使拉力突然增加。这是发生拖
拉板断裂的主要原因。
针对出现的问题和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主要
采取了以下措施：

该穿越段加深了近 20 米，试图穿越较完整的岩层，
即使如此，穿越过程中在断裂带附近 100 米范围
内，仍是本工程最难施工的一段。在此穿越段钻进
速度十分缓慢、扩孔扭矩难以控制、洗孔过程出现

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调运滑轮组和夯管
锤，力争尽早拖出入洞钢管。仅用 6 天时间就将
1030 米钢管从洞中全部拖出。
为了确保孔洞内的钻屑尽可能多排出，先进行

卡钻、首次回拖拉力突涨等。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施工中采取了以下措
施：
措施 1：加大泥浆排量，始终保持泥浆排量在每
分钟 1.8 立方以上。

了一次 30″洗孔，在 30″洗孔通畅后进行 34″洗
孔。
在 34″洗孔通畅的情况下，用 50-90 米钢管试
回拖。
试回拖成功后再次进行 34″洗孔，然后进行主

措施 2：提高泥浆粘度，
控制在不低于 100 秒。
措施 3：限制扩孔扭矩，以免扭矩过大、切削的
钻屑颗粒太大，泥浆不易携带。
措施 4：尽量提高钻机扩孔转速，加快扩孔切削
速度。

管回拖。
根据第一次回拖失利的情况分析，泥浆是保证
孔洞畅通的最主要因素。因此，洗孔中在进入破碎
带后，使用正电胶泥浆体系，泥浆粘度不低于 120
秒，泥浆排量每分钟达到 2 立方以上，增加泥浆的

措施 5：控制扩孔拉力，保证钻机快速均匀施
工。
3.3 出土点比入土点高达 18.8 米产生的长达 248
米的空洞问题

携带钻屑能力，
最大限度的带出孔内的钻屑。
实践证明，以上措施十分有效。

泥浆空洞过长，在回拖过程中容易对主管防腐
层造成破坏。为此，
采用了以下两个措施：
措施 1：对设计曲线进行了调整。在原穿越深度
基础上，在入土角不变的前提下，入土点一侧穿越
加深 10 米，出土角从 5°39′ 调整为 9°，出土点
一则穿越加深 25-30 米，延长穿越水平段的长度，
使泥浆空洞长度从 248 米减少到 135 米，而这 135
米基本上是泥岩层，对防腐层的影响较小。
措施 2：在回拖过程中，在出土点一侧注入高粘

我们对该项穿越工程，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总
结，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指导以后的穿越施工。
（1）对于具有断裂带且地质比较破碎的岩层穿
越，导向孔穿越一般比较正常，但并不意味着扩孔、

度泥浆，保持泥浆液位，以减少空洞长度，减少摩擦
阻力，
保护防腐层。
3.4 第一次回拖过程中拖拉板断裂
在第一次回拖过程中，前 108 根回拖力和回拖
速度正常，但进入第 109 根后，拉力虽然只增加 10
吨，但回拖速度明显减缓；到第 110 根时，逐渐增加

（3）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无论是穿越导向孔
还是扩孔阶段，都应尽量增大泥浆排量，提高泥浆
粘度。
（4）在穿越入、出土点必须配备泥浆回收和配
浆装置，提高泥浆回收率，有利于保证泥浆的排量
和性能。
（5）对于复杂地质的定向钻穿越，必须有应急

拉力到 240 吨时，
发生了拖拉板断裂。

4 工程取得的经验和教训

洗孔和回拖没有问题，特别是长距离、大口径穿越
工程。
（2）对于泥岩与砂岩交互层，在单轴抗压强度
低于 20MPa 的情况下，采用铣齿牙轮扩孔速度明显
优于镶齿牙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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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
（6）对于复杂地质的控制性穿越工程，在洗孔

体、铁路三连穿的先河，在国内大型河流定向钻穿
越中率先尝试了断裂带地质、破碎岩层的穿越，穿

正常的情况下试回拖，在试回拖成功的基础上再进
行主管回拖是十分必要的。

越深度达到 84 米，穿越入出土点高差大，在国内外
定向钻穿越工程中实属罕见。我们将认真分析总
结，进一步提高穿越破碎岩层的成功率，在水平定
向钻穿越领域再创辉煌。

5 结论
涩宁兰复线黄河穿越创造了国内大型河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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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Y-1 型导向传感器的测量原理与计算
朱永光
（河南华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河南郑州）

摘

要：本文简要论述了 CDY-1 有线地磁导向仪的导向传感器，利用地球的重力场和地磁场作为参

考系，
采用惯性器件进行测量的基本测量原理和计算方法。
关键词：重力场、
地磁场、
三维坐标系

1 概述
在长距离、大深度导向钻进施工中，现在常用
的无线导向设备已无法胜任，为了满足在长距离、
大深度导向钻进施工中需求，我公司采用惯性导航
技术自主研制、开发出了新型的 CDY-1 有线地磁
导向仪。惯性导航技术已在航天、航空、人造地球卫
星、导弹制导、石油钻井等很多领域得到了广泛的
应用。
在 CDY-1 有线地磁导向仪中，导向传感器是
随钻测量部件，安装在导向钻头附近。导向传感器
的核心部件是石英挠性重力加速度计——
—以下简
称重力计和磁通门式磁力计——
—以下简称磁力计。
采用惯性导航技术的导向传感器测量精度高、导向
精确，在定向穿越工程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2 测量原理
导向传感器的测量原理基于三维大地坐标系
和三维测量坐标系，三维大地坐标系由地球的重力
场 G 和地磁场 M 建立。三维测量坐标系由安装在
导向传感器探头内的两类三组敏感元件（每组重力
计、磁力计各一只）正交安装建立，即在三维导向传
感器坐标系中，每个测量轴放置一组敏感元件。
采用重力计和磁力计组成的导向传感器，测量
原理基于重力场和地磁场，并且以重力场和地磁场
为基准建立一个参考坐标系即大地坐标系如图 1
所示，以三维正交安装的重力计和磁力计建立测量
坐标系即导向传感器坐标系如图 2 所示。

图 1 大地坐标系

图 2 导向传感器坐标系

计算两个坐标系的夹角，可以精确地求出导向
传感器的工具面角、俯仰角和钻进方位角。导向传
感器与钻具是固定安装的，因此导向传感器的工具
面角、钻进方位角和钻进俯仰角就是导向钻具的工
具面角、钻进方位角和钻进俯仰角。

3 计算方法
前面我们已经建立了以重力场和地磁场为基
准参考三维坐标系，以正交安装在导向传感器内的
重力计和磁力计为测量三维坐标系。导向传感器在
导向钻孔中静止或匀速运动时，利用这两个坐标系
和导向传感器坐标轴上分别正交安装的三个重力
计和三个磁力计的测量值，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出导
向传感器的工具面角、
钻进方位角和俯仰角。
为了方便计算我们约定如下：
（1）、钻进方位角 α——
—表示导向传感器顺时
针偏离磁北的角度。
（2）、俯仰角 β——
—为了方便公式的推导、计
算，首先约定 β 为仪器轴与铅垂线的夹角。在工程
计算中 β 角减 90°，以水平面为 0°，高于水平面
为正，低于水平面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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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具面角 γ——
—绕仪器轴按顺时针方向
转动的角，也叫自转角。
（4）、大地坐标系 XoYoZo，Xo 指向水平东，Yo
指向水平北，Zo 垂直地面向上示于图 1，
（5）、导向传感器坐标系 X、
Y、
Z，由导向传感器
轴线方向 Z，
1 号探头 Y 方向，2 号探头 X 方向，并
且确保三轴正交示于图 2。
如果人为地将两个坐标系重合，则 Xo 对应 X，
Yo 对应 Y，Zo 对应 Z。当导向传感器改变姿态时，
导
向传感器坐标系 X、Y、Z 可以认为相对于大地坐标
系 Xo、
Yo、
Zo 经过旋转而得到。在计算过程中，
首先
以 Z0 轴为轴心逆时针旋转 α（方位角）变换成坐
标系 X1、Y1、Z1。

图4

以 X1 为轴逆时针旋转 β

X2、Y2、Z2 与 X1、Y1、Z1 的关系如下：

可得关系式：
（3）
可记关系矩阵：
（4）
以 Z2 为轴逆时针旋转 γ（自转角），形成坐标
系 X3 Y3 Z3。如图 5 所示
X3、
Y3、
Z3 与 X2、Y2、
Z2 的关系如下：

图 3 以 Z0 轴为轴心逆时针旋转 α

X1、
Y1、Z1 与 X0、Y0、
Z0 的关系如下：

可得关系式

（1）

可记关系矩阵

（2）

以 X1 为轴逆时针旋转 β，形成坐标系 X2 Y2
Z2。如图 4 所示

图 5 以 Z2 为轴逆时针旋转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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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关系式：

由此可得 X3、Y3、
Z3 与 Xo、Yo、Zo 关系：
（5）

（7）

可记关系矩阵：
（6）

由于

（8）

在基准状态即大地坐标系与导向传感器坐标
系重合时对重力场有：
（12）
（9）
对（11）式展开得
对磁力场有：

（13）
（14）
（15）

（10）
对（12）式展开得
因此，导向传感器在任意状态下，各测量轴上
重力计所测得的重力加速度值为：
（11）
各测量轴上的磁力计感应的地磁场值为：

（16）
（17）
（18）
2
2
2
由（（13）+（14））÷（15） 得俯仰角计算公式：

34

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19）

（25）

（20）

（26）
通过以上方程的解算，我们得出了以地球的重

由（13）÷（14）得相对方位角计算公式：
（21）
（22）
由

得
（23）

由

得
（24）

由（23）÷（24）得钻进方位角计算公式

2010 年 4 月

力场和地磁场为参考系，以导向传感器的测量值为
依据，工具面角、俯仰角和钻进方位角的计算方法，
计算出了工具面角 γ、俯仰角 β 和钻进方位角
α。
导向传感器利用重力场和地磁场测量导向钻
孔的俯仰角和钻进方位角，在测量过程中只要准确
地测量出安装在导向传感器坐标系上的三个重力
分量 Gx 、Gy 、
Gz 和三个地磁场分量 Mx、My、
Mz 通
过解算式（20）、式（22）和式（26）就可以求出导向传
感器的工具面角、俯仰角和钻进方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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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D 铺管竣工管道轨迹曲线拟合方法
范运林 乌效鸣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随着社会发展，工程施工中越来越要求文明施工，尤其在一些沿海城市，精确地控制导向钻孔

轨迹的非开挖施工已经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由于非开挖施工的特殊性，验收工作成为了困扰性的问题，
如何才能得知施工轨迹是不是和设计要求的轨迹一致，基于此本文提供了一种方法来检验非开挖施工轨迹
是否合格。
关键词：非开挖、设计轨迹、
施工轨迹、
施工验收

1 引言
随着城市文明施工相关规定地提出，非开挖施
工技术以其特殊的施工工艺，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
力，在铁路、公路、河流、建筑物等以及文物保护的
地区和农田、植被保护区等地方进行地下管线、管
道的铺设、更新、修复时候，非开挖成了必然的选择
施工方法。由于非开挖施工属于“盲性”施工，地下
施工情况不可见，所以施工结束后进行验收时，如

到出入土点的空间坐标，至于出入土之间的非开挖
区段，通过使用 HRM3000 电子罗盘测出一定步长
段的施工管道轨迹的方位角，俯仰角和滚动角等三
个角度参数，并将这些角度参数以文本文档格式保
存在计算机中，而检测数据中的一定的步长段是可
控的，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时间采样频率来实现，一
般来说，时间采样频率越小，所检测数据越精确，越
能更准确地拟合出最真实的施工轨迹曲线。

何确定该施工质量是否合格成了令验收方非常窘
困的问题[1]。
对于地下非开挖工程中，影响施工质量的主要
是施工轨迹是不是严格按照设计轨迹进行穿越的，
所以只要能够检验施工轨迹与设计轨迹的重合度，
便
能够获得该施工质量问题，
因此问题的实质就是如何
能够准确地而简便地拟合出施工完成后的管道轨迹。

2 轨迹曲线拟合思路
该管道轨迹的拟合主要分为三个步骤：数据采
集，数据处理，
施工轨迹曲线拟合。将拟合出来的施
工轨迹曲线与设计轨迹进行比较，我们得出施工验
收结论。
2.1 数据采集
实际非开挖工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地面测量得

图 1 管道轨迹检测软件界面

2.2 数据处理
根据已知的出土点坐标值和计算轨迹曲线的
出土点坐标值进行比较，进行误差校正，验收轨迹
曲线和真实施工轨迹曲线误差是随着测量的长度

作者简介：范运林（1987-），
男，
汉族，河南信阳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在读硕士，地质工程专业，研究方向为非开挖技术，湖北
省武汉市鲁磨路中国地质大学硕 1200810 班，13419632597、
（027）67883142，
tianyalangzh2004@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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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而增大的，曲线误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累差问
题，所以曲线坐标修正也谆寻累差的解决办法，将

为下测点钻孔轨迹坐标，m；
为上下两
测点钻孔轴线长度，
m；λ 为当地磁偏角；
γ 为钻孔

差距最大的终点坐标值（X，Y，Z）作为参考值，将单
位步长段差值△x，△y，△z 作为基本差值，再根据
步长段的位置来决定所减基本差值的个数。

轴线相邻两侧点孔段的全弯曲角，弧度；其他符号
意义同前。

3 实验模型分析
为了检验这种验收轨迹方法的可行性，我们通
过在地面搭建一个地下管线模型，将该管线轨迹作
为我们的地下施工轨迹，先通过全站仪实际测量得
出模型的实际轨迹坐标，根据这些实际轨迹坐标值

2.3 轨迹曲线拟合
我们通过使用最小曲率法来对整个非开挖段
的包含三个角度参数的孤立的点进行拟合，初步拟
合出来的施工轨迹曲线和实际的施工轨迹曲线会
有一定的误差，误差一部分是来自于采集数据的准
确性，采集频率的精确性，一部分是由于解析计算
方法本身所引起的。为了能够施工验收结论更准
确，我们需要对初步拟合出来的施工轨迹曲线进行
修正，使之与实际的施工轨迹曲线的差距更小，吻
合度更高。
最小曲率法是认为相邻两侧点之间的钻孔轴
线轨迹是空间某个平面上的一条圆弧线，并且具有
最小曲率，整个钻孔轨迹则是由许多圆弧组成的空
间曲线[2]。
此法与全角半距法有相似之处，计算孔段对应
的坐标变量可以借用全角半距法公式进行计算，但
是全角半距法是将钻孔轴线看作折线来进行计算
的，而最小曲率法是将钻孔轴线看作是圆弧来计算
的，因此，必须在全角半距法公式中引入一个将两
条折线圆化的修正系数该系数 又称为圆化系数。

其中
则最小曲率法计算整个钻孔轴线轨迹坐标的
一般公式为：

式中：

为上测点钻孔轨迹坐标，m；

生成一条实际施工轨迹曲线。再人为地划分一米为
一个单位步长段，在单位步长段末点处用电子罗盘
测量出三个角度参数，运用最小曲率解析方法将已
知的初始点坐标和测量的三个导向钻进角度参数
初步拟合出一条验收轨迹曲线，将初步拟合的验收
轨迹曲线与实际施工轨迹曲线进行比较，然后将出
土点的坐标值作为最后的参考值，运用前述的误差
校正方法对初次拟合的验收轨迹曲线进行误差修
正，得到一条修正后二次拟合的验收轨迹曲线。
该套施工验收轨迹曲线拟合方法是结合 VC 编
程语言和 matlab 软件来实现的，整个过程是在计算
机终端上面对对象实现可视化的，能够很直观地展
现曲线拟合的过程。
3.1 模型坐标和图形比较
3.1.1 模型实际坐标值与计算坐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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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图形轨迹比较

图 2 三种轨迹的俯视图比较
黑色表示实际施工轨迹曲线，蓝色为初次拟合验收轨迹
曲线，红色为二次拟合验收轨迹曲线，由图形中可以明显看
出经过二次拟合的曲线很接近实际施工轨迹曲线，校正误差
方法很有效。其中误差最大一点的间距误差为 18cm。部分误
差为 10cm 左右

3.2 模型误差分析
3.2.1 模型误差
步长段长度过长是误差最主要的原因，在搭建
的约 16 米地下管线模型中，步长段长度为 1m，单
位长度过长会导致最小曲率法的优势表现的不是
很明显，同时在搭建的模型中弧线弯曲的程度已经
过于太弯曲，
变化太大。
3.2.2 算法误差
最小曲率法求出折线和弧线的圆化系数存在
一定的误差。
3.2.3 操作误差
测量中实际施工轨迹坐标在测量中产生的误
差；人为放置电子罗盘，电子罗盘测量的角度参数
精确度也存在一定的误差。
在上面的几种因素中算法误差不可以避免，但
是操作误差和模型误差都可以减小，使之更加逼近
实际施工轨迹曲线。

4 现场实际应用
为了检验该验收方法可行性，我们在在上海市

图 3 现场两条轨迹曲线的侧视图比较

浦东五洲大道北侧、张扬北路西侧的已竣工的非开
挖电力管道中对该系统进行了现场实测。管道中测
量中采取 1s 间隔采样，对本例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二次拟合验收轨迹曲线和实际施工轨迹曲线比较，
二次拟合后管线全长 148.388m，而管道实际长度是
148.6m，长度误差为 0.14% ，全程用时 7 分钟，验证
了上述的分析。
上图中红色的是全站仪测量轨迹，绿色为自制
仪器测量二次拟合轨迹曲线。

5 结语
将二次拟合的验收轨迹曲线和实际施工轨迹
曲线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两条曲线已经吻合度很
高，二次拟合的验收轨迹曲线可以近似作为实际施
工轨迹曲线看待，因此非开挖工程验收方可以直接
将验收轨迹曲线与施工前的设计轨迹进行比较来
确定非开挖工程质量。
参考文献:
[1] 胡郁乐，高金 JII，乌效鸣，等．武汉青年路非开
挖铺管成败分析[J]．探矿工程，2001 年增刊
[2] 吴祥，杨凯华，蒋国胜.定向钻井原理与应用[M].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6.

38

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10 年 4 月

Method of Track Acceptance In Completed
Pipe-laying Pipe Using HDD
Fan Yunlin

Wu Xiaoming

(Engineering Faculty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Hubei 430074 )

Abstract: With the social development, more and more construction projects require the construction of civilization, especially in some coastal cities, precise drilling control of trajectory-oriented construction of non-excavation has
shown great vitality. Because of the specificity of trenchless construction, inspection has become a problem issue, how
can we know the track construction and design requirements is the same track, based on this , A way was provided to
test whether non-compliance trajectory excavation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s: Trenchless, Designed Trajectory, Construction trajectory, Construction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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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定向钻进铺管孔 / 管比设计软件开发
陈立川 1 何 飞 2 吴 猛 2 梁振兴 3
（1、2.重庆市地质矿产研究院 400042；3．成都理工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 610059）

摘

要：
为了方便用户使用水平定向钻进铺管孔 / 管比设计模型，
笔者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编制了孔 /

管直径比设计软件供用户使用。软件采用 Visual C++ 作为开发工具，
以理论计算模型为依据，
将铺管回拖阻
力计算和强度校核融为一体，
并集成了国内现有品牌钻机设备和相关管道的参数，具有用户界面友好、操作
方便简捷、
模块性好、
计算速度快、
容错能力强等优点，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非开挖、
水平定向钻进、
孔 / 管比、
铺管阻力

1 概述
非开挖施工技术作为世界上近年来刚刚兴起
的一项高新技术产业，其以工程中对环境干扰小、
不阻碍交通、施工精度高、经济效益好等优越性显
著而得到迅速推广。该产业近 10 多年来在我国发
展迅猛，自 1995 年从零起步，到 2006 年行业总产
值比 2005 年的 67.9 亿元增加了 38%，达到 93.9 亿
元，其中水平定向钻进铺管产值就占到 50.1 亿元[1]。
采用水平定向钻进技术铺设管道时，首先遇到
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满足工程要求的管道安
装，到底应当钻多大的孔才合适？这就是钻孔管道
工程的基础设计参数——
—孔 / 管直径比（或孔、管间
隙）的设计取值问题。由于岩土的地质特性和环境
条件多变、钻孔轨迹形状多样和施工工艺各异，孔 /
管直径比的设计取值成为了一个非常复杂而关键
的科学技术难题。正确、
合理地选取该参数，对水平
定向钻进铺管工程的施工成败、施工效率、施工安
全以及今后的管道运行安全等，都具有决定性的重
要作用[2]。

2 软件设计
笔者在总结、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
创新，建立了一套较完整的孔 / 管比设计理论计算
模型。为了方便用户使用该理论模型，笔者利用现
代计算机技术编制了孔 / 管直径比设计软件供用户

使用。软件采用 Visual C++ 作为开发工具，以理论
计算模型为依据，将铺管回拖阻力计算和强度校核
融为一体，并集成了国内现有品牌钻机设备和相关
管道的参数，具有用户界面友好、操作方便简捷、模
块性好、计算速度快、容错能力强等优点。
水平定向钻进铺管孔 / 管直径比设计软件采用
面向对象的方法，定义了多种类用来封装特定的功
能。本软件主要包括工程信息输入系统设计、计算
参数输入系统设计、铺管阻力计算系统设计、强度
校核系统设计和输出系统设计五个部分。工程信息
输入系统主要完成工程信息数据的输入，全部采用
对话框的形式实现，需要输入的参数有工程名称、
工程说明等。计算参数输入系统和铺管阻力计算系
统被一起封装在回拖阻力计算与孔 / 管直径比设计
界面内，该部分是软件的核心部分。强度校核系统
用来对钻机及管道强度进行校核。输出系统负责将
工程信息、设计参数、设计计算结果以文本的形式
进行输出，供用户查看或打印。

3 软件使用说明
启动软件，首先显示软件版权声明界面（图 1），
声明软件名称、版本、版权通告等信息，然后进入主
界面（图 2）。主界面包括四个菜单：文件菜单、阻力
计算菜单、编辑菜单和帮助菜单，实现了软件设计
的全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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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帮助说明
图 1 版权声明

图 2 软件主界面

3.1 文件菜单
文件菜单如图 3 所示，主要实现对文件的常规
性操作，如建立新文件、打开文件、保存文件等，以
及对文件的打印输出等内容。

图 6 工程信息说明界面

3.2 帮助菜单
帮助菜单实现对软件的操作提供帮助。
3.3 工程信息说明界面
在软件信息说明界面中单击“下一步”或按下
Enter 按钮进入工程信息说明界面。工程信息说明
界面是工程名称、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地点、
设计日期等相关信息的输入窗口。工程信息输入时
将光标插入相应标题对应的输入框，输入结束后用
鼠标单击其它输入框或按下 Tab 键可实现输入光

图 3 文件菜单

标在不同输入框中的切换。设计日期可以直接采用
手动输入，也可以在日历控件栏上进行选取。工程
信息输入完毕后单击“下一步”按钮，保存所输入工
程信息的同时，进入回拖阻力计算与孔 / 管直径比
设计界面；若单击“上一步”按钮，则返回软件信息
说明界面。
3.4 回拖阻力计算与孔 / 管直径比设计界面

图 4 帮助菜单

回拖阻力计算与孔 / 管直径比设计界面分为计
算参数输入系统和计算结果显示系统两部分。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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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回拖阻力计算与孔 / 管直径比设计界面

图 8 强度校核对话框

图 9 强度校核对话框

参数输入系统包括地层参数、管内是否有充填液、
钻孔设计参数、管道参数和泥柱参数五个部分组
成。
3.5 强度校核界面
在强度校核界面，用户只需选择相应钻机和管
道类型，系统将自动提供相关力学和机械性能参
数。如果钻机和管道型号超出系统所提供的范围，
用户可直接在对话框中输入相应的力学参数。参数
确定以后，单击“强度校核按钮”
，系统将对钻机及
管道力学性能进行校核，校核结果将以对话框的形
式弹出（如图 8～10 示）。
3.6 工程信息参数及计算结果的显示和输出
在强度校核界面中单击“显示结果”按钮将弹
出工程信息参数及计算结果显示对话框，便于用户
检查各工程信息参数及计算结果。在该对话框中单
击“输出”按钮，所有信息将以文本的形式输出，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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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强度校核对话框

用户保存和打印。

4 结语
水平定向钻进铺管孔 / 管直径比设计软件不需
要安装向导，可以直接运行。除了操作系统要求为
Windows 2000 以上版本，无需其它应用软件的支
持。通过和实际工程回拖阻力测试结果相对比，理
论模型计算结果误差在 8%之内，具有较好的符合
度。
参考文献：
[1] 何宜章.2006 年中国非开挖行业调查[J].非开挖
技术.2007.2-3 期.
[2] 李山. 水平定向钻进铺管孔 / 管直径比设计参数
取值立项建议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R].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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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管理软件的设计与开发
罗艳珍 乌效鸣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430074）

摘

要：利用 VisualBasic 6.0 语言开发非开挖管理软件,选择 Microsoft Office Access2000 作为软件的数

据库系统。该软件从公司领导层到公司各部门到作业班组，按照管理需求对非开挖工程数据资料的操作流
程进行切合实际的逻辑设计，形成施工主体技术参数、相关辅助信息和人力、物力、财力数据的有机综合管
理系统。而且可以直接从窗体输入数据资料，相应的输出 Excel、
Word 形式的数据资料，
方便了工程进展情
况的查看和资料的整理。软件中根据非开挖工程的要求，相对应的窗体之间创建了关联。软件可以在
Windows 9X 操作平台下运行，
具有窗体友好、
操作方便、
运行可靠稳定等优点。
关键词：非开挖、
数据库、
关联、管理软件

在非开挖工程中为了高效、准确、方便地进行
管理，设计并开发了非开挖管理软件。该软件按照

（7）项目施工：工程任务、工程施工、配合施工，
工程任务中有工程任务书、外协班组任务书、配合

一台服务器与多台用户这种需求关系设计开发的。
所以在 Visual Basic 6.0 编程中设置一个网址和一个
共享文件夹，其中共享文件夹用来存放软件所需数
据库文件。

班组任务书，工程施工中包括施工记录完成情况、
水平导向钻进记录、钻机回扩记录、钻机清孔记录、
钻机回拖记录、泥浆配比记录、管材焊接记录、实时
监察记录、压密注浆记录、管道疏通记录、水平导向
钻进孔测量记录。
（8）安全管理：查岗记录、违章情况记录、各类

1 系统设计
1.1 模块划分
该软件主窗体的菜单栏中共包含十三个模块：
用户管理、工程信息、工程进程、项目信息、项目前
期、项目设计、项目施工、安全管理、竣工管理、物资
管理、
项目统计、
单项工程结算以及帮助。
1.2 各个模块包含的窗体
（1）用户管理：添加用户、用户信息修改。
（2）工程信息
（3）工程进程
（4）项目信息：项目输入、图纸发放。
（5）项目前期：合同签订情况、合同、工程预算、
前期准备，其中合同又包括承接合同、外协合同、配
合合同、补充合同。
（6）项目设计：工程回复、施工方案、开工 / 复工
报告，工程回复中包括工程踏勘情况、工程回复单、
设计变更单。

事故调查和处理记录、消防保卫记录、工程安全自
验收。
（9）竣工管理：工程竣工、竣工资料、工程结算，
工程竣工中包括工程施工自验收、单项工程施工小
结表、竣工测量、轨迹仪测绘数据报告、竣工验收，
竣工资料包括竣工资料完成情况、竣工验收报告、
排管工程施工验收记录、单位工程竣工报告。
（10）物资管理：申请领料、申请退料、材料消耗
表、物资管理情况。
（11）项目统计：合同月度签订情况表、工程完
成情况表、班组完成工程量统计表、月度完成工程
量、工程款管理。
（12）单项工程消耗
（13）数据录入日期
（14）帮助：
使用说明、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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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据库的设计实现
数据库是统一管理相关数据的集合。收集并整
理出应用所需要的大量数据之后，需要数据库管理
系统科学地组织这些数据并将其存储在数据库中，
并高效地处理这些数据。数据库管理系统是位于用
户与操作系统之间的一层数据管理软件。它为用户
或应用程序提供管理数据库的方法，这些方法包括
数据库的建立、查询、更新以及各种数据控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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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权限就不同，相应的用户等级部门对应相应
的模块使用权限。列如施工班组只能对项目施工模
块进行操作，无权打开其它模块内容。
工程进程窗体（图 1）就是整个工程的流程图，
用来查看工程的进展情况。其中显示三种颜色，分
别表示未施工（白色）、进行中（黄色）和已经完成施
工（红色）。

库在建立、运用和维护时由数据库管理系统统一管
理、
统一控制。
该软件选择 Microsoft Office Access2000 作为软
件的数据库系统；根据数据库的设计规范，设计了
各个表结构，选用了 ADO 控件技术作为连接数据
库的实现方式。Access 数据库文件单一，便于计算
机硬盘上的文件管理。可以完善地管理各种数据库
对象，有强大的数据处理功能，可以与 Office 无缝集
成，能够利用 Web 检索和发布数据，实现与 Internet
的连接。
数据库的设计直接关系系统执行的效率和系
统的稳定性。因此在软件系统开发中，数据库设计
应遵循必要的数据库范式理论，以减少冗余、保证
数据的完整性与正确性。范式是符合某一种级别的
关系模式的集合。关系数据库中的关系必须满足一
定的要求。为了设计出合理的数据库表，在系统的
需求分析阶段全面搜集信息数据，同时也要遵循一
定的数据库设计规范（数据库表规范命名、完整、安
全、
冗余度小、
规范化等原则）。

3 软件典型功能模块与窗体
3.1 主窗体
主窗体包括四个部分：标题栏、窗口变化栏、菜
单栏、
工具栏。软件的十四个模块都体现在主
窗体的菜单栏，分别点击菜单栏中的模块，可
打开其下拉菜单，选择并点击便可打开窗体。列如，
点击
“项目施工”，弹出下拉菜单，选中项目施工 工程施工 - 施工记录下的“钻机回扩记录”
，则会打
开钻机回扩记录窗体。即软件中工程上用到的窗体
都建在主窗体中，
在主窗体中打开。
3.2 用户管理和工程进程模块
用户管理模块主要是用来设置用户等级，只能
由服务器管理员操作。其中用户等级不同对应软件

图 1 工程进程窗体

该窗体只能查看，不能进行操作，它由相关联
的其它窗体操作进行体现，列如“工程回复”项由
“项目设计 - 工程回复 - 工程踏勘情况”窗体对其
操作，在工程踏勘情况窗体的工具栏里按实际工程
进程情况点击“进行”或“完成”按钮，相应的在工程
进程窗体的“工程回复”颜色变为黄色或红色。同样
工程信息窗体也只能查看，由其它窗体操作显示。
3.3 项目信息下项目输入窗体
“项目输入”窗体（图 2）是该管理软件的核心窗
体，添加一个新的工程或者删除在软件中记录的工
程只能由该窗体操作，而且窗体中“项目信息”框中
关于工程的一些基本信息：工程编号、账号、名称、
地点、施工单位、钻孔分段参数等，与其它窗体（除
了几个简单的记录窗体）都建立了关联，即这些信
息只能在该窗体中输入、删除或修改，其它与之建
立了关联的窗体中对应显示且不可修改。
窗体中“日期选择”按钮连接了一个用 Calendar
控件制作的日期选择窗体，点击该按钮，弹出“日期
选择”窗体，不用输入选择日期就可以；点击“添加
CAD 文件”按钮，弹出“打开”对话框，选择相应路径
下 CAD 图件，点击“确定”按钮，则窗体图纸列表中
就会显示所选 CAD 图件的地址路径，双击该地址
便可打开 CAD 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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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项目输入窗体

窗体左侧有个“工程选择”列框，该列框是在点
击
“添加”
按钮输入完成项目信息，
再点击
“确定”
按钮
后自动加入显示工程编号。软件中记录了多少个工
程，
工程选择列框中就显示多少个工程的工程编号。
当软件中输入较多工程时，
可用“首记录、
尾记录、
前
进、
后退”
四个按钮选择工程，
便于查看。同样在其它
窗体中该列框自动显示，
也可用按钮进行操作。
窗体的右下侧有个“自定义索引”列框，该区域
是按照五种不同方式来用来搜索工程，便于工程的
查找。
3.4 工程预算窗体
工程预算窗体（图 3），窗体中“预算”列表由
SSTab 控件编制。在窗体的预算区域内分别输入人
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等，每输完一项后点击“合计”
按钮，则窗体上总计一列和合计费用自动计算出值
并记录显示。预算列表中所有的项都输入完成时，
也就是最后一次点击“合计”按钮后，对应的工程直
接费、工程总费、工程的技经指标等都自动计算显
示在窗体中。

图 4 工程预算窗体 Word 文件

输入计算完后点击工具栏中的“输出”按钮，则
输出工程预算的 World 文件（图 4）。输出代码格式
如下：
Dim WordAppX As Word.Application
Dim WordDocX As Word.Document
Dim WordTable1 As Word.Table
Set WordAppX = New Word.Application
With WordAppX
.Documents.Open (App.Path & "***")
.ActiveDocument.SaveAsFileName:=App.Path
"***" + "--"txtProjectName.Text

&

.Visible = True
End With
Set WordDocX = WordAppX.ActiveDocument
Set WordTable1 = WordDocX.Tables(1)
With WordAppX.Selection.Find
.Text = "ProjectName"
.Replacement.Text = txtProjectName.Text
.Execute Replace:=wdReplaceAll
……
End With
With WordTable1

图 3 工程预算窗体

.Cell(3, 4).Range.Text = txtTechPrice.Text
.Cell(3, 5).Range.Text = txtTechLoad.Text
.Cell(3, 6).Range.Text = txtTechSum.Text
……
End With
这两段代码都是 With 语句，分别编写字段形
式和表格形式的 Word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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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工程签证（设计变更）单窗体

图 6 钻机回扩记录窗体

3.5 工程签证（设计变更）单窗体
设计变更单窗体（图 5），与上面提到的窗体不
同的地方是，该窗体上有添加图片的功能。
点击窗体上“添加图片”按钮，弹出“打开”对话
框，
选择图片，
确定便可把图片添加到窗体中。该窗
体也有添加 CAD 文件的功能，所以使用时可先添
加 CAD 文件，打开 CAD 图进行编辑，编辑好后存

此控件，该控件下面的添加、保存、删除三个按钮用
来操控该控件。同样该窗体也有输出功能。

放，然后点击“添加图片”按钮进行操作。这样就可
只在该软件中进行资料的编辑，非常方便。窗体中
内容输入完毕后，点击“输出”按钮，则输出窗体对
应的 word 文件。
添加图片的主要代码格式如下：
CommonDialog1.Filter = "bmp 图片(*.bmp)_
|*.bmp|jpg 图片(*.jpg)|*.jpg"
CommonDialog1.Action = 1
Picture1.Picture = LoadPicture_
(CommonDialog1.FileName)
SavePicture Picture1.Picture, App.Path &""
PictureChanged = App.Path &""
Adodc3.Recordset.Fields(" 变更单图片 ").Value
_= PictureChanged
Picture1.Picture = LoadPicture(Adodc3._
Recordset.Fields(" 变更单图片 ").Value)
3.6 钻机回扩记录窗体
软件中各窗体使用了大量的 DataGrid 控件，如
钻机回扩记录窗体（图 6）中的“回扩记录”区域就用

4 结论
大部分商业软件在使用和操作上一般要经过
专门的培训才可以熟练运用，而该软件非常直观，
只要是非开挖专业的人员熟悉一下就会使用。该软
件使得工程信息查看和工程资料的整理更加方便、
简单，有助于工程施工中技术的灵活应用，达到提
高生产效率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刘彬彬、高春燕、孙秀梅等，VisualBasic6.0 从入门
到精通[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2]潘小轰，VisualBasic6.0 应用开发技术[M].北京:中
国石化出版社，1999.
[3]刘新民等，VisualBasic6.0 程序设计[M].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2004.
[4]张宏林等，VisualBasic6.0 程序设计与开发技术大
全[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
[5]颜纯文，非开挖地下管线施工技术及其应用[M].
北京:地震出版社.1999.
[6]乌效鸣、胡郁乐、李粮纲等，导向钻进与非开挖铺
管技术[M].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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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chless Management Softwar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Luo Yanzhen Wu Xiaom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430074）

Abstract: The trenchless management software is designed using VisualBasic 6.0 as program language and Microsoft Office Access2000 as database system. From company leadership to various departments and opetations teams
, the software designs operational processes of trenchless engineering data according to requirments of management ,
and forms an organic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ncludes technical parameters of the construction, relevant
auxiliary information and data of manpower, material,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data can be input directly from the interface and the corresponding output is in the form of Excel and Word, which is beneficial to the view of the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and data collation.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in trenchless projects, correlation is established between corresponding interfaces in the software. The software can be run under the Windows 9X platform and is in advantage of friendly interface, convenient operation, reliable and stable running and so on.
Keywords: Trenchless Technology, Database, Correlation, Management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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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链线法在水平定向钻轨迹设计中的应用探究
杨先亢 1，兰海涛 1，
遆仲森 1，
马保松 1，2
（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武汉，
430074；
2.中美联合非开挖工程研究中心，武汉，430074）

摘

要：
钻孔轨迹设计是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施工中一项重要内容。其最优化设计在国内已较成熟，
但多

数优化设计未从力学方面进行优化设计。针对这一情况，引入悬链线法来优化水平定向钻轨迹设计。通过悬
链线法的计算可知，优化后的轨迹不仅有利于降低钻杆回转阻力和扭矩消耗，提高机械钻速，增长管道使用
年限，
同时与传统设计方法相比较，
其计算出的轨迹长度也比传统圆弧轨迹长度略短，表明了悬链线法在水
平定向钻轨迹设计上具有一定的优势。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钻孔轨迹、
悬链线法、
最优化设计

1 引言
水平定向钻进（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是
采用安装于地表的钻孔设备，以相对于地面的较小
的入射角钻入地层形成先导孔，然后将先导孔扩径
至所需大小并铺设管道（线）的一项技术，在施工中
具有跟踪和导向功能 [1][2]。该技术是由 Martin Cherringron 在 1971 年从石油钻井工业中引入到铺设地
下公用设施管线行业中来的。在今天，水平定向钻
进已成为铺设地下管线施工中最受欢迎的技术之
一，一直在我国非开挖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且
发展最快。为了保证水平定向钻进能够顺利完成铺
管任务，合理的钻孔轨迹设计必不可少。但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施工单位往往对此不够重视，仅仅根
据施工经验人工设计钻进轨迹。直到 2000 年由蒋
国盛和张家铭等学者对钻进轨迹形式进行了简单
总结，给出了“斜直线—曲线—直线—曲线—斜直
线”的一般设计公式。宗全兵等人也接着对钻进轨
迹进行了最优化设计以求达到轨迹长度最短。2001
年杨春和陈逸针对有地下障碍物情况下对轨迹进
行了基本的优化方法。此后中南大学和成都理工大
学的学者也采用了最优化理论对水平定向钻进轨

迹进行了优化，
同时也研制了相应软件[3]。在城市地
下管线铺设中，考虑到施工条件（包括原有地下管
线和障碍物）和轨迹控制的难易程度，实际施工中
常用的轨迹设计是直线和圆弧的组合即“斜直线—
圆弧—直线—圆弧—斜直线”，其中圆弧段是定向
钻进轨迹施工中的关键位置，是钻杆进出铺管深度
的过渡段，在此处钻杆的阻力和变形相对较大，并
且钻进难度大、
难于控制。在以前的最优设计中，研
究方向主要是使轨迹长度达到最短，大多忽视此过
渡段有较大阻力和扭矩。
悬链线法是 1984 年 Edward O.Anders 提出的，
主要用于石油钻井工业[4][5]。在非开挖领域应用较少。
2005 年李晓兰学者将悬链线剖面引入到非开挖水
平定向钻进中，并进行了简单介绍，但未对悬链线
剖面在非并挖中的应用是否具有工程可行性进行
分析 [4]，笔者在下文中将进一步分析探讨悬链线法
在水平定向钻进轨迹设计中的应用。

2 悬链线法简介
悬链线是指一条质量均匀的柔索，在两端固定
时呈现自然状态下的曲线，如图 1：

作者简介：杨先亢，男，1985 年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地质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地质工程相关和

非开挖技术的研究工作。E-mail: yang1958071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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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圆弧在入土段和出土段轨迹设计
在实际水平定向钻进中，当穿越河流或原有地
下管线和障碍物时，管线的直线穿越起点和终点、
管线埋深常常已被限制固定，故在施工设计中一般
只需设计入土段和出土段的轨迹，如图 2 设计模
型：
图 1 悬链线经典方程图

图中均匀柔索 AB 呈现的曲线就是悬链线，根
据上述力学模型可得到经典的悬链线方程为：
（1）
根据公式和图 1 所示的几何关系，悬链线的轨
道的井斜角满足：
（2）
悬链线最低点 f 到某点的弧长为：
（3）
其中： —特征参数，
其值为方程在 Y 轴上截矩。
α—悬链线轨道的井斜角，其值为轨道切线与
Y 轴的夹角。
—悬链线最低点 f 到某点的弧长。
水平钻进时，钻杆钻进水平距离很长，其直径
相对来说相当小，可以近似的把水平定向钻进钻杆
看成一条悬链线[6][7]。从理论上讲，如果将井身剖面
设计成悬链线，钻具就会处在井眼中心，与井壁不
接触或少接触，这样会大大降低钻进中钻杆的阻力
和扭矩，减少钻机旋转推拉中的负荷，避免管道表
层的摩损，增长管道使用寿命，从而节约成本，这些
是圆弧所不具备的。
因此，悬链线同圆弧在受力方面相比，悬链线
能够降低钻杆的阻力和扭矩，增长使用年限，减少
钻进和维修费用的优势。另外其轨迹长短也是影响
悬链线在工程上可行性的重要因素，为验证悬链线
法同样能减少钻孔轨迹长度，笔者采用在“斜直
线—悬链线—直线—悬链线—斜直线”模式下设计
的轨迹与在同样入土点、入射角、埋深和管线穿越
段的情况下设计的“斜直线—圆弧—直线—圆弧—
斜直线”最优化轨迹进行长度比较。

图 2 圆弧数学模型

因为入土段和出土段设计模型相似，故在此只
对入土段进行最优化设计。
从现实施工场地考虑，其入土点位置
；
从技术方面来看，考虑为适用大多数穿越工程，其
入、出土角一般选取在[8°，20°]内；施工时第一段
钻杆轨迹应 该是直线 ，且 由经验 知一 般不小 于
10m；造斜曲率半径一般取 R 大于 Rd, Rd=1200D，D
为钻杆直径。为使入土段距离最短，建立如下最优
化数学模型[8][9][10]：
（4）
s.t ：

式中：H—管道埋深。
R—曲率半径。
α1—入射角，其值为入土点切线与 X 轴夹
角。
—入土段直线段长度。
xA—入土点在 X 轴上坐标。
S1—含圆弧段的入土段总长度。
上述模型属于非线性最优化问题，有两个未知
参数需要在满足施工限制条件的情况下来确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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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采用 MATLAB 编程方法来进行简单的最优化求
解，
计算出最优入土点，
入射角和弯曲半径。具体方
法可参考文献[11]。

4 悬链线剖面在入土段和出土段中轨
迹设计
为了让悬链线在轨迹中的路线与圆弧设计在
相同的条件下作比较，在悬链线的设计中采纳上述
计算结果，使悬链线同圆弧在相同的入土点、入射
角、管线的直线穿越起点和终点、管线埋深下比较。
建立以下模型：

S2—含悬链线段的入土段总长度。

5 数据比较
为了将理论结果与现实数据相比较，假设有某
一水平定向钻进工程，其管道埋深 H=15m；入土点
场 地 限 制 为 xmin>=50m,xmax<=100m; 钻 杆 直 径 为
110mm;首先在满足“斜直线—圆弧—直线—圆弧—
斜直线”模式数学模型限制内求解最优化轨迹设
计，通过笔者所编程的 MATLAB 程序计算，得出最
优入土角 α1=20°，弯曲半径为 R=132m，入土段轨
迹总长为 S1=66.6586m。然后将在“斜直线—圆弧—
直线—圆弧—斜直线”数学模型中所得的最优解代
入到“斜直线—悬链线—直线—悬链线—斜直线”
数学模型中进行计算同样条件下入土段轨迹的长
度。经计算得出 S2=66.650m。为了使实际计算结果
更可靠，下面对场地限制和直径不变但埋深不同的
情况下的两者进行比较（如表 1）。
表 1 不同埋深下轨迹长度的比较

图 3 悬链线轨迹数学模型

由经典公式结合模型坐标，知该悬链线的方程
为：
（5）
由悬链线几何关系知，在斜直线与悬链线交点
B 点，
二者斜率相等，即：
（6）
将式（5）代入式（6）得：
（7）
由式（7）解得：

编号

埋深 入土角 半径

入土点

轨迹长度 轨迹长度

（m） （°） （m）

（m）

S1（m）
）

S2（m）

1

14

20

132

64.4873

66.6586

66.6500

2

13

20

132

61.7398

63.7384

63.7255

3

12

20

132

56.2449

57.8872

57.8782

4

11

19.5

132

53.7448

55.1963

55.1911

5

10

18.5

132

51.3844

52.6388

52.6345

6

9

16

132.6

50.0224

51.0448

51.0422

7

8

13.5

141

50.0108

50.8032

50.8021

8

7

11

145.5

50.0219

50.6098

50.6043

（8）
（9）
又由

得出：
（10）

最后得出此模型入土段的轨迹长度为：

可知在同样入土角，埋深和入土点的条件下，
含有圆弧段的最佳轨迹模型和含有悬链线的一般
轨迹模型相比，两者轨迹长度基本一样，甚至后者
要比前者微短一点。由此可以证明悬链线剖面在轨
迹长度方面比圆弧更具有现实经济效益。

6 结论
（1）水平定向钻进的边界条件几乎和悬链线的

（11）
其中：
xB,yB—直线段与悬链线交点的坐标。

自然状态相似，悬链线剖面在水平定向钻进弯曲段
使用时，不仅能够降低钻进管道的所受的阻力和扭
矩，也有利于增长管道使用寿命，降低工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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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上述初步研究，证明悬链线轨迹设计
方法也能减短钻进轨迹的设计路径，进一步减少水

[5] MCCL ENDON R T.Diretional drilling using the
catenary method[C].SPE 13478, 1985.

平定向钻进的费用，具有良好的现实经济效益。
（3）悬链线剖面轨迹设计法在非开挖水平定向
钻进管道施工中将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参考文献：

[6] 刘修善.悬链线轨道设计方法研究[J]，钻井工程，
2007，
27（7）：
73—75.
[7] PA TNE M L，
COCKIN G D A，
HATCH A J.Cr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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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PE 28293,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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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Application of Catenary Method in Track Design of HDD
Yang Xiankang1 Lan Haitao1 Ti Zhongsen1 Ma Baosong1,2
(1.Engineering Faculty,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2.China-U.S.Joint Center for Trenchless R&D,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Drilling track design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procedures in the operation of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The most optimal design in the country has been more mature, but the majority of optimum design is not optimized from the mechanical aspects .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Catenary Method is brought into the track design
of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The torque and the resistance of drilling pipes are reduced and the penetration rate is
enhanced, also the limited years of pipes are increased by the calculating results of Catenary Method. More important,
the length of track is shorter slightly than that of track when comparing to the conventional method often used. So it is
generally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lots of vantages in track design when Catenary Method is applied.
Key words: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Trajectory design, Catenary Method, Optimu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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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定向钻回拖过程中泥浆剪切速率分析
蔡亮学 何利民 薛振兴
(中国石油大学油气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山东青岛 266555)

摘

要：泥浆拖曳阻力是水平定向钻(HDD)回拖载荷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理论分析结果与现场实

验观察相去甚远，
究其原因是泥浆流变参数的不合理选用。研究发现低剪切速率下的流变特性更适于 HDD
回拖载荷的相关计算，
而目前对于低剪切速率的量化分析尚未出现。本文分析泥浆剪切速率的影响因素并
总结其在 HDD 穿越工程中的取值范围，据此估算环形空间中泥浆的剪切速率。研究表明，HDD 工程中泥
浆剪切速率的实际值在 10 s-1 范围内。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
回拖、
流变特性、
剪切速率

1 引言
回拖载荷预测是水平定向钻(HDD)技术研究的
重点之一，管道重量与浮力、管土间摩擦力、弯曲段
阻力效应、泥浆拖曳阻力是回拖载荷的四个组成部
分[1]。其中，泥浆拖曳阻力的贡献权重在现有的六种
分析模型中争议最大，有三种模型 (AGA 模型 [2]、
ASTM 模型[3]、Polak 模型[4, 5])将其纳入分析。Baumert[6]
开展的 HDD 安装实验表明，泥浆拖曳阻力在回拖
载荷中占有很大比重(最高达 77%)；而根据 Polak 模
型进行实例计算，泥浆拖曳阻力仅占总回拖载荷的
0.11%[4]，两者相去甚远。
泥浆流变参数的不合理选用是导致此问题的
根源，孔底泥浆的剪切速率在较大范围内波动，而
计算所用流变参数则基于特定剪切速率的实验数
据回归而得(Chin，
2001 [7])。Baumert 等人 [8]分别采用
低剪切速率与高剪切速率下的泥浆剪切数据回归
流变参数用于孔底泥浆压降损失的计算，两结果相
差 70%，分析认为低剪切速率下的流变参数更适合
回拖载荷计算的应用。
然而，对于低剪切速率的合理范围 Baumert 等
人并未进行定量研究，HDD 回拖过程中孔底泥浆的
剪切速率范围尚未可知。本文着重解决泥浆剪切速

率的定量分析问题，为泥浆流变特性的实验检测提
供指导。

2 泥浆剪切速率计算模型
2.1 文献回顾
泥浆是典型的非牛顿流体，确定其流变特性是
进行泥浆拖曳阻力计算的前提。Chin(2001)[7]通过数
值方法研究 HDD 导向孔泥浆压降问题，分析指出
在计算中使用表观粘度不合理，应根据剪切速率的
模拟结果选用流变参数。Ariaratnam 等人首次开展
HDD 泥浆的流变特性检测研究，着重分析钻屑含量
的影响规律[9]；所得数据在随后的 HDD 导向孔泥浆
压降研究中得以运用，
但分析中并未采纳 Chin 的建
[10]
[8]
议 。Baumert 等人 继续 Chin 的工作，基于 Ariaratnam 的成果，分别采用高剪切速率 (300 rpm 与
600rpm)与低剪切速率(6 rpm 与 100 rpm)下的剪切
数据回归流变参数，结果显示两次计算的压降值相
差 70%，经分析后认为低剪切速率下的流变参数更
适用于回拖载荷计算，但并未对 HDD 孔底泥浆的
剪切速率进行量化分析。
2.2 分析模型
为估算 HDD 回拖过程中环形空间中泥浆的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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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速率，分析中采用以下假设：泥浆流动为同心环
形空间中的稳定层流流动；泥浆沿轴向的流速关于

环形空间结构与回拖管道的直径密切相关，根
据 《GB50424-2007 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施工规

径向呈线性均匀分布。建立柱坐标系，管道以速率
vP 沿泥浆流动反方向(Z 轴负方向)移动，如图 1 所
示。

范》[11]的规定，导向孔的最小直径取决于回拖管道
直径，对应关系如表 1 所示。在油气管道 HDD 穿越
工程中，小管径(<219 mm)管道多为光缆套管，油气
管道的直径多数大于 219 mm。以中国石油天然气
管道局穿越公司已实施的 380 例 HDD 穿越工程为
例，伴随光缆的套管施工 83 例，管径均小于 168
mm，油气管道穿越工程 297 例，施工次数居前三位
的管径依次为 711 mm、
1016 mm、
610 mm。
表 1 GB50424-2007 推荐的扩孔直径

图 1 泥浆剪切速率估算模型

穿越管段直径 /mm

最小扩孔直径 /mm

<219

管径 +100

219~610

1.5 倍管径

>610

管径 +300

根据上述假设，
可得出以下方程组：

(1)

求解方程组(1)，得出 L1、
L2、
vmax 的解，泥浆剪
切速率可根据下式进行估算：
(2)
2.3 模型特征参数
根据分析模型可以看出，泥浆剪切速率的影响
因素包括环形空间尺寸、泥浆流量与管道回拖速
率。下面逐一确定分析中三项参数的取值。
（1）环形空间尺寸
表2

（2）泥浆流量
HDD 工程中，钻进液由泥浆泵经钻杆内腔向导
向孔中泵入，泥浆泵性能及钻杆内径尺寸决定了泥
浆的最大流量，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穿越公司拥
有 14 种型号的 HDD 钻机，各型号钻机对应的最大
泥浆排量见表 2。在公司列出的 380 项 HDD 穿越工
程案例中，DD-330 钻机使用 76 次，为使用频率最
高的钻机。

HDD 钻机的泥浆排量

钻机型号

DD-1330

DD-990

DD-580

DD-330

DD-140

DD-60/R2

RB-5

最大泥浆排量 L/min

2270

3360

3360

1514

1550

1022

1740

钻机型号

HK450

HK150C

HK100C

HD-30

HD-15

HDR220

GBS-20

最大泥浆排量 L/min

3360

2270

2270

58

58

2270

510

（3）管道回拖速率
Baumert [6] 完成了 19 组 HDD 管道现场安装实

的回拖速率。另外，钻机的规格参数—推盘最大行
走速度也可用于计算回拖速率的上限值，根据中国

验，统计给出前 15 组施工中每根钻杆钻进所需的
时间(如表 3 所示)，施工所用钻机型号为 D24×40
Ⅱ，其钻杆长度为 3.05 m。据此可以计算现场管道

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穿越公司给出的 14 种型号钻机
的规格参数，计算结果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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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Baumert 开展的 HDD 安装实验所用回拖速率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时间 s

33

37

40

33

25

22

21

38

回拖速率 m/s

0.092

0.082

0.076

0.092

0.122

0.139

0.145

0.080

序号

9

10

11

12

13

14

15

时间 s

28

29

33

60

79

105

23

回拖速率 m/s

0.109

0.105

0.092

0.051

0.039

0.029

0.133

表 4 回拖速率的上限值
钻机型号

DD-1330

DD-990

DD-580

DD-330

DD-140

DD-60/R2

RB-5

推盘最大行走速度 m/min

25

32

41.15

39

29

45

21.6

回拖速率上限值 m/s

0.417

0.533

0.686

0.650

0.483

0.750

0.360

钻机型号

HK450

HK150C

HK100C

HD-30

HD-15

HDR220

GBS-20

推盘最大行走速度 m/min

26

35

35

15.24

15.24

15

18

回拖速率上限值 m/s

0.433

0.583

0.583

0.254

0.254

0.250

0.300

（4）分析中采用的特征参数
根据上述分析，在估算 HDD 回拖过程中泥浆
剪切速率时采用的特征参数值及变动范围如表 5
所示。
表5 分析中采用的基本数据
特征参数

数值

变动范围

管道直径 mm

610、
711、
1016

152~1020

泥浆流量 L/min

1500

100~2000

回拖速率 m/s

0.1

0.02~0.2

3 计算结果与分析
3.1 计算结果
采用上述方法分析泥浆剪切速率如图 2~4 所
示。图 2 有两条关系曲线，一条为对于不同管径，
GB50424-2007 推荐的扩孔直径最小值，一条为泥
浆剪切速率随管径，即环形空间几何尺寸的变化曲
线；
图 3与图 4 显示 610 mm、711 mm、1016 mm 三组
管道对应的泥浆剪切速率变化关系，分别考虑泥浆
流量与管道回拖速率的影响。
3.2 结果分析

（1）剪切速率与环形空间尺寸的关系
图 2 中曲线显示环形空间几何结构对泥浆剪
切速率的影响规律。此分析在固定泥浆流量 1500
L/min、回拖速率 0.1 m/s 的情况下进行，结果显示管
径小于 400 mm 时，环形结构的变化可引起剪切速
率的大幅变动，管径大于 400 mm 时，剪切速率基本
趋于稳定，维持于 10 s-1 范围内。对于此结果有两点
需要说明，一是对于小管径管道的施工，工程中采
用中小型钻机即可满足需求，对应的泥浆流量也会
偏小，例如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穿越公司在小管
径施工中较多采用的 DD-60/R2 型钻机(中型钻机)，
配套的泥浆泵最大流量为 1022 L/min，而小型钻机
如 D24×40Ⅱ型，其泥浆泵的最大流量更小(仅 189
L/min)，且实际使用中泥浆流量必定小于最大流量，
故分析中采用 1500 L/min 高估了泥浆流量，剪切速
率的实际值应小于分析结果；二是分析中使用的扩
孔直径为 GB50424-2007 推荐的最小值，实际工程
中扩孔直径一般大于此推荐值，当采用更大的扩孔
直径时，泥浆剪切速率减小，这也表明分析结果高
估了实际剪切速率。因此，工程中泥浆剪切速率的
实际值应在 10 s-1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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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剪切速率在 5 s-1 范围内波动。

图2

扩孔直径、
剪切速率与管道直径的关系图

图 4 Φ610、
Φ711、
Φ1016 管道的
剪切速率与回拖速率关系图

（4）HDD 工程中实际剪切速率范围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 HDD 工程中实际泥
浆剪切速率的变化范围很小，大致在 10 s-1 范围
内。然而，
目前开展 HDD 泥浆流变性检测工作的研

图 3 Φ610、
Φ711、
Φ1016 管道的
剪切速率与泥浆流量关系图

（2）剪切速率与泥浆流量的关系
图 3 显示三种环形结构下泥浆流量对泥浆剪
切速率的影响规律。从图中容易看出，剪切速率与
泥浆流量呈较好的线性关系，且剪切速率对泥浆流
量变化的敏感性随环形空间的流通面积增大 (管径
增大)而逐渐降低，当泥浆流量从 100 L/min 增大至
1000 L/min 时，三种环形结构(Φ610、Φ711、Φ1016)
对应的剪切速率分别变为初始数值的 1.6、
1.5、1.4
倍。就数量来讲，Φ610、Φ711、
Φ1016 对应的剪切
-1
速率均在 4 s 以内波动，数值很小。
（3）剪切速率与管道回拖速率的关系
图 4 显示三种环形结构下回拖速率对泥浆剪
切速率的影响规律。可以看出，剪切速率与回拖速
率也呈较好的线性关系，但剪切速率对回拖速率的
敏感性规律则与泥浆流量的影响规律相反，随环形
空间的流通面积增大(管径增大)而逐渐增大，当回
拖速率从 0.02 m/s 增大至 0.2 m/s 时，三种环形结构
(Φ610、Φ711、
Φ1016)对应的剪切速率分别变为初
始数值的 2.3、2.4、2.8 倍。Φ610、
Φ711、
Φ1016 对

究者没有考虑这一因素，仍采用高剪切速率下的实
验数据回归流变参数，如 S.T. Ariaratnam 等人[10]的
研究工作，使用 FANN 35A 型六速流变仪进行泥浆
流变性的实验检测工作，进行流变参数的回归计算
采用 300 rpm 与 600 rpm 下对应的实验数据，根据
FANN 35A 型流变仪的说明书，相应的剪切速率变
化范围在 80.4~3254 s-1 之间，远大于 10 s-1 的范围。
另一方面，根据已发表的文献，泥浆在低剪切速率
与高剪切速率下的流变特性规律差别较大，低剪切
速率下的流变特性更加复杂 (如 V.C. Kelessidis 等
人，
2005 [12])。因此，研究泥浆在低剪切速率 (<10 s-1)
下的流变特性对 HDD 泥浆拖曳阻力的研究有重要
意义。

4 结语
（1）HDD 回拖载荷预测分析中，泥浆拖曳阻力
不可忽略，计算中应采用低剪切速率对应的泥浆流
变参数。
（2）回拖过程中，泥浆剪切速率主要受环形空
间尺寸、泥浆流量、管道回拖速率的影响，其数值的
波动范围是 0~10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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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hear Rate for Slurry during Pull-back
of HDD Installations
Cai Liangxue He Limin Xue Zhenxing
(Storage & Transportation and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55)

Abstract：Fluidic drag friction accounts for an important part in total pulling-back force while the result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poorly agrees with the field observation, which results from adoption of improper rheological parameters.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rheological parameters under low shear rate are more suitable for the relevant calculation
of pulling-back force. However,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low shear rate is not available at present. The paper presents the affecting factors for shear rate of slurry and field data referring to them is collected, based on which the shear
rate of slurry in annulus is calculated. Studies show that the shear rate of slurry during pull-back in HDD installations
varies within 10 s-1.
Keywords：HDD, Pull-back, Rheology, Slurry, Shear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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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侵彻力学理论的非开挖钻进方法的初步研究
王德利 1，
霍少磊 2，
葛云峰 2
（1. 新疆煤田地质局 161 队，新疆 乌鲁木齐，830000；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430074）

摘

要：
将军事领域中钻地导弹与电磁炮弹的有关研究，与非开挖工程领域相结合，提出了极限冲击矛

施工法这一概念，并基于侵彻力学理论对极限冲击矛作了初步的研究，包括装备结构，工作原理及公式推
导，
该方法新颖独特，
研究意义很大。
关键词：
非开挖、
极限冲击矛、
侵彻力学、
导航仪

1 引言
1.1 背景
背景一：军事领域中有一种称作钻地导弹的武
器，它先是凭借极快的飞行速度打入目标内部，然
后再爆炸。这种导弹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当时，美英盟军进攻德国，纳粹军队在坚固的防御
工事和地下掩体后射击，给盟军以很大的杀伤。这
些工事和掩体均由钢筋混凝土浇筑，一般炮弹根本
打不进去。英国海军随即研制出了一种火箭推进炸
弹“迪斯尼”，
它能钻透 5.8 米厚的混凝土。战后，美
国进行了钻地弹的研制尝试，取得了不少成果。据
说，最新型钻地弹可以穿透 6、7 米厚的钢筋混凝土

层，或者 30、
40 米的土层。
背景二：非开挖工程学是利用微开挖或不开挖
技术对地下管线、管道和地下电缆进行铺设、修复
或更换的一门科学，也包含地下管线的探测、检查
和地下管线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内容。非开挖施工方
法中有一种使用得最早和最广的方法叫冲击矛施
工法[1]，冲击矛施工法俗称“地下导弹”，该工法的主
要特征是：冲击矛在压缩空气的驱动下，产生冲击
能，在该冲击能量的作用下，挤密土层向前顶进成
孔，要铺设的管线可以即时（或成孔后）拉入（或推
入），
其工作原理如图 1 所示。

图 1 冲击矛工作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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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启发
钻地导弹被应用在军事领域中，有极强的穿透
能力，其所依赖的理论基础是侵彻力学理论（一门
研究高速碰撞条件下材料的瞬态相应规律、侵彻破
坏的力学行为及其在工程中的应和的学科）。而冲
击矛俗称“地下导弹”，被应用在工民建领域中，相
比之下钻进效率很低，若将钻地导弹侵彻力学与冲
击矛施工方法相结合，将其在军事领域的研究成果
应用到非开挖领域，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方
向。由于采用极限的高速来实现破碎岩土，冲击成
孔，在此我们不妨把这种非开挖施工方法定义为极
限冲击矛施工法。

2 初步研究
2.1 动力装置
传统的冲击矛通常由压缩空气驱动，近几年，
国外有些公司研制了液体驱动冲击矛，而本文的动
力装置主要借鉴电磁炮理论来获得高速冲击动力。
19 世纪，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如果给位于磁场
中的导线通电，则这根导线将会受到一个力的推

图 2 极限冲击矛动力装置加速原理图

培力，
电枢在安培力的作用下高速飞出。
2.2 缆线埋设
为保证工程实践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开钻前钻
机的动力装置所提供的动力不能过大，在钻进过程
中，需要适时的提供动力，这就需要在钻头与钻杆
之间也要有如图 2 所示的装置，那么就需要从地面
给该装置输电的过程，其电缆的埋设参照有线式导

动，这就是著名的电磁感应定律。电磁场产生的强
劲扭矩启发了科学家和军事家，利用电磁力代替火
药爆炸力来加速弹丸的电磁炮，具有初速高、加速
快、
后坐力小等优点。从有关资料可知，
美国桑迪亚

航仪埋设电缆的方法，
其缆线的安排形式主要有嵌壁式和穿接式 [2]两
种。
嵌壁式是在钻杆内壁上沿钻杆轴向加工出镶

实验室曾将 1100kg 的弹丸加速到 300m/s 的速度,
这已完全超出钻探领域上的需要。
该动力装置可沿主导轨 2 上下移动，其由两条
平行的金属导轨，一个电枢、钻头、高速开关和高功
率的脉冲电源 G 组成，如图 2 所示。其中电枢位于

嵌沟槽，预先将绝缘电缆线敷嵌在每根钻杆上，再
用特制的钻杆接头连接钻杆，使各段电缆能相互连
接。特制接头可采用内插外旋形式或集流环形式，
其钻杆结构示意图如图 3 所示。

两导轨间，由导电物质组成，可以是固态金属块或
者等离子体，电枢起滑动开关和电短路的作用。钻
头在两导体间和电枢前，视不同任务可定不同材
质。由于极限冲击钻头为金属材料，若不需要它导
电，可以包裹一层绝缘材料。两金属导体需要是良
好导体，并且能耐腐蚀和磨损。且应该有良好的机
械强度和刚度。
其工作原理为：高功率的脉冲电源 G 提供的脉
冲电压，电源通过开关 S 与导轨电接通。闭合开关 S
后电流 i 通过导线、导轨、电枢，最后通过返回电路
以构成回路，并且在回路中产生磁场，
强度为 B。电
枢电流与磁场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在电枢上出现安

图 3 嵌壁式钻杆结构示意图

穿接式是在钻杆内空中将电缆线从孔底穿接
至地面。由于钻进施工中需要不断旋接钻杆，所以
电缆须按钻杆长度分段，每段缆线之间用特制的密
封插拔接头快速连接。使用时，每加接一根钻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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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穿接一段缆线，在机上钻杆与动力头之间还要设
有专门的单动集流环机构，其钻杆结构示意图如图

2.4 侵彻深度的计算
借鉴钻地模型弹侵彻岩石模拟材料试验 [4]相关

4 所示。

研究，可知极限冲击矛的侵彻深度 H 的主要影响因
素有矛体实时钻进速度 、地层介质屈服极限 、
地层介质密度
等，侵彻深度近似与矛体长度和
实时钻进速度成正比, 与钻进地层介质的屈服极限
成反比。其经验公式如式（2）所示。
（2）
图 4 穿接式钻杆结构示意图

2.3 速度测量原理
施工过程中，必须实时监测冲击矛的冲击速
度，以免出现安全事故。冲击速度测量装置用来为
操作人员提供钻头所获得的速度，根据测量结果来
检验速度是否与实际地质条件相匹配，能否满足工
程施工要求。其设计以高测量精度为主要目的。目
前在军事领域中有关研究人员已研制出基于光网
靶的弹丸速度精确测量系统 [3]，测量原理为在弹丸
飞行路径的不同位置上安装激光束，利用弹丸飞过
激光束的时间差和激光束之间的距离可得到弹丸
的平均速度。本文采用类似的方法来实现冲击矛速
度的测量，用遮挡光束形成的时间间隔计测速度，
原理如图 5。利用记录仪器捕捉矛体通过两分束片
X1、X2 时的信号并输入测时仪，得到矛体通过分束
片 X1、X2 的时间间隔，由公式（1）计算矛体的实时速
度。通过增加分束片位置微调装置，使光束空间定
位更加准确。
（1）

式中， 为矛体在地层介质中的侵彻深度；
为矛体长度； 为矛体实时钻进速度；K 为比例系
数； 为地层介质屈服极限、 为地层介质密度。
2.5 极限冲击矛铺管导航仪
因该方法的特殊性，在钻进过程中，地面必须
有一种可实时测得钻头方位和速度的设备，以确保
安全施工，文献【1】介绍了一种由地下导航探头、手
持式地面跟踪仪和远程同步监视器组成的无线式
导航仪，先将当前地下钻头的深度和平面位置实时
地探测出来，掌握已行轨迹的准确性，即与设计轨
迹的左右上下偏差；同时探测出地下钻头当前俯仰
角，判断欲行轨迹的倾角是否合理。若已行轨迹准
确且欲行倾角合理，则按此方向回转钻进。否则，
分
析继续前行的导向钻具斜面角应调整为多少，边缓
缓转动钻杆边由探测仪观测出钻具面角调整的数
据，当达到调整要求时，即停止缓转而按此方向顶
进钻具，直到钻孔轨迹方向符合需求，再回转钻
进。

3 结论
基于侵彻力学理论的极限冲击矛钻进方法，只
要合理控制好发射速度与射程，在各类地层的非开
挖工程中均可以考虑用该方法来实现管道的传送，
高能动力使得管道在短时间内通过土层，缩短了工
程时间，
也避免了长时间施工的土层坍塌等事故。
目前极限冲击矛钻进方法只是一种初步设想，
让其实现还得解决诸多技术难题，如怎样实现高速

图 5 速度测量系统

状态下接管，矛体在岩土体中高速运动力学机制及
速度的准确控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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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无线式导航仪工作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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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定向钻在岩石层中穿越施工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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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南省电力公司郑州供电公司，
450008；
2.中国建筑技术集团有限公司郑州分公司，450053）

摘

要：本文介绍了燃气管道平顶山沙河定向钻穿越工程的施工情况，结合工程实例分析复杂地层情

况的钻具选配、
泥浆配比方案设计，
以及地磁场对有线控向的干扰作用。
关键词：
定向钻、
石灰岩、
岩石钻头、
泥浆

1 工程概况
该工程地层情况最为复杂的穿越工程。主要穿
越管线为 Φ273.1×6.4mm，直缝电阻焊 3PE 加强级
防腐钢管。定向钻实际穿越长度 360m，岩石段穿越
长度 120m。
沙河穿越于 2009 年 6 月 23 日开钻，7 月 19 日
完成管线回拖。
1.1 穿越段地貌及地质状况
⑴ 地貌状况：
沙河管道穿越处河谷两岸地势平坦，水面宽度
约 110m，水深约 5.0m，河床与河堤高差约 9m，入土
点与河堤高差约 3m。
⑵ 地质状况：
沙河地质勘探所揭露地层，
自上而下分为 6 层。
①层粘土：灰黄色，稍湿，切面较光滑，土体中
可见虫孔及大孔隙，局部岩相为亚粘土，地表为耕
植土。底层深度 1.6～2.6m。
②层淤泥质亚粘土：暗灰色及灰黄色，湿，软塑
状，含有机质，具腥臭味，夹有白色斑点，偶见贝壳
碎片，
含钙质结核。该层厚 1.2～1.6m，
层位不稳定。
③层亚粘土：灰黄色及褐黄色，湿，软塑至硬塑
状，含大量姜石，含量不均，局部富集，含量约 20～
40%，一般粒径 5～20cm，最大可达 50cm，局部夹砂
砾和卵石，呈透镜体或薄层状分布。该层厚 1.5～
2.9m，
层位稳定。
④层姜石：褐黄色，坚硬状，含量 40%以上，混
杂卵石、砾石等，姜石粒径 10～30mm，局部含泥质，

姜石呈泥质或钙质胶结。该层厚 2.4～4.5m，层位不
稳定。
⑤层石灰岩：灰白色及灰黄色，原岩结构已破
坏，风化溶蚀严重，部分已经风化成钙质粉末及粘
土，有乳白色泥质团块，岩芯破碎，风化裂隙发育。
该层厚 1.7～2.8m，层位稳定。
⑥层石灰岩：青灰色间灰黄色条带，弱风化状，
微晶质结构，该层厚 6.9～12.6m。
1.2 穿越段地层综述
设计管线穿越深度为河床下 6.0m 以下，相对
与入土点深度为 13m，由地质情况可以看出，穿越
路径将先后经过以下不良地层：
②层淤泥质亚粘土，层位不稳定；
③层亚粘土（含大量姜石，含量约 20～40%，局
部夹砂砾和卵石）；
④层姜石（含量 40%以上，混杂卵石、砾石等），
层位不稳定；
⑤层强风化石灰岩（原岩结构已破坏，风化溶
蚀严重）；
⑥层弱风化石灰岩（弱风化状，微晶质结构，抗
压强度标准值 40～60MPa）。
依据定向钻穿越施工经验来看，本工程穿越地
层属恶劣、复杂地层，既要考虑穿越弱风化石灰岩
的钻具选配问题，又要考虑对姜石 （含量 40%以
上），混杂卵石、砾石等地层的泥浆护壁、钻屑悬浮
等问题。
⑴ 水平定向穿越相对于竖井来说，存在地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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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成岩松软，砂岩和流砂层多的特点，由于以上特
点，所以就存在孔壁不稳定，易塌孔，孔眼不规则，
使得泥浆不能很好地将孔内钻屑携带出来，造成扩
孔及管线回拖困难、阻卡。
⑵ 在钻进遇到大段砂卵石、砾石时，由于孔壁
不稳定、失水量大、泥饼厚，钻进液中含砂快速增
加，造成钻进液携砂困难，使得所形成的泥饼质量
较差，孔道中沉砂过多，尤以④层最明显，因此该地
段泥浆中聚合物 HFEC，滤失剂加量需适当，在回拖
管线时要加入适量的润滑剂，增加钻进液的润滑
性，减小管线与孔壁摩阻力。
⑶ 泥岩，这里指软泥岩地层，其中含有不大于
30%卵砾石，这类地层遇水易水化膨胀，卵砾石在泥
饼中不稳定，不能形成良好的回拖孔道，使得回拖
力和旋转扭矩增大，给水平定向钻进工作带来困
难，尤以②、③层最明显，因此有必要在钻进中增大
泵排量，让钻进液充满钻孔空间和地面改善钻进液
性质的方法来解决这一技术难题。
⑷ 对风化石灰岩地段，要控制泥浆粘度及泵
排量，一方面要保证有足够的泵压，足以使泥浆马
达能够开启，确保正常钻进，另一方面要使钻屑从
孔道中顺利排出。

2 施工工序
本次工程采用 GD5280-L 水平定向钻机进行
施工，
钻机性能参数如下：
额定扭矩：52000Nm 入土角调整范围：
9～18°
最大行进速度：35.43m/min 最大回拖管径：
1000mm
最大穿越距离：1200m 最大推拉力：800KN
钻机结构形式：履带式
控向方式：有线
钻机的选型：依据最大回拖力经验公式计算出
Fmax 为 11.8 吨，
应选择回拖力 2 倍 Fmax 以上的钻
机用于穿越工程。由于穿越长度较长，
地层条件比较
复杂（大段穿越弱风化石灰岩），
最终选择 GD5280-L
回拖力为 80 吨带动力钻具的钻机，
图 1 所示。
2.1 测量放线
⑴ 根据施工要求的入土点和出土点坐标放出
管线中心轴线，在入土点端测量并确定钻机安装位
置及泥浆池的占地边界线；在出土点一端，根据管
线中心轴线和占地宽度及长度，放出管线组装焊接

图 1 钻机施工现场

预制场地边界线及出土点作业场地边界线。
⑵ 测量控向参数：按操作规程标定控向参数，
要求细心并尽可能多测取参数比较，以确定最佳参
数，在管道中心线的三个不同位置测取，且每个位
置至少测四次，
并做好记录。
2.2 钻机就位
道路施工场地完成后，按照施工平面的布置，
进行钻机就位，
罐区摆放，
开挖泥浆回收池等。
2.3 泥浆配比方案设计
泥浆配制：根据地质资料情况，确定泥浆配制
方案，实施泥浆开钻，开钻前配制好 30 方优质泥
浆。泥浆在定向穿越中起关键作用，我们将针对不
同的地层采用不同的泥浆，若地质情况复杂，则对
泥浆要求比较高，为了对付不同的情况，我们将采
取以下措施：
⑴ 按照事先确定好的泥浆配比用一级膨润土
加上泥浆添加剂，配出合乎要求的泥浆。
⑵ 使用的泥浆添加剂有：聚合物 HFEC，滤失
剂 DFD-140，润滑剂，根据不同的穿越段地质条件，
确定加入不同的添加剂。
⑶ 为了确保泥浆的性能，使膨润土有足够的水
化时间，在用量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将采取增加泥
浆储存罐的数量。
⑷ 废泥浆的处理：在焊接场地挖一个废浆收集
池，
收集废泥浆，
经沉淀之后处理；
在钻机场地也挖一
个泥浆回收池，
泥浆经过回收池沉淀后，再经过泥浆
回收系统回收；
回收不了的泥浆排送到指定的地方。
2.4 钻机试钻
进行系统连接、试运转，设备运转正常后，钻进
1-2 个单根后,检查各部位运转情况，正常后按次序
钻进，确保导向钻进一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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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穿越施工技术措施
导向轨迹的确定应执行设计和规范要求，主要

2.7 导向孔钻进
⑴ 导向孔的钻进是整个定向钻的关键，我们采

考虑以下因素：
⑴ 满 足 规 范 要 求 的 最 小 曲 率 半 径 ，即
R=1200Dn=330m，由于本工程穿越河流比较复杂，
穿越地层主要是细砂、粗砂、卵砾石、粘土含姜石、
石灰岩等，该地层成孔差、稳定性差，为了减小管道

用 GD5280-L 水平定向钻机，及配套的动力钻具
（岩石钻头、泥浆马达）进行整个穿越工程的施工。
定向设备采用英国 Sharewell 公司生产的 MGS 定向
系统，确保出土位置达到设计要求 。确定控向方案，
泥浆和司钻要重视每一个环节，认真分析各项参

的弯曲应力，穿越河流段增大穿越管道的曲率半径
至 R=2000Dn，
即 R=550m。
⑵ 满足穿越河流安全规范要求；规范要求穿越
一般性河流，应保持河床以下 6 米，该工程河流入

数，互相配合钻出符合要求的导向孔，钻导向孔要
随时对照地质资料及仪表参数分析成孔情况。由于
本工程紧邻高速大桥，桥墩中的钢筋对地磁场影响
较大，对控向信号干扰严重，第一次出土时偏离中

土点与河床高差为 7 米，因此穿越深度应在 13 米
以上（相对入土点深度）。
⑶ 选择最佳主力穿越层位；根据本工程湛河地
质条件分析，穿越轨迹先后穿越 1－4 层不同的地
质，应选择第 4 层的姜石和第 5、6 层的石灰岩之间

心线 4m 左右（偏向大桥一侧），我们随即把钻杆抽
回到河床底部，并记录好抽回的长度，合理计算需
纠偏的角度，继续纠偏钻进，第二次出土时正好在
穿越中心线上。
⑵ 由于本工程为中长距离复杂地层穿越，导向

为主力穿越层位。根据第一次进场的 D80 钻机试钻
情况，第 4 层层位富含大量的砂卵砾石，第 6 层的
弱风化石灰岩层位提高，地质报告提供的第 5、6 层
的石灰岩层位的层深与实际穿越处石灰岩层位的
层深不符，弱风化石灰岩与河床底仅有 2.0 米左右，

孔钻进时，推力较大，要求地锚固定必须牢固，泥浆
性能达到高粘度、好流动，适当加大泵压，提高水马
力。
2.8 预扩孔
导向孔完成，钻头出土后蒙乃尔管（无磁钻铤）

造成必须穿透弱风化石灰岩方能满足穿越规范要
求，使用普通钻具无法完成湛河管线穿越任务。我
们更换钻机二次进场后，更换动力钻具（岩石钻头、
泥浆马达）进行导向孔施工，大段穿越弱风化石灰
岩，待回扩时采用岩石回扩器进行回扩，确保穿越

要及时卸掉，装上岩石扩孔器进行预扩孔。根据地
质状况及管径分级扩孔，
最后孔径 D=1.2-1.3Dn（Dn
为管线直径）。采用 Φ450 扩孔器进行预扩孔；
扩孔
时按照设计要求适当调整泥浆排量，控制回拖速
度，按照设计扩孔参数平稳扩孔，操作员密切注意

施工顺利进行。
2.6 穿越施工工艺流程
⑴ 穿越流程

泵压、扭矩、回拖力的变化，严禁憋泵、憋钻、强行回
扩。
2.9 管线回拖
导向孔经分级预扩、清孔，孔径达到管线回拖
要求的条件，将检验合格的穿越管线吊上滑送架并
检查无误后回拖。回拖是穿越的最后一步，也是最
关键的一步，在回拖时采用的施工方式是：Φ450 扩

⑵ 钻具组合
钻具组合见表 1 所示。
表1
序号 施工阶段
1

钻导向孔

2

预扩孔

3

扩孔回拖

施工三个过程的钻具组合
钻 具 组 合
85/8″岩石钻头＋7″弯接头＋1.5 弯度
6.5″泥浆马达＋7″无磁钻铤＋5″钻杆
钻杆＋Ф450 岩石扩孔器
管线＋连结头＋旋转接头＋Ф450 岩石
扩孔器＋66/8″钻杆＋5″钻杆

孔器 +80T回拖旋转接头 +Φ273.1×6.4mm 穿越管
线。在回拖时进行连续作业，避免因停工造成卡钻。
回拖前仔细检查旋转接头、连接头、扩孔器的连接，
确定连接牢固方可回拖，回拖时两岸要加强联系，
协调配合将管线敷设到预定位置。

3 关键工艺控制措施
⑴ 防止钻孔时呈“S”
型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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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设备采用英国 Sharewell 公司生产的 MGS
定向系统，在定向钻进过程中严格控制全角变化

层适时调整好泥浆,本穿越段地层较复杂,针对不同
地层及时调整泥浆配比方案，适当控制泥浆粘度,增

率，尽量缩短测量间隔长度，特别是遇到地层软硬
变化或砾石时，参数测量间距不得超过 2 米。调整
方位要及时，并留有余量，禁止反复大幅度调整角
度，
防止出现“S”型轨迹。
⑵ 确保定向钻出误差在设计范围内的措施

加滤失剂、润滑剂和防塌剂加量,稳固孔壁,减少縮
径，稳定泥浆性能，防止大幅度调整泥浆，引起孔壁
坍塌。

一是钻机测量就位时, 利用全站仪准确放出钻
机就位中心线；第二准确测量标定控向参数，要求
细心并尽可能多测取参数比较，以确定最佳参数，
在管中心线的三个不同位置测取，且每个位置至少

综述本文可得出以下结论：
⑴ 定向钻穿越岩石地层时，一定要选择较大动
力钻机及配备合适的动力钻具；

测四次，并做好记录。
⑶ 确保扩孔顺利的措施
首先要做好导向孔, 必须满足管线曲率半径的
要求,特别是不能出现”S”型曲线；二是针对不同地

4 结语

⑵ 定向钻穿越姜石含量大于 40%，并混杂大量
卵砾石地层时，
合理的泥浆方案设计尤为重要；
⑶ 地磁场对控向信号的干扰问题需结合施工
经验合理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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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钻进水平段钻屑运移浅谈
王

晨

（深圳市钻通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
在定向钻进时水平段的岩屑运移问题一直没有得到重视，由此引发的各种孔内事故时有发生，

本文介绍了岩屑在定向钻进水平段时的运移方式，建立了钻杆不偏心和偏心的力学模型，同时针对水平定
向钻中各因素对岩屑携带的影响分别讨论。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
岩屑运移方式、
力学模型、
岩屑运输

1 水平定向钻进岩屑运移方式及力学
模型
1.1 岩屑的运移方式
在定向钻进水平段的岩屑运移方式有 3 种：漂
动、跳动和滑动，见图 1。

图 1 岩屑运移方式

决定岩屑在环空中以哪种方式运移是与环空
返速、岩屑颗粒大小及岩屑在钻井液中的浓度有关
的。
在水平定向钻进水平段的过程中，由于钻孔近

式描述为悬移、推移和定床同时并存的三相流型，
建立了能够较全面反映钻井液环空返速，钻井液流
变参数，钻杆偏心度等影响岩屑运移因素的理论模
型，分析了各因素对岩屑运移的影响规律。
1.2 力学模型
①假设在钻井液流动条件下，钻杆不偏心，钻
孔环空中上部的岩屑颗粒在钻井液中悬浮，下部的
岩屑成床，中间介于悬移层和定床之间的为推移
层，其流型断面结构及各层的几何关系见图 2。
质量守恒原理：
AsUsCs +AmBUmBCmB = AMUMCM
AsUs (1-Cs ) + AmBUmB (1-CmB ) = AMUM (1-CM )
动量守恒原理：

水平，岩屑下落的反方向平衡岩屑下降的泥浆速度
分量是极小的，因此岩屑易于沉积在孔下侧的岩屑
颗粒形成了岩屑床，为了解决现场可能存在的岩屑
淤积问题，在试验的基础上，将环空岩屑的运移方

图 2 水平井断面流及各层的几何关系

图 3 钻杆偏心时的岩屑运移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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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空返速对岩屑浓度的影响

1.3 携带模型分析
根据运动方程计算出圆心半角，推移层厚度，
定床厚度，推移层移动速度，环空压降 4 个参量。

2 影响水平定向钻进的岩屑携带的因
素
2.1 环空返速对岩屑携带的影响
经过试验表明，随着钻井液环空流速的增加，
岩屑床所对应的圆心半角减小，说明了岩屑床的厚
度是随环空流速增加而减小的。因此不难得出下面
的结论，随着环空返速的增加，一方面有利于床体

图 5 环空返速对环空压降的影响

悬移层 Asdp/dz=-ΤsSs-ΤsmBSsmB
推 移 层 AmBdp/dz=-FmBsB-FmB-ΤmBsBSmBsB-ΤmBSmB+ΤsmBSsmB
定床 AsBdp/dz+ FmBsB+ΤmBsBSmBsB≤FsB
②钻杆偏心时在不同的环空返速条件下岩屑
运送模型如图 3 所示。

的运移，另一方面有利于抑制岩屑床的形成，但是
环空返速也不是越大越好，当环空返速达到一定值
时，尽管岩屑床仍减小，但环空压降却开始上升，因
此，要合理利用环空返速来达到最佳的清洁效果和
功率利用，见图 4 和图 5 所示。
2.2 钻杆偏心对携岩的影响
在定向钻进水平段，由于钻杆的自重，钻杆偏

图 6 钻杆偏心与环空返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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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钻杆回转对携带岩屑的影响。

心较严重，
一般会贴在孔底或与孔底间距很小，
小间
隙处的环空返速大大降低，
岩屑沉积不能被排除，
导
致钻杆所受扭矩增大，
甚至卡钻，
见图 6 所示。

泥浆有很强的粘滞力（摩擦力），岩屑下沉的时间大
大延长，此外泥浆内部的结构的形成也会将下称的

3 泥浆性能对携带岩屑的影响

4 钻杆旋转对携带岩屑的影响

在定向钻进中泥浆的性能对环空清洁的影响
很大，由于定向钻进中泥浆的返速是很低的，一般
不会出现紊流，所以认为泥浆流态为层流，在层流
时，高粘度的泥浆有明显的清岩效果，因为孔周围
岩土在被钻具剥离孔壁之后进入钻井液，高粘度的

钻杆的偏心对于岩屑携带是不利的，岩屑床的
形成可能导致各种孔内事故，但如果钻杆旋转，由
于钻杆的扰动作用，沉淀的岩屑被重新携带入环空
中，清洁孔底岩屑床的效果明显，见图 7 所示。

钻屑悬浮起来，
有利于岩屑的运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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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1219mm 管道穿越成功率的技术措施
王

海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穿越分公司，河北廊坊）

摘

要：
西气东输二线管道工程有多条管径 1219mm 的定向钻穿越，对于大口径管道定向钻穿越施工，

除了受到地质因素所带来的风险外，由于管径大、施工周期长、容易塌孔，增加了穿越的风险。针对这个问
题，
结合印度东气西输管道工程 1219mm 穿越施工实际，本文总结了施工中降低穿越风险，提高穿越成功率
的措施，以利于在西气东输二线工程中推广应用 。
关键词：1219mm 管道、
定向钻穿越、
技术措施

印度东气西输管道工程 Purna 河定向钻穿越长
度为 672 米，管道规格为 Φ1219mm×20.7mm，该条

组技术人员按照专家制定施工方案，结合现场实
际，编制穿越的作业指导书。作业指导书要明确施

河地质复杂多变，先后穿越砂质粘土、高塑性粉质
粘土、全风化岩石、中塑性粉质粘土、低塑性粉质粘
土以及不良分级的淤泥质砂等相关地层。穿越管道
的部分段在砂层中经过，因此容易在管道的大级别
扩孔及回拖过程中造成坍塌威胁，
增加工程风险。

工中每个技术环节的具体要求，对参加施工的每位
员工进行交底和培训，使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对每
个岗位应该在施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和必须解
决的问题加以说明，保证在施工过程中一旦遇到问
题能够及时得到解决。

管道局穿越公司在印度东气西输工程中首次
完成 1219mm 管道水平定向钻穿越施工，这是迄今
为止国内水平定向钻穿越的最大口径。针对该工程
穿越施工中可能遇到了一些新问题，通过采取有效
措施，穿越取得成功。

1 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
对于 Purna河定向钻穿越，由于地质复杂且
1219mm 管道穿越是首次施工，开工之前，组织专家
认真研究，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方案主要从导向
孔的钻头选用、扩孔器的结构形式、扩孔级别及级
差、扩孔速度的要求、泥浆配方及排量、孔内泥浆的
检测指标等几个方面来制定详细的施工方案，同
时，对洗孔次数做出必要的要求，并对施工中出现
的难点提出解决方案。
在施工方案确定后，项目部技术人员与施工机

2 执行工艺规范
对于 1219mm 管道穿越而言，由于管径大、钢
材等级高，对导向孔的曲线要求要高于一般口径的
管道穿越，因此，在导向孔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控制
每根钻杆调整的角度，确保穿越曲线完全符合质量
要求。
扩孔过程中，从小级别的扩孔开始，就要详细
记录沿线扩孔的扭矩和拉力，认真分析每根钻杆的
扭矩和拉力变化，发现问题及时调整扩孔旋转的速
度、进尺速度和泥浆的排量，为大级别的扩孔积累
经验和数据。在大级别的扩孔时，对扭矩、拉力、泥
浆排量、
旋转速度必须按照作业指导书严格执行。
无论扩孔扭矩有无异常变化，在扩孔过程中，
要增加 2—3 次洗孔，以保证孔内钻屑带出洞外，保
证洞内泥浆质量，为回拖做好充分的准备。

作者简介：王海，
1963 年 12 月出生，1983 年毕业于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工程机械专业，
大学学历，
现任管道局穿越公司副经理，高
级工程师。2003 年至今，
一直从事水平定向钻穿越工程施工，
先后组织陕京二线输气管道工程、
西部原油成品油管道工程、
泰国

天然气管道工程、印度东气西输管道工程、中亚天然气管道工程、涩宁兰复线输气管道工程等国内外大型水平定向钻穿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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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拖之前，一定要进行一次认真的洗孔，目
的是确保回拖的顺利进行。1219mm 管道最后一遍

降低管道回拖时的浮力，减小回拖阻力。
1219mm 管道的穿越通常降浮力的方法是在穿

扩孔器的直径是 1626—1676mm，实际扩孔的尺寸
远远大于这个尺寸而呈梨形，因此塌孔是经常发生
的。在印度工程穿越过程中，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在此情况下，必须增加一次洗孔，确保穿越的顺利
进行。

越主管内放入 2 根 450mm 的 PE 管，在回拖过程中
将 PE 管内注满水。注水的方法则有以下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钢管回拖前先将 PE 管拉入穿越钢管，然
后将 PE 管注满水并两头密封。另一种方法是钢管
回拖前将 PE 管全部拉入钢管内部，将钢管入土端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泥浆的配比和排量严格按
照施工方案进行，遇到地质情况与原地勘资料不
符，认真分析并制定泥浆改进方案。

一侧 PE 管头密封，回拖时，一边回拖一边在钢管尾
端向 PE 管前端注水，
使穿越入土的钢管内 PE 管充
满水，而在洞外的钢管内的 PE 管内并没有水，从而
降低外部钢管的重力。使用此种方法，注水过程必

3 加强设备的维护

须使用流量计，
以确保注入的水适量。（见图 1）

施工方案确定后，施工过程中，设备的安全、可
靠成为工程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为此，在工程开
工前，对施工设备都要进行全面、彻底和认真的检
查，对于有隐患的部位必须坚决处理，不留死角，对
于易损件要提前准备好备件，并配置好专用的工器
具，保证更换配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在施工过程中，要按照性能要求对设备进行维
护保养，保证设备运转良好，运行可靠；在不得已维
修时，能不停机维修就尽量不停机维修。在必须停
机维修时，一定要在穿越一切正常，停机维修不会
带来任何风险的情况下停机维修，并要严格控制停
机维修时间，
减少穿越的风险。
要有足够的备品、备件，保证在设备出现故障
时及时得到更换，保证设备尽可能的处于正常运转
状态。

4 采取将降浮力措施
在目前国内的水平定向钻穿越施工中，对于不
大于 1016mm 的管道一般不采取降浮力措施。但对
于 1219mm 管道穿越，必须采用将浮力措施，从而

图 1 降浮力示意图

5 采用吊管机加辊轮架发送
经验表明，大口径管道穿越，回拖到达 80-150
米时，为卡钻多发阶段。其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塌
孔造成孔内堵塞，而是由于回拖过程中，钢管的入
土角小于孔洞的出土角，在巨大的拉力下，钻杆行
走的轨迹与回拖管线前进的轨迹发生偏离并逐步
加大，当这种偏离达到一个极限时，导致回拖力或
钻机旋转扭矩骤然增大，或发生卡钻，或引起钻杆
断裂。

图 2 回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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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上述风险的发生，需采用吊管机协助
发送（见图 2）。具体方法是根据出土角的角度，在理

用两台钻机联合施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作用:一是
保证钻杆上扣的扭矩受控，使钻杆工作过程中受力

论上计算出管线入洞的曲线，确定吊管机的站位和
起吊高度，回拖时按照计算数据结合现场情况，用
吊管机把钢管吊起，使管线入洞时的运行轨迹与钻
杆行走轨迹基本吻合，回拖得以顺利进行。
采用辊轮架发送，则可以使管线回拖有较小的

均衡；二是在发生卡钻时及时解卡，扭矩异常时可
回拖扩孔器进行检查；三是采用泥浆对注加大泥浆
排量，
保证孔内钻屑的排出。
对于 1219mm 管道穿越施工，在回拖之前，应
准备 2000T 气动夯管锤及与之配套的空压机和发

运行阻力，滚轮架发送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两个问
题，一个是要对滚轮架进行找平，尽量使每组 辊轮
受力均匀，另一个是回拖时对辊轮的绝缘层加强监
护 ，一旦滚轮的绝缘层破损立即进行更换，保证滚

电机，一旦出现卡钻，可以用夯管锤助力推进。如果
发生主钻机钻杆断裂，则可以使用夯管锤往后夯
击，使管子从洞内拖出。此种方法已在国外 1219mm
管道穿越施工中普遍使用，效果显著。

轮不破坏管线防腐层。
事实证明，采用此种方式回拖，整个穿越回拖
过程中，回拖力变化均匀，回拖速度保持正常。

6 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
对于 1219mm 管道穿越，发生穿越风险的几率
较高，必须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认真的评估并制
定可靠的应急预案，保证在穿越过程中出现问题时
能够快速解决。
国外特大型河流 1219mm 管道穿越，在扩孔过
程中基本上是 2 台钻机联合施工，一个主钻机在入
土点进行扩孔，一个辅助钻机在对岸协助扩孔。采

7 结束语
Purna 河定向钻穿越经过采取以上措施，经过 9
级扩孔和 3 次洗孔，历时一个月的紧张施工，回拖
一次成功。事实证明：对于 1219mm 或以上的大口
径管道穿越施工，科学合理的统筹安排，事先编制
严谨细致的施工指导书，充分做好工程的准备工
作，使用保养完善的设备、合适的钻具以及科学的
泥浆配制，并针对工程中存在的每一个风险点，切
实做好防范和应急措施，是提高穿越成功率的有效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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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有线控向系统进行非开挖施工
李冬瑞
（河北省保定市天威风电科技有限公司，河北保定，071000）

摘

要：
本文结合沈阳南部苏家屯天然气管道 φ508mm 钢管的穿越工程，介绍了有线导向的工作原理

和实践经验。
关键词：
非开挖、
水平定向钻进、有线导向

我看了一些杂志和非开挖施工方面的资料，结
果很少看到有对在施工中如何进行控向进行介绍

利实施，在出土点处开挖一 50 米长发送沟，深约 3
米，水平段 20 米，见图 1 所示。

的文章。在非开挖施工中，控向人员的技术水平对
整个施工工程的成败至关重要，为了共同提高我们
在非开挖施工中的成功率，我现在就我在施工中如
何利用有线控向系统进行控向和大家进行一下交
流，希望能对施工中控向人员有所帮助，提高我们

本工程采用国产的 60 吨水平定向钻机，该钻
机推拉力为 60 吨，
扭矩力为 22500Nm。设备于 2008
年 4 月底进场施工，在导向孔施工中采用无磁钻铤
及三牙轮钻头钻进，
φ127mm 石油钻杆，在导向孔
钻进过程中钻遇沙层、砾石及鹅卵石层、粘土层。5

施工队伍的施工质量，降低施工成本。下面我就以
2008 年 5 月在沈阳铺设天然气管道的一个实例来
进行说明。

月 14 日导向孔在预设的出土坑槽内顺利出土，与
设计出土点水平偏差 0.9 米 （电脑中记录的数据为
1.9 米，可能是方位角测量时探棒未对正轴线而出
现偏差，方位角测得偏小了些造成的），垂直偏差为

1 工程概况
本次施工位于沈阳南部苏家屯，铺设天然气管
道为 φ508mm 钢管，要求同时穿越“八一干渠”和
“沈大高速”，
河道宽 31 米，河床距地面 3 米，水深 2
米，定向穿越总长 249 米，河道东边是“沈大高速”
,
路面高出地面 3.5 米，管道铺设方向为东西走向，因
为西边场地平坦、开阔，靠近公路约 70 米，便于施
工设备的进出场，故作为入土点施工场地。东边出
土地点在树林内，土质为粘土，为了保证工程的顺

0，回扩成孔分为 φ400mm、φ600mm、
φ700mm 三
次完成回扩任务。5 月 19 日开始回拖焊管，回拖过
程中回拖力最大时为 20 吨，用时 10 小时顺利完成
拖管任务，期间进行了一次管道对接焊接、探伤、做
防腐处理等工作。由于地下地质条件较复杂，前 70
米地下为沙层，河道下面为砾石和鹅卵石层，高速
公路的东边地下为粘土层，所以前几次都由于在通
过河床底部后偏离轴线太多而抽回重打。下面我就
以最后一次成功完成导向孔施工的这组数据为例，

图 1 穿越工程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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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有线导向电脑显示主界面

来说明如何使用有线控向系统完成导向孔的施工。

2 导向施工
本次施工我们采用 APS 有线控向系统，控向系
统的电脑显示主界面如图 2 所示。
左边的表盘显示的是钻头的造斜面方向与地
平面垂直线间的夹角，表盘圆周被分为 360 个小
格，
每个小格代表 1°角度，钻头工具面向上时定位

0°，向下时为 180°，向左时为 270°，向右时为
90°。在开钻之前要先将钻头工具面（造斜角度方
向）调到朝向正上方的位置，然后把表盘上的指针
调到 0°位置，在以后施工时指针方向就代表钻头
工具面方向。右边半个表盘显示的是钻线与地平面
垂直线间的夹角，钻头向下入土时小于 90°，水平
前进时为 90°，
向上抬头时大于 90°。

表 1 导向孔施工顺序表

Meas Depth

Inclination

Azimuth

True Depth

Tool Face

Away

R/L

1

0.0

83.0

80.0

0.0

0.0

0.0

0.0

2

8.4

81.9

80.7

1.1

7.0

8.3

0.1

3

18.1

82.7

80.3

2.4

2.3

17.9

0.1

4

27.5

83.6

79.8

3.5

2.6

27.3

0.1

5

37.2

84.3

80.0

4.5

3.4

36.9

0.1

6

46.9

85.4

80.2

5.4

351.9

46.6

0.1

7

56.5

86.2

80.3

6.1

7.9

56.2

0.2

8

66.2

86.4

79.8

6.7

3.1

65.8

0.2

9

75.6

88.1

80.5

7.2

9.1

75.2

0.2

10

85.3

88.7

80.6

7.5

358.3

84.9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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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94.9

90.0

81.7

7.6

357.2

94.6

0.5

12

104.6

90.4

82.0

7.5

357.7

104.2

0.8

13

114.2

90.7

81.2

7.5

354.3

113.8

1.1

14

123.7

89.9

80.1

7.4

1.2

123.3

1.2

15

133.4

90.0

80.0

7.4

9.4

133.0

1.2

16

143.1

89.4

80.5

7.5

6.2

142.7

1.2

17

152.8

90.0

79.8

7.5

0.1

152.4

1.3

18

162.4

91.0

80.1

7.4

6.9

162.0

1.3

19

172.0

92.2

79.6

7.2

5.2

171.6

1.2

20

181.7

92.5

80.6

6.8

4.2

181.3

1.3

21

191.4

93.9

81.2

6.2

352.0

190.9

1.4

22

201.0

94.8

82.0

5.5

0.5

200.3

1.7

23

210.7

94.4

81.7

4.7

356.5

210.2

2.0

24

220.3

94.2

80.8

4.0

356.8

219.8

2.2

25

229.9

92.6

79.2

3.4

4.2

229.3

2.2

26

239.3

92.8

77.4

3.0

352.7

238.7

1.9

27

248.9

92.8

82.0

2.5

351.9

248.3

1.9

注：Meas Depth：入土点到传感器的钻线距离；
Inclination： 钻 线 与 地 平 面 垂 直 线 间 的 夹 角 ；Az-

持方位角始终不变。
然后将无磁钻铤和三牙轮钻头先后与钻机上

imuth：钻线方向与地磁北极间的夹角；True Depth：

面的钻杆连接好，将钻头推至地面入土点，把左边

传感器距入土点地平面的垂直距离 （深度）；Tool

的工具面表盘指针调为 0°，在测量一下钻机上钻

Face：工具面——
——
—钻头的造斜面方向与地平面垂

杆的剩余行程，本次施工时钻杆的剩余行程为 9.5

直线间的夹角；Away：入土点到传感器的水平去程

米，由于探棒距钻头端部为 1.14 米，所以当第一根

（距离）；R/L：传感器对于穿越方位的水平偏移量，

钻杆行程走完时，传感器距入土点的钻线距离应为

向左偏移用“-”号表示。
施工前首先要测量好方位角。方位角的测量方

8.4 米（9.5-1.14≈8.4），记下 8.4 米这个数值。接着
将工具面调至 180°，让钻机动力头直接向前顶进，

法是首先将探棒接好电源，对准要施工路线的轴线

不要旋转，将钻头顶入地下，
开始打导向孔。当第一

方向，然后用罗盘测量方位角度 （方位角正北为

根钻杆行程走完后，将刚才的 8.4 米数据输入电脑

0°,正东为 90°,正南为 180°，正西为 270°）,测

中，保存数据。以后每根钻杆都要测量有效行程长

量三次取平均值。测量好方位角后输入电脑。方位

度，在完全钻入后，把长度数值输入电脑保存，电脑

角的方向和设计施工的轴线是重合的，这是施工中

会将这些长度累加起来，这就是上面数据表中第二

的重要参考数据，在整个导向孔施工过程中，应保

列数据的由来（见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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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第一列数值为钻杆的顺序号。

现。而在正常施工中，要想使这组数据保持为 0 是

第三列数据是每根钻杆钻入后，当时钻杆与地

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导向人员在考虑完成导向孔的

平面垂直线间的夹角数值的记录，当第一根钻杆按

造斜段、水平段施工的同时，还要不断的纠正偏移

照预定的角度入土后，以后每根钻杆都要根据预定

量，使导向孔的实际轨迹不要偏离设计轴线太多，

的造斜段、水平段导向孔轨迹来控制好这个角度的

和设计轴线保持一致，这就使得第六组数据中出现

变化，使导向孔沿着原来设计好的轨迹前进，每根

了工具面与 0°角度线之间的夹角。当钻头向左偏

钻杆最多调整 2°角度，调多了，曲率半径过小，会

离轴线时，工具面调到右边几度夹角的位置，来向

使拖管时回拖力增大，增大失败的风险。

右纠偏；当钻头向右偏离轴线时，工具面调到左边

第四列数据是方位角，它记录的是每根钻杆钻

350 多度角度位置，来向左纠偏，使钻头始终沿着轴

入后钻头传感器位置的方位角。用这个数值与原来

线方向前进。在水平段纠偏时，从理论上讲向左纠

的原始数值比较，就可以知道钻头正在朝哪个方向

偏，工具面应该调整到左边 270°角位置；向右纠

前进，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应尽可能保持方位角不

偏，工具面应该调整到右边 90°角位置。但在实际

变，
方位角不变说明导向孔没有偏离设计轴线。

施工中，由于地下情况比较复杂，要不断得根据施

第五列数值记录的是每根钻杆钻完后，当时钻

工的变化情况来纠正自己原来的设计思路。比如说

头上传感器位置与地面间的垂直距离，即深度尺

在这次施工中，前几钻水平段出现了钻头向下偏，

寸，
也就是当时位置导向孔的深度。

导向孔越来越深，抬不起钻的情况，所以这一次吸

第六列数据是对导向人员当时为了控制导向

取了前边的教训，让钻头工具面始终向上抬着，在

孔的方向，使其按照预定的轨迹前进而采取的措施

距 0°角度线左右 10°范围内变化。纠偏时，不要

的记录。这组数据非常重要，它是导向人员技术水

纠的过急，这样会给拖管带来风险，要把纠偏和造

平、
施工经验的具体体现，是工程成败的关键。他记

斜段或水平段的施工结合在一起确定工具面角度，

下了导向人员为了控制导向孔的正确方向而不断

确定好角度后，用钻机将钻头调整到合适的位置，

调整工具面角度（钻头方向）的全过程，这组数据是

使动力头向前推进不旋转，推进一段后再观察电脑

导向的精华所在。

中具体数据的变化情况，以便决定下一步是继续向

第七列数据则是每根钻杆钻入后传感器距入
土点在水平方向的距离。

前推进，还是让动力头旋转钻进。不要等到偏移量
变为 0 后再停止纠偏，否则在下一根钻杆钻入时钻

第八列数据是每根钻杆钻完后，当时钻头位置

头会偏向轴线的另一边，要提前停止纠偏，钻头会

相对于设计轴线的左右偏移量。它是导向人员进行

保持这种趋势，逐渐的回到轴线上来。只要我们用

控向、调整钻头工具面角度的重要参考数据，导向

心去体会，搞清其中的道理，完成导向孔的施工就

人员就是根据这组数据的变化情况来确定表中的

不是一件难事了，以上就是我在施工中的一些具体

第六组数据的。如果这组数据都是理想的数值“0”

体会，希望对非开挖施工中的导向人员和初学者有

的话，导向人员每次变角度时，只需将工具面调到

所帮助。

0°，停止动力头旋转，只让动力头向前推进即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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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猛 D35x45 水平导向钻机北京演示工程
庞宝益

何继明

（百莱玛设备有限公司，北京）

摘

要：本文介绍了使用威猛 D35x45 水平导向钻机实施一个演示的施工案例，
文中详细介绍了整个施

工过程中的施工工艺及注意事项。
关键词：
非开挖、水平定向钻进、
演示

1 工程概况
如图 1所示，钻机入口位置位于北清路的路北，
向南钻进。铺设 400mm 的 PE 管，用作自来水供水。

2 土质情况
如图 2 所示，
钻机侧（A 点）到排水沟 1.5m 深的
区域为回填土层，带有大量的砖块；1.5m 以下为软
土层，
4.5m 深处有未知硬层，硬层以下是软土层；距
钻机 20m 处有一个接口井（C 点），深 3m 处已预埋
了自来水管；距钻机 40m 深 3.5m 处有电力管线；距
钻机 45m 深 4.5m 处有通信管线；距钻机 96m（D
点）深 2.8m 处有需要对接的自来水管；与自来水管
相距 10m 深 3.5m 的位置（E 点）有燃气管线。

3 钻进曲线规划
穿过回填土层后，要避开路北侧排水沟下 3.5m

深的电力管线跟 4.5m 深的通信管线，所以在距钻
机 40m 处要穿过硬土层，在 6m 深的软土层中穿过
马路，距钻机 80m 处上调角度，穿过硬层，按甲方要
求，在需要对接的自来水管下 3.5m 深穿过；考虑到
如果在需要对接的地方出土，管线会影响辅路的交
通，并且比较接近燃气管线，为了施工的安全以及
对交通的影响的最小化，并且不破坏排水沟与出土
点之间的绿化带，把出土点定于距自来水接口井
60m 处（B 点）。

4 施工过程
16 号机器进场，下午 6 点左右到达工地，并安
排设备卸载运送到位。17 号工地现场观察和管线实
际探测，由于探测发现有根煤气管线实际位置与甲
方所给数据有较大差别，这将会直接改变施工方案
的决定，
必须确定该煤气管道的具体位置。18 号核
实煤气管线位置，对与将要铺砌管线对接的自来水

图 1 施工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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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施工剖面图

管进行现场挖掘，
确定位置。
4.1 导向过程

案，改后方案设备入土点（B 点）和出土点比之前所
定多了 30 米。

19 日下午 16 点 20 分，钻头入土。回填土层中
有大量的砖块，钻机的顶进力最大达到 1000psi（3.3
吨）。由于资料提供的煤气管线深度与现场探测实
际深度有较大误差，因此施工人员决定改变施工方

20 日继续钻进，上午 10 点 30 分，钻机的顶进
力突然升高，达到了 1000psi（3.3 吨），钻头到了硬
层，旋转扭矩达到 1000psi（1500ftlb），1 分钟后穿过
硬层。后发现了大量铁屑堵塞了喷水口，清理了铁

图 3 威猛 D35x45 水平导向钻机

屑后继续钻进。下午 14 点 30 分，钻进位置到了主
路中间的绿化带，距钻机 80m。下午 16 点，泥浆罐

到了路南的绿化带，此处也是回填土，钻头改变方
向困难，11 点顶进了 3 根钻杆角度基本无变化。为

的蓄水位到了 2/3，工程师认为都是软土质，可以减
小水排量钻进。17 点，钻头按照预定的计划，在需要
对接的自来水管处距地面 3.5m 深处通过，此时为
了避开相距 10m 的燃气管线，要立刻把角度下调，
角度调节超过了每根钻杆 9%，而每根威猛 V-ROD

了能在预定的出土点出土，于是放慢速度，慢慢调
整钻头的角度，距离出土点 10m 处穿过了回填土
层，只顶进一根钻杆（3m）就纠正了方向。下午 18 点
30 分，钻头出土。时间总跨度 25 个小时，实际时间
约 7.5 小时。
4.2 回扩

钻杆的不能超过 7%的斜率变化，这对威猛 V-ROD
钻杆是一个冒险，
是一个考验。下午 17 点 20 分，
钻
头位置靠近燃气管线，此时为了安全考虑，放慢了
钻进速度。下午 17 点 40 分，
钻头从燃气下 4.5m 处
通过，按照预定的路径继续钻进。下午 18 点，钻头

10 月 21 日，开始回扩。考虑到是软土质，决定
分两次回扩一次清孔。第一次用 400mm 的回扩头，
扭矩维持在 1500psi（2250ftlb），回拖力小于 1000psi
（5 吨）。经过 2.5 个小时后，第一次回扩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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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导向和管线施工现场

第二次回扩采用 600mm 的回扩头，同样维持
在 1500psi（2250ftlb）的扭矩跟 5 吨以下的回拖力回
拖。经过了 3 小时，回扩成功。
第三次仍采用 600mm 的回扩头进行清孔。1 个
小时后，清孔完毕。
4.3 回拖
23 日，钻机挂上带 600mm 的回扩头和 160m 的
400PE 管开始回拖。拖管程中最大的扭矩不超过
1500psi （2250ftlb），最大回拖力不超过 1000psi（5
吨）。得益于威猛钻机的大扭矩，成孔的质量非常
好，由于现场注入的水流量过小，并没有用最大的
流量。经过了 3 个小时，回拖成功，至此，整个工程

完毕。威猛 D35x45 水平导向钻机的北京演示工程
也顺利完工。

5 结论
纵然施工前施工人员所得到的工地资料与具
体实际情况出现了比较大的差距，而现场施工条件
也并不完善，遇到过供水不足，流量不够，造成了在
导向过程中遇到不少困难，无可避免的延缓了工程
的竣工时间，惟凭着威猛 D35x45 水平导向钻机的
卓越性能和表现，设备扭矩极大和成孔质量非常
好，使工程得以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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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循环技术在水平定向穿越施工中的应用
杨国发
（天津世纪东大管道穿越工程有限公司）

摘

要：本文简略介绍了泥浆反循环工艺的原理，及其反循环工艺在非开挖水平定向穿越施工时，钻孔

清渣的过程和应用前景。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
反循环、
清渣

1 概述
目前，在水平定向穿越施工时，我们都是将冲
洗液通过水泵增压，由钻杆中心孔道，经导向钻头
（扩孔器）的喷咀，完成切割岩层，冷却钻头之后，携
带岩屑，从钻杆和孔壁的环形空间返回到地表。在
这种工作状态下，若使用牙轮钻头，为满足携带岩
屑，要求水流的上返流速，清水 0.6~0.8(米 / 秒)；泥
浆 0.4~0.6(米 / 秒)。冲洗液量的计算，一般可用下式
计算：
式中： —冲洗液量，
——
；
—上返液流流过的断面，；
——
—上返速度，
——
米 / 秒;
为了保证保持携带岩屑的流速，在现场工作
时，我们一般采取的方法是增加水泵供水量。为使
冲洗液多携带岩屑，可使用泥浆，提高冲洗液的悬
浮性能。这是我们所说的正循环。
随着生产、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水井、桩

成负压，这种负压能使管路产生抽吸作用。只要喷
嘴选择适当，可以产生负压值达 0.8~~0.9 个大气
压。这个负压值，
较水泵的有效吸水压力还高。射流
反循环采用的水泵，我们非开挖施工是用离心泵，
也可以是其它形式的泵。射流反循环时，带有岩屑
的液体不经过泵体，而泵唧送的液体是经过沉淀后
较清洁的液体。从而使泵壳和叶轮的磨损大为降
低，提高了泵的寿命。实际工作中发现，射流反循环
对管道密封要求不高，有少量空气进入后，不影响
抽吸作用，不会出现断流现象。

2 岩石地层穿越施工时反循环清渣
在 2009 年初曾经使用 25 吨钻机，ф75mm 的
钻杆在花岩地层 进 行施工。 那次 计划是 扩 孔到
ф450mm,拉 8хф110mm 的 PE 管。扩孔分 330mm
和 450mm 再次进行。穿越长度 90 米。实际施工时，

基、连续墙、煤矿井筒施工时，对钻井直径要求越来
越大，如何解决钻进中排除大量的岩屑就成为突出
的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开始使用泵吸、
气
举、射流反循环钻进的方法，成功的解决了这一难
题。通常的说反循环，是让冲洗液经过钻杆和钻孔
的环状空间，流到孔底携带岩屑后，由钻杆中返回
地表。
射流反循环：射流反循环的工作原理，是利用
高速的液流（清水或泥浆）经喷嘴射入循环管路，造

图 1 清渣水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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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大颗粒岩屑

图 3 小颗粒岩屑

第一次扩孔距入土点 20 米时，扩孔钻头后的钻杆
断了。当时，在发现后面钻杆不动处作了标记，继续

行联接。经实际使用，清上钻屑达 6、
7 立方米，
大于
40mm 的颗粒近十分之一，见图 2 和图 3 所示。保证

扩孔。完成一次扩孔，
在钻杆断点进行了开挖。看到
是牙轮扩孔钻头后带的一个，当分动器用的普通扩
孔钻头前后都有断了。看到这个断扩孔钻头和牙轮
钻头的的磨损情况，我认为若扩 450mm 的孔，由于
岩石太硬，钻杆强度不行，钻机扭矩也小了。只能清

了拉管成功。

孔、拉管了。使用泥浆清渣？钻渣粒径一定较大。这
样一来泥浆粘度要稠，废浆的处理量要增加。联想
到以前使用过冲击反循环，做过钻孔灌注桩，决定
使用清水反循环清渣，不再扩孔了，在现有 330mm
钻孔中，直接拉 300mmPE 管。
购置了一台 IS65-40-200 的离心泵、一台与水
泵配套的喷射泵，100 米吸水塑料管，加工了震动
筛、水箱、管前滤网，见图 1 所示。按反循环清渣进

3 应用前景
通过这次生产性实验，我认为反循环清渣工
艺，清孔干净，成本低，有利环境保护。以后可在以
下几个方面发展；
（1）开发在砂砾、河流石地层下套管时管内清
渣；
（2）在使用大于 127mm 钻杆的大型钻机，施工
全岩石工程时，建议开发应用全孔反循环清渣。
参考文献：
[1]《钻探工艺学》，地质出版社，198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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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定向钻穿越中的泥浆问题
严丽蓓
（中国石化管道储运分公司）

摘

要：在定向钻穿越工程中，泥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介绍了泥浆的作用、材料组成及性

能要求，
可为工程施工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
泥浆、
材料、
性能

1 前言
近几年来，中国石化长距离输油、输气管道建
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先后建成投产了一
批大口径管道工程。在这些管线的建设过程中，水
平定向钻作为一种非开挖穿越施工技术在穿越河
流、道路等障碍的施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影响
水平定向钻穿越施工成功率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泥
浆的合理配制和恰当使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尤其
是针对不同地层条件配制不同参数要求的泥浆几
乎对水平定向钻施工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
而，在方案准备阶段清楚地了解穿越地段的地层条
件，并根据地层条件的特点研究不同的泥浆配制方
案，
对确保穿越成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泥浆的作用
水平定向钻施工用泥浆的作用主要有四个：携
屑、
护壁、润滑、冷却。
（1）携屑（携带并悬浮钻屑）：泥浆的一个基本
功用，就是要把破碎的钻屑从孔底带到地面，以保
持钻孔的清洁。当接单根钻杆或临时停钻时，泥浆
又能把钻孔内的钻屑悬浮住，不致很快下沉，防止
出现沉砂卡钻，这就要求泥浆具有良好的流变性；
（2）护壁：在钻进过程中对已成的钻孔起稳定
孔壁的作用；
（3）润滑：在钻导向孔和管线回拖过程中泥浆
可以起到很好的润滑作用，在坚硬岩石地层扩孔时
其对扩孔器的润滑作用更加明显；

（4）冷却：在钻孔和扩孔过程中，泥浆还具有冷
却和冲洗钻头或扩孔器的作用；
另外，在采用泥浆马达钻进时，泥浆还具有为
泥浆马达提供动力的作用。

3 泥浆的材料组成
泥浆作用的发挥和泥浆材料的组成有很大关
系，因而，当需要突出某一方面作用时，就应该有针
对性地调整泥浆配料的成分。
一般来讲，水平定向钻用泥浆由三大部分材料
组成：
膨润土、泥浆添加剂和水。
3.1 膨润土
膨润土是一种矿物粘土，它是配制泥浆的主要
原料，有钠基和钙基之分，水平定向钻泥浆配制常
用的是钠基膨润土。泥浆配制时膨润土通过水化作
用形成具有一定粘度、且有良好保水性能和触变性
能的浆体，这是泥浆的主体。
膨润土有很多种类，但常用在泥浆配制的只有
四种：高岭石、伊利石、
蒙脱石和海泡石。
以高岭石和伊利石为主的膨润土分布较广、价
格便宜，是广泛应用的泥浆材料；以蒙脱石为主的
膨润土水化分散、吸附性能较好，是配置泥浆的优
质材料；海泡石族的棒状膨润土抗盐性能好、热稳
定性较高，
是配置盐水泥浆的好材料。
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膨润土是美国的怀俄明膨
润土，
我国的山东潍坊膨润土矿质量较好。
3.2 泥浆添加剂
泥浆添加剂是泥浆中添加的一种辅助材料，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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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为了改善泥浆某一方面的性能，因而根据用
途不同可以有很多种类，但总体上主要分为三大

其流变性以及失水和造壁性。
（1）流变性的控制参数主要是粘度、切力和触

类：无机处理剂、
有机处理剂、
表面活性剂。
（1）无机处理剂常用的有两种，纯碱（碳酸钠、
苏打）——
—能通过离子交换和沉淀作用使钙质粘土
变为钠质粘土，从而有效改善粘土的水化分散性
能，因此加入适量纯碱可使泥浆的失水下降，粘度、

变性能。
泥浆粘度对水平定向钻施工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①泥浆粘度高携屑能力强、不易漏失，但是在循
环泥浆过程中不易净化，泵的抽送阻力也大；② 泥

切力增大；烧碱（氢氧化钠）——
—烧碱是强碱，主要
用于控制泥浆的 PH 值。泥浆配制时水的 PH 值对
膨润土的分散有很大影响，这一点必须引起足够的
重视，一般应把水的 PH 值调整为呈弱碱性的 8～

浆粘度小易泵送和净化，但不利于保护孔壁。所以
不同情况下选用不同粘度的泥浆是很有必要的。
泥浆的切力是指静切应力，反映泥浆的携屑悬
浮性能。
泥浆的触变性是指搅拌后泥浆变稀 （切力降

10，因为膨润土本身为酸性材料，放入碱性淡水中
有利于膨润土的充分分散、熟化。PH 值太低，膨润
土分散性就差；PH 值也不能太高 （不宜超过 13），
否则会降低泥浆粘度和切力。无机处理剂一般都有
数量相当多的亲水基团，被粘土颗粒吸附后形成较

低），
静置后泥浆变稠（切力升高）的特性。水平定向
钻施工要求泥浆具有良好的触变性，在泥浆停止循
环时，切力能较快地变化到某个适当的数值，既有
利于钻屑悬浮，又不至于静置后重启时泵负荷过
高。

厚的水化膜，
从而有效改善泥浆的性能。
（2）有机处理剂：按其作用分为稀释剂（主要用
来控制泥浆的流动性）、降失水剂和增粘剂等。现场
常用的有机处理剂有：
（a）PAC－主要为降失水剂、有一定的增粘和润

（2）失水和造壁性是指泥浆渗透失水后形成的
造壁滤饼性能，理想的滤饼应该是薄而细致、韧性
好、能经受泥浆液流的冲刷。
不同的地层条件对泥浆的性能要求是不一样
的，因此，水平定向钻穿越施工前，一定要先对地质

滑作用；
（b）正电胶－主要作用是将膨润土的片状结构
转变为网状结构，增强携屑性能。
（3）表面活性剂：是一种能显著改变物体界面
性质（如界面张力）的物质。增加表面活性剂能改变

勘察资料进行认真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合理的
泥浆工艺方案。

钻具及孔壁泥饼的表面特性，使它们从原来的亲水
变为亲油，在没有加入油的情况下使其表面具有油
（碳氢链）的性质，有效防止卡钻和减少摩擦力。
3.3 水
水平定向钻穿越配制泥浆用水主要为淡水。

4 泥浆的主要性能控制
水平定向钻施工中对泥浆性能控制的重点是

5 结语
水平定向钻穿越施工中泥浆的配制是整个作
业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多年来一直被业内
人士所重视，但由于不同穿越地段地层条件的复杂
性和特殊性，以及泥浆材料选择的差异性，因此泥
浆配置问题需要我们从事相关工作的技术人员不
断地总结经验、摸索规律，从而促进水平定向钻施
工技术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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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技术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
黄迁辉 温俊涛
（新乡市永通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非开挖技术的特点及其优势，说明了非开挖技术在城市建设中起到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关键词：非开挖、城市建设、意义

随着社会文化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
们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对环境、能源、动力、信息
都有了高质量的需求，这种需求推动了城市现代化
建设。而在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的施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例如：电
力、通讯、数据信息传输电视、供热、供水、排水、燃
气等等；这些有形和无形的物理当量成倍提高，需
要传输的能量之大、
质量要求之高是空前的。因此，
不论是规划新市区的建设，还是旧城区的相关改
造，将传输各种能源动力介质的管道系统、电线电
缆系统与相关建设项目进行配套改造或安装，是现
在城市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保证城市市容环境的整洁和城市地表面
更加有效的利用，将各种能源动力介质的传输管线
设施、信息的传输设施埋设在地下是当前城市市政
建设中采取的主要方式，这些设施统统的利用地下
空间敷设安装，既充分利用了地下空间的地理资
源，又节约了地面上的空间面积，同时整洁、优化、
美化了地面上的建筑环境，有利于城市建设的规划
和环境的美化。
城市非开挖技术在世界上已经经历了 100 年的
历史，
而在中国却处于一种起步应用阶段。随着城市
经济的不断发展，
非开挖技术越来越显示其优越性，
并广泛地被人们认识和接受。我国很多大中城市均
采用此技术，
发挥了非开挖技术的独特作用。

1 非开挖施工的优点
道路开挖施工不仅给周围的居民生活带来一

定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给商业以及交通带来更大
的影响。
非开挖施工的优点主要有：
（1）对交通干扰最小；
（2）对周围房景的损坏减少；
（3）全年可施工，施工安全，效率高；
（4）社会效率高，且综合成本底，工时少；
（5）导向施工时，深度位置可以有导向仪测量，
并根据设计轨迹进行校正调整。
（6）有利于城市建设的整体规划和工程建设的
最佳设计，有利于提高城市现代化规划设计和建设
水平

2 非开挖技术的主要施工方法
目前，世界各国主要城市均不再使用传统开挖
铺管和换管施工技术，取而代之的是非开挖技术，
特别是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均不允许开挖城市路
面，完全采取非开挖铺换管道。非开挖行业为高新
技术行业，通常所采用的几项非开挖新技术有水平
定向钻进法、爆（裂）管法、微型隧道法、顶管法和螺
旋钻进法。国外运用上述非开挖技术进行城市铺设
或更换管道，使用者要向施工工艺发明者（组织）支
付一定的专利技术使用费。同时，对使用者在使用
过程中诸如泥浆回收等都有严格的规定。
2.1 水平定向钻进法
施工长度为 15-1800 米，管径 25-1200 毫米。
主要应用于市政工程、管道设施、下水管道、压力管
道等的施工。定向钻拉管是采用定向钻机在地下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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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位置钻孔、扩孔后，钻机再将管材从钻好的孔
洞中拉出，可以单根拉和多根集束拉。该工艺施工

度慢，工程造价较高。由于是采取先挖土方后顶管，
对地下土层结构质地要求高，只适应粘土和一般性

速度快、定位精度高，是目前城市建设中管线穿越
安装采用最多的工艺。该工艺适应的管材是钢管、
PE 管、聚氯乙烯管、多孔梅花管等。其一般应用于
城市污水管道、给水管道、燃气输送管道、采暖管道
护管、其它一些工业气体、液体的输送管道、
220kV

沙土地层，沙层或流沙层容易产生流空或塌方，安
全保障性不好。
2.5 螺旋钻进法
主要应用于短距离、小口径管道的管道施工，
施工长度在 12-150 米，管径为 200-1500 毫米。在

及以下电力电缆、光缆、电话电缆、广播电视传输电
缆，以及其它数据信号的传输缆线的护管通道等。
2.2 爆（裂）管法
又称胀管法。主要应用于压力管道的更换和下

城市建设中，尤其是在上下水管道、煤气管的支管、
电力、通信等管线中，螺旋钻进法被大量应用于小
口径（直径小于 800 毫米）施工。此项管道非开挖施
工技术在发达国家起步较早，技术也比较成熟，已

水道的更换。施工长度在 100-900 米，管道直径
70-1060 毫米，爆管法施工工艺过程又分“固定裂管
工艺”和“气动工法”
，通常采用此工艺在距离地面
1-2 米处，
管径在 200-350 毫米，要比开挖节约成本
10%-50%；在距离地面 6 米以下，管径 800 毫米，要

得到广泛应用。
2.6 夯锤夯管法
采用压缩空气和专用夯管锤，将设计管线打入
预定位置。定向精度稍劣于液压顶管工艺，施工速
度优于液压顶管作业，对地下土、沙层的适应性较

节约工程成本 20%-25%。此工艺在西方国家普通
采用。
2.3 微型隧道法
主要应用于下水道、天然气主管道的安装，施
工长度为 25-225 米，管径为 250-3050 毫米。在美

广。由于采取的是先将管材夯入地层后，再从管道
中向外排运渣土，所以施工安全系数高，适应直径
600～2000 毫米的大口径钢管作业。

国，微型隧道工法被定义为一种遥控、激光导向的
顶管方法。顶管过程中，
不需进人工作，由于这种方
法可用于铺设任何尺寸的管道，因此没有人为的尺
寸限制。
2.4 顶管法

新乡市永通管道工程有限公司是一个专门从
事非开挖施工的企业。2002 年，我公司率先在中原
地区新乡市使用非开挖技术完成联合管线的穿越。

主要应用于大型下水道和压力管道的安装，施
工长度可达 490 米，管径在 1060-3050 毫米之间。
利用液压顶管机将需要安装的管材顶入设计位置，
一般是大口径的水泥管、钢管，其用途是城市大口
径污水管道、其它介质输送管线的护管通道、缆线
的护管通道等。它施工定向精度较高，但是施工速

3 非开挖技术的应用实践

公司成立到现在先后完成：南干道 12 孔 1 联合管
线，辉县市城区 12 公里燃气管道，新乡市城区加小
店开发区 15 公里燃气管道，并成功穿越新乡市共
产主义渠和共产主义大堤；完成电力、交通设施等
等管道上百公里。工程优良率 100%。取得了良好的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些充分表明非开挖技术的
应用为城市社会和经济发展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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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污水管道穿越工程纪实
王前奎
（浙江神力通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

摘

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上虞污水管道穿越工程概况。

关键词：非开挖、
穿越、
纪实

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建成
区、规划建设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做为城市基础设

质量安全第一，确保工期的前提下，工程技术人员
设计出 1389 米DN630 钢管轴线轨迹输入控向系

施之一的市政配套管道设施的建设在不断完善、不
断发展；并且随着国家对建设项目环保要求的提高
和人民群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对城市市政配套管道
设施建设中技术性、环保性、安全性、经济性的要求
日益提高。

统，在地下土质极为复杂的地质情况下，使整个工
程中的管道在地下 9 米深度行走 15 个小时，于次
日凌晨 5 点管道按设计轨迹缓缓露出地面，顺利完
成本次穿越工程，全体技术、施工人员夜以继日废
寝忘食奋战在施工现场，整个工程他们克服许多困

为了适应和满足新形势下的要求，浙江省上虞
市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根据本地地下土质情况并
结合市政管线的施工质量、降低施工难度、减少施
工费用、提高施工速 度决 定应用 非开 挖施 工技

难，攻克了一个接一个的非开挖技术难题，赢着初
升的太阳露出了成功后的微笑！他们是浙江神力通
管道工程有限公司的一支具有实战经验的穿越队
伍。我们永远记住你们的微笑！

术——
—水平定向钻法，对上虞市谢塘泵站至 4# 泵
站排污管道 DN630，1389 米
钢管实施定向穿越工程，承
接这次施工的单位是浙江神
力通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随着工程的承接，浙江
神力通管道工程有限公司调
集本公司精干技术人员，对
该工程的前期技术性及地下
地质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
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施工发案
并报业主同意，决定采用
ZT—220 非 开 挖 敷 管 钻 机 ，
同时引进国际最先进的 SST
地磁控向系统进行施工，时
至 2010 年春节即将来临，在
图 1 采用 ZT—220 钻机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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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非开挖技术在泰安的应用
侯新平 1 刘琦华 2
（1.泰山学院建筑与机械工程系，
山东泰安；2.山东科技大学泰安校区资源与土木工程系，山东泰安）

摘

要：本文在对非开挖技术的概念和优势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结合泰安当前实际提出了
“合理利用非

开挖技术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泰安的进一步发展”
的结论。
关键词：非开挖技术、
环境友好、应用

1 前言
非开挖技术是指利用岩土钻掘的技术手段，在
地表以最少的开挖量或不需开挖的条件下敷设、更
换或修复各种地下管线的一种施工新技术。它可广
泛用于各类管线穿越高速公路、铁路、建筑物、河
流、湖泊，以及在市区、古迹保护区、农作物或植被
保护区等进行污水、自来水、煤气、电力、电讯、石
油、天然气等地下管线的施工。该技术属于土木建
筑科学技术地下工程领域，与市政工程、工程机械、
钻井技术与装备、物探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专业
学科领域交叉，是地下管线施工的一次技术革命，
并且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得到
世界各国的极大重视和应用，使其成为企业参与、
政府支持、社会提倡的一个新的应用技术领域，是
城市建设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标志。自 20 世纪 90 年
代中期以来，该技术进入中国市场，并以每年 40%
的速度快速增长，特别是在北京、上海和天津地区，
非开挖技术的运用更是如火如荼[1]。

2 非开挖技术相对于开挖施工技术的
优势
与开挖施工技术相比，非开挖施工技术的主要
优势如下：
（1）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施工时不影响交通、
不破坏环境、不干扰地面设施中人们的正常生活与
工作秩序，能够提高城市综合形象[2]。
（2）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在相同情况下，非开

挖施工的综合成本均低于开挖施工，而且管径和埋
深越大时越明显。部分非开挖施工方法的直接成本
甚至低于开挖法施工。当工程遇地上拆迁或管线修
复时非开挖的优势更加突出。
（3）具有较快的施工速度。一千米管线敷设传
统开挖需要用一个月，非开挖仅一到两周，大大提
高了施工速度。
（4）具有较广的适用条件。可用于传统的开挖
施工法所不允许进行开挖施工的场合，如河流、湖
泊、交通干线、重要建筑物、重要道路等，选择工程
量最小的地点用非开挖技术从其下方穿越敷设管
线即可较少不必要的损失。
（5）可高精度地控制管线的埋深和敷设方向。
该技术可以绕过未曾发现的地下障碍，如巨石或地
下构筑物等。

3 非开挖技术在泰安的应用
（1）
“建设经济文化强市、打造国际旅游名城”
的奋斗目标所需。
“创城”工作开展以来，泰安市策划了一批重点
建设工程，比如环山路以及旅游经济开发区、大汶
河综合开发区、京沪高铁泰安站新区三个新片区开
发建设工程等。另外，依据泰安市城市总体规划，
“两轴（历史文化轴和时代发展轴）、两带（环山景观
带和泮河风光带）、七湖九河（以天平湖、碧霞湖、东
湖、南湖、泮河、奈河、梳洗河等为主的城市水系）”
的城市空间特色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实现。
以上建设工程的实施如果采用传统的开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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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敷设地下管道会严重破坏城市的生态环境，进而
影响人文环境，导致或正在导致大规模拆迁、环境

“创城”工作增砖添瓦，进而提高泰安的城市先进文
明水平以及相关企业的技术含量。

污染、交通阻塞以及大面积的绿地破坏，大大增加
了城市运营的成本。为了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如
果能够不开挖地面，就可以穿越公路、铁路、河流，
甚至能在建筑物底下穿过，则是一种安全有效地进
行环境保护的施工方法，该方法所需的技术即为非

（2）建议成立非开挖技术行业协会。虽然非开
挖技术已经被建设部推广应用并被采用多年，但是
目前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规范，每个企业只能根据
自己的实力和经验，制订施工方案，采用不同的施
工方法。缺乏规范已经成为推广非开挖技术的一个

开挖技术。
该技术的实施可以让动力电缆、宽频网、光纤
网等通讯电缆的敷设方便快捷，并且由于不开挖地
面，被敷设管道的上部土层未经扰动，管道的管节

重要障碍。因此，
建议成立非开挖技术行业协会，并
充分发挥其作用，协助政府组织制定非开挖技术相
关规划、计划、标准、施工招标办法等，配合行政主
管部门，加强行业管理，做好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端不易产生段差变形，其寿命亦大于开挖法埋管。
如果遇到名胜古迹或其他不可动工业民用建筑，采
用房下非开挖技术能节约一大笔征地拆迁费用，减
少动迁用房，缩短管线长度，具有很大经济效益，同
时也为“创城”
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方便与快捷。

技术服务等工作，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保证非开
挖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的安全性、可靠性，使其技术
健康有序的发展。
（3）重视相关理论研究。非开挖技术的应用势
在必行，但是还有很多技术理论尚未完善，比如岩

（2）泰安燃气管道的敷设任务任重道远。
2009 年，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西气东输山东天
然气管网工程已经在泰安开工，据悉，2010 年泰安
市将成为山东省最大天然气输配中心。
敷设新管道时，必须要考虑目前的道路状况，

石破碎机理与岩石破碎力学的研究；数学模型、求
解模型、
分析模型的建立等。
（4）加强非开挖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以及施工
队伍的素质培养，从另一个角度促进非开挖技术的
发展。

借助于科技手段，才能确保施工安全和燃气管网的
正常运行从而能够保证正常的城市活动。这一任务
任重而道远。
随着西气东输管道敷设项目在全国相关城市
的不断推进，非开挖设备的应用越来越普遍，非开
挖方式在施工效率和施工能力方面的优越性也不
断得到肯定。

4 几点建议
（1）非开挖技术的应用是现代城市管理者管理
水平的标志之一，因此建议各级领导将非开挖技术
应用纳入管线建设、规划、设计和施工实施，从而为

5 结束语
非开挖技术虽然是在国内刚起步，但是其优越
性已经越来越得到肯定，因此，在泰安努力“创城”
之际，合理利用非开挖技术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泰
安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 傅思峰等，浅谈我国非开挖技术发展[J]，非开挖
技术：
2006(2-3):21-22.
[2] 关于加快推广非开挖技术应用的建议，[EB/OL].
http://www.bjzx.gov.cn/meet2008/ta/070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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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我国非开挖技术发展
杨新强 黄迁辉 温俊涛
（新乡市永通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摘

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我国非开挖技术的发展现状，
以及在我国中原地区的事情概况。

关键词：
非开挖、
发展、
应用

非开挖技术是指利用各种岩土钻掘设备和技
术手段，在地表不开挖沟槽的条件下，铺设、更换或

到最低。非开挖技术在老城区应尽量展示，它的技
术优势，我们的非开挖管道如同穿山甲，非开挖管

修复地下管道、电缆、电线等公用设施不影响任何
交通和设施运行，做到最小限度地扰民碍市。
1900 年美国采用顶管法成功地实现了非开挖
铺设管线的技术突破。非开挖技术经历 60 年的发
展，先后发明了螺旋钻进法和冲击矛法技术。1970

道钻进具有穿山甲般的能力，让你在铺设管道、管
线遇到建筑物等障碍时能够轻松跨越。
非开挖施工技术作为一个整体、可提供技术、
设备及经济上可行的解决广泛工程问题的方案。随
着现代文明意识和环保意识的逐渐加强，开挖路面

年美国加洲人率先使用“水平导向钻进法”穿过河
流铺设第一条采用此技术的管道，成为创立“水平
导向钻进法”的第一人。由于他经常到全美各地推
广此技术。因此，
“水平导向钻进法”成为非开挖施

进行地下管线施工导致的社会问题、交通问题和环
境污染等问题已越来越爱到人们的关注。近年来，
城市限制开挖施工的陆续出台，其适用面将逐渐扩
大，这对非开挖技术的推广应用无疑产生极大的推

工所普遍采用的施工工艺。随着非开挖技术的不断
成熟，人们又针对不同的管网情况，于 1980 年发明
了“胀管法”
（爆管法），此技术随后也逐步推行开
来。目前，
世界非开挖技术和设备已经成熟，
针对不
同的地质条件和环境可采取不同的施工工艺。近几
年,我国加快了城市建设的步伐，很多大中城市明文
规定，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 5 年
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 3 年内不得挖掘。给城
市非开挖施工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该技术进入中国市

动作用。国务院于 1996 年 10 月 1 日公布《城市道
路管理条例》规定：为了保护城市道路，减少由于地
下管线施工导致的交通堵塞，对新建道路 5 年风不
准开挖；
修复道路 3 年内不准开挖。随着中原崛起，
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这无
疑为非开挖技术创造了良好的环境。而作为一项绿
色环保友好的工程技术，非开挖技术在这一发展战
略中必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场，并以每年 40%的速度快速增长，特别是在北京、
上海和天津地区，非开挖技术的运用更是如火如
荼。

1 中原的非开挖发展设想
河南省郑州市在中原崛起的号召下：在老城区
的旧城改造中，需要铺设许多管道、管线，应用非开
挖技术能节约大量成本、时间，对环境交通影响降

2 我国的非开挖技术现状
自九十年代自主研制创业期以来，我国的非挖
技术产业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和发展。可以这样说，
在经历了近十年的科技信息传播、宣传后，我国自
己的非开挖技术产业，经历了初期的立项研制、工
程示范、市场培育后，目前可以说一个新的产业维
形已初步形成。其标志是：
（1）建立了自己的装备设计、研制基地，并开发
出一定数量和规格的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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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初具全方位研制、开发各类主要施工装备
的能力。

和环境的巨大压力，为确保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加大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力度，将城市相

（3）拥现了一批以非开挖管线工程施工为主的
专业化工程施工公司。
（4） 已初步涉足于非开挖管线工程的各个领
域。
（5）人才培养、培训工作加速展开。

关的基础设施建造在地下，已成为未来城镇建设的
重要发展方向之一，而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城市各
类管网的地下化和城市交通的立体化。
此外还应看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推动下，人
们追求和渴望生活质量的提高。而生活质量的内涵

为满足非开挖技术产业的建立，人才是根本的
观点已为人们所共知。目前以原地矿部所属的武
汉、长春和成都几所高校均已开设了非开挖技术方
面的课程，而且中国地质大学还专门编印了有关的

包括物质丰富、教育水平、安全保障和环境好坏等
诸多要素。其中城镇地下管线的人均占有量及其运
行状况就是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好坏的重要因素之
一。基于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大了地下管网建

专著《非开挖铺设地下管线施工技术与实践》，非挖
技术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颜纯文出版了专著《非开挖
地下管线施工技术及其应用》。这为专门人材的培
养提供了参考教材。此外，专业委员会已举办过多
期定向钻进技术培训班，并发放了培训证。今后本

设的投入力度，使各类管道的数量以很高的速度增
长。
值得一提的是，科技部已将非开挖技术列入
“十五”计划的 863 高技术项目并将投入约一亿元
人民币的资金（国家投入 3 千万元、企业投入 6 千

专业委员会将继续加强非开挖技术的培训工作，以
满足工程市场对专业人材的需求。

万元）来研究开发非开挖技术设备，这必将进一步
推动我国非开挖技术事业的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我国地下管线增长速度
虽高，但我国人均管道的占有量还远远低于西方发
达国家，因而作为城市管网地下化重要的技术手段

3 发展趋势
进入新的世纪后，世界城市化进程也将加快，
城市化趋势已不可逆转。各国政府面对人口、资源

，非开挖技术的应用前景是极为广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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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隧道与矿山法隧道接合部施工工艺
张二海 洪 健

吴文涛

（铁科院（北京）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深圳 518034）

摘

要：深圳地铁 2 号线蛇海区间采用盾构法 + 矿山法施工，
但由于受地层及周边环境的限制，隧道接

合部难以按原设计进行施工。经过研究比对，
实际施工时采用了一种新的施工工艺，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可
供类似工程参考[1,3]。
关键词：
盾构隧道、
矿山法隧道、
接合部、
施工技术

1 概述
深圳地铁2 号线蛇口客运港～海上世界站区间
隧道采用盾构法 + 矿山法施工，矿山法隧道先行开
挖，挖至设计里程后，由盾构机从相对方向掘进，在
设计里程对接，然后空推管片通过已完成初支的矿
山法隧道，实现整个隧道的贯通。其中盾构区间里
程为 DK2+798～DK3+235.35，左线长 439.768m，右
线长 437.35m。矿山法隧道左、右线设计长度均为
155m，但由于地层原因，矿山法隧道开挖提前终止，
原设计交界里程也相应从 Z (Y)DK3+235.35 变为 Z
(Y)DK3+245.5，
区间隧道平面布置图如图 1 所示。

图 1 区间隧道平面布置图

从图 1 可以看出，盾构隧道和矿山法隧道右线
的接合部位于太子路和人行道上，左线接合部位于
太子路上。右线人行道地下埋设有电力、燃气等众
多管线，太子路为双向四车道，通行车辆多，交通繁

忙。因此，地面不具备占道、封路条件，难以为地面
加固提供施工场地。
根据矿山法隧道开挖断面揭露的地层，接合部
隧道顶部为砾质粘土层和全风化岩层，上半断面为
全、强风化岩层，下半断面为强、中微风化岩层，属
松散地层，且地下水丰富。

2 接合部加固方案比选
鉴于盾构隧道和矿山法隧道接合部的地层情
况，盾构机在矿山法左、右线终止里程处出洞时，盾
体和地层间的摩擦力会将盾体上部的土体带出，发
生涌水、涌泥等情况，轻则造成地面塌陷，重则有可
能导致盾构机被埋。因此，为确保盾构机的出洞安
全，必须对接合部进行加固处理。
2.1 原设计加固方案
按照原设计方案，矿山法到达终止里程后，需
要施作Ⅲ型扩大 断面 ，即拱 顶和 底板分 别外 扩
450mm 和 550 mm，然后模筑砼环框梁，且预埋环形
钢板，见图 2。断面先采用 30cm 厚 C25 喷射砼封
堵，然后再施工 1m 厚 C30 砼封堵墙。封堵墙在矿山
法一侧设置 Φ12@200×200 钢筋网，钢筋不锚入环
框梁（待盾构顶上封堵墙后再凿除钢筋网）。盾构机
到达Ⅲ型衬砌断面前，在模筑混凝土环框梁后侧加
临时方木撑。
此外，设计要求在封堵墙盾构法一侧隧道纵向
4m，外轮廓外 3m 范围内采用洞内注浆加固，以保
证盾构到达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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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该设计方案难以实施，
具体原因如下：
（1）地面无加固条件，洞内加固质量难以保证。
根据矿山法隧道施工经验，隧道拱顶和断面为砾质
粘性土和强风化花岗岩地层，注浆浆液难以扩散，
无论采取小导管注浆、袖阀管注浆或是深孔注浆均
无法保证注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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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进行全断面回填，回填长度 9m（略大于盾构机
的盾体长度），如图 3 所示。后期盾构机对接矿山法
隧道，
慢速掘进砼出洞（要求断面均匀、
强度低）。

图 3 盾构隧道和矿山法隧道接合部实际施工纵剖面图

（3）隧道顶部在回填前，采用植筋、挂网处理，
并且预埋注浆管。由于完成初支的矿山法隧道净空
为 Φ6.7m，盾构刀盘为 Φ6.28m，所以，初支和盾构
图 2 盾构隧道和矿山法隧道接合部原设计纵剖面图

（2）矿山法隧道采用上、下台阶开挖，上台阶预
留有核心土，接合部地层差且渗水大。如果洞内加
固质量不能保证，则不允许在终止里程处形成垂直
面，如强行挖除核心土，将可能导致掌子面土体失
稳，造成塌方，使原设计的钢筋砼环梁、预埋环形钢
板和砼封堵墙均无法施工。
（3）从矿山法隧道标准断面向扩大断面（Ⅲ型）
属于小断面向大断面的外挑扩大施工，考虑到接合
部地层情况及对应的地面环境，施工存在较大的风
险。
综上所述，原设计方案不适合接合部的实际施
工情况，需寻求一种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2.2 实际加固方案
2.2.1 方案的确定
经过施工单位内部盾构专家论证，并广泛征求
其它经验丰富的同行意见，最终确定的加固方案如
下：
（1）矿山法隧道上、下台阶在终止里程处封闭
后，保证台阶长度不小于 3m，且上台阶预留核心
土，尽量保证下台阶隧道断面内有部分中风化花岗
岩（抗压强度较低）。
（2）从上台阶终止里程开始，采用 C15 砼（豆

之间有 210mm 厚的素砼，顶部会产生脱落，需要对
拱顶 120°范围内进行 Φ8 植筋，并且挂单层钢筋
网处理；植筋长度为 15cm，锚入初支 5cm，外露
10cm，间距 30cm，单层钢筋网与其焊接，如图 4 所
示。砼回填后，隧道拱顶可能有空洞，
所以预先在隧
道拱顶预埋 2 根 Φ20mm 橡胶管，再进行注浆封
堵。
该方案的优点主要体现在：①盾构出洞时，盾
构机上部有初期支护，不会因摩擦力而导致上部土
体塌陷及隧道坍塌；②避免了小断面向大断面的外
扩，取消了钢筋砼环框梁和预埋环状钢板，大大减
小了施工风险，
确保了施工安全。
2.2.2 施工注意事项
（1）由于回填砼使用的地泵放置在隧道洞口地
面，距离回填处较远，所以，浇注前应检查好设备以
及输送管道的接口，防止发生堵管。
（2）完成初支的矿山法隧道直径为 6.7m，所以
不宜一次立模，
应立 2～3 层模板分台阶浇注。
（3）网片施工前，应在隧道拱顶预先埋设好注
浆管，
以确保砼回填后拱顶注浆密实。
（4）提前对隧道进行净空测量，并量测、记录盾
构与矿山法交界处断面的实际中线坐标和拱顶标
高，为盾构提供精确数据，确保后期盾构的顺利对

90

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10 年 4 月

参考文献：
[1] 黄德中，盾构法与矿山法相结合施工技术，地下
工程与隧道，2005，(2)：29-32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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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接合部加固施工工艺。目前，盾构机已从矿山
法隧道成功出洞，区间隧道全线顺利贯通，证明该
方案切实可行，可为今后类似工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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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Technique of Joint Section between Shield-driven
Tunnel and Mined Tunnel
Zhang Erhai Hong Jian Wu Wentao
(Beijing Engineering Consulting Ltd., China Academy of Railway Sciences)

Abstract: Shield-driven method is adop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he-Hai metro running of Shenzhen metro
line 2 combined with mining method. Due to geological condition and restriction of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t’s of
great difficulty to follow the construction procedures of joint section between shield-driven tunnel and mined tunnel
based on original design. Thus, a new alternative construction technique is adopted to solve the problem through careful study and comparison of various schedules, which could provide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jects in the future[2].
Key words: Shield-driven Tunnel, Mined Tunnel, Joint Sect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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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电业局 φ2000 泥水平衡法岩石
顶管机的顶管新技术施工获得成功
陈晓辉 1 林高珊 2

陈勇 3

（1．厦门电业局基建部；2．厦门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福建省东辰岩土基础工程公司厦门（顶管）分公司）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成功使用泥水平衡法穿越厦门文曾路在岩石中曲线顶管的施工概况。

关键词：非开挖、泥水平衡、
顶管

2009 年 12 月 20 日由厦门电力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总包，福建省东辰岩土基础工程公司厦门（顶
管）分公司承建的“110kv 半曾Ⅱ回、半将Ⅱ回、半鸿
Ⅱ回开断进金榜变线路工程”横穿文曾路采用先进
的“泥水平衡法”在“岩石中曲线顶管”施工顺利贯
通。这标志着厦门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复杂地
质条件下的顶管施工工艺技术创新上又一次取得
了重大突破，并填补了我省同行中的一项空白。该
工程位于厦门市区文曾路 308 油库附近，由于新建
道路和市区建筑密集，设计部门（厦门集详电力勘
察设计有限公司）经详细勘察、调研后决定采用“泥
水平衡法岩石掘进机”施工，顶管长度 183m，管顶
复土 4.8m，管径 φ2000 砼管，为有效避开建筑物基
础采用曲线顶进曲率半径 R196m，设一座工井、一
座接收井，设计顶推力 1200T。地质报告探明，该地
段为山体边坡有回填、抛石、杂填石、碎块状强风化
花岗岩、中风化花岗岩、微风化花岗岩，局部地段有
花岗岩独石，硬度 20—70MPa，其中回填中还有建
筑遗留物等存在，给泥水平衡施工带来了极大的难
度。在这种情况下，局分管基建领导亲自组织：局基
建工程部、厦门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东辰厦门
（顶管）分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并邀请了中国非开
挖协会、中美非开挖研究所、中国地大（武汉）多位
专家，通过多方论证和计划，最终选择采用“泥水平
衡法”顶管施工工艺组织施工，掘进机由“镇江安达
非开挖机械有限公司”提供。施工过程中东辰公司
在“深孔地质钻探断层钻进泥浆配比”的启发下研
发调整了泥浆配比，克服了在回填层、抛石层和杂
填层、中地层不密实，反浆困难这一难题，为“泥水

平衡法”通过回填层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由于泥浆
在不同地层采用不同的配比，在通过碎块状强风化
花岗岩时发挥了有效作用，创造了我国同行业在同
样的地质中日进尺 17.2m（24 小时）新记录。为有效
地解决“泥水平衡法”的泥浆循环对市区的污染问
题，该工程在全省同行业中率先将公路、桥、梁基础
使用的国内生产的“泥水分离机”应用到顶管行业，
并获得了成功，有效的解决了因市区污染而制约工
期问题。
“泥水平衡法”工艺原理：在顶管施工过程中，
以含有一定量的粘土（泥浆）将一定相对密度的浆
液充满掘进顶的泥水舱，并注入一定的压力（压力
大小根据地层而定）以平衡地下水压力和土压力的
一种顶管施工方法（它具有较强度的破碎和二级破
碎能力）。掘进机利用工作坑内的主顶千斤顶及管
道中的中继间的推力，将管道随掘进机后从工作坑
内穿过地层一直排到接收坑，将紧随掘进机后的砼
管埋设在两坑中间。
采用
“泥水平衡法
“在岩石中将 φ2000mm 砼管
进行曲线顶进在我省尚属首次，在如此强度和复杂
的地层中获得了成功，这也标志着我国的顶管行业
也逐步走向成熟和普及，并与发达国家的顶管行业
的差距也越来越小。该工程用我国自产的
“岩石掘进
机”在中风化岩层中创造了日进（24 小时）17.2m 的
记录，这对机头的刀具为今后研发赶超发达国家水
平提供了可靠的数据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采用新
工艺施工的该工程质量、工期、进度、安全均达到预
期的效果，
得到了市重点办、
建设局、质检办、
国家电
网、
省电网公司、
业主和监理部门的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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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管道翻衬修复技术用树脂的研究
于金龙

张淑洁

王 瑞

巫丽英

（天津工业大学 纺织学院，
天津 300160）

摘

要：
本课题针对非开挖管道翻衬修复技术用树脂进行了设计，根据管状织物织造工艺、翻衬修复管

道工艺对树脂的要求，及 DSC 扫描结果、等温和动态黏度变化试验的实验结果进行分析，选择合理树脂的
配方；
通过手糊方法使得涂层织物与树脂体系进行复合，对聚氨酯树脂与织物和金属粘结机理进行分析，并
对树脂体系与金属粘结强度进行测试，确定聚氨酯树脂与金属管壁粘结性能，为今后将非开挖管道翻衬修
复技术应用到具体施工时，
选择合适的树脂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方案。
关键词：
翻衬修复技术、
聚氨酯树脂、
配方、
固化工艺

随着城市基础设备的老化出现，城市给排水，
燃气等管道系统也像其它年久的结构一样，受到破
坏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管道的更换不仅费用巨大，
同时会带来环境问题、交通问题和社会问题，采用

物，固化后提高管状纺织复合材料刚度与强度的作
用；其次，必须达到将管状纺织复合材料与待修复
的管道粘结在一起的作用。并且当采用翻转法利用
气压或水压使管状内衬材料翻转紧贴在原管道内

管道非开挖管状翻衬修复技术（CIPP）对现有管道
进行改造具有更加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
管状纺织复合材料的增强体一般是采用化纤长
丝或者纱线织造而成的管状织物然后再与树脂等材
料进行复合而成管状复合材料[2]。复合材料按结构可
分为三部分，
分别是树脂层、
管状织物、防渗膜，树脂
层的位置如图 1 所示，树脂层将管状织物和管壁粘

壁时，部分树脂被挤压到管道的孔隙与裂缝处，能
够实现增强与修复的效果。
管径较大的排水管道、给水管道，管道材质一
般为铸铁、钢和混凝土，如果存在腐蚀损坏而需要
加固时，一般选用热固性树脂，灌浸有热固性树脂
的管状纺织内衬材料翻衬于旧管道后，树脂经固化
后可以增加纺织内衬管的刚度和强度。日本、德国、

结在一起。目前非开挖管道翻衬修复技术在国内仍
处于起步阶段，
离成熟仍有很大差距。国内研究的树
脂与国外树脂相比凝胶时间短、粘结强度小、
品种单
[3]
一，而且国内还没有统一的标准、规范 。为了保证
CIPP 技术成功修复管道，保证施工顺利进行，并且

美国等国家的 CIPP 技术中，缝合或粘合非织造布
制作的管状纺织复合材料常用的树脂以环氧、不饱
和聚酯、酚醛三大类树脂为主。国内自主制作的管
状纺织复合材料大多以缝合非织造布作增强体，选
用的树脂主要是环氧树脂和不饱和聚酯树脂[4]。

保证修复后后的管道的使用寿命，
必须对 CIPP 技术
使用树脂进行研究。只有针对具体施工情况合理选
用树脂、确定树脂固化工艺、树脂粘结性能，才能保
证 CIPP 技术成功应用到具体生产实践。

管径较小的燃气管道、电力电缆、电信电缆和
工业管道，材质一般为钢、铸铁管、聚氯乙烯塑料，
当管道的性能出现缺陷，但其材料还有利用价值，
仅仅是由于局部的泄露造成管道的整体运营失效，
各项强度指标非常完好，这时一般选用硬度介于橡

1 CIPP 技术对树脂的要求
CIPP 技术采用的树脂首先应具有浸透管状织

胶与塑料之间的聚氨酯树脂。德国、比利时等国家
CIPP 技术中选用机织或针织方法制作一次成型管

作者简介：
于金龙，
男，
1987 年出生，天津北辰人，天津工业大学本科在读，纺织工程专业。本论文得到以下项目的资助：基

金项目
“天津市应用基础及前沿技术研究计划”
（08JCYBJC11400）“
、天津市高等学校科技发展基金计划项目”
（ZD2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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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织物，树脂采用粘结性能优异的聚氨酯树脂。
在 CIPP 技术中，待修复管道情况、管状纺织内
衬材料制作方法与翻衬工艺等条件都会影响树脂
的选择，由于试验条件和时间的限制，本文主要针
对采用机织管状织物增强的管状纺织复合材料修
复燃气管道需要的树脂进行开发研究，在 CIPP 技
术中，需要选择黏度较大的树脂，一般要求黏度在
1.5Pa.s～2.5Pa.s，低于 1.5Pa.s，树脂黏度不够，管状
织物本身又比较薄，翻衬时携带树脂量小，会出现
树脂流淌现象，且树脂分布不匀，会造成管状纺织
复合材料起泡 甚至塌落的 情况。树脂 黏 度高于

试验采用的原料为聚氨酯树脂主剂（天津合成
材料研究所），固化剂 PAPI（天津合成材料研究所）,

2.5Pa.s，会造成树脂浸渍织物困难，而且管状纺织复
合材料容易粘连，给翻衬施工造成困难。翻衬修复
管道工艺分为升温固化工艺和常温固化工艺。升温
固化工艺要求树脂在室温（25℃左右）储存 2～4h，
固化温度 70～80℃，凝胶固化时间小于 6h。常温固

表 1 聚氨酯树脂配方

化工艺要求树脂室温（25℃左右）储存 1～2h，固化
温度 25℃左右，凝胶固化时间小于 6h[5]。聚氨酯树
脂作粘结剂除粘结力高外还具有良好的耐磨、耐
水、耐油、耐溶剂、耐化学药品、耐臭氧及耐细菌等
性能，而且预聚体型聚氨酯树脂黏度高，因此选用
预聚体型聚氨酯树脂作为 CIPP 技术用树脂，且是
双组分预聚体型聚氨酯树脂，一种组分是主剂，它
是多羟基化合物或羟基封端的聚氨酯预聚体；另一
种组分是固化剂，它是端异氰酸酯基的聚氨酯预聚
体，
由多异氰酸酯与多羟基化合物聚合而成[6]- [7]。

图 1 修复后管状结构图

将试验在常温下充分混合，搅拌均匀。测试仪器为
美国 PERKIN-ELMER DSC7 差式扫描量热仪。原料
的配比比例如表 1 所示。
树脂牌号

聚氨酯树脂主剂

固化剂

T1

100

25

T2

100

30

以 5℃/min 的升温速率扫描试样。DSC 图谱如
图 2 所示。DSC 测试结果如表 2 所示。考虑到 DSC
测试所取的试样（约 5mg）与实际工艺的树脂用量不
用，
综合 DSC 扫描结果和反应热因素的影响，
初步确
定两种树脂的工艺温度应分别在 40.8℃和 21.0℃。
表 2 T1 与 T2 树脂特征温度
树脂牌号

升温速率

峰始温度

峰顶温度

峰终温度

β（℃/min）

ti（℃）

tp（℃）

Tf（℃）

2 聚氨酯树脂的选择及其确定

T1

5

50.8

112.5

166.7

2.1 工艺温度的确定

T2

5

31.0

108.1

156.2

（a）T1 树脂体系的 DSC 图谱

（b）T2树脂体系的 DSC 图谱
图 2 T1 与 T2 树脂体系的 DSC 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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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动态黏度的测试与分析
试验原料如表 1 所示，试验仪器采用 NDJ-79

下降导致树脂体系的黏度上升[8]。所以工艺温度的
选择是制定工艺条件的主要内容之一，很大程度上

型旋转式黏度机及可控温水浴锅 （参照实验标准：
GB7193.1-87）。通过实验发现，当达到起始反应温
度时，黏度最低，然后黏度会逐步增加，因此试验中
把操作温度控制在 70℃以下，T1、T2 树脂体系黏度
曲线如图 3 所示。

决定了树脂在工艺过程中的黏度，从而影响织物增
强提的浸润过程和浸润质量。进而影响管道修的质
量。
一般来说，在反应的起始阶段放热是主要影响
因素，使树脂的黏度下降；在反应的后期分子链的

从 T1、T2 两种树脂的温度 - 黏度曲线可以看
出：在开始阶段，温度升高，分子活性增大，两中树
脂黏度的黏度均下降；随着交联反应的进行，树脂
体系的黏度变化趋于平缓，最后有所上升。这是应

主要影响因素是分子链的交联，导致树脂的黏度升
高[9]。所以树脂的黏度数温度和固化反应综合作用
的结果。从图 3 可以看出 T1 树脂体系比 T2 树脂体
系高黏度平台性能更好，
高黏度保持时间更长。

为树脂的黏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温
度，一个固化反应。一方面当温度升高时，
分子链活
动能力加强，树脂体系分子间隙增大导致树脂黏度
下降；另一方面当温度继续升高时，促进了固化反
应的进行，引起分子链的交联，分子链的活动能力

综上所述，在 T1、T2 两种树脂体系中，T1 树脂
体系黏度性能更能满足 CIPP 技术工艺的要求。所
以本 课题 选择 T1 树 脂体 系 作 为 CIPP 工 艺 用 树
脂。

（a）T2 树脂体系的动态升温黏度曲线

（b）T1 树脂体系的动态升温黏度曲线

图 3 T1 与 T2 树脂体系的动态升温黏度曲线

2.3 等温黏度测试及配方的确定
非开挖管道修复施工时间一般为春、夏、秋三

T1、T2 树脂体系进行恒温黏度试验实验结果如图 4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 T1 树脂在施工时间内反应

季节，
最好选择温度在 25℃下施工。因此为了进一
步对 T1、T2 树脂体系进行对比，从而选择更符合
CIPP 技术要求的树脂体系。在 25℃温度下，
分别对

比 T2 树脂体系速度缓和，
T1 树脂体系黏度性能更
能满足 CIPP 工艺的要求。所以选择 T1 树脂体系作
为 CIPP 工艺用树脂。

图 4 树脂恒温黏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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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涂层织物与树脂体系的复合
3.1 手糊工艺
在实验中，制备合适的覆膜织物，根据实际施
工的要求，配置好合适量的树脂。进行涂刷操作，
具
体过程如下所示。
（1）首先准备好与矩形试样大小合适的模具和
一块钢质板材，在模具上涂刷一层脱模剂，然后把
试样放置在模具上，
覆膜的一面朝下。
（2）开始涂刷树脂，每涂刷一层，用刷子揿压或
用辊子压滚，使树脂浸透织物，
并挤出气泡。
（3）如此反复操作，一直刷完所需用量。
（4）将准备好的钢质板材与涂刷树脂的织物粘
结在一起，并对其施加一定的压力，在室温下放置，
一直到树脂完全固化。
（5）脱模，得到浸渍树脂的织物复合内衬材料
与模拟管壁的试样，再进行后续测试。
3.2 聚氨酯树脂与管状织物的复合机理
燃气管道材质一般为金属、塑料材料。金属表
面张力很高，属于高能表面，聚氨酯树脂粘结剂中
含有内聚能较高的氨酯键和脲键，在一定条件下能
在粘结面上聚集，形成高表面张力粘结层。一般来
说，粘结剂中异氰酸酯或其衍生物的百分比含量越
高，粘结层的表面张力越大，粘结剂越坚韧，能与金
属等基材形成很好的匹配，粘结强度一般较高。金
属表面一般存在着吸附水（即使经过打磨处理的金
属表面也存在微量的吸附水或金属氧化水合物）。
在有 NCO 的场合，
NCO 与水反应生成的脲键与金
属氧化物之间由于氢键而形成酰脲 - 金属氧化络
合物，NCO 基团还能与金属水合物形成共价键。在
无 NCO 的场合，金属表面水合物及金属原子与氨
酯键及脲键之间产生范德华力和氢键。金属表面成
分较复杂，与聚氨酯树脂粘结剂之间形成的化学键
和次价键（如氢键）的类型也很复杂，图 5 所示为前
人提出的金属表面价键结构模型和粘结机理。
PVC、PET、FRP 等塑料表面 的极性基 团 能 与
聚氨酯树脂粘结剂中的氨酯键、酯键、醚键等基团
形成氢键，形成有一定粘结强度的界面。非极性塑
料如 PE 与 PP 等，其表面能很低，用极性的聚氨酯
树脂粘结剂粘结时可能有困难，必须对塑料表面
进行处理，一种办法是电晕处理，使其表面氧化，
增加极性；另一种办法是在塑料表面涂一层底涂

（a）金属表面模型

（b）聚氨酯树脂 - 金属界面键合模型
图 5 金属表面与聚氨酯键合模型

剂，使弱界面层强化，复合薄膜具有非常好的剥离
强度[10]。
除了以上化学作用使得管状纺织复合材料与
管壁粘结外，翻衬压力使得树脂更容易充满管壁上
的坑洞，减少界面的缺陷，
提高粘结强度。
3.3 树脂与管壁剥离强度模拟测试
聚氨酯树脂粘结性剂与管壁的粘结强度，可采
用剥离强度实验来测试、剥离强度表示单位粘结面
积所承受的最大破坏载荷。它是评价粘结性能的重
要手段[11]。剥离强度的计算公式如下式所示：
σ= F
D
式中：σ：剥离强度（N/cm）；
F ：剥离过程的平均负荷（N）；
D：
试样宽度（mm）。
试验材料中刚性硬材料采用铸铁铁板，柔性材
料 采 用 浸 渍 T1 树 脂 体 系 织 物 。 试 验 仪 器 采 用
INSTON3369 试验机，剥离角为 180°，拉伸速度为
200mm/min, 有效剥离长度应控制在 70mm 以上，剥
离到粘结部分还剩 10mm 左右为止。为了试验测得
数据准确性，取了四个试样对其进行测试。织物的
形状、
尺寸如图 6 所示。为了模拟施工的实际过程，
对试样进行 0.05MPa、0.07 的压强下凝固 24 小时以
后，将四个试样分成两组，1 号和 2 号试样为第一小
组，对试样施加压强为 0.05MPa，
3 号和 4 号试样为
第二小组，对试样施加压强为 0.07MPa 对其进行剥
离强度进行测试，图 7 所示为剥离强度试验过程，
表 3 为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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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以看出，试验时所施加的压力越大，
剥离强度越高，这是由于压力使得聚氨酯树脂更容
易充满铸铁表面的坑洞，减少粘结区的缺陷，而且
压力越大，粘结区的气体越容易排出，减少粘结区
的气孔对粘结强度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剥离强
度。
表 3 粘结强度测试结果
试样

1

2

3

4

剥离强度（N/cm）

41.7

40.5

48.0

49.1

图 6 织物形状、
尺寸

图 7 聚氨酯树脂剥离试验过程

4 结论
（1）通过 DSC 实验、黏度实验等选配了一种聚
氨酯树脂配方。对它的凝胶时间、恒温黏度变化、
变
温黏度变化进行测试和分析，从而确定 T1 符合
CIPP 技术要求的树脂配方。
（2）通过手糊方法使得涂层织物与树脂体系进
行复合，对聚氨酯树脂与织物和金属粘结机理进行
分析，并对树脂体系与金属粘结强度进行测试，确
定聚氨酯树脂与金属管壁粘结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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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sin for the Trenchless Pipeline Lining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Yu Jinlong Zhang Shujie Wang Rui Wu Liying
(College of Textiles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ianjin 300160,China)

Abstract:This issue over for Trenchless pipe repair lining resin technology for the design; the basis of tubular
fabric weaving process, double pipe lining repair process on the request of resin,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DSC scans,
and moderate changes in the dynamic viscosity of the experimental test results were analyzed Select a reasonable
formula resin; using the method of the handing lay-up finalizes coated fabrics in line with the systems of resin[小灵子
5], according to the polyurethane resin and metal and fabric analysis of the bonding mechanism of resin and metal
bond strength testing to determine the property of the polyurethane resin bond the metal wall.It will be trenchless pipe
lining technology to repair concrete construction, the choice of a suitable resin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operation of the program for the future.
Key Words：Inversion Lining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PU Resin, Formulation, Curing Process

98

第1期

No.1

非开挖技术

非开挖技术

2010 年 4 月

Trenchless
TrenchlessTechnology
Technology

20102010
年4月
Apr.，

CIPP 管道修复工程质量控制
舒 彪

马保松

陈宁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

要：
本文介绍了 CIPP（原位固化法）管道修复技术在国内的应用现状，列举了 CIPP 技术在施工常

见的质量问题，
例如：
针孔与缺口、
起皱和白斑等等。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解
决方案。另外，
作者还介绍了美国材料试验学会（ASTM）关于 CIPP 内衬管性能参数的检测方法,包括弯曲性
能、
拉伸强度、泄漏试验、
分层试验以及抗化学腐蚀试验等。
关键词：
CIPP、
翻转内衬、
质量控制、ASTM

1 引言

2 原位固化法常见的质量问题

非开挖管道原位固化修复技术（cured-in-place
pipe-CIPP）近年来在国内应用越来越多，适应了我
国对管道修复的迫切需求。CIPP 技术最初由英国工
程师 Eric Wood 在 1971 年发明，并以拉丁文“In situ

任何一种工艺，如果没有标准来规范，或者没
有按照规范施工，都有可能出现质量问题。虽然我
们在大力推广 CIPP 修复工法，但是也不能对潜在
的质量问题掉以轻心。认识到该工法中可能出现的

form”的所写“Insituform”为名成立公司，意思即为
“原位固化”，如今该公司已发展成为专业化的跨国
企业集团[1] 。CIPP 修复技术在我国的沿海及发达
城市也逐步开始应用，例如上海，杭州，北京。随着
我国城市市政管道的逐渐进入老化期，目前已有 30
万千米的市政管道迫切需要修复和更新，以及对环
保要求的提高，非开挖管道修复技术将迅速在全国
蓬勃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的原位固化法修复工艺

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提高技术，
改进工艺。CIPP
工法在实际工程中也会出现如下一些问题。
2.1 针孔与缺口
内衬管翻转加热固化之后，在使用过程中有管
外的水流渗入管内。可能的原因是软管的防渗膜破
损，
或者软管在运输过程或施工过程中出现损坏。对
于这种损坏形式，
如果没有可见的渗漏则影响不大。

起步晚，设备与原材料发展滞后，所以技术与国外
成熟技术还有一定的差距。对工程质量没有统一的
监测手段与标准，短期来看出现过个别质量不达标
的工程，长期来看，无法预测修复后管道的使用寿
命。只有健全了质量控制体系，才有利于行业的长
期健康发展。本论文将讨论 CIPP 施工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质量问题和相应的补救措施，并主要介绍美
国对 CIPP 质量检测的实验与方法。
图 1 针孔与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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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渗漏明显的话就需要采取补救措施，如果是
局部渗漏可以采取局部内衬修复技术；如果大面积

管道内的杂物清理不彻底，或者管道错位破损
都有可能导致内衬管的隆起。这些隆起可能会对流

出现渗漏则需要全部重新修复；在大直径的污水管
道中，
也可以采取人工灌注环氧树脂的方法补救。
2.2 起皱
CIPP 修复工程中可能出现轴向与环向两类褶
皱，。轴向起皱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原管径测量

体的通行造成阻碍。

不准，
内衬管直径过大，
或者原管道内径不一致。环
向起皱的原因可能是翻转过程中压力不足，或者由
于旧管道直径在修复段内不一致引起的。

图 4 隆起

图 2 起皱

2.3 起泡
在施工过程中，如果固化温度过高或者防渗膜
与织布之间粘合不牢固，就有可能出现起泡现象。
起泡使得内衬管很容易被磨损，严重降低了内衬管
的使用寿命。

2.6 白斑
如果编织软管没有被树脂或聚酯浸透，这些未
浸透固化剂的区域在固化后会使内衬管内壁留下
一些白斑。这些白斑是不符合要求的，需要进行局
部的切除和修复，如果在整个管段上出现了较多的
白斑，
就要求全部移除，重新修复。
2.7 内衬管开裂
开裂的原因可能是冷却速度过快收缩而引起
的。一旦内衬管出现开裂，
就应判为不合格工程。需
要局部重新修复，或整段重新修复。
2.8 内衬管与旧管分离
这种问题发生的原因有：翻转与固化时气压或
水压不足；旧管破坏严重；内衬管直径比旧管内径
小。由于旧管破裂太严重所引起的内衬管脱落是无
法避免的外，而其他原因是应该避免。

图 3 起泡

2.4 软弱带
如果施工工艺不到位，或者施工环境不适宜，
有可能导致内衬管固化不完全，从而出现软弱带。
加热的温度太低，加热固化时间太短，或者由于管
外地下水温度低都可能是影响了软管的固化的原
因，内衬管道的结构强度达不到要求。出现这种情
况的工程应该被判为不合格，应重新进行修复，如
果只是局部出现软弱带，可以切除该部分，然后进
行局部修复。
2.5 隆起

除了以上介绍的潜在问题，CIPP 管道修复工程
中也许还会出现其他的小问题。总的来说，为了保
证 CIPP 修复工法的质量，迫切需要一套专业的质
量检测与评价方法体系。

3 CIPP 法的主要质量检测方法
本章总结了美国 ASTM 关于 CIPP 修复工艺的
质量检测方法。
3.1 弯曲性能检测[2,3,4]
首先要进行取样。CIPP 修复工程完成后，应在
修复段的中间人井或者两端切取。如果是在两端，
应该在用沙包等固定的模具管中截取。
按照《ASTM D790 非增强，增强塑料和电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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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弯曲性能测试方法标准》进行初始切线弹性模
量以及弯曲应力的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表 1 中的

3.4 分层测试[2,6]
如果业主在合同中有该要求，则需对每个指定

规定。
3.2 抗拉强度[2,3,5]

翻转修复长度中的样品进行分层测试。除了根据
3.1 中的要求准备的修复软管的 CIPP 样品外，还要
求样品保持干燥和固定以便试验对软管进行剥离。
分层测试方法应该根据 ASTM D903 的规定进行。
3.5 抗化学腐蚀试验[2,7,8]

对压力管道还需要测试其样品的抗拉强度。测
试方法采用 ASTM D638 中方法的规定，其结果必须
符合表 1 的相应规定。
表1

CIPP 初始结构性能[2]

性能

所采用测试方法

最小值 (MPa)

弯曲强度

D790

31

弯曲模量

D790

1724

抗拉强度（压力管道）

D636

21

3.3 泄漏检测[2,3]
重力管道渗漏测试——
—如果业主在合同中有
要求，那么重力管道需要进行管道渗漏测试。在采
用 CIPP 修复管段的两端封闭灌水进行渗透试验。
试验应该在 CIPP 修复管道冷却到室温后再进行。
该测试限用于没有支管接头的管段，并且直径应小

试验方法要按照 ASTM D543 进行。样品暴露
在测试液体中最少 1 个月时间，温度维持在 23℃。
在这个期间，当按照规范第 8 部分进行试验时，
CIPP 管道待试验样品的初始弯曲强度和弯曲模量
减小量不能超过 20%。
推荐采用表 2 中所列出的化学溶剂来对对生
活污水管道 CIPP 内衬管抗化学腐蚀特性进行测
试。对于国内其他污水管道 （例如工业污水管）来
说，建议采用相应的规范来测试样品抗的化学腐蚀
性能，并达到相应要求。
表2

CIPP 内衬管抗化学腐蚀测试推荐使用试剂[2]

于或等于 900mm。试验时应将管道内空气全部抽空
后注水，渗出量不应该超过 50gallon/in 内径每英里
每天。在渗透试验中，管道低端最大初始压力不能
超过 29.7kPa，并且翻转内衬修复管道立管水位要
比管顶高度或者地下水位高出 0.6m。渗透量根据临
时放置在立管中的管道进行标记。测试试验记录频
率最小为 1 次 / 小时。由于管道修复技术的限制，
对
于直径超过 900mm 的管道进行渗透测试是不可行
的。所以对大直径管道主要检查可见的泄漏和隆起
等缺陷。
压力管道渗漏测试——
—如果业主在承包文件
或订购单中有要求，那么压力管道需要进行水压测
试。渗透试验的控制压力建议取在正常运行压力两
倍或者运行压力加 50psi（350kPa）。保持管道在这个
压力值下两三个小时，测试 CIPP 修复管道的稳定
性。经过这个阶段，
再进行压力测试试验，持续时间
最小为一个小时。具体的方法是：压力测试试验过
程中，在 CIPP 修复段两端封闭灌水进行渗透试验。
试验应该在进行 CIPP 修复管道冷却到室温后再进
行。试验对于任何修复长度管道其内部空气应全部
抽空后注水，渗出量不应该超过 20gallon/in 内径每
英里每天。

化学溶剂

浓度，
%

自来水（pH6～9）

100

硝酸

5

磷酸

10

硫酸

10

汽油

100

植物油

100

清洁剂

0.1

肥皂

0.1

4 结语
原位固化法（CIPP）管道修复技术是我国使用
最为广泛，也最受重视的管道修复技术。国内的
CIPP 技术还不够成熟，设备、材料不能满足大规模
推广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工艺不成熟，相应
的国家规范标准尚未出台，可能会导致工程质量无
法得到保证。为了促进非开挖管道修复行业的健康
发展，需要对管道修复工程的质量加以控制。在
CIPP 修复过程中，如果质量控制不严，可能会出现
针孔与缺口、起皱、起泡、软弱带、隆起、白斑、内衬
管开裂、内衬管脱离旧管等质量问题。这些问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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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由于 CIPP 工法本身的问题，而主要是质量控
制的缺失。美国材料试验学会（ASTM）为各种非开
挖修复技术制定了详细的标准。本文主要借鉴了
ASTM 标准中的 CIPP 工法中对的质量检测方法，包
括弯曲性能检测、抗拉强度、泄漏检测、剥离强度测
试和抗化学腐蚀检测。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主编
的 《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
也正在编写中，这将进一步规范我国的非开挖修复
市场，促进非开挖行业的发展。
致谢：本文中引用了 Dr. Ray Sterling 提供的一
些图片，在此表示感谢。
参考文献：
[1] 马保松. 非开挖工程学[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
社. 2008.
[2] ASTM F1216 Standard Practice for Rehabilitation of
Existing Pipelines and Conduits by the Inversion
and Curing of a Resin-Impregnated Tube. 2007.
[3] 米琪. 采用翻转内衬技术修复旧管道和沟渠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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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方 法 (ASTM F 1216- 98) [J]. 防 腐 保 温 技 术
2005 年 13(2).24-30.
[4] ASTM D790-03 Standard Test Methods for Flexural
Properties of Unreinforced and Reinforced Plastics
and Electrical Insulating Materials. 2003.
[5] ASTM D638-03 Standard Test Methods for Tensile
Properties of Plastics. 2003.
[6] ASTM D 903 - 98 (Reapproved 2004)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Peel or Stripping Strength of
Adhesive Bonds. 2004.
[7] ASTM D 543 06 Standard Practices for Evaluating
the Resistance of Plastics to Chemical Reagents.
2006.
[8] ASTM F1743 - 96 (Reapproved 2003) Standard

Practices for Rehabilitation of Existing Pipelines
and Conduits by Pulled-in-Place Installation of
Cured-in-Place Thermosetting Resin Pipe (CIPP).
2006.

Quality Control of CIPP Pipeline Rehabilitation Project
Shu Biao Ma Baosong Chen Ningning
（Faculty of Engineering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Hubei Wuhan, 430074）

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CIPP (cured-in-place pipe) in China. Several potential
problems of CIPP are listed, such as pinholes and cuts，wrinkles，
white spots and so on. Then, the reasons of these
problems are analyzed,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some solutions are offered. The test methods of ASTM
standards a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flexural properties, tensile strength, leakage test, delamination test
and chemical-resistance tests.
Key Words：CIPP, Inverted Liner, Quality, Test, A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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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规划法在管道修复与更新中的应用
赵云川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科学研究分院，云南省昆明）

摘

要：
管道工程的全寿命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是管道运营期的控制管理；针对管道运营期的修复、更

新成本的动态规划控制管理，采用决策分析，提出最优线路原则；采用动态规划法来控制管道的运营成本，
从而提高管道成本效率最大化。
关键词：
动态规划、
决策分析、
最优线路

1 概述

设为 n，管道每年的维护成本为

非开挖技术是指利用岩土钻掘手段在地表不
挖沟的情况下，铺设、修复和更换地下管线的施工
技术。随着认识的不断提高，后来又有人指出，非开

用寿命，年）管道进行非开挖修复的成本为
，修
复后可以使维修费用减少
（M 代表修复
的第几次）；假设资金的折现率为 0%，试问在 30 年
内如何进行 1 到 2 次非开挖更新或修复能实现成

挖技术是指在不开挖地表的情况下，利用地质工程
的技术手段，铺设、修复或更换各种地下管道和电
缆的一种高科技实用技术。非开挖管道更新技术就
是非开挖技术中的一个分支，常用的更新技术有碎
管法、胀管法、吃管法，修复技术有内衬法、软衬法、
缠绕法等。
动态规划（Dynamic Programming）是 20 世纪 50
年代由美国数学家贝尔曼（Richard Bellman）及他的
学生们一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解多阶段决策问
题的优化方法。所谓多阶段决策问题是指一类活动
过程。它可按时间或空间把问题分为若干个相互联
系的阶段。在每一阶段都要作出选择（决策），
这个决
策不仅仅决定这一阶段的效益，而且决定下一阶段
的初始状态，
从而决定整个过程的走向（从而称为动
态规划）。每当一阶段的决策一一确定之后，就得到
一个决策序列，
称为策略。所谓多阶段决策问题就是
求一个策略，
使各个阶段的效益总和达到最优。

2 动态规范
下面从一假设例子去说明动态规划在管道更
新与修复应用中的基本思想与原理：
假设管道的寿命为 30 年，管道的建设成本假

，
（k 代表管道使

本费用最少。
先引入几个符号与概念：
（1）阶段与阶段变量：先把问题分成 6 个阶段
（AB,BC,CD,DE,EF,FG），每一阶段代表 5 年的维护费
用，
阶段用阶段变量描述，
为（AB,BC,CD,DE,EF,FG）。
（2） 状态与状态变量：每一阶段的左端点（初
始条件）集合称为本阶段的状态（即开始的客观条
件，或称阶段初态）。
描述过程状态的变量称为状态变量：用小写 Sij
表示阶段的状态变量，其中 i=A，
B，
C，
D，
E，
F；j=B，
C，D，E，F，G。SAB 代表 0 到 5 年间的管道维护费用。
(3) 决策与决策变量：如当处于 C 状态时，下一
步怎么走？如何选择路线？即如何决策。是走向 D，
还是走向 D1？当过程处于某一阶段的某一状态时，
可以做出不同的决策（或选择），从而确定下一阶段
的状态，
这种决定（或选择）叫决策。如选择 D1，记
u（C）
= D1
3
说明：当处于 C 状态时，下一步的决策为 D1；即
在第 10 年时决定进行一次管道更新。
其中 u（S
表示第 k 阶段当状态处于 Sij 时的
k
ij）
决策变量。
一般地，用表示第 k 阶段从状态出发的允许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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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集合。如
D（C
=｛D1 ，D2｝
3
1）

根据以上线路原则，计算出不修复的成本为
12.72n；修复一次的最优线路的成本为 10.18n；修复

（4）策略与最优策略：每一阶段产生一个决策，
6 个阶段的决策就构成一个决策序列：
u（S
，u（S
，u（S
，u（S
，u（S
，u（S
1
AB）
2
BC）
3
CD）
4
DE）
5
EF）
6
FG）
称为一策略。所谓策略是指按一定的顺序排列
的决策组成的集合，也称决策序列。

两次的最优线路成本为 8.53n。在所有线路中最不
优化线路成本为 14.74n，线路平均成本为 10.52n。
根据以上计算原则，采用动态规划法进行线路
优化控制，最优线路成本相对最差线路成本降低了
42％ ；最优线 路 成本相对 平 均线路 成 本 降 低 了

这里的最短路径成为最优策略。

19％。
在实际管道管理中，需根据实际情况对线路进
行规划管理，制定新决策，
实现管道工程有效运营。

3 动态规划求解
根据假设例子，计算各数值并建立动态规划
图，
见图 1。

4 结论
（1） 采用动态规划法控制管道的修复和更新，
有利于提高管道项目的全寿命成本效率。
（2）本文对管道的修复与更新的动态规划管理，
降低了成本 19％，
实现了工程项目的有效管理，
同时
若在工程实际中根据实际情况即时进行项目动态规
划管理，
可以实现工程质量成本的有序控制。
（3）本文研究的内容是基于理想情况的简单模
型，在多个变量、多种情况下的动态规划工程管理，

图 1 动态规划图

解：根据动态规划图得到：
修 复 一 次 时 , 线 路 AB1C1D1E1F1G 与 线 路
ABC1D1E1F1G 的比较主要表现在 AB1C1 与 ABC1
的比较,表现为 AB1C1 优于 ABCI。
依次序比较 ＡBCD1 和 AB1C1D1 线路,比较得
到:线路 AB1CID1 优于 ABCD1 线路。
再比较 ABCDE1 和 AB1C1D1E1 线路，等等；根
据以上计算分析可得出：修复一次的最优线路为：
ABC1D1E1F1G。
遵循以上原则，计算修复两次的最优路线为：
AB1C1D1E1F1G。

建议采用电子数据库进行控制管理，根据信息情况
即时进行规划调整，制定新的策略并实施。
参考文献：
[1] 张有为．动态规划[M]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1 年 11 月．
[2] 胡运权．运筹学基础及应用[M] ．哈尔滨工业大
学出版社．1998 年 2 月．
[3] 於崇文等．.数学地质的方法与应用[M] ．冶金
工业出版社．1980 年 2 月．

Dynamic Programming Law Used in the Pipeline Repair and Renewal
Zhao Yunchuan
（Kunming Reconnaissance Design Academe of China Water & Electricity Consultant Group 院，Yunnan Kunming）

Abstract: In the life-cycle management of the pipe engineering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is the operation-period
control managemen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operation-period repair, the renewal cost dynamic programming
control management, uses the decision analysis, proposes the most superior line principle, uses the dynamic programming law to control the operation-period cost, to enhance the pipeline cost efficiency maximization.
Keyword: Dynamic Programming, Decision Analysis, Most Superior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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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管道评价与修复决策系统
曾 聪 马保松 沈 华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美联合非开挖工程研究中心，湖北武汉，
430074）

摘

要：本文介绍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开发研制的“非开挖管道检查与修复评估系统”的设计思路和功

能，
其中包括管道运行状况评价模型和非开挖管道修复工艺选择模型。城市地下管网系统和其他的市政设施一
样需要例常的维护、
维修和更换，
然而由于技术原因和管理观念的滞后，
导致市政管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处于
“不可见、
不可预测、
无法管理”
的状态。非开挖技术的出现让工程师和市政管理人员能够统筹地了解和管理城市
的地下管网系统，并有效的保障地下管网的运行安全和效率。本文重点讨论了影响管道运行状况的主要因素和
常见的管道缺陷，并简单说明缺陷的分级标准，
最后分析了和讨论了影响管道修复工艺选择的相关参数。
关键词：
非开挖、
管道修复、
管道状况评价、
管道缺陷

城市地下市政管网是整个城市基础设置的重
要组成部分，城市地下管道的投资和建设是一个持
续的过程，大多数城市对于市政管网的投资已达 50
年已久，部分大都市甚至已经超过了 100 年。然而

的非开挖修复方法对管道进行处理，从而保障管网
的运行稳定性和高效，
最小化管道失效风险。

由于地下管线检测难、维修维护难和更换难等特
点，导致管线在铺设修建之后就处于“不可见、不可
预测、无法管理”的尴尬状况，因此城市里面各种管
道事故频频发生，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
给市民带来不便。管道检测，
管道维护，管道修复和
管道在线更换的非开挖技术不断的涌出和完善在世
界范围内改变了市政管网系统这种尴尬的局面。非

“非开挖管道检查与修复评估系统”是基于非

开挖管道检测与修复评估系统基于非开挖管道检测
收集的管道信息和数据对管道的运行状况给予综合
性的评价和分级，然后通过抉择系统选择风险较小

图 1 非开挖管道修复评估系统界面图

1 系统的基本功能介绍
开挖管道检测和非开挖管道修复工艺的一个综合
性市政管网管理评价和抉择系统，其登录界面如图
1 所示。系统的 4 个模块包含 2 个管理员模块和 2
个用户模块，管理员模块用于系统的管理人员根据
各种标准和需求对管道缺陷分级标准或管道等级
评定标准进行修改，而用户模块这对所有使用人员
开放，供其录入管道检测数据和查看管道修复方
案。用户模块包括管道信息录入与分析和管道运行
状况评定和维护建议，

图 2 非开挖检测仪器信息录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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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仪器信息和非开挖方法信息数据库
仪器信息和非开挖方法信息数据库是整个管

数，如图 2 和图 3 所示。数据库所记录的信息不仅
用于系统的抉择功能，而且对所有用户开放，提供

理系统的基础，数据库包含了目前常用的管道检测
设备和所有的非开挖管道修复、更换技术的详细参

查阅、浏览和学习。

图 3 非开挖管道修复、
更换工艺录入和浏览窗口

1.2 管道检测数据的录入模块
管道检测数据的录入模块为用户模块之一，提

息，该模块包含被检管网的基本信息，分段管道的
检测信息和管道详细缺陷信息，如图 5 所示

供给管道检测人员或公司提交最终的管道检测信

图 4 管道基础信息和管道检测信息录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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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管道运行状况评价和修复方法抉择模块
管道运行状况评价和修复方法抉择为系统的

计算管道的运行状况评定分数，并根据分数对管道
的运行状况进行分级。非开挖修复方法抉择模块将

输出，该模块根据管道检测信息中管道的缺陷状况
和管道缺陷的数目以及类型选用相应的计算公式

在第三部分详细讨论。

图 5 管道运行状况评价和修复建议窗口

2 管道运行状况分级参数的确定
影响管道管壁结构和管道运行效率的因素非
常多，不仅包括管道材质和管道内部流体状况，而
且还与管道外部土层和上部动载等因素相关。美国

环保总署、美国地下设施研究教育中心等相关机构
对管道缺陷做了大量的统计调查，表 1 列举出了管
道服役期间可能出现的管道缺陷，根据缺陷对管道
的不同影响，这些缺陷被分为耐久性缺陷、结构性
缺陷、环境缺陷、水压缺陷和其他缺陷。

表 1 影响管道运行状况的缺陷列表和有其它影响因素
缺陷分类

详细列表

耐久性缺陷

磨痕
腐蚀、
划痕、

结构性缺陷

密封圈裂缝、
轴向破裂、
接口脱节、
接口错位、密封圈脱落、
纵向破裂

环境缺陷

结垢、
剥离、
管壁散裂、
管道风化、蜂窝状脱落

水压缺陷

树根入侵、沉积物堆积、
浮渣, 管道维护不足
过水能力不足、误操作、

其他因素

管道尺寸、
管道梯度、
管道深度、冰冻隆胀, 冰冻荷载、管土效应、管壁温度梯度、管道温度差异、围土类别、
地下水位、
过载压力、
降雨量、氢例子浓度、
围土电阻率、氯化物浓度、硫化物浓度、工业影响

给排水系统 中常用的管 材包 含陶土 管、PVC
管、钢铁管和各种混凝土管道，不同的管材出现的

同又可以简化为两类：管道结构性缺陷和管道功能
缺陷。图 7 出示了给排水管道系统中各种主要缺陷

管道缺陷区别较大，表 2 列出了美国环保总署对不
同管材统计的管道缺陷，其中钢铁管和各类混凝土
管道都被广泛的用于市政管道系统中，因此这些管
材所出现的各种缺陷在系统中给予高度的重视。系
统为简化管道运行状态评价，分析各种管道的缺陷

的分布图，
“ 非开挖管道修复技术的市政管道管理
系统”从分布图中选取比例大于 5%的管道缺陷作
为判断标准。因此管道变形、管壁腐蚀、密封问题、
管道错位、管道接口脱节和管道裂缝六种缺陷被选
取作为判断管道结构状况的依据，而浮渣、植被入

统计数据，从而选择对管道失效权重较大的缺陷来
进行评估。此外，该系统也兼容收录默认缺陷以外
出现在管道内部的其他缺陷，管理员用户可以根据
其实际情况加入新的缺陷类型。

侵、管道内障碍物、管道漏失和管道沉积物作为判
断管道过水能力状况的 5 个依据。

表 1 列出的所有缺陷根据其对管道影响的不

管道缺陷分级标准是一种主观的缺陷严重程

3 缺陷分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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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管材
陶土管(VCP)
聚氯乙烯管道(PVC)
混凝土管道 (含加强混凝土管道)
铸铁管道 / 球墨铸铁管道 (CI/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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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管材的管道系统容易出现的缺陷
潜在的管道缺陷
管口脱节 管道漏失
管道裂缝、
植被入侵、
管道内沉积物、
支管连接
管道变形、
管道内沉积物、
管道接口错位、管道接口脱节、
管道内部或外部腐蚀、
管道裂缝、
管道内沉积物、
管道接口错位、
管道接口脱节、
植被入侵

管道内部或外部腐蚀、管道内沉积物、管道接口问题(接口老化，裂缝，脱扣)、管道裂缝
(纵向裂缝 / 裂口)、
道过水能力不足

带有内衬修复过的混凝土管道(含各种 管道外部腐蚀、内衬脱落、管道内部沉积物、植被入侵 、管道裂缝、管接口错位、管道过
加强混凝土管道)

水能力不足

度判断方法，根据行业内的相关专家和工程师的经
验和意见，将管道的缺陷按照缺陷的特征分为若干

价系统”的默认缺陷类型和分级标准结合了上海市
税务局和美国地下设施研究和教育中心的标准。不

的级别，因此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缺陷分级标准各
不相同。 国际上一般根据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不同
管道系统中的专家和工程师进行调查和统计，从而
得到相应的分级标准。“非开挖管道检测与修复评

仅如此，系统为了提高其适应性，还提供高级用户
根据管辖区域的实际情况增加或修改缺陷类型和
缺陷分级标准的权限。

图 6 给排水管道系统中出现的主要管道缺陷分布图

表3

管道裂缝等级判断标准

裂缝等级

判断标准

1 轻度裂痕

片状发丝形裂痕，
或夹杂混凝土表层脱落。裂缝水平长度小于 0.3 厘米，
夹杂轻微表层风化或轻微渗透。

2 轻微裂缝

纵向宽度小于 0.15 厘米，
渗透和表层脱落
出现片状的裂缝。裂缝水平长度小于 0.3 厘米，
或明显的锈迹、

3 中度
4 严重裂缝
5 非常严重裂缝
6 管道失效

裂缝横向开口大于 0.3 厘米并出现明显的表面脱落和锈迹。混凝土管道管壁出现较多散裂，散列面积少
于 15%。出现明显的漏失。
多种裂缝（包括横向和纵向裂缝）同时出现并夹杂分层状的管壁表面散列。裂缝已经扩张到整个环状表
面。管壁有钢筋出露。
多种裂缝同时出现并出现严重漏失。出现贯穿管壁的裂孔。裂缝深度已经超过 2 厘米。脱层严重已经可
以看到长段的加强钢筋。管道内部 50%区域都出现了分层、
脱落和渗透。
出现严重的漏失或管道坍塌，失去管道运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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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为管道裂缝等级判定标准，系统中默认的
缺陷分级标准根据缺陷的严重性将其分为 4-5 个

非开挖管道修复方法抉择是根据管道运行状
况评价的结果和管道的其他参数来选择何时的管

等级，并选用最直观和可操作的定义供用户根据管
道的检测信息对管道缺陷进行判断。系统提供各个
缺陷各个等级的对比图片库，图片库中收录了各种
直观和典型的管道缺陷截图，让用户通过对比更加
确切的来判断缺陷的类别和等级。

道维护或修复工艺和方案。系统中将管道的相关信
息分为了两类，一类为管道的基础信息，包含了管
道在铺设时由设计方和施工方所记录的管道参数，
如管道位置、管道直径、管段梯度、围土类别等，另
一类是管道例行维护的检测记录信息，包含了管道

4 非开挖管道修复方法抉择参数

内部缺陷信息、
运行状况等参数。

图 7 管道修复工艺抉择过程

图 7 为系统管道修复抉择的流程图和判定参
数，整个过程分为三个选择过程，管段主要缺陷类

参数简化到实际可得的重要参数，并结合非开挖管
道检测和修复技术，为管网进行可持续性的检测和

型是非开挖修复方法抉择最重要的依据，系统首先
根据管道结构状况来判断选用的修复方法，然后根
据旧管材类型、管道修复后的要求和管道上部环境
状况进一步从非开挖管道修复方法数据库中筛选
合适的修复方法，接下来通过读取管道各种基础信

维护提供了技术基础和依据，提供市政管网工程决
策人员详细的判断数据和辅助计算模块，从而简化
并保障其工作的可靠度。

息的参数来得出最后合适的非开挖修复方案。

[1] Dr. Ray Sterling, Lili Wang. “Rehabilitation of
Wastewater Collection and Water Distribution”,
System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600/R-09/048, May 2009；

5 结论
本文介绍了非开挖管道评价与修复决策系统，
详细的讨论系统判定管道运行状况的主要缺陷和
非开挖管道修复的抉择过程和依据。该系统从市政
管网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将计算和抉择过程的

参考文献：

[2] Dr. Mohammad Najafi, Sam Salem. “An Asset
Management Approach For Drainage Infrastructure
and Culverts”,CUIRE, Project 06-08, 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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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污水管道在软岩地层中的变径胀管施工
靳学峰
（百莱玛设备有限公司）

摘

要：本文介绍了在青岛市绍兴路污水管网改造工程中，使用变径胀管施工工艺实施污水管线改造

施工的整个工艺过程，
为类似工程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关键词：非开挖、
胀管、
软岩

工程名称：青岛市绍兴路污水管网改造工程；
承建单位：青岛瑞峰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

如果采用传统的开挖直埋方式势必会严重影
响绍兴路及与之交叉的多条道路的交通，参考近几

新疆亿通达管业有限公司、青岛启源管道安装有限
公司；施工地点：青岛市市南区绍兴路（延吉路至快
速路路段）；施工项目：设计将 DN200 污水瓷管翻建
为DN300HDPE 污水管道，见图 1 所示；施工设备：
美国威猛 HB125 液压胀管机配备 300mm 胀头。

年非开挖管道修复技术的发展情况，拟采用较为成
熟的胀管法和内衬法更换或修复现有管道。但是，
内衬法无法弥补由于缩径带来的管路输送能力下
降的缺点，在增大直径的管道更换修复方面显得无
能为力。所以在保证管道必须通流能力的前提下，
选择胀管法作为施工方法是较合理的。因为分段距
离较长，采用液压方式胀管较为便捷快速，计算确
定使用 Vermeer HB125 液压胀管机完成胀管施工。
图 2 为胀管示意图。

图 1 待更换污水管道分布

1 工程背景
钻杆顶推

青岛市污水主干管道多埋于上世界 80 年代，
而大部分都时 200~400mm 的陶瓷管道。由于城市
人口增速过快，原来铺设的管道已远远不能满足附
近居民的日常排污，多处管道出现堵塞、污水外溢
等现象，于是，青岛市污水管道改造的项目被提上
了日程。
地下管网是城市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城
市地下管网的发展规模是衡量一个城市基础设施
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志，而管道敷设、维修和更换过
程中对城市交通、环境的影响及对人们的生活、工
作的干扰是衡量城市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

连接胀头与新管回拖
图 2 胀管施工示意图

2 工程概况
该工程的实施，对青岛来讲意义重大。首先，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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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项为民服务的“民心工程”，它将改变附近居民
的居家环境，不会再出现管道堵塞、污水泛滥的情
况，而且施工工期短，开挖面积小，对附近居民影响
小；其次，它是一项结合先进技术的“样板工程”，是
集环保、绿化、经济、资源、景观为一体的大好事，是
青岛市非开挖领域的一大突破。
该工程的实施，亦在非开挖管道更换技术领域
意义重大。它是国内胀管领域一次性回拖距离最长
（最长一段 142 米），在坚硬且狭窄的软岩沟槽内完
成 变 径 比 例 最 大 （DN200 陶 瓷 管 更 换 为
DN300HDPE 管，变径比例达到了 1.5）的胀管施工。
新管道采用 HDPE 管，管道外径 320mm,壁厚
10mm，内径 300mm，热熔连接方式；原管道埋深深
度在 3.2~4 米，更换长度 586.65 米；土质状况：原始
排管开挖沟槽宽度从 350mm~450mm 不等，沟槽内
为一般回填土（黄沙），沟槽两侧为软岩，局部有较

图 3 新旧管线对比

大石块。
设备参数见表 1。
表1

VermeerHB125 液压胀管机主要技术参数

规格说明

HB125

长度

125″（318cm）

宽度

52″(119cm)

高度

42″(107)

重量

7500lbs(3402kg)

最小坑道尺寸

125″/52″

最大拉力

125 吨（4420psi）

油缸一个工作行程速度（无载荷，
单循环） 2.7 秒

扭矩

1200ft/lb

转速

250RPM

后部固定装置

有

垂直固定装置

有

内置胀管头放置槽

有

钻杆箱

随机配备

钻杆重量

52lbs(23.6kg)

钻杆长度

39.38″(100cm)

钻杆直径

2.75″(70mm)

图 4 VermeerHB125 液压胀管机主机

3 施工概况
在确定胀管施工之前，还需要作探点确认旧管
道周围土壤情况，并要做物探确定周围管道是否会
受影响，用 CCTV 进行旧管检测，查清内堵塞情况
和是否有暗插管道等；
（1）开挖工作坑、支护、围挡
开挖工作坑、
支护、
围挡施工，
见图 5 所示。在地
面上焊接 HDPE 管道，
方便一次性回拖，
见图 6 所示。

图 5 经过支护的机器工作坑和新管道入口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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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拖开始
顶架松弛状态下做好前端支护，以保证在主机
受力时不会偏斜；回拖开始，查看胀头完全进入旧
管；胀头经过人井，查看连接完好；起吊顶架；拆卸
胀头，结束胀管施工。见图 9、10 所示。

图 6 施工过程中交通不受影响

（2）设备安装
检查工作坑尺寸，确保工作坑底部可以放置主
机并有工人操作空间；设备起吊，检查起吊位置牢
固，然后放入工作坑；在主机前端放置顶板和顶架，
以增加接触面积，避免主机受力不均造成偏斜；调
整主机高度和倾斜角度等，确定钻杆从旧管道中间
位置顶入；在地面上连接好胀头，然后在工作坑内
用活结将胀头和钻杆连接。见图 7、8 所示。

图 9 回拖开始

图 10 拆卸胀头

4 结束语
图 7 设备安装

图 8 胀头和钻杆之间用活结连接

（1）经过了长达 1 个多月的调研与实践，液压
胀管机在土质较硬，沟槽较窄的软岩中进行增大管
径的胀管施工是可行的 ，而能够进行最大变径的比
例则取决于原始沟槽的宽度；
（2）Vermeer HB125 液 压 胀 管 机 在 顺 利 完 成
500 多米的胀管施工之后，设备并没有出现问题，设
备的性能不言而喻；
（3） 经常性的高载荷运转对设备的损耗较严
重，可以尝试将切割旧管的力量与挤压碎片、土壤
到周围的力量分解，分次施工；
（4）长距离（100 米以上）胀管施工要考虑新管的
润滑，
以避免造成新管的损伤及与胀头连接处拉断；
（5）必要的辅助工具的性能改良及优化，对施
工参数取值和指导实时作业控制等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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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冷轧内衬技术
Philipp Singer J俟rgen Allmann
摘

著

魏宏超 译

要：该文章描述了德国的一项在大直径管材修复领域的新进展，采用 SIMONA PE100 管与紧配合

的长区域管线修复方法，
并详细介绍了施工工艺。
关键词：
非开挖、修复、冷轧内衬

随着技术水平、机械制造和大直径聚乙烯管材
的快速发展，使得修复更大长度管道和突破对紧配

策的焦点：在对交通有较小的损害，并在附近居民
和环境可能接受的最短时间内的前提下，如何使建

合方法的限制成为可能。大直径聚乙烯管越来越多
的用于处理大长度管道工程中，使用成本较低的紧
配合修复方法已经打破限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筑活动更为经济？既然这样，就越来越要优先考虑
最先进的修复方法。这也是德国建筑公司 Ludwig
Pfeiffer 在 2008 年夏季执行建筑项目的情况。在德
国新克尔恩 Rudow 区的 Alt-Rudow 大街，准备在道
路建设工 程 中修复一 个 接近 100 年 的 灰 口 铸 铁

图 1 具有高柔韧性的 SIMONA PE100 管容许有很小的半径

1 修复方法的选择
整个柏林市（市区及郊区）可以分为数个排水
系统区域。污水在重力作用下沿下水道管线流入
147 个泵站中。污水由这里通过 1127km 长的排出
管网被运送到 6 个污水处理站。自从 2000 年，
柏林
水资源管理局（Berliner Wasserbetriebe BWB）已经开
始应用聚乙烯管紧配合方法来修复管线系统。紧配
合工艺几乎没有减小管道横断面的液压力。特别是
在污水排出管中，即使频繁的大量降雨也能保证正
常的排水，而不会造成堵塞。
柏林水资源管理局的规划专家一直认为建设
项目应是一体化的。下面的问题一直是重大工程决

DN1.050 管道。这条路位于行政区的中心，并且是该
区域的主要购物街。对商店经营的影响必须降到最
低。因此，这条路只能在周末的礼拜六上午 8:00 至
礼拜天晚 12:00 用警戒线完全隔离。只有两个施工
坑，一个在开始端，一个在结束端，计划要有超过
500m 长的施工段。所以，需要修复一个长 504m 的
区域。管道以接近 10°的角度放置在该区域——
—这
对管道材料也是个挑战。
在此基础上，选择施工方法时，柏林水资源管
理局的规划者拟定如下必须考虑的问题：
（1）新内衬管的质量
（2）保证流量
（3）新内衬管能够吸收所有的荷载影响
（4）管材材料应具有突出的水力学性能和超长
的使用寿命
（5）对流量仅有微小的影响
（6）施工时间短
（7）长路段修复
（8）即使在管道轴线弯曲的地方也可能设置取
水点
（9）经济性好（成本低于开挖施工）
冷 轧 内 衬 技 术 能 够 满 足 全 部 要 求 。 Ludw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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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焊接新管线能在工程过程中同时进行。

3 准备工作
必须的各种准备工作保证新管道能够顺利的
进入到旧管道内，以便在安装之后在旧管线内紧配
合到位。在起始工作坑和终点工作坑的旧管线上各
开一个缺口。这两个开口能够保证将原管道中剩余
的水排出。然后立即采用高压清洗，同时取出并运
走内部的剩余污物。残留的固体硬沉淀物可以待机
械清理装置来清除。测定的孔径很出乎意料——
—与

图 2 热焊接工具用于两根管线的无缝连接

2 冷轧内衬工艺
使用不具有固定环面的标准 PE100 管，冷轧内
衬工艺修复排水管道是很经济的工程。它是符合
DVGWW320 标准的修复工艺之一。在冷轧内衬工艺
中，需在工地上将由数根 SIMONA PE 100 管组成的
长管线预置好。PE100 管的外径为 1060mm，
它要比
旧管线的内径略大，这样可以保证在安装好后达到
持久的紧配合位置。在张力和压缩力的作用下管子
的横截面变小，
这样可以使管子能够顺利的进入。通
过牵引设备将管道拉到现场。在拉的过程中管子不
断受到张应力。然而这个受张应力的过程在任何时
刻都可能被被中断——
—例如在管线拖拉过程中要接
下一个管子。当到达最后位置时，张力减小，可以恢
复到管子的原有外径。最终便可以得到一个内外管
的完好紧配合。一个新的 SIMONA PE100 管就紧密
的贯穿在整个旧管线之中。这个工程的最大优点在

所用设计文件中的详细说明截然不符，旧管线中需
要修复部位的直径并不是设想的 DN1050，而是
DN1000。为了能够使用已经准备好的 PE100 管，必
须实施更大幅度的外径减小。需要重新计算技术参
数。SIMONA PE100 管能够在容许范围内不间断条
件下满足继续使用要求。通过使用照相观察，测定
直径为 985mm 的部位也能确保旧管线准备好内衬
工作的进行。起始工作坑和终点工作坑需要的反轴
承装置需要尽早的挖掘工作坑。
由于当地条件的特殊，必须将大约 500m 长的
管线分为两部分，每部分长 250 米，然后在起始工
作坑位置焊接起来。将管道暂时存放在用警戒线隔
离的联邦高速公路停车车道上。可以将这两部分管
线焊接成一条 500 多米长的管线，然后在拖拉管线
时，将它放在滚动支座底板上通过整个 Alt-Rudow
大街移动到起始工作坑。

4 拉进

于能够将初步准备工作集中到一起，如清理旧管线

位于终点工作坑的拔管机联动装置（预先安置
好）与焊接拖管头连接好。缩径机将管子的直径由
1060mm 压制到 970mm 左右。这样就能够将新管顺

图 3 用轻型拖拽装置轻松地拖动 500m 长的管线

图 4 单独的推进装置中将完整的管线拖进旧管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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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地拉进旧管线之中。不考虑直径的影响，拔管机
必须以每小时 40 至 60 米的速率拉进，才能够在紧

以用于特殊的用途，例如冷轧内衬施工。尺寸为
1060mm x 62.8mm 的管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即使

迫的时间计划内完成任务。用于使管子变形和顺利
拖进的最大拉力到达 202 吨，这一数值在管材厂商
提供的允许拉力范围内。管线到达最终位置之后，
拉力逐渐缓慢的减小到零，这样 PE100 管的外径便
会增加返回到紧配合位置。

是这样，管道的尺寸大小和质量要求在制造和操作
过程中也必须符合前面列出的标准和指令。为了通
过冷轧内衬紧配合将 SIMONA PE 100 管拖进需要
修复的旧管中，必须使用适当的工具来减小 PE 管
的直径。在这种情况下，管子的直径在塑性范围内

5 管材的技术要求
根据要求和应用范围，SIMONA PE100 管的生
产符合 DIN 8074/75 (排放管道), DIN 12201 (饮用
水), DIN 1555 (天然气) 和 DIN EN 12666 (污水排放
系统地下管线)等有关标准。这些标准定义了管材等
级，分级外径最大达 1600mm，管壁厚度最大达
70.6mm 的光滑挤压 PE100 管。同样，管线建设相关
有效规则如 DVS（德国焊接连接工程协会）的官方
指令和 DVGW（德国天然气与水协会）的有关规定
适用于管材的加工、
安装和铺设。这些标准、
规定和
指令定义了标准的尺寸、
操作、
安装和铺设规范。在
某些情况下，需要制作不符合上述规范尺寸的管线

变形接近 10%。在这方面聚乙烯具有特殊的特性。
由于所谓的记忆效应，在应力完全卸载后管子恢复
到原有的状态，这就得到了紧配合。所用的拖拉力
不能超出该情况下的计算允许拉力、材料应力和材
料膨胀。根据管道的尺寸，DVGW 的职业法规 GW
320-1 中规定所有尺寸管子的最大允许轴向拉伸荷
载在 7 至 2363kN 之间。总而言之，技术水平、机械
制造和管材生产的进步使得应用 PE100 管的紧配
合修复技术能够在设计和经济受限时得到重新考
虑。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09.7
乌效鸣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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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挖掘及无损伤点探技术探讨
方雪松 1 夏仲达 2 李伯伦 1
（1.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13；2.华东冶金地质勘查局华东非开挖技术工程公司，
安徽合肥）

摘

要：本文介绍了国内外真空挖掘系统的发展现状，重点详细介绍了国外主要厂商的真空挖掘系统

的特点，并简要介绍了真空挖掘及无损伤点探技术项目研究的情况。
关键词：非开挖、
真空挖掘、点探

1 概述
所谓真空挖掘，就是利用真空挖掘设备中的真
空泵抽吸空气，形成一定负压，将抽吸管贴近需要
挖掘的部位，在气流作用下把各种结构松散的物质
由吸管抽走，由此达到挖掘的目的。
作为一种“软”开挖技术，采用真空挖掘系统进
行挖掘，它对挖掘场地产生的破坏较小、只需挖掘
较小的工作坑和接收坑，设备占地面积小，对施工
现场周围环境影响也比较小。这些特点使这项技术
更受非开挖行业中专业人士的关注。

2 真空挖掘原理及设备
在实际工作中，所面对的施工条件不尽相同，
有的土层结构松散，直接采用抽吸方式进行挖掘；
而有的土层硬度较大，或硬度及粘性都较大，此时
仅靠真空抽吸就无法进行挖掘。
由此，真空挖掘设备增加了土层破碎装置，从
原理上来看比较简单，运用水、气作为破碎土层的
介质，或者同时具有两种介质；水切割真空挖掘系
统的高压泵将高压水送至挖掘面的喷头处，喷出的
高速水流对硬土层进行切割破碎；空气真空挖掘系
统用压缩空气把土层穿透、使之膨胀、碎成粉末，然
后再把土抽走。
在设备配置方面，真空挖掘设备通常都设有大
排量的真空泵，分离器，过滤器；水切割真空挖掘系
统配有水箱，高压泵及水喷枪；空气真空挖掘系统
配有空气压缩机，气喷枪。还有的真空挖掘设备同

时具有水切割和气体切割两种功能，可跟据现场情
况分别选择使用。其工作过程可分为四个步骤：
（1）切割破碎：由高压泵将水输送至水喷枪，从
水喷枪喷嘴射出的高速水流对硬土层进行切割破
碎；空气压缩机将高压气体输送至气喷枪，由高压
气体对土层进行切割破碎（有的真空挖掘设备无切
割破碎功能）。
（2）抽吸：动力机驱动真空泵抽吸形成负压，气
流经过吸管进入，通过吸管将松散颗粒或混合物吸
入，同时将挖掘面上松散的颗粒物或泥水混合物一
同带入；真空泵有很多种,罗茨真空泵、往复真空泵、
旋片真空泵、离心真空泵水、环真空泵、滑阀真空泵
等，考虑到抽吸过程需要较低的负压和较大的风量,
能用于真空挖掘机的并不多，通常选择罗茨真空
泵，从工作原理上看，罗茨真空泵与其它具有较大
区别；罗茨真空泵是一种无内压缩的旋转变容式真
空泵，是利用两转子在泵壳中旋转而产生吸气和排
气作用的；当其工作时，被抽气体由进气口进入转
子与泵体之间，这时一个转子和泵体把气体与进气
口隔开，被隔开的气体，在转子连续不断地旋转过
程中，被送到排气口，空间处在封闭状态，因此，没
有压缩和膨胀。同时转子的另一面与进气口相连部
分则吸入气体，当转子不断地旋转，重复上述抽气
过程不断地排出流进来的气体。罗茨真空泵的转子
与泵腔、转子与转子之间有一定的间隙，互不接触，
不需要用油润滑；其转子具有良好的几何对称性,转
速高,排量大。
（3）分离：被抽吸的混合物首先进入分离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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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器从原理上来区分有多种形式，常用的有惯性分
离器和旋流分离器；当被吸入的气液固三相流进入
惯性分离器，惯性分离器的进气口与出气口之间有
一定的距离，且相互错位，致使气流方向和速度突
然改变，由于固体颗粒的惯性力比气体分子的惯性
力大几百至几千倍，具有很大动能的固体颗粒脱离
气流而被分离出来，同时大部分液体也脱离气流被
分离，流入收集箱；常用的旋流分离器有下旋型离
心分离器、外旋型离心分离器及内旋型离心分离
器，当气液固三相流由切向入口进入分离器后，沿
内壁自上而下作旋转运动，当旋涡到达锥体底部后
转而向上，沿轴心向上旋转，然后由出气管流出；气
体作旋转运动时，固体颗粒及大部分液体在离心力
作用下向外移动，到达壁面的固体颗粒及液体在向
下旋转气流的推动和重力的共同作用下沿锥体壁
面下落，进入收集箱。惯性分离器和旋流分离器可
分别使用也可组合使用，根据需要而选择合适的分
离器类型。
（4）过滤：虽然经过分离器分离，气体中仍然还
混有部分微粒，出于对现场周围环境的考虑，这些
混有微粒的气体不能直接排放，同时，混有微粒的
气体通过真空泵时也会对真空泵造成损害，由于通
常情况下大排量真空泵都会选择罗茨型，不洁净的
气体会对真空泵叶片产生磨损，因此需要将这些含
有微粒的气体进行过滤；一般采用网式过滤器，过
滤网面积由排气量决定，面积过大会增大过滤器体
积，过小则会对气流产生较大阻力，影响抽吸效果。

2010 年 4 月

盘；一个底盘较低、易于拖动的拖车；拖车步调一
致；为了方便清洗的液压敞开式后罐门。
FX30 上面安装有 2 个真空泵，它的排量可以
达到 12.8m3/min，压力可以达到 380mm 汞柱，为挖
掘任务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水压可以达到 207bar。
在鼓风机之前设有过滤器，过滤网的一个单格
是 3 微米、面积约 9m2。
真空罐可以有 45°的倾斜角。它的后门是液压
开启，
这是为了清空和清洗容易。操作者可以通过两
个安装在后门上的玻璃镜监视罐内流体的液面。在
罐后门有一个取得专利的液压机械锁，它使密封简
便可靠，
这样可以保持持续有效的压力和生产率。
3.2 SUPER PRODUCTS
Super Products 公司的 Mud Dog 可以处理大工
程，长距离和在最偏僻的地方挖掘。对于不同的任
务选用各种不同的合适的工具。
Mud Dog 可以用三种真空系统挖掘：不用水压
或者气压；
用连接在 185cfm 空气压缩机上的空气喷
嘴；或者用压力达到 3000lb/in2 的水压。用 Mud Dog
的产品，
有三个备用的水力加热器，这样可以很容易
在冻土层和脆的土层施工。插入多个喷雾嘴用来调
节水压，
这样就可以控制所用的水量和开凿量。
在控制室里必备的装备包括无线遥控器、下垂
物控制器和备用控制面板，对于桅杆、水泵、真空泵
及安全进行控制。
Mud Dog 功率达到最大的时候，真空泵气压达
到 28 英寸汞柱，水泵压力上升到 3000lb/in2，水加热

目前，国外有多个公司生产真空挖掘设备，下
面分别作一简单介绍。
3.1 DITCH WITCH
该公司的真空挖掘设备采用水切割方式，比较
受欢迎的 FX30 型真空挖掘系统容量很大，它配有

器为 120 万英热单位，水罐容积达到 2000 加仑，废
渣罐为 16yd3，
桅杆上升到 26 英尺，
可 305°旋转。
3.3 VACMASTERS
Vacmasters 公司的真空开挖机设备具有两种破
碎介质，即空气和水；但设计者和使用者通常都把
高压空气作为第一选择；只有在一些较硬的土层不
得已才使用高压水力射流来挖掘孔洞。许多土层使

1200 加仑 （4,543 升） 的真空罐和 500 加仑（1,892
升）的水罐。在有大量废渣的场地要进行有效率的
清除施工，容量大和可靠性强的 FX30 真空挖掘系
统是非常理想的选择。
FX30 真空挖掘系统噪声小，工作时产生的噪
声只有 73 分贝。它有很好的操作性和省时、省力的
设计，比如：紧凑的结构；友好的用户控制；软管绞

用高压气体的施工效果、效率、污染以及安全方法
都优于高压水射流。
整个空气动力挖掘机可以完整地装在拖车上，
或由卡车来装载。设备性能包括：气、水动力选择、
具有单发动机设计、施工半径为 200 英尺、高效的
干 / 湿过滤，低维护费用等。
1000 型系统是专门为拖车车载而设计的，体积

3 国外真空挖掘设备及技术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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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结构紧凑。它具有 Vacmasters 公司的较大型设备
的诸多性能，包括运用于不同土层环境的高压水，

本，阀门和仪表箱的清洗等等，这些用途使这种系
统具有很高的适应性并物有所值。Vac-Tron 公司的

2000 型和 3000 型则是专门设计的重型施工设备。
Vacmasters 公司的真空挖掘设备还常常用来清
洁阀、滤污器、
地下的拱顶和抽吸钻井泥浆。
3.4 VACTOR
VACTOR 公司设计的 HXX 型液压真空挖掘系

设备所具有非凡能力主要得益于其使用了一个高
性能的真空泵，该泵可以产生每分钟 500～800 立
方英尺的 15Mpa 的水流或气流，除了泵之外还有一
个安装在输气管线上的一个可滤掉直径大于 0.5 毫
米颗粒的过滤器。
3.6 VACUUM SOURCE

统具有安全、生产效率高的特点，它的特征包括：一
个 8000ft3/min 的双吸真空泵，12yd3 的废渣罐，容量
是 1300 加仑的不锈钢水罐，能旋转 320°的桅杆，
安装在内部的 400,000 英热单位的锅炉 ，方便的用
户控制和容积可变的 10gal/min 的液压泵。
HXX 型液压真空挖掘系统用的是低压水流，用
罐内的水可以连续工作 7 个小时以上。使用低压水
流操作疲劳较小，
挖掘过程更加干净、
精确。HXX 型
3
液压真空挖掘系统提供了 8000ft /min 的气流，这是

Vacuum Source 公司生产的真空挖掘设备有四
种功能的液压桅杆，在特定的钻机模型上是可以实
现的。一个人用一个多按钮的面板来操纵，这样就
不需要多个人员，并且可以大大减少给 4 英寸 /6 英
寸真空软管定位的问题。
桅杆达到收集罐的顶部并可以旋转 270°。除

其它设备的两倍多。
HXX 的鼓风机系统风力范围增加了，这样很明
显的降低了噪声。鼓风机系统重量的减少也带来不
少好处，相比于其它鼓风机驱动的部件，用 HXX 系
统的废渣容量可以提高到 2000 磅。

了可以通过液压旋转外，桅杆还可以升降、伸缩，它
能切断通过收集软管的空气流。对于深的检修孔、
雨水管和收集管，当需要把深孔中的物质抽到地表
时，这种系统后面的特点是很合适的。控制面板用
来关闭端口使得空气可以进入收集罐。一旦要检修
设备，就把汽缸松开关闭空气端口，这样大量的空
气和废渣就进入了收集罐。

由于有了热泵 、内部的锅炉和循环泵，
HXX 型
液压真空挖掘系统可以工作在零度以下的冰冻地层。
3.5 VAC-TRON/U MOLE
U MOLE 公司生产了一系列气体破碎和水切割
真空挖掘设备。Vac-Tron 挖掘系统用的是高压 / 低

通过使用一种 4in/6in 的收集软管和更大马力
的发动机和鼓风机，顾客们反馈他们的工作效率从
30%上升到了 50%，同时现场的工作人员减少了。
其它一些可利用的设备包括：一个能提供动力
液压回路，它给一些工具例如破碎机和捣固器提供

流专业水射流技术，优质的真空泵和线形的空气过
滤系统。在 Vac-Tron 挖掘系统成功的在各种地层
包括沙层、卵砾层完成了挖掘；在公路的致密地层，
在伦敦的黏土层，在 Devon 的页岩层和在南威尔士
的硬的多石地层和在 Derbyshire Peak 等地方都很
好的完成了挖掘。
在大部分城市用这种设备在挖掘水管和煤气
管道设施时效果都很好。

动力；用于深的检修孔和长距离挖掘的备用软管；
当一些工具不在使用时，降低发动机转速的功能部
件，它可以节省动力。通过用这些可选装备系统，小
城市的市政当局、铅管品制造公司和承包商用一台
街道卡车的费用，拥有了一套真空钻进系统和下水
道清洗者。安装在拖车上的系统还可以有效的用在
有交通优先权的地方和空间限制的地方。
3.7 VERMEER

使用这种设备可以大大减少对第三方地下设
施的损害，同时操作者的安全也大大的提高了。潜
在的用户应该注意到随着挖掘量的减少成本也降
低了，并且由于新技术的应用模板需求也减少了，
一个突出的优点是成本下降了超过 60%。
Vac-Tron 系统有超过 50 种的用途，包括：收集

Vermeer 公司的真空挖掘系统可以满足动力高
的要求，这种系统可以很快的清除掉钻进中的泥
浆，这种泥浆如果不清除就会堆积在一个 HDD 场
地深坑出口的周围, 同时影响挖掘进程和腐蚀暴露
的设施。Vermeer 扩展了真空挖掘系统系列，包括
E550 和 E900 系统，它们可以更加有效的进行挖掘

挖掘泥浆，降低噪音，测试孔洞的安全性并评价成

和清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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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50 系统有一个容量是 550 加仑的翻斗罐和
一个容量是 225 加仑的水罐。E900 系统有一个 900
加仑的翻斗罐和一个容量是 535 加仑的水罐。用一
个获得专利的多喷嘴系统，这两种挖掘系统都可以
用 4.5 加仑 / 分钟的高压泵钻进穿过土层使得地下
设施和其它障碍物暴露出来。
Vermeer 公司的真空挖掘系统拥有可以自动停
止的系统，方便了操作者的工作，系统包括一个电
离合器，一台高压泵和一个罐阀门。当水罐里的水
面低的时候，系统可以使高压泵停止工作并显示水
压情况。
两种系统都装有一个可旋转的罐门，它方便操
作者进入水罐进行清洗。并且它们都采用道依茨公
司的 64ph（47kw）四缸风冷柴油机作为动力系统。威
猛公司的真空挖掘系统还可以按照客户要求配备
刹车系统和拖车。
3.8 DISAB
用 800mbr 的真空泵能够产生大约 8000-9000
3
m /h 的气流。当车载真空泵能达到 10,000m3/h 的泵
量和 900mbar 的泵压时，在城市或工业环境中用这
种真空挖掘系统挖掘地表是最有效的。
挖掘时，在软管接头加上水，这样可以使吸入
的物质流动起来并且使之具有更好的可吸入性。当
在煤气管道周围抽吸物质时，水可以减少由于煤气
浓度高而带来的危险。

4 真空挖掘系统及无损伤点探技术
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岩土工程勘察和施工、
市政工程施工、非开挖铺管施工等技术发展迅速，
同时也存在急需解决的技术难题或避免的风险。其
中一种风险就是各种工程施工随时有可能损坏各
种地下管线。近些年来，
从事岩土工程勘察和施工、
市政工程施工、非开挖铺管施工的单位都积极地从
管理制度、人员培训、现场管理等方面采取各种措
施，减少这种风险。但是，不能杜绝这种风险，施工
时对原有埋入管线的损坏将直接造成通信和电力
供应中断、燃气和上下水管泄漏等事故，不仅造成
财产的巨大损失、影响现场的交通和居民的生活，
而且引起人身伤亡事故，仅北京市每年都要发生几
起重大的地下管线损毁事故，造成国家和单位的重
大经济损失。这种风险难以杜绝的原因有：
（1）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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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对原有管线了解不清、定位不准是造成管线损坏
的主要原因；目前地下管线探测的方法，大多是物
探方法，而目前管线探测技术装备的落后也是定位
不准的原因，按常规，在施工之前必须进行管线探
测，以确定原有管线的数量和位置；现在，比较有效
的探测方法是探地雷达（GPR），这种探测系统仍不
能保证在所有地层都能有效地探测地下管线，同时
还要求使用者有丰富的经验；
（2） 很多岩土工程勘
察和施工项目，条件复杂，工期紧，很难采用人工逐
点开挖探查；
（3）缺少一种实用的技术手段，能直观
地、高效判定地下管线。
由于存在上述难以解决的问题，一种新颖的方
法“Potholing”在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得到
了广泛的应用。这种方法正是建立在真空挖掘的基
础之上，
“Potholing”即“点式挖孔探测”或“点探”法
就是采用真空抽吸进行挖掘探孔的方法。这种方法
的最大优点就是不会对地下管线造成损坏。
如前所述，有多家公司生产真空挖掘设备，从
功能上来区分，可将其分为：
（1）单抽吸型；
（2）水切
割破碎型；
（3）气体破碎型；
（4）水、气切割破碎型。
下面将这些方式的优缺点作一比较。
4.1 单抽吸型
这是一种单纯的真空抽吸挖掘设备，在城市或
工业环境中用这种真空挖掘系统挖掘地表是比较
有效的。该设备通常用于土层结构比较松散的地
方，或泥水混合的地方；车载大功率真空泵具有较
强 的 抽 吸 能 力 ， 在 泵 压 为 900mbar， 泵 量 达
10,000m3/h 时，工作过程中能达到较高的挖掘速度；
在抽吸软管接头处加上水，可以使吸入的物质流动
起来并且使之具有更好的可吸入性，当在煤气管道
周围抽吸物质时，水可以减少由于煤气浓度高而带
来的危险。考虑到水的费用、运输水的费用加上运
送淤泥的费用，
所以这种方法不够经济。
由于不能切割破碎较硬土层，这种设备在使用
过程中会受到一些限制。
4.2 水切割破碎型
真空挖掘系统配备有大容量水箱、高压泵及喷
枪，由高速水流对较硬土层进行切割破碎；这种方
式的优点是切割破碎过程中不会扬起灰尘，对较硬
土层的切割效率高；存在的问题是：
（1）设备需要配
备较大容积的水箱，增加了体积和重量；
（2）水是不

第1期

方雪松 夏仲达 李伯伦：
真空挖掘及无损伤点探技术探讨

可压缩的流体会渗入地下的设施，对地下设施产生
损害；
（3）水具有导电性，一旦地下电缆接触到水，
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4）泥水混合后难以回填，增
加了收集物的处理难度。
4.3 气体破碎型
空气压缩机将高压气体输送至喷枪，由喷嘴喷
出的压缩气体穿透土层，使土层膨胀、破碎；使用空
气的好处有：对于大部分土质，空气比水开挖更快；
土壤是干的可以用来回填；可以消除处理泥的费用
和泥浆带来的问题；压缩空气的安全性也很明显，
它不会损坏设备或路基；由于不具有导电性，因而
在电缆线旁进行挖掘施工显得更为安全；而且空气
的使用不受限制。其存在的问题是：对较硬土层的
切割切割效率低。
4.4 水、气切割破碎型
综合了水、气切割破碎所具有的优缺点，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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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得该设备体积较大。
尽管国外有多家公司生产真空挖掘设备，结合
将无损伤点探技术应用于岩土工程勘察和施工、市
政工程施工、非开挖铺管施工等方面，首先还是要
选择合适的真空挖掘设备，选择不当势必造成浪
费。地下管线埋藏深度大多为 2~3 米，因此挖掘探
孔深度通常不会超过 5 米，探洞孔径也比较小，每
个探洞的工作量不大，使用小型的真空挖掘设备即
可达到要求。
在真空挖掘技术方面目前国内还是空白，用于
无损伤点探的设备也就无从谈起。有鉴于此，中国
建筑科学研究院承担了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真空挖
掘及无损伤点探技术》的研究工作，研制了一台气
体破碎点探仪，并对水切割方式作了总体设计及相
关试验，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以下是所研制的气
体破碎点探仪的结构图：

1—射流泵；2—储箱；3—过滤袋；4—吸管；5—喷枪；
6—喷管架；7—控制台；8—底座；9—喷雾水箱；
10—吸管架
图 1 气体破碎点探仪结构图

气体破碎点探仪是从点探的角度来设计的，主
要考虑设备的实用性、方便性，具有结构简单、体积
小、重量轻的特点，并且易于操作和维护。在设计时
将空压机和点探仪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这是
由于动力设备和气体破碎点探仪之间没有直接的
机械连接，两者之间仅由一根高压气管相连。通常
大排量的空气压缩机体积较大，价格也较高，如果
将二者装在一起，势必降低了空气压缩机的使用
率；二者分开后，用户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购买
或者租赁空气压缩机，这样有利于降低气体破碎点
探仪的成本，也有利于用户的使用。
气体破碎点探仪采用空气射流泵作为抽吸泵，
这样整台气体破碎点探仪都以高压气体为动力源，

同时，空气射流泵对所抽吸的气体不敏感，管路中
不需加设体积庞大的过滤器，只在空气射流泵的排
出口装过滤袋，因此，气体破碎点探仪的整体结构
大为简化。
考虑到在较干燥的土层施工时会扬起灰尘，气
体破碎点探仪设置了喷雾除尘装置；将具有一定压
力的气体导入密封水箱，水由喷雾管输送至喷枪，
喷枪为双层结构，喷雾口均部在喷头上方，需要喷
雾时打开喷枪上的喷雾阀。
在今后岩土工程勘察和施工、市政工程施工、
非开挖铺管施工的无损伤探测中，气体破碎点探仪
将会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挖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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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hotogrammetry 的非开挖施工地表变形检测技术研究
孙平贺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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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开挖施工过程中由于往往受到埋深的限制，
导致上部土体有效应力降低，进而产生地表变形，变形过

大还会引起地表既有建筑受到破坏，
所以量化检测其变形程度在地下施工中尤为重要。本文主要讨论了采用 Photogrammetry 技术检测非开挖施工过程中地表变形的主要方法和应用情况。Photogrammetry 技术是一种非接触式的
变形检测技术，
主要通过影像手段获取目标点的三维变形大小。该方法需要从空间多角度对目标点进行摄影测量，
获取连续的三维影像信息，
通过 Photogrammetry 软件进行现场目标点重现，
进而获取三维可视目标点坐标值。本文
通过现场的检测，获取了地表变形的数据，
提出了检测的方法，
并对数据处理过程中检测精度提出了探讨。
关键词：
Photogrammetry、
非开挖、
地表变形、
三维检测

1 引言
由于近年来中国城市发展和扩大的需要，非开
挖工程建设也突飞猛进，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也越
来越突出。尤其是城市大直径工程由于埋深较浅，
在施工过程中对地表产生不良影响，导致地表变
形，进而对地表既有建筑构成破坏和潜在威胁。
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研究 [1,2]，得到了有
关地表变形的预测数学、力学公式。但由于地下工
程对地表影响涉及因素较多，应用的普遍性受到局
限，为此，笔者结合现有技术，提出了 Photogrammetry 技术检测地表变形的方法。
Photogrammetry 技术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目
前在美国已经在地质灾害、文物保护、建筑重现等
领域应用[3]，国内目前应用较少。其主要优点是可以
实现非接触远距离测量，减少了对空间依赖；三维
可视化效果好； 量化生 成目 标点坐 标， 误差 在
0.02mm 以内。

2 数学原理
Photogrammetry 技术主要通过对目标点的影像

图 1 Photogrammetry 检测滑坡

分析，将实物模型转化为可视的三维数字化模型。
应用过程中，首先是多角度对同样一些目标点进行
数码拍照，得到要研究的目标点一系列影像，然后
利用光线直线传播原理，通过数码照片目标点的像
点位置，求出反射光线，多条反射光线的交点便为
物体表面上的目标点。

作者简介：孙平贺（1982.3- ），男，吉林松原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及美国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联合培养博士，主要从事地

下水平钻进工程检测的科研工作。本论文得到以下项目的资助：国家留学基金委公派资助项目（20093012）和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研究生学术探索与创新基金资助项目（CUGYJS0721）资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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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空间的一点
，其投影点
，如
图 2 所视。则可以根据解析摄影测量中的共线方程

矩阵形式可表示为：

解法，推导出线性计算模型，
即：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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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2）
式中：
为方位元素的变换系
数，
可以通过相机校准获得。

图 2 Photogrammetry 计算原理

3 图像校准
Photogrammetry 检测得到的图像是通过软件分
析获取三维数字模型的，所以在进行现场地表变形
检测之前需要对相机进行校准，目的是通过校准板

之中[4]，提高检测的精度，校准如图 3、4 所示。
在校准过程中需要注意相机本身的焦距和摄
影距离均应保持不变。笔者分别对 Canon 的18 和
55mm 焦距进行了校准。

将镜头焦距、CCD 幅面等参数的真实值存储于软件

图 3 图像校准图

4 现场检测
4.1 工程概况
该工程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 Glendale 市，拟

图 4 校准结果

在地下采用水平 定向钻 进方 法敷设 一条 直径为
1372mm 的钢管道，长度约为 125m，深度约为 6m，
且横穿经过 Grand 大道、铁路和地下墙。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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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确保公路和铁路安全，故需要对其沉降进行检
测[5]。
4.2 目标获取

2010 年 4 月

根据现场获得的数据可以发现，在 20 个目标
点 中 ， 当 焦 距 取 18mm 时 ， 的 最 大 绝 对 偏 差 为

根据校准数据，采用 Photogrammetry 软件生成
目标点，平面布置如图 5 所示。
测量过程中，分别采用了 18mm 和 55mm 焦距
进行图像获取，以比较二者的精度。每一个焦距进

6.0mm，的最大绝对偏差为 1.0mm，的最大绝对偏差
为 1.0mm；当焦距取 55mm 时，的最大绝对偏差为
3.0mm，的最大绝对偏差为 0.4mm，的最大绝对偏差
为 0.2mm。
显 然 焦 距 18mm 的 检 测 精 度 要 低 于 焦 距

行了 5 个不同位置的拍照，每个位置又分别从 4 个
角度进行拍摄。采用 18mm 焦距进行拍照时，拍摄
位置距离目标点较近，相反，采用 55mm 焦距拍照
时，拍摄位置距离则较远，但需要保证所有目标点

55mm，主要因为在软件标注过程中，由于 18mm 焦
距的检测范围较宽，中心点的设置偏差也较大，故
使其精度降低。
通过对焦距为 55mm 检测的前后地表数据分

均应在拍摄视野范围之内。
理论上，最优的拍摄角度应该是相机同目标点
之间成 90°，
但由于需要保证所有目标点进入视野，
因此实际中这个角度要小于 90°，
且是不断变化的。
4.3 软件处理

析可以发现，的最大偏差为 0.91mm，位于 No.17 检
测点；20 个点的平均下降为 0.38mm，可见施工后地
表略有下降，但变化幅度较小。

将获取的图像导入 Photogrammetry 中进行处理
时应该注意图像文件的顺序，软件会对各个目标点
进行自动识别。由于图像信息的质量往往会收到相
机参数、拍摄水平、自然光线等影响，所以往往会导
致个别目标点无法识别，此时可以进行人工标注，
保证目标点的完整。
本次检测中，18mm 和 55mm 采用了同样的坐
标系、原点和边界条件，经过软件处理得到了 20 个
点的三维坐标值，其中值即为地表变形的大小。
4.4 数据分析

图 5 目标点设置

表 1 目标点坐标数据(18mm)
编号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增值

X (cm)

Y (cm)

Z (cm)

X (cm)

Y (cm)

Z (cm)

X (cm)

Y (cm)

Z (cm)

1

0

0

0

0

0

0

0

0

0

2

-0.75984

30.48133

0

0.837315

0.00589

0

0.597648

0.004419

0

3

29.55473

30.25081

-0.10036

0.532417

0.06571

0.158848

0.375335

0.049235

0.097861

4

30.2675

-0.17147

-0.25572

0.339778

0.033811

0.064124

0.237936

0.021363

0.049846

5

60.72103

-1.07718

-0.1433

0.587771

0.056757

0.070959

0.415032

0.043607

0.052019

6

59.84084

30.18754

0.019127

0.447891

0.096099

0.076622

0.324462

0.064088

0.06416

7

90.50886

30.23037

-0.05343

0.360458

0.12003

0.095873

0.283822

0.089636

0.066488

8

90.53553

-0.84665

-0.20525

0.625787

0.095614

0.197804

0.433741

0.080527

0.147829

9

121.4437

-0.20526

-0.63183

0.698087

0.112201

0.088745

0.475309

0.080003

0.057559

10

120.1762

30.3107

0.268994

0.318491

0.091028

0.062609

0.269864

0.077428

0.052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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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50.9142

30.15957

-0.17356

0.401915

0.153677

0.088253

0.316115

0.114404

0.067377

12

151.526

-0.41295

-1.06244

0.634262

0.138839

0.068851

0.472809

0.092468

0.052474

13

182.0419

0.35438

-1.00846

0.48103

0.107535

0.078848

0.347037

0.075169

0.054363

14

181.2991

29.98145

-0.26333

0.525017

0.087292

0.141603

0.403533

0.065079

0.110649

15

211.823

29.89566

-0.16766

0.676353

0.080372

0.214167

0.510543

0.060383

0.172738

16

212.8503

0.125203

-0.81302

0.362727

0.140626

0.094312

0.266493

0.090324

0.066272

17

243.0509

0.119815

-0.52926

0.383931

0.137058

0.146191

0.295609

0.112781

0.10464

18

241.9801

30.04907

-0.16367

0.992076

0.073835

0.231772

0.724774

0.060498

0.172405

19

272.004

29.95414

0.590827

1.269358

0.05548

0.267207

0.905804

0.045765

0.19193

20

272.8887

0

0

0.689252

0

0

0.545697

0

0

表2
编号

目标点坐标数据(55mm)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增值

X (cm)

Y (cm)

Z (cm)

X (cm)

Y (cm)

Z (cm)

X (cm)

Y (cm)

Z (cm)

1

0

0

0

0

0

0

0

0

0

2

-0.95843

30.48436

0

0.209295

0.005945

0

0.159169

0.00467

0

3

29.47008

30.24115

-0.10543

0.259437

0.049998

0.030769

0.2248

0.039826

0.021373

4

30.36614

-0.22374

-0.17907

0.070433

0.033134

0.014475

0.047262

0.025793

0.011787

5

60.94103

-1.0996

-0.10003

0.188378

0.050931

0.021375

0.127977

0.035816

0.017519

6

59.94834

30.15155

-0.05517

0.28656

0.078707

0.037012

0.24355

0.065751

0.028719

7

90.64425

30.15803

-0.13508

0.370079

0.074314

0.043554

0.293699

0.064323

0.032295

8

90.82562

-0.96137

-0.27096

0.279317

0.067742

0.033716

0.192458

0.050325

0.027334

9

121.7641

-0.23858

-0.62471

0.342788

0.068685

0.039497

0.236377

0.046472

0.027515

10

120.3575

30.22304

0.120119

0.447187

0.082795

0.046357

0.338765

0.063627

0.031352

11

151.0329

30.08526

-0.29569

0.514059

0.06862

0.059744

0.372483

0.052434

0.039224

12

151.8499

-0.4705

-1.00685

0.413058

0.053722

0.035959

0.288793

0.03726

0.027443

13

182.2789

0.277015

-1.03027

0.493527

0.036453

0.03855

0.343743

0.025854

0.028471

14

181.3461

29.86639

-0.42

0.559166

0.103617

0.045524

0.387563

0.075673

0.030951

15

211.7976

29.79365

-0.38763

0.630633

0.048483

0.059666

0.434093

0.032995

0.039839

16

212.9372

0.107387

-0.8686

0.526265

0.041182

0.02061

0.362532

0.028784

0.014319

17

243.0067

0.08333

-0.61509

0.557757

0.038628

0.038993

0.382126

0.027336

0.028135

18

241.799

30.03001

-0.35528

0.659077

0.038917

0.058961

0.456252

0.02897

0.041179

19

271.7092

29.96991

0.415068

0.689917

0.035218

0.048418

0.478424

0.023542

0.032825

20

272.6949

0

0

0.611479

0

0

0.414684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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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非开挖施工前后地表变化曲线（55mm）

5 精度讨论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笔者对参考坐标系中不同
原点设置条件下的平均值偏离误差进行了分析。

分析过程主要是将坐标原点分别设置在 1 号
目标点、11 号目标点和 22 号目标点，其它参数保持
不变，
如图 7、图 8 和图 9 所示。

图 7 坐标原点位于 1 号目标点

图 8 坐标原点位于 11 号目标点

图 9 坐标原点位于 22 号目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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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X 偏差对比曲线

图 11 Y 偏差对比曲线

图 12 Z 偏差对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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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种不同条件下 X、
Y 和 Z 偏差对比曲线，
可以发现，当坐标原点设在 11 号目标点时，偏差值
总体较小；而坐标原点设在 1 号和 22 号目标点时，
偏差较大。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待测点同坐标原
点之间的距离导致的，但有待在下一步的研究工作
中得以证实，
目前尚无足够理论支撑。

6 结语
笔者采用 Photogrammetry 技术对水平定向钻进
非开挖地下敷设管道过程对地表变形的影响进行
了现场检测，获得了不同焦距下的检测数据及地表
变化数据，得出以下结论：
（1）采用 Photogrammetry 技术可以实现远距离、
无接触检测，
减少空间依赖，目标识别精度高；
（2） 通过对 18 和 55mm 两种焦距下测得数据
对比，
确定 55mm 精度较高；
（3）通过对美国 Glendale 地下水平钻进工程的
地表检测，获得地表最大下降 0.91mm；
（4） 由于 Photogrammetry 技术对硬件有一定要
求，因此实际应用中应根据测量范围和工程等级合
理选择设备；
（5）数据处理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提高精度还有
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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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mmetry Technology to Measuring Ground Movements in
Trenchless Constructions
Sun Pinghe1, 2 Wu Xiaoming1
（1. Faulty of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2. Ira A Fulton School of Engineering,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Z 85282, America）

Abstract: Trenchless construction is limited by the depth and the ground movement always occurs due to the
soil depressed. So ground movement is a concern due to they can cause damage to surface structures and buried
utilit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photogrammetric technology to monitor ground movements during the
process of trenchless constructions. Photogrammetry is a remote technology in which the 3D properties of objects and
surface can be determined from images. Measurements are determined different photographs taken from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the targets shouldn't be moved during the measurements. The software can determine the position of
these targets in 3D space.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photogrammetric technology, its application to
underground projects, results and analysis of data gathered from measuremen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s
the accuracy associated different origin positions.
Key Words: Photogrammetry, Trenchless, Ground Movement, 3D 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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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管道状况评价技术研究
张飘平 沈 华 马保松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
湖北武汉，430074）

摘

要：
本文首先对管道缺陷状况进行了总结分类，
并对管道缺陷状况评价方法进行了探讨，以此为基

础，用 VB6.0 开发了相应的管道状况评价软件，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对管道各类缺陷严重性进行了分析，
得出管道修复优先次序，
为市政管道的评价与维护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意见。
关键词：市政管道、
层次分析法、管道状况评价

1 前言
城市地下管网是市政设施重要的组成部分，是
维系城市与区域经济功能的基础性工程设施系统，
肩负着如城市供排水、供气、供电、通讯等重要工
作。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城市扩张速度的加
快，很多城市的地下管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坏损，
给城市的给排水、地面建筑和交通带来了严重的隐
患，
影响了城市的环境和市容。
城市由于发展而产生的快速扩张模式更是导
致土地的大量占用，必然会迎来城市土地紧张的局
面。地表城市建筑高度逐渐增加，地下世界也趋于
复杂，各种不同类型的管道纵横交错。由于城市地
上空间的限制以及处于特殊的环保和旅游原因，城
市向地下空间发展的趋势必将不断增强。另外，我
国目前有 30 万千米市政管道达到或超过了设计使
用寿命，急需进行修复。所以，对市政管道的安全状
况进行一个清晰的评价和认识是必要的，是有助于
大大提高城市地下空间的发展质量和发展效益。

2 管道状况分级与评价
对于地下管道破坏情况进行总的科学分类和
评价是一项重要工作，对城市管线的管理以及维修

都有较为重要的意义。目前对地下管网的非开挖修
复决策的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方向，国内对这方面
的研究比较少，而集中在以美国，德国，英国，日本，
加拿大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美国的已经有比较
成熟的理论，比如美国路易斯安娜工业大学
（Louisiana Tech University） 的美国国家非开挖研究
中心 （Trenchless Technology Center） 开发出了基于
CCTV 检 测 的 下 水 管 道 检 测 系 统 -Sanitary Sewer
Management System(SSMS)，德国也有相关的规范，使
用已知的评价标准，通过常规计算，得出了独立于
评价模型且具有可比性的评价结果。英国的水研究
中心 1983 推出了排水管道修复手册 (Sewer Rehabilitation Manual)，它是运用计算机化的水力学模型
和数据处理技术方面的新发展来评价一个流域范
围内的排水管道系统的性能。
2.1 本文所采用的管道缺陷状况分类
根据日常养护中所遇到的各类管道病害和缺
陷的情况，将管道缺陷分为结构性缺陷和功能性缺
陷，管道结构性缺陷评估包括脱节、错口、裂缝、变
形、管壁腐蚀、暗接穿孔、管身塌陷、洼水、渗漏，共 9
种。管道功能性缺陷评估包括结垢、障碍物、
树根侵
入、淤积、油垢共 5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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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结构性缺陷的代码和定义

缺陷名称

代码

定义

脱节

TJ

有水平松开的情况。
管道与管道之间接头结合不紧密，

错口

CK

“半月形”
。
两根管道的套口接头偏离，
未处于管道的正确位置。临近的管道看似

裂缝

LF

环向和复合三种。
管道的外部压力超过自身的承受力致使管材发生破裂。包括纵向、

变形

BX

管道的原样被改变(只适用于柔性管)。

管壁腐蚀

FS

管道内壁受到有害物质主要是硫化氢的腐蚀或酸性废水腐蚀。

暗接穿孔

AJ

支管未通过检查井直接侧向接入主管。

管身坍塌

TT

管道因破损、断裂等破损而造成管身局部崩塌的情况。

洼水

WS

指管道沉降形成水洼，
水处停滞状态或水平方向发生弯曲。

渗透

SL

地下水通过缺陷或不良的接头处侵入。
表 2 管道功能性缺陷的代码和定义

缺陷名称

代码

定义

结垢

JG

渗入的含有溶解性盐的地下水长时间流经管道缺陷表面，
形成硬质或软质结垢。

淤积

YJ

管道内的有机物或泥沙沉淀物减少了横截面积，
有软质和硬质两种。

油垢

YG

管道内的油脂粘结于管道表面。

障碍物

ZA

管道内坚硬的杂物，
如石头、
砖块、
树枝、
遗弃的工具、
管道碎片等。

树根侵入

SG

指树根沿着管道、
接口或害井处的缺陷进入。

2.2 市政管道状况评价
本文参考上海市排水管道评价指标体系给出
表3
序号

1

2

3

4

5

缺陷分类

脱节

错口

裂缝

变形

管壁腐蚀

管道结构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的等级和分值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管道结构性缺陷的等级与分值
等级

分值

≤1/2 管壁厚度

0.10

介于 1/2-1 管壁宽度

1.00

≥1 管壁宽度

3.00

轻微

0.50

破裂

1.00

上下位移

3.00

细缝

0.50

开裂

3.00

断裂

12.00

轻：
变形＜5%

0.25

重：
变形＞5%

3.00

轻度：管壁麻面

0.05

中度：骨料显露

0.30

重度：钢筋显露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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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暗接穿孔

7

轻度：
一般支管

0.30

中度：暗接周围渗漏

2.00

重度：穿孔

12.00

管身坍塌

8

12.00

注水

9

渗漏

管径的 10%

0.15

管径的 10-50%

1.00

＞50%

3.00

滴漏

0.50

线漏

2.00

涌漏

6.00

表 4 管道功能性缺陷的等级与分值
序号

1

2

3

4

5

缺陷分类

等级

分值

轻微（＜3cm）

0.05

中度（3-6cm）

0.25

重度（＞6cm）

1.00

淤积深度小于管径10%

0.05

淤积深度介于管径10~30%

0.25

淤积深度大于管径 30%

1.00

轻微

0.05

中度

0.25

重度

1.00

断面损失小于 10%

0.05

断面损失介于 10 一 30%

0.25

断面损失大于 30%

1.00

树根占管道断面小于 25%

0.05

树根占管道断面介于 25~50%

0.25

结垢

淤泥

油垢

障碍物

树根侵入

结构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评分按以下公式进行
计算：
结构缺陷等级
渗漏缺陷等级 G 渗漏 =
管道修复结构缺陷等级 G 结构 =（G1 +K×G 渗透）
×D×E
Pi—第 i 处缺陷分值；
Li—某种结构性缺陷个数或长度；

L—被评估管道长度(m)；
K—土壤修正系数，根据管道所在地区的土质
状况而定，
一般取 1，对于流砂性地区取 3；
D—地区重要性系数；(若在中心商业区或干
线，
D=2.0；若在次重要街道，
D=1.5；若在一般街道，
D=1.0；其他情况可酌情考虑) ；
E—管道重要性系数(管径 <1000mm，E =1.0；管
径 位 于 1000—1500mm 之 间 ，
E =1.5； 管 径
>1500mm，E =2.0；在排水管网中重要性高的管道，
如单通道通向泵站的，
宜考虑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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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管道结构状况分级标准
结构状

说明

分级标准

1

无或有轻微管道损坏

S<1

2

少量管道损坏，
无需修复

1≤S<15

3

局部较多管道损坏，
酌情安排修复

15≤S<30

况分级

较多管道损坏，
近期内整体修复 / 局

4

部修复

5

30≤S<50

大部分管道损坏，
尽快实行整体修复

S≧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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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提示其参数的类型、个数等，当代码出现语法错
误，VB 会马上发出通知或警告。本文选择 VB 作为
开发工具，正是是利用它的这些优势特点。
系统利用 VB 6.0 工具开发了市政管道评价系
统登录、结构性缺陷评价、功能性缺陷评价三个界
面。实现了数据的输入和输出，评价结果和修复意
见。并在界面中设置了管道评价中各项因素的默认
权重值，用户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系统
的主页面如图 1 所示：

等级
管道修复功能缺陷等级 G 功能 = G2×D×E
Pj—第 j 处缺陷分值；
Lj—第 j 处结构性缺陷的长度；
m—功能性缺陷总个数；
L—被评估管道长度;
D—地区重要性系数(若是在中心商业区或干
线，D=2.0；若是在次重要街道，D=1.5；一般街道，
D=1.0；其他情况可酌情考虑)；
E—管道重要性系数 (若管径 1500mm 以上，
E=2.0；管径 1000~1500mm，E=1.5，管径 1000mm 以
下，E=1.0)。

图 1 市政管道评价系统登录界面

点击任一评价按钮可进入相对应的的功能模
块，如图 2 和图 3 所示。现以结构性缺陷评价为例
进行简单介绍。

表 6 管道功能状况分级标准
功能状

说明

况分级

1
2
3

无或有少量管道局部超过允许淤积标
准，
功能状况总体较好。
有较多管道超过允许淤积标准，功能状
况总体一般。
大部分管道超过允许淤积标准，功能状
况总体较差。

分级标准
S< 15
15≤S<45
S≧45

3 市政管道评价软件开发
Visual Basic,简称 VB，是 Microsoft 公司推出的
一种 Windows 应用程序开发工具。是当今世界上使
用最广泛的编程语言之一，它也被公认为是编程效
率最高的一种编程方法。无论是开发功能强大、性
能可靠的商务软件，还是编写能处理实际问题的实
用小程序，VB 都是最快速、最简便的方法。?其突出
特点是可视化、事件驱动和人机交互．如当编程人
员在编写程序代码的过程中输入了函数，软件会自

图 2 管道结构性缺陷评价界面

在结构性缺陷评价的界面中，可以根据现场的
数据对影响结构性缺陷的九种因素及其严重程度
进行选择，这一功能通过单选按钮来实现。每一种
破坏情况后面都有其对应的默认分值，用户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修改时只需要输入对应的分
值即可。在结构性缺陷的评价过程中，用户还需输
入相关参数，如脱节个数、土壤修正系数、管长等，
输入完毕后，
点击结构性缺陷评价按钮，就可以得到
结构性缺陷评价结果以及修复建议。想再评估一次
则按清零按钮，
重复上面操作即可。评估完毕后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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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相关命令，
返回主页面或进入功能性缺陷评价。

层次分析法模型如下图 4 所示：

图 4 层次分析法模型
图 3 功能性缺陷评价界面

4 层次分析法优选修复次序
层次分析法 (AnalytiealHierarehyProeess，
AHP)，
是美国运筹学专家萨迪(T.L.saaty)20 世纪 70 年代初
提出的一种系统分析方法，80 年代初开始引入我
国，层次分析法较完整地体现了系统工程学的系统
分析和系统结合的思路，即将一个复杂的问题看成
一个系统，根据系统内部的因素间的隶属关系，将
一个复杂问题转化为有条理的有序层次，以一个递
阶层次图直观地反映系统内部因素之间各子系统
的分解，然后再逐级地进行综合(系统综合阶段)，因
此 AHP 也是一种有效分析系统结构的方法。
（1）确定总目标，以“市政给排水管道综合评
价”
为目标层 A。
（2）根据市政给排水管道综合评价方法，将“结
构性缺陷评价”和“功能性缺陷评价”作为准则层。
结构性缺陷：引起管道结构性破坏的因素。功
能性缺陷：
引起管道功能性破坏的因素。
（3）确定主要影响因素，引起市政管道结构性
破坏和功能性破坏的因素有：脱节、错口、裂缝、变
形、管壁腐蚀、暗接穿孔、管身塌陷、洼水、渗漏、结
垢、
障碍物、
树根侵入、淤积、油垢共 14 种。

（4）构建判断矩阵并计算权重，构建判断矩阵，
是利用 AHP 进行市政给排水管道综合评价的关键
因素之一，因为它直接影响到 AHP 最终的计算结
果。这里采用专家调查法，这些专家主要包括大学
教授、科研院所、工程一线的专家。经过统计方法，
确定各个层次因素相关的判断矩阵，并应用
MATLAB 软件进行权重的求解，相关计算如下。
（5）计算结果分析，为便于分析，现将 P 层因素
取前六名按权重值排序结果于表 -8。
由表 -8 的排序结果可见，管身塌陷的权重值
排在第一位，脱节排在第二位，暗接穿孔排在第三
位，裂缝和错口分别列在第四位和第五位。排在前
五位的因素的权重值远远大于其它 9 个因素的权
重值，
并且其权重值合计为 0.749。这样的结果与我
国大多数城市市政管道状况的评价是一致的。显然
管道塌陷、脱节、暗接穿孔是导致城市市政管道破
坏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市政管道的维护过程中，应
加强对管道塌陷、脱节和暗接穿孔等破坏因素的重
视，并在修复时给予优先考虑。
表 7 A-M 的判断矩阵
A-M

M1

M2

权重

M1

1

8

0.899

1

0.111

M2

CR 值
0

M-P 层次：

表 8 M1-P 的判断矩阵
M1-P

P1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权重

P1

1.00

2.67

3.44

2.33

4.83

1.73

0.24

2.33

5.33

0.156

1.00

1.44

2.44

3.33

0.29

0.14

1.83

3.67

0.079

1.00

1.39

4.00

2.15

0.14

1.86

2.78

0.082

1.00

2.17

0.22

0.14

1.19

0.58

0.049

1.00

0.23

0.11

1.56

1.25

0.032

1.00

0.20

3.67

3.06

0.117

1.00

6.67

7.00

0.710

1.00

3.11

0.046

1.00

0.029

P2
P3
P4
P5
P6
P7
P8
P9

CR 值

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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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判断矩阵如下：

排序结果于表 8

表 9 M2-P 的判断矩阵

表 11 P 层前 6 名因素权重排序

M2-P

P10

P11

P12

P13

P14

权重

P10

1.00

0.84

1.33

0.24

0.32

0.102

1.00

3.67

1.23

1.42

0.250

1.00

0.20

0.30

0.069

1.00

4.33

0.393

1.00

0.185

P11
P12
P13
P14

CR 值

0.086

根据上述判断矩阵计算权重值和一致性结果，
并列于表 7。
P

2010 年 4 月

表 10 M-P 的判断矩阵
M M（0.899）
M（0.111）
1
2

权重

P1

0.156

0.138

P2

0.079

0.070

P3

0.082

0.073

P4

0.049

0.044

P5

0.032

0.028

P6

0.117

0.104

P7

0.410

0.364

P8

0.046

0.041

P9

0.029

0.026

P10

0.102

0.011

P11

0.250

0.028

P12

0.069

0.008

P13

0.393

0.044

P14

0.185

0.021

4.5 计算结果分析
为便于分析，现将 P 层因素取前六名按权重值

次序

1

2

3

4

5

6

因素

P7

P1

P6

P3

P2

P4

权重

0.364

0.138

0.104

0.073

0.070

0.044

由表 8 的排序结果可见，管身塌陷的权重值排
在第一位，脱节排在第二位，暗接穿孔排在第三位，
裂缝和错口分别列在第四位和第五位。排在前五位
的因素的权重值远远大于其它 9 个因素的权重值，
并且其权重值合计为 0.749。这样的结果与我国大
多数城市市政管道状况的评价是一致的。显然管道
塌陷、脱节、暗接穿孔是导致城市市政管道破坏的
主要因素。因此，在市政管道的维护过程中，应加强
对管道塌陷、脱节和暗接穿孔等破坏因素的重视，
并在修复时给予优先考虑。

5 结语
（1）在城市管线的管理以及修复中，应科学的
评估管道破坏状况，制定维修计划。基于上述市政
管道评价模型计算结果，能迅速掌握导致管道破坏
的主要因素，并优先进行修复。
（2）利用 VB6.0 开发的市政管道评价系统更好
的为管道维护人员提供一个分析和决策的工具，提
高工作效率，引导正确决策。
参考文献：
[1]马保松.非开挖工程学.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8.
[2]郑瑞东. 上海市排水管道 CCTV 检测评价技术研
究[硕士学位论文].上海：同济大学
[3]丁琨. 改进的层次分析法及其在城市水工程方案优
选中的应用[硕士学位论文].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

Research on Pipe Condition Assessment of Municipal Pipeline
Zhang Piaoping Shen Hua Ma Baosong
(Faulty of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presented the development of pipe condition assessment software by VB 6.0 on
the basis of the evaluation about pipe defective conditions and pipe defects classification, and then the rehabilitation
priority of the pipe was obtained from the analysis of relative severities of pipe defects using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Finally, the advisories were offered for condition assessment of municipal pipelines.
Key Words: Municipal Pipeline, 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 Pipe Condition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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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伤点探技术在岩土工程中的应用
方雪松 1

滕 力2

（1.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100013；2.北京罗顿沙河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北京）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岩土工程勘查与施工对地下原有管线破坏的原因和无损失点探施工的特点，

给出了无损失点探技术在岩土工程勘查与施工中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非开挖、原有管线、
点探

岩土工程专业是土木工程的分支，是运用工程
地质学、土力学、岩石力学解决各类工程中关于岩
石、土的工程技术问题的科学。按照工程建设阶段
划分，工作内容可以分为：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
设计、岩土工程施工与治理、岩土工程监测、岩土工
程检测。
岩土工程是一门应用科学，是为工程建设服务
的。岩土工程技术在我国的发展速度之快令世人瞩
目，特别是城市建设、地下空间建造、市政新建和改
建工程。然而老城区岩土工程勘察与施工中出现的
安全问题和安全隐患也不断显露出来，其严重程度
已不容忽视，其中最常见的事故是地下管线的损
坏。岩土工程勘察和施工对原有管线的损坏将直接
造成通信和电力供应中断、燃气和上下水管泄漏等
事故，不仅造成财产的巨大损失、影响现场的交通
和居民的生活，而且引起人身伤亡事故。
地下管线被称为城市的生命线, 担负着传送信
息、输送能量等工作。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各种地
下管线日益增多, 然而伴随而来的安全问题和安全
隐患也不断出现, 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身安
全事故。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施工前对地下设施位
置和深度的了解不准确以及不完善所造成的。为了
解决这个问题, 工程技术人员采用了各种电磁或开
挖等探测方法对地下管线进行探测以了解地下管
线的信息,在各种方法中,真空挖掘与点探技术(Vacuum Excavator and Potholing)最具安全性、可靠性和
高效性。通过不断的研究和开发应用,目前国外真空
挖掘技术的应用范围已经扩展到非开挖、岩土工

程、环境治理及各种市政工程中。

1 岩土工程勘察与施工对原有管线损
坏的主要原因
岩土工程勘察与施工前，首先应该从市政管理
部门或甲方了解施工区域的地下管网分布，了解原
有管线的确切位置。在美国，有一种称为
“One Call”
的政府专用咨询电话可查询地下管线的详细信息，
每一个州都有这么一个电话号码，供地下施工前查
询。在我国，地下管线的管理，特别是分类、建档及
查询系统极不规范，造成资料不全、不真实，甚至无
资料可查的局面。
除管理的原因以外，我国管线探测技术装备的
落后也是定位不准的原因。按常规，在岩土工程勘
察和施工之前必须进行管线探测，以确定原有管线
的数量和位置。目前，有效的探测方法是探地雷达
（GPR）。这种探测系统虽然不能保证在所有地层都
能有效地探测地下管线，但是以电磁反射波为原理
的这种方法的探测能力要大大超过常规的电子探
测仪器。除金属管线外，GPR 系统还可以探测出塑
料管、混凝土管、不同性质的岩土和空洞等其它方
法无法测到的非金属体，它可以精确地在水平方向
定位，也可大致测定管线的埋设深度。高精度天线
阵雷达代表了当今最先进的管线探测雷达，这种类
型的雷达可同时对浅层、深层，甚至重叠的管线进
行三维探测。它的后分析软件则根据天线阵采集的
图像自动分析、
合成并绘制地下管线图。
为解决管线了解不清的问题，政府管理部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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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建立一个城市地下管网的档案馆和方便施工单
位查询的信息系统，并且立法规定岩土工程勘察施
工前必须进行现场地下管线的探测。

2 无损伤点探技术在岩土工程中的应
用
再先进的探测仪器和完善的存档资料也无法
保证岩土工程勘察与施工的万无一失。为了防止岩
土工程勘察与施工对已有地下管线的损坏，挖孔或
挖探槽（坑）已越来越频繁和常规化。挖孔并非是新
工艺，可发采用机械开挖或人工开挖。用反铲机挖
孔时，即使是熟练的工人进行仔细的操作也无法避
免对被埋管线的损坏。而采用人工开挖，不仅费时
费钱，还增加了新的风险源，容易造成施工人员伤
亡事故。因此，一种以
“眼见为实”的方法“无损伤点
探”在发达国家，
特别是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使用“无损伤点探”法开挖，即使用真空挖掘设
备(Vacuum Excavator) 进行挖孔就可降低上述风险。
它是使用高压水或压缩空气对土层进行抽吸，能很
快挖掘出需要的各种形状和深度的孔，以揭露出被
埋管线。用这种真空挖掘揭露管线的方法可避免由
于用反铲机、开挖机和其它“硬”开挖方式时对管线
带来的危害。
根据使用的机械和土层条件，使用点探仪能很
快速的挖掘出探测所需的探孔。经抽吸作用排出的
土可用作回填，也可将土运出施工现场。这种“软”
开挖对地表破坏少，减少了对交通和其它活动的干
扰。因此，小孔式开挖的优点表现在简便、快速、对
地表活动影响小、地表复原费用低等方面。
当前，压缩空气仍然是基本的抽吸动力。不过
现在也已开始使用高压水作为抽吸动力，这主要考
虑在相同抽吸能力的情况下，后者具有较低的成
本。在选择使用压缩空气还是高压水作为动力的主
要影响因素除了上面提到的成本外，还需考虑以下
因素：水的密度远远大于空气，因此水对土层的冲
击效果要远高于空气。但是使用水作为工作介质也
存在有不足之处：
（1） 供水量由于受到水箱容量的
限制而影响工作；
（2） 水力点探仪成孔后所抽吸的
泥浆进行处理时要比干土困难得多；
（3） 若高压水
射流切割土层时，操作不当也会造成对被埋管线的
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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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空气抽吸的原理是，高压空气通过软管和
喷咀进入土层空隙，然后吹起土粒。高压空气抽吸
的优点是: 土粒可保持干燥、使用的介质是用之不
尽的空气以及压缩空气对被埋管线不会造成损伤
等。不过，压缩空气的抽吸并不是对任何土层都有
效果，特别是在湿土、粘土和钙质土中抽吸作用并
不显著。

3 真空挖掘技术在其他领域内的应用
由于真空挖掘系统与点探技术可以使用的介
质有空气、水、泡沫或气水混合物，高压介质射流的
冲击破碎力以及真空设备的吸收能力, 使得其可以
广泛地应用于多种工程应用中。既可作为高压介质
射流清洗设备,应用在各种民用及工业清洗工程中,
同时也可以单纯作为真空回收设备使用, 在环境处
理等工程中发挥作用。
真空挖掘设备在其他领域内的应用如下:
（1）地下隧道内的浅孔施工；
（2）空间狭小处的勘察、探测孔及施工；
（3）公路和铁路在不影响使用情况下的线上作
业；
（4）城市市政管线的施工、
维修和保养等；
（5）用于排水、下水道等管道的清洗及残余物
的回收，回收工业废液，收取钻孔泥浆混合物，清除
工地弃土和基坑积水，在地上钻小孔安装标识牌等
设施或植树。

4 国内真空挖掘技术的发展前景
由于我国许多大城市历史悠久, 有很多管线甚
至没有标明在图纸上,而一些单位私下铺设、改动的
管道更是难以确定。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蓬勃发展,
城市新管线铺设和老管线改造工作正在有序的进
行,真空挖掘技术及设备有着广阔的应用市场。同时
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 相关政策陆续出
台, 真空挖掘设备在环境处理方面的优越性能也引
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据了解, 国内目前总共仅有几台从国外进口的
真空挖掘设备,价格昂贵。真空挖掘设备在国内的发
展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价格因素的影响,
有些工程人员仅仅考虑了人工的廉价, 而忽视了潜
在的安全隐患, 同时国内工程技术人员对真空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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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优越性能还缺乏了解也是其推广的一个障
碍。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承担了科技部国际科技
合作计划“真空挖掘系统与无损伤点探技术”项目
的研究工作，已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气
动点探仪，有望在短期内形成产品投入现场使用，
价格低廉，方便实用。

今后需要进行的主要工作是:
(1) 尽快研制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真空挖掘点
探仪, 增进国内工程技术人员对真空挖掘技术优势
的了解。
(2)随着实际使用范围扩大，形成一套行之有效
的施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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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地雷达技术应用的继续改进
Jeff Griffin 著 王玉龙 译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采用探地雷达探测地下管线的情况及其使用的优缺点。

关键词：
非开挖、探地雷达、改进

问题起因于在地下建筑工业中，地下设施作为
埋藏设备，它的意外压损问题继续得到优先于其他
问题的关注。
地面共同联盟文件的数据表明，公用事业罢工
的主要原因是未能准确定位和标记埋管道和电缆。
电子定位器仍然是寻找地下设施的基本工具，
但它们有局限性。手持电子接收器探测地下设施是
通过信号的反馈。一般来说，
塑料管无法找到，除非
它们装备有示踪线，通过定位的独立的发射器产生
信号。通信电缆也必须使之通电才能让定位器检测
到它。附近的电源信号往往也会干扰定位的精度。
探地雷达（GPR）提供了一种替代品。
探地雷达定位器发出的信号，通过土壤的反弹
返回该单位的接收器，提供了在显示屏幕上有垂直
和水平位置的信号。示踪线是不必要的。大多数模
型的把手像割草机的轮子，操作员推动这个装置穿
过地面去定位和查看地下有什么表征。
然而，探地雷达也有局限，其中最重要的是它
的性能在密集的土壤中差很多。
探地雷达定位器的主要供应商的代表和提供
物探技术服务并有着探地雷达定位设备专利权的
一家公司，探讨了有关探地雷达定位技术在地下工
程作用中一些信息。
美国马拉的一位高级客户经理，圣文森特费拉
拉说：探地雷达的主要优点在于它不仅检测金属管
道还包括所有类型材料的管道。示踪线不需要直接
连接到任何设施。在干燥的砂土中，在没有示踪线
的情况下，有时，
地质雷达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探地

图 1 探地雷达施工现场

雷达在土壤表面推过，就读出了地下的数据。在雷
达的屏幕上，操作员可以看到地下埋藏设施的双曲
线显示：准确的水平和垂直位置显示。最接近和最
简单的比喻是像一个探鱼器。
最新的雷达定位系统比任何以前的设备都更
加容易使用和生产。
一个雷达探测器的主要局限在于它的最佳性
能是高度依赖土壤环境的。在比较导电的土壤条件
下，雷达电波不会返回到接收器，也不会显示出准
确的数据。
探地雷达制造商正在不断提升他们的雷达的
天线和软件的性能。不幸的是，在不久的将来，
我看
不到任何可以解决雷达依赖土壤环境的办法。但
是，随着调整和改变过滤器和数据收集的方法，熟
练的探地雷达技术可以提取到条件非常差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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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美国马拉公用设施定位 X3M 和探地雷达
设备制造）

容易输入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并在卫星地图上迅速
的显示出来。

传感器和软件，应用地球物理学家格雷格约翰
斯顿：从概念上讲，把探地雷达比成探鱼器或者医
疗超声波成像是一个好的比喻。（尽管它们都利用
声波，而不是无线电波）。探地雷达定位器发射机发
射无线电频率电磁波到地下，接收器收集从具有相

探地雷达难以克服穿透导电土壤。因为这样发
射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与大多数国家的无线电频率
发射规章不符的。然而，探地雷达的使用将提高多
声道系统的生产力。这些系统与先进的定位系统结
合起来，即使在建筑物内部，也能迅速真实的记录

反电性的物体或材料的表面反射回来的信号。记录
沿表面测线多个位置的具有代表性的数据。
探地雷达业的最大优势是能够探测到类似塑
料和混凝土管等非金属对象。探地雷达无损，易于

二 维 三 维 图 像 。（传 感 器 和 软 件 供 应 商 Noggin
SmartCart 探地雷达系统和 EKKO PRO 专业设备为
定位设施提供全方位的天线频率）
高级项目工程师维米尔． 祁彦辉舍斯特伦认

部署并且提供快速，实时，可解释的地下图像。此
外，由于雷达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地下图像，它也可
以检测意外的对象，比如可能影响建设计划的旧的
房基或在岩石土壤中改变了的构筑物。
探地雷达在低电导率材料中使用是最有效的，

为：探地雷达系统就像我们的四轮车的配置模型，
在指定区域（路口，街道，工地等）或沿特定的路径、
建议孔、挖掘路径是最适合的实用检测工具。检测
目的可以实时迅速并且轻松的在挖掘之前达到。由
于屏蔽天线的原因，使之可以在有放射性物质干涉

一般含有粗纹理的土壤像砂，砾石，坚硬的岩石（花
岗岩，大理石，玄武岩，石灰石，盐），混凝土，沥青，
新鲜水，雪和冰。
迄今为止，地质雷达最大的限制是在把雷达渗
入地下时被高导电性的物质所限。例如，粘土可以

的地方工作，比如有架空电缆，金属建筑物和围墙
电磁干扰，车辆的地区。探地雷达还可以有效地定
位稠密地区内的多个目标。
一般来说，雷达系统在干燥土壤和沙质土壤中
执行起来更好。但是其他因素也决定一个雷达系统

减少渗透到几英尺。另一个限制是数据采集的时
间。收集单个的测线速度非常快，但是用一个探地
雷达收集大面积的网格数据则需要几天的时间。
探地雷达数据通常表现为地下剖面的二维数
据。如果用网格模式收集多个截面，数据可以被处

的有效性程度，包括：目标的大小和直径、目标的构
成、深埋程度和雷达操作员的经验。雷达系统在粘
土、含有高矿物和高含水的土壤中有效性降低。
探地雷达定位系统提供这样几个优势：包括能
够检测金属和非金属目标、在数据采集过程中即时

理为二维深度切片或三维体积图片，这样的图片可
以从与之相关的强的信号中有选择性的消除弱的
信号得到。深度切片和三维图像对大多数人来说更
容易理解，
所以它们正在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
探地雷达提供了一个地下的“假象”，这个“假
象”表明了地下电流变化的位置和深度。这些变化
可以来自地下的建筑（如管道，电缆，钢筋，石头，树
根，房基），并且，可以来自岩石或土壤结构本身（即

的产生连续数据视图。此外，目标位置可以非常准
确地确定，深入的资料可以很轻松的得到。探地雷
达系统适当的调整，使得今天的雷达系统具有更容
易使用的操作界面。
探地雷达探测系统在粘土和导电土壤中能力
降低是由于主系统的限制。其他受限制地方的包括
与标准定位器相比需要更高的成本、雷达解释通常
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操作员。此外，大多数人介绍

土壤地层学，破碎，扰动土，
洞穴或阴沟）。
需要明白的是，由于无线电波比可见光的波长
长，探地雷达可以提供的详细准确的图像的分辨率
比我们肉眼看见的要少得多。
目前，
探地雷达系统像 Noggin SmartCart 已做得
如此简单易用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快速训练并加

探地雷达在系统能力上已超卖，并且很多人对雷达
系统可以做的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
探地雷达的基本技术跟 10 至 15 年前大致相
同。但是，在雷达系统的基轮、方便用户使用的软
件、成本的降低、更容易被技术人员和工程师在日
常项目中掌握的技术等方能有所改进。

以利用。简单的全球定位系统一体化使雷达数据很

探地雷达的下一个大的改进是在加强频率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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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或雷达系统的扫描频率发生器领域。与围绕一个
特定频率发出离散信号的脉冲系统不同，加强或扫

以作为所有挑战的灵丹妙药，但它是一个应该按照
需要利用的工具。给定最佳的土壤条件和相对平坦

频系统提供了不同的频率范围，使从埋藏目标返回
来的目标大小、深度和组成等信息达到最大限度准
确。
（维米尔出售单频道脉冲雷达系统 EZ GPR 询问
器）
Ditch Witch，电子商务经理迈克德沃夏克。探地

的地方，探地雷达普查可以非常有效，并且大大较
少现场安全问题。当一个正确配置的雷达装置适用
于特定的任务，并且是在有助于探地雷达装置达到
好成绩的环境下，使用探地雷达的优点是巨大的。
然而，探地雷达定位地下管道和电缆的能力受

雷达定位像其他任何雷达一样——
—他发出一个电
子信号，这个信号带着某种“东西”返回基地。在探
地雷达定位装备的情况下，单位和信号在土壤中协
调使用。信息展现在操作员的掌上电脑中。显示在

到土壤环境的限制，据估计，美国大约有百分之五
十的情况没有使探地雷达实现良好的效果。
多排列探地雷达比单一渠道 \ 天线系统提供了
更多的信息，我们的多排列雷达单元采用了 14 个

屏幕上的地下的物体或管道的符号是
“双曲线”
。
探地雷达探测器可以找到金属和非金属的对
象。土壤条件限制了探地雷达的能力。水分、
粘土和
沙的含量是限制探地雷达能够“看到”地下多深的
主要因素。探地雷达设备在砂质土壤和土壤条件一

独立的天线。
通过对试验的比较，多天线系统检测成功的概
率高于百分之九十，传统的单天线雷达系统只有百
分之六十或者更少。
近来，在电子元件速度上的改进成为主导，在

致的环境下工作最佳。他在混凝土和沥青中也运行
良好。操作员技术水平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一个探
地雷达的成功使用率。
探地雷达技术的不断改进，使其在更多的土壤
条件下更有效。此外，图像提取得更加清晰和容易

速度和探地雷达数据采集质量两方面的改进将成
为未来的导向。对天线极化效果和多重天线更好地
理解以至于数据质量按照检测采集样本和目标反
映更加准确。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探地雷达系统都是脉冲式

阅读。并且成本继续下降。
（沟神退出一种双频率探
地雷达定位器模型 2150GR）。
地下成像技术（王东坡），首席执行官马克河.威
尔伯 （创新科提供的地球物理服务的专有设备，包
括 TerraVision II 探地雷达系统）。探地雷达不是可

发射系统，但是台阶式连续波系统正在测试中，至
少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有更好的成果。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09,4
胡远彪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