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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HDD道路崎岖却前途光明

Robert Carpenter  著    王  中  译 

摘    要：本文介绍了美国（和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对水平定向钻进行业的影响，通过对数据

的分析指出存在的困难以及对未来乐观的肯定。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经济衰退、价格战、市场

美国（和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已是旧

闻。对于水平定向钻进行业，这种经济衰退比

2001年的电讯市场的内爆更加明显。

当时，不受控制的通信建设业把小型HDD钻

机市场推向到了一个疯狂的地步-远远超出现实的

期望。在中型钻机的市场还没有充分发展自己的

位置时，大型钻机市场作为管道建设行业正在经

历一个 “低谷”的阶段。年轻的行业出现了大萧

条，这种萎缩高达40%。

只是8年后，对于HDD来说，人们预测目前经

济衰退将变得更糟糕。当然对于某些HDD承包商

来说，在2009年条件已经恶化了。一位大西洋中

部承包商预料“形势很严峻 - 只有聪明和坚强意

志才能求生存”。一位美国西南承包商感叹说：

“对于2010年，我们并没有很大的希望，所以现

在我们可能会保持这种情形。我希望在2011年能

够恢复，然而它必须依靠整体的经济。

但是，HDD行业作为一个整体，似乎有乐观

的理由。市场呈现出明显的弹性和上升趋势——

尽管被现实主义调节——对当前国家经济事务的

态度。

1    一个角度看问题

有三个观点恰如其分的描述了地下建筑行

业者对第11届美国水平定向钻进调查的态度：乐

观、多样化、肯定。

位于美国俄亥俄州的承包商说，他认为市场

“正在获得支持。我们的努力会使定向钻井有一

个好名声，使更多的人和城市将这项技术利用在

他们的工作上。”另一个中西部公司表示，他们

的公司预计“2008年收入略有下降， 2009年将会

保持平稳。”

在4月和5月初开展的调查中，谁拥有经营

HDD钻机和设备？承包商受到了质疑。调查参

与者被问到了涉及行业发展的趋势，观点和市场

地位。当然，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主要是针对回应

者的观点和城市的很多领域都存在竞争激烈。然

而，大多数人相信事情会变得更好 - 事实上已经

有些人 - 和许多领域的人都支持他们的观点。一

位伊利诺伊州承包商说“由于货币增长的刺激，

我认为市场在2009年会保持平稳预计以10%增长

直至2010年。” 

对于它的好处,HDD市场继续走向成熟，当电

信彻底垮台之后，HDD重新获得了它的地位。在

这种缓慢的建筑市场，这个行业已经经历了一个

“极端的转移”。中型市场的发展为以前很多从

事在小钻机应用的承包商带来了竞争优势和多样

性。

小型钻机HDD市场的另一个求生存策略已经

成为了一种先天的能力，使之成为适用多元化和

发展有利可图的市场。例如，在地热行业中几个

HDD承包商已经发现了稳定的工作。在这建筑行

业，内布拉斯加州承包商发出记载的文章中使用

HDD安装通过地面辐射采暖冷冻水管进入一冷藏

设施中达成。独特的名单 -盈利 - 对HDD应用似

乎只有想象力的限制。虽然HDD还没有达到实用

内建造业的锄耕机的地位 ，多功能的工具几乎使

用在每一个施工现场 - 这是很好的一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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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回应者说：“我们公司

并不依赖于一个市场来保持我们的钻机的运营。我

们一直在寻找不同的应用。尽管经济很萧条，我们

保持我们的客户主要是通过提供有竞争力和优质的

工作。”在中西部的另一个承包商认为这是一个新

兴的机会，“更多的工程公司正设计工作是直接的

有目的的选择，而不是开放的趋势 。”

 美国西南承包商指出，在这次经济衰退中，

地下公用设施建设的好消息/坏消息是：“有更多

的HDD，但是总体的合同减少了。”HDD数据统

计如图1所示。

图1    HDD数据统计

2    价格战

以前电信行业是衰退，它只是一个不适合的

副产物，承包商挣扎着留在企业，他们在激烈的

大减价，甚至低于其实际成本价。在2009年，随

着市场的放缓，那个被误导的生存策略在全国一

些地区再次出现。一位大西洋中部回应者指出：

“在我们的HDD项目中虽然略有增长，但是定价

结构将继续被降下来。”

另外，来自同一地区的承包商强调说：“由

于经济压力，2009年将是艰难的一年 - 人们为了

得到工作将继续降低价格。”东南承包商提出，

“只有一个办法是这些公司可以做工作为他们

所提供的价格。否则我们将看到一些公司破产。

“美国西南承包商指出：”谁开始得晚，谁就借

得更多，并将会有很大的压力，他们是在大大降

低钻进价格。这不仅在整个行业，但没有允许使

用其设备更换。”

行业在不断演变和发展。虽然频繁的小型架

构的基本钻进技术的突飞猛进已逐渐减少，改进

和增强继续为所有规模的钻井作业的效率和生产

力，以及更短的学习曲线。技术跳跃，现在来自

模具和电子产品。例如，一些新的大型钻机中的

跟踪和定位系统已连续推行了5年。对于较小的钻

井平台，数控公司今年1月推出了新的F2代，它是

以三维视角为基础的系统。今年4月，Ditch Witch

宣布实现线性和高精度打孔的激光系统面世，他

们希望新的激光系统能促进HDD在污水处理市

场发展起来。技术进步的这些类型的服务，使得

HDD市场进一步发展和多样化。弗吉尼亚州承包

商得出以下结论：“随着郊区和拥挤堵塞继续增

长，非开挖技术（HDD）面临太多不兴旺的问

题”。 

2008年是一个充满变故的一年,HDD是一个特

别大市场，这是能源部门的轻描淡写。不到一年

前，在石油价格朝着每桶150美元飙升，天然气纷

纷高达13美元每BTU。大型钻机在工程招投标公

司在两年以后，没有结果，公司试图进入这个利

润丰厚的市场。一些精心设计进入市场的业务计

划，没有太多的上升空间。 

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对于能源行业，去年夏

天，有起必有降，石油和天然气商品结束价格螺

旋上升。 12月原油下跌和天然气低至33美元每桶

下跌3.50美元以下。但这种能源市场的情况极为

复杂，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大多数专家预计，能

源价格将回升到一个新水平。截至记者发稿时，

油价徘徊在60美元桶，天然气每单位量减少了4美

元每BTU。基准油价被认为是最少$ 70 - $80每桶

和相应的天然气价格相等，这才是世界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 -不可避免的。在这些价格，管道项目

将继续向前发展了好几年，大型定向钻井项目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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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数据统计

获得一个健康的市场带来的好处以积极的步伐。

 3    其它市场影响

水危机继续困扰我国，HDD有潜力发挥更重

要的作用，水利基础设施能够被其取代和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中小型钻机运营商已经有效

地适应业务的公共工程和经常合同或分包合同的

供水管道安装。由于大多数水管加压，路线和级

公差更加灵活。

但小型钻机中方仍然占主导地位的HDD -垄

断- 人群。电信，电力和天然气分销仍然是一个很

大的与HDD技术相匹配。下撤回的40,000英镑钻机

中，66.8%，构成其是整体市场份额的中型企业为

24.3钻机（40000至10万磅/回调），大型钻井平台

（超过10万磅/回调）占百分之八点九。承办商预

测他们将能够利用HDD约45.1%，它们在整体建设

和运营上从2009到2014年将上升约50%以上。

由于小钻机市场在2007年底开始放缓，并继

续到2008年，到2009年由于经济衰退，承建商明

显地将重点放在他们的钻机增长上。随后，整体

HDD使用在逐渐地增加。约9.8%的钻机，现在的

使用超过了10年，36.4%的5到10年了， 35.2 %的2

至5年和18.6%少于2年。数据统计如图2所示。

虽然电信工作参差不齐，但取决于您正在

工作使用什么样的国土面积，它是逐渐平稳的。 

Verizon公司仍然在他们寻求的意图花费每年20亿

美元发展他们的光纤网络。 AT＆T公司已集中较

少建立了新的纤维更多关于利用他们已经与光纤

干线网络的地方了。他们继续推动他们的混合U - 

verse的制度。 

其它的正在跟随在一定程度上或其他。有线

电视巨头，它一度占了上风，现在越来越多地发

现在充满竞争的境地 - 这是他们所不习惯的。有

线电视被迫改善和发展其网络，以跟上步伐。特

别是随着网络电话的出现，与电话公司和有线电

视公司的传统定义已不再适用。结构线的分离有

线电视和电话是模糊的和失散的只是政府的规则

和分类。但关键的光纤到到户市场将继续取决于

财政。要真正追逐美元的大企业，电信公司也需

要建立一个消费群。但是，创建和资金的光纤到

户市场仍是电信市场的圣杯。 

地下电力设施仍面临着与“这太昂贵”的论

调而进行艰苦的战斗。有缺陷的，现在基本上无

关紧要，电力科学研究院研究计算成本估算地下

电缆安装大约100万美元每1英里，这往往使一些

公共事业公司因为退出地下工程而饱受批评。这

也是不断变化的新研究报告 - 其中包括由国家公

司佣金—一个真正反映现代成本的因素。

4    统计

随着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钻井近期的经济繁

荣，承建商投资的数目超过20万美元，这样HDD

市场容量从2007年的6%增幅提高到2008年的

6.4%。也许显示了小HDD钻机的使用和广泛应

用，承建商早工作中投资的数目少于50万美元，

数目从27%个增加至37.6%，为50万至100万美元

的合同值的频率增加23.8%; 100万美元500万美元

的26.6%和500万至1000万5.5%。

毫无疑问的是，44.1%的受访者期望他们在

2009年的合约量减少，2009年做的大致数量预计

在40.2%的数额与2008年那样相同， 15.7%实际预

期HDD工作量的增加。

由于HDD不断进一步获得接受和进入多样化

的市场，主要集中在钻井业务承包商的人数不断

增加，现在占有10.7%整体市场份额。HDD已真

正找到了几乎所有公用事业市场的作用。在那些

经常使用HDD上的项目承包商，20.4%参与了水

市场，污水18.9%，电业为14.7%，电信14.4%， 

13.9%的天然气分配和6.7%的能源管道建设 -非常

平衡利用受多种定向钻井承包商。HDD数据如图3

所示。

Robert Carpenter 著    王中  译：2009年HDD道路崎岖却前途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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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也是一个挑战，许多受访者提到。重要

的是要“使物主明白，HDD在开放的成本削减的

方法合理”。这东北承包商强调。“教育公众是

至关重要的”，中西部承包商也承认。其他受访

者经常搬迁，包括破坏和环境问题，责任保险，

发现并留住人才，改善公用事业定位和克服以往

项目的工作质量差。 

总体而言，积极的态度和不断扩大的机遇，

是大部分承包商看HDD行业。这西北太平洋承包

商说：“对于很多年，我曾卷入HDD，但最后我

们不能回避，但是这是一个我没有后悔的做法。

它开辟了这个地区的很多工作，是我预期没有期望

的”。加州相关的人说：“我们刚刚购买的第一台

机器，并已列队就业机会，降低成本铺路恢复并保

持在机智的景观。如果机器仍然是有用的，我可以

考虑购买在不久的将来，第二台机器”。

美国西南承包商对HDD市场提供了一些明智

的建议：“如果你要参加行业，想要成为一个很

好的管家，成为一个合格的管理员，并确保你可

以做的工作，你的实践良好的安全和损害的预防

做法，你留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你使得HDD是可行

的- 否则最好的印象是，你不应该钻探。

对于大多数的涉及HDD的市场，得克萨斯

州承包商乐观地总结了该行业的前景：“这是未

来！一切都将涉及定向钻进” 。

虽然高密度聚乙烯管材仍然是通过HDD安装

的产品的最常见的类型上大约36.8%的项目，在

管道设计利用的进步作出了PVC和球墨铸铁管安

装实际和成本竞争力。在2008年，PVC管是使用

24.1%的安装设施和球墨铸铁12.9%。跳钢管安装

要求20.9%的股份，并不奇怪，由于石油和天然气

管道设施的增加。在其持续的多样化，项目与其

他类型的管材试验维持发生工作中的5.3%。

随着主HDD设备的成熟和稳定性，使用的

钻机市场已成为一个可行的发展 -需要 - 工业部

门。超过46%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已经购买使用

的钻井平台和近50%商家表示会认真考虑购买他

们的未来购买二手钻机。

 图3    数据统计

  图4    HDD市场数据统计

5   曲折的道路

HDD市场的挑战比比皆是，包括小型和大型

钻机市场。如前所述，价格继续困扰市场。阿中

西部地区承包总结了问题：随着HDD的承包商拥

有越来越多的“，但重要的是不削弱对方，而是

要保持每英尺价格高到足以覆盖的同时，每年产

生的维修，保养，并最终取代机利润。HDD市场

数据统计如图4所示。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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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现场测试

如何更好地选择探测仪

马特·曼宁  著    许晓琳  译

摘    要：本文介绍了如何在密集的地下管线设施区域对地下管线进行准确探测定位，并列举了具

体方法。

关键词：地下管线、定位方式、定位器

随着已经密密麻麻的地下线路的继续增加，

地下设施的定位也愈发具有挑战性。由于地下管线

设施越来越拥挤，如何确定这些设施（天然气，纤

维，水，通讯和污水）的具体位置以确保施工人员

的安全和保护地下管线就变得尤为重要。

开挖前，第一步是联系“一个电话”项目

并告知计划开挖的位置。“一个电话”承建商将

踏勘该施工地点并标记已有管线设施的位置，他

们这项工作做得很好。然而，由于存在干扰，这

些标记可能不像需要的个那样准确。在某些情况

下，那些私人拥有的不被承建商所知的线路也可

能未被标记出来。

承建商们开始工作。标记准确最好不过。但

是，那些标记可能偏离了6英寸，那可能就无法找

到这条线路了。现在您需要作出决定：是继续下

去，还是联系“一个电话”承建商，并要求他或

她再来一次呢？

无论哪种方式都浪费时间和金钱。不过，如

果您有一个地下设施定位设备，那么您就可以确

认地面上的标记，并确定可能遗漏的地下设施，

如图1所示。

1    了解定位方式

基本上有两种定位方式——主动式和被动

式。主动定位是使用直接连接或感应法寻找特定

线路。每条线路都发送出一个信号，因此定位器

可以直接找到线路，如果无法直接确认线路，就

选择一定的频率产生感应，从而确认线路。

被动定位是承建商用来检查未知线路区域

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利用多频率成分的信号源产

生的信号，来检测被线路反射的无线电信号。但

是，这种方法无法帮助操作者分辨线路类型。

该产业提供了两种类型的定位器——单频和

多频仪器，来实现主动和被动定位。每种仪器都

有其优点和局限性。

单频定位器已经出现好多年了。这些系统

装有一个放在地面的发射器，它可以发射一种单

频的高频信号。这个信号被地下线路拾取，然后

反射回接收器。单频系统在不拥挤的地段工作的

很好，但高频信号有激发地下物体的趋势，并可

能产生失真信号。换句话说，您不能分辨管线是

电力，气体，还是通讯线路。另一个限制是，大

多数单频定位器无法确定线路的深度。由于线路

和管道是由不同的材料（铜，铝，铁，钢等）制

造的，定位器使用的频率可能无法很好的进行定

位。多频系统（有的提供多达5个频率）允许您

根据需要定位的线路或管道来调节输入地下的频

率。使用较低的频率减少了它从您正在定位的电

缆跳到附近线路的几率，从而使其更容易区分是

气路还是水路。

有 的 定 位 器 提 供 一 个 电 流 测 量 指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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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I），用来测量输入电缆的电流。这有助于

区分电缆，尤其是当它跨越了另一条线路的时

候，而且确保您是在定位原来的路线而不是跳到

该地区的其他线路上。大多数新式的接收器只

要按下按钮就可以估算管线的深度。定位器测量

信号强度，并使用一种算法将其转化为估算的深

度。但是，干扰会影响深度的估算。尽管可能不

准确，估算深度可以使承建商施工的时候对管线

位置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如果承建商使用主动定位，有几种不同的方

式将定位信号连接到管线上。直接连接是这个行

业最常见的连接方法。即工人将电缆引线（类似

的跨接电缆）连接到需要定位的线路或管道，并

在电缆或管道中产生一股交流电。这种方法的唯

一的问题就在于获得接触相关设施的权限。如果

您不是电话公司的合约承建商，您不能合法地打

开电话线底座在线路上安装夹钳。

为了克服这一困难，承建商可以使用具有良

好的感应功能的定位器。感应定位器将信号导入

管线。感应法要求用户将发射器安放在地面上，

信号穿越地层到达电缆，无需在线路上连接夹钳

或线圈。

2    展望

虽然定位技术在过去5年多里并没有改变多

少，一些制造商正在增强功能，以此来提供更清

晰的信号，并配合全球定位系统的坐标来定位。

事实上所有制造商都在增加他们的定位器的

12日，市人大常委会举行市建交委代表书面意见督办会。据悉，围绕百姓关注的道路开挖问题，有

关部门正在开展政府规章的制定研究，为申城道路开挖立规矩。  

目前，各类地下管线施工“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少道路频繁开挖。今年“两会”上，市人大代

表接正萍提出对道路开挖实行立法的建议。对此，市建交委表示，为加强对本市城市道路地下管线的管

理，已完成《上海城市管线规划与建设管理》课题研究。目前，市政府法制办正着手开展制订相关政府

规章的研究，申城道路开挖将有章可循。

摘自《中国管道商务网》

功率。尽管这额外的功率并不能提高准确性，但

它提供了更清晰、质量更高的信号。许多制造商

也提高了接收软件的性能，过滤掉地面和空中的

噪音，从而提供更准确的信号滤波。这个行业的

另一个趋势是将定位器与GPS设备联系起来，用

经纬度坐标标记线路，从而提供线路的准确位置

供日后参考。

3    购买须知

主要选择您需要功能的定位器，但不要忘记

易于操作和经久耐用也是很重要的。

您要确保它使用简单，不需要您的操作员花

太长的时间去学习如何操作。有时候操作员长时

间不使用它，所以它的操作应该足够简单，让操

作员不需要太多指导就能重新熟练操作。

经久耐用也很重要。承建商在日常使用中将

设备搬进或搬出卡车，可能不注重定位器保护。

要确保定位器在现场条件下可以经久耐用。

天气会影响您的定位，所以您购买之前应该

询问该仪器对于在各个天气条件（比如雨）下的

使用有无限制。最后，确保仪器具有多年保修。

定位器可能花费1,000至4,500美元，虽然这看起来

可能是一大笔钱，但如果您发生了严重的事故将

得不偿失。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09.8

胡郁乐  校

   上海市将为道路开挖"立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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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地层中1219mm管线穿越工程

刘  雷
（钻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江苏无锡）

摘    要：西气东输二线工程（东段）干线定向钻穿越施工潦河定向钻穿越工程，此次穿越主要

在强风化花岗长岩中通过，局部有约120m的中风化花岗闪长岩穿越。工程由中石化江汉油田建设公司

承建，采用无锡市钻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ZT—400钻机进行施工，在施工中灵活运用各种技术措

施，最终顺利完成了此次定向穿越。

关键词：岩石、有线、导向、泥浆

1    工程概况

1.1  工程介绍

本次穿越工程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安义县东

阳镇与万埠镇交界部位穿越潦河，穿越北岸为安

义县东阳镇顶家村属地，南岸为安义县万埠镇

石窝雷家村属地，河流两岸地势较平坦，交通便

利。穿越处地区等级为二级，穿越处设计压力为

10MPa，管径为Φ1219mm，采用定向钻方式穿

越，穿越工程等级为大型。

此标段定向钻穿越包含2条管道，分别为

输气管道Φ1219mm（壁厚22mm），硅管套管

Φ114mm（壁厚6.4mm），硅管套管在输气管道的

上游10m。

此次穿越主要在强风化花岗长岩中通过，

局部有约120m的中风化花岗闪长岩穿越。河床

下管顶最小覆土厚度为13.64m，此处管底标高为

3.34m。入土点选择在北岸，入土角为7°；出土

点选择在南岸，出土角为6°；穿越曲线段曲率半

径为1828.5m（1500D）。穿越南北岸均有大堤，

入土点距北岸大堤堤脚117m，出土点距南岸大

堤堤脚195m。穿越水平长度923.69m，穿越实长

925.3m，是目前世界上穿越相同管径距离最长的

工程。 

此标段是地质条件尤为复杂、难度较大的一

个工程，业主平对此标段十分重视，因此，此标

段对施工单位的设备、技术实力提出了相当高的

要求。

本穿越于2010年2月18日开钻，8月13日完成

管线回拖。整整耗时半年时间。

1.2  地形地貌

场地地貌属侵蚀堆积河谷平原I级阶地与河

漫滩。场地河流两侧均修筑有防洪堤，北岸河堤

顶面高程约31.2m，南岸河堤顶面高程约29.8m。

场地北岸内侧为棉花地，地面高程为25.0-26.6m

左右，外侧地面高程为22.8-23.7m，地势均较平

缓；南岸内侧为稻田，地面高程为23.2-24.9m左

右，外侧地面高程为23.7-24.3m左右，地势均较

平缓。河中漫滩地面高程为21.1-22.0m，地势平

坦，局部因采砂高低不平，高差约1-2m。

管线穿越潦河河段位于潦河河中游，有河床

平直宽阔，水速较缓，冲刷作用一般河床较为稳

定。穿越河段两岸为耕地、农田，河岸（河堤）

顶部高出漫滩部位6-7m左右，经现场踏勘，未发

现有河岸坍塌现象，穿越段河流岸坡的稳定性较

好。场地地层由：杂填土、粉质粘土、细砂、砾

砂、卵石及雪峰晚期第二段花岗闪长岩组成等组

成。

2    设备及仪器配置

根据穿越段穿越长度及管材，采用无锡市钻

通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ZT-400水平定向钻机

施工，该型号钻机质量可靠，自动化程度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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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ZT-400水平定向钻机 图2    施工场地布置

本次工程采用ZT-400 水平定向钻机，钻机的性能参数如下：

动力（kW）：336×2            最大输出扭矩（Nm）： 13000

钻机回拖力（kN）： 4000     钻机给进力（kN）： 4000

入射角（°）： 10～18         钻机结构形式：分体式

输出转速（r/min）： 0-30，0-50，0-70

方便，最大回拖力可达400t,如图1所示。控向系统

采用Sharewell地磁导向系统，其核心是有线随钻测

斜仪，该系统具有人工磁场的专利，能够实现在

地磁场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对有线随钻测斜仪的

准确追踪，该控向系统具有使用方便，控向准确的

特点。工程同时还配备了泥浆泵和泥浆搅拌系统以

及除砂器振动筛等泥浆净化回收系统，可以为大管

道穿越施工提供保质保量的泥浆，确保施工顺利进

行。泥浆净化装置采用振动筛－除砂除泥一体机－

高速离心机三级处理，分离固相最小粒径7µm，

最大泥浆净化速度：200 m3/h。

3    施工过程

3.1  测量定位放线

根据施工图要求的管道轴线放出钻机安装位

置线、管道两端的具体轴线位置及标高；在地面

上放出轴线及标高，设计详细的导向数据。

根据施工图要求的入土点、出土点坐标放

出钻机安装位置线、入土点、出土点的具体位置

及标高；在入、出土点间轴线上每隔10m放出桩

位及标高，在布管轴线也放出桩位。测量放线过

程中做好各项记录，包括控制桩测量（复测）记

录，转角处理方式记录、放线加桩记录。

3.2  场地准备

根据现场测量放线及管线复测结果确定的最

终施工图对出入土点进行按有关文明施工要求围

护，清理平整场地，搭建施工设施，落实现场水

源、电源。钻机场地进行硬化。泥浆坑开挖。入

土场地平整完成后，按照施工平面布置，钻机就

位，泥浆泵组摆放，罐区摆放，开挖泥浆坑，地

锚箱焊接加固，如图2所示。

3.3  施工工艺流程

由 于 此 次 穿 越 还 有 一 条 Φ 1 1 4 m m （ 壁 厚

6.4mm）硅管套管，于是我们决定先将硅管套管

在输气管道的上游处完成管道铺设，在主管线施

工过程中，可以利用此条管线进行两侧泥浆的倒

浆工作，泥浆在出土点通过初次净化后通过预铺

设的辅助管路输送到入土侧的进行第二次泥浆净

化处理，从而在最大程度生上降低了环保压力，

同时节省大量的泥浆材料费用。

3.3.1 导向

根 据 岩 石 类 地 层 的 共 性 ， 确 定 导 向 孔

采 用 9 1 / 2 ″ 三 牙 轮 钻 头 进 行 导 向 孔 钻 进 。 由

C5LZ197×7.0螺杆钻杆提供造斜时的钻头旋转动

力，由钻通ZT-400提供推力和直线钻进时的旋转

动力。导向孔阶段钻具组合为：91/2″三牙轮镶齿

钻头＋C5LZ197×7.0螺杆钻杆＋转换短节＋无磁

定位短节＋无磁钻铤＋95/8″钻杆。

在开钻之前，根据地质勘察报告和穿越设计

曲线，将导向孔曲线穿越的各类地层绘制在同一

断面图上，计算在入土点一侧穿越近地表普通土

类地层的长度。此次工程穿越入土端卵石层厚约

4.4m，管道穿越入土端处理卵石需采用夯套管预

埋Φ2000mm×32mm L415MB螺旋缝埋弧焊钢管，

长度为43m。套管安装完毕后，进行钻进导向

孔，此时，由于在交界面处钻杆有套管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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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了钻具在交界面处土层一侧的漂移，保证了

交界面处导向孔曲线与设计曲线一致。

导向轨迹严格按照设计规范要求，设计穿越

的最小的曲率半径，R=1500Dn则穿越曲线段曲率

半径为1828.5m。入土点选择在北岸，入土角为

7°；出土点选择在南岸，出土角为6°。穿越水

平长度923.69m，穿越实长925.3m。 

在控向钻进时采用地磁导向系统与人工磁场

相结合方式，保证在导向孔钻进过程中，完全达

到设计曲线各项参数要求。地磁导向孔系统在没

有磁干扰的情况下，能够准确追踪有线随钻测斜

仪的轨迹；同时，手工计算出单根钻杆钻进时，

钻头与有线随钻测仪的位置差异，从而准确掌握

钻头钻进的轨迹与位置。除些之外，导向孔上方

的地表铺设人工磁场，利用Sharewell地磁导向系

统中的人工磁场专利技术，直接定位出有线随钻

测斜仪的三维坐标值，从而保证导向孔准确地按

照设计曲线钻进。

3.3.2 扩孔

钻孔导向完成后，钻头在出土点出土，拆

下导向钻头和探棒，然后装上18″扩孔器，试泥

浆，确定扩孔器没有堵塞的水眼后开始第一级扩

孔。扩孔工艺采用分级扩孔方式，通过岩石扩孔

器与扶正器的组合使用，保证在扩孔过程中，孔

洞的整体曲线与设计曲线保持一致。在扩孔完成

后，还应进行至少一遍清孔，将孔洞内残存的岩

屑清除干净。扩孔过程中所用钻具组合如图3所

示。

钻具组合如下：

第一级扩孔18″（65/8″钻杆＋18″岩石扩

孔器＋65/8″钻杆）

第二级扩孔24″（65/8″钻杆＋24″岩石扩

孔器＋20″扶正器＋65/8″钻杆）

第三级扩孔30″（65/8″钻杆＋30″岩石扩

孔器＋24″扶正器＋65/8″钻杆）

第四级扩孔36″（65/8″钻杆＋36″岩石扩

孔器＋26″扶正器＋65/8″钻杆）

第五级扩孔42″（65/8″钻杆＋42″岩石扩

孔器＋32″扶正器＋65/8″钻杆）

第六级扩孔48″（65/8″钻杆＋48″岩石扩

孔器＋38″扶正器＋65/8″钻杆）

第七级扩孔54″（65/8″钻杆＋54″岩石扩

孔器＋44″扶正器＋65/8″钻杆）

第七级扩孔60″（65/8″钻杆＋60″岩石扩

孔器＋50″扶正器＋65/8″钻杆）

第七级扩孔66″（65/8″钻杆＋66″岩石扩

孔＋56″扶正器＋65/8″钻杆）

扩孔时，当位于普通土层内时，应当快速

钻进，避免由于岩石扩孔器自重大，在土层内沉

降，造成孔洞曲线与设计曲线不一致。在岩石层

内扩孔时，应适当控制拉力，避免拉力过大，损

坏岩石扩孔器上的牙轮；同时，拉力不宜过小，

使扩孔速度效率低下，这次扩孔采取的扩孔速度

为：7m/h。

在 各 级 扩 孔 完 成 后 ， 采 用 桶 式 扩 孔 器

（62″）进行清孔，如图4所示，将孔洞内残存的

岩屑清除出孔外，避免在回拖过程中孔洞堵塞和

损坏管道绝缘层。

回扩以及清孔过程中根据不同地层地质情

况以及现场出浆状况确定回扩速度和泥浆压力，

确保成孔质量。根据地质土层的不同，泥浆的配

比也随之变化，并选用不同的添加剂，以达到预

 图3    扩孔过程中钻具组合  图4    清孔过程中使用的清孔器

刘  雷：岩石地层中1219mm管线穿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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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效果。此次地层穿越施工所用泥浆比普通地

层穿越施工要复杂，这主要是因为在岩石穿越施

工过程中，切削的岩屑颗粒较大，比重大，要求

泥浆具有很好的悬浮性和很好的携带能力，确保

岩石颗粒在流动中不下沉，同时，又能够容易分

离，对触变性要求很高。此外，由于穿越曲线中

也涉及到普通地层，这样对泥浆的滤失性能也要

求较高，能在井壁形成良好的滤饼，保证不出现

缩径、塌孔现象，保证孔洞的畅通，使下方岩层

段内孔洞的岩屑能够被顺利带出。如果钻遇泥

岩、页岩等易出现缩径、塌孔等情况，还应对泥

浆的失水性能更加严格控制。此次施工中泥浆的

主要性能指标控制在 ：比重1.08g/cm3；失水量

10-15ml；粘度63 s；初切5Pa；终切8Pa。适当添

加膨润土和正电胶、纤维素等。

3.3.3 管线回拖

在清孔完成后，应当立即进行管道的回拖，

回拖应不间断进行。经过分级扩孔至66″时，洗

孔后经观察达到回拖要求条件，将检验合格的穿

越管线用吊车掉起，回拖是穿越的最后一步，也

是最关键的一步。

管道在回拖前，将所有设备进行保养，本次

工程施工中，钻通机械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产品

研发部主任齐工亲临现场，参与设备的维护和保

养，确保工程顺利。其次管道在回拖前将管线放

入管沟内，沟内充水，使得管道全部处于漂浮状

态。这样极大地减小管道在地表的回拖阻力，同

时，保护好了管道的外绝缘层，如图5所示。

管道在地表的摆放与穿越轴线保持一致，在

回拖前，用挖掘机将管道吊起，使得管道端部一

段与导向孔出土角度一致，从而有利于管道顺利

进洞。

在管道进洞100m之前，此时，回拖拉力和

扭矩不稳定，适当控制管道的回拖速度，保持在

30－40m/h。在回拖拉力和扭矩稳定后，加快回拖

速度，速度一般在7－80m/h，在扭矩稳定或略有

下降、拉力增长速度2t/40m的情况下，还可加快

回拖速度。

回拖过程连续进行，司钻仔细观察钻机拉

力、扭矩、泥浆上返状况的变化，控制回拉速
图5    回拖时管线的放置

度，整个过程顺利而流畅，耗时20h，回拉顺利完

成。 

4    施工总结

(1)通过此次工程的顺利完工，熟悉了岩石

地层进行水平定向钻穿越的工艺原理、工艺流程

和工艺设备。对岩石类地层的控向工艺、扩孔工

艺、回拖工艺和泥浆工艺有了全方位清晰的认

识。

(2)合理的泥浆配比是保证了工程顺利完成，

仔细观察钻机及返浆的情况，及时有效调整钻井

液在大工程施工中的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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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岩石穿越的大型工程施工中，在穿越

入、出土点必须配备泥浆回收和配浆装置，从

而提高泥浆回收率，有利于保证泥浆的排量和性

能。

(5)在钻具的选择上，对于类似此次工程的

岩石地层中，采用铣齿牙轮扩孔速度明显优于镶

齿牙轮扩孔速度，在这点上我们可以单独另作研

究。

(6)此次工程顺便完成再次证实了钻通公司钻

机设备的可靠性和优越性，也让工作人员对大型

设备操作及施工有了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对大工

程的施工信心得到增强，为日后的长距离大管线

穿越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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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水平定向钻穿越复杂地层施工工法

覃 龙
（大庆油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安装公司，大庆 163000）

摘    要：本文以具体案例简要介绍了水平定向钻穿越不宜进行大开挖复杂地层的施工工法。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技术措施、工艺流程

我工程处在江西省天然气管网一期工程九江-

景德镇段输气管线工程中，有一处穿越鄱阳湖湖

口，设计长度为1607.2m，规格为Ф508×10mm 和

光缆套管为Ф114×6mm两穿。设计要求为水平定

向钻穿越，因为该施工方法可以不破坏鄱阳湖湖口

周围的生态环境，及不影响长江与鄱阳湖交汇的航

道，比传统的穿越方法是有优势的。

1    特点

大型定向钻穿越施工具有不会影响交通、航

道，不会破坏大堤、生态环境等，解决了传统开挖

施工对交通，环境，周边建筑物基础的破坏和不良

影响。

2     使用范围

2.1  适用范围

石油、天然气、水、化工原料等管道穿越，

河流、公路、铁路、大堤、建筑物、湖泊、海湾、

渔塘以及其他不宜进行大开挖的地段。

2.2  适用地层

(1)最好的地层：粉质粘土、粉砂、细砂、软

塑粘土、淤泥。

(2)一般地层：中砂、软岩石、可塑粘土。

(3)难穿地层：硬塑粘土、铁板砂、粗砂、中

等硬度岩石、卵砾石、流砂。

3    工艺原理

按预先设定的地下铺管轨迹钻一个小口径

先导孔，随后在先导孔出口端的钻杆头部安装扩

孔器回拉扩孔，当扩孔至尺寸要求后，在扩孔器

的后端连接旋转接头、中空洗孔器、拉管头和管

线，回拉铺设地下管线。

4    工艺流程及操作要点

使用水平定向钻机进行管线穿越施工，一般

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按照设计曲线尽可能

准确的钻一个导向孔；第二阶段是将导向孔进行

扩（洗）孔，并将产品管线（一般为PE管道，光

缆套管，钢管）沿着扩大了的导向孔回拖到导向

孔中，完成管线穿越工作。

4.1  施工准备

4.1.1地质勘察

各种地层应通过地质探孔来确定，地质探孔

后出具地质报告。 

4.1.2场地布置

(1)测量放线：根据设计要求和施工方案，确

定合理的钻机布置、钻进位置及组焊、回拖场地

和泥浆池占地的位置和几何尺寸，并绘制施工场

地平面布置图，一并放线标记。

(2)三通一平：

①施工道路（便道）：通往钻机工地的道路

（便道）要能行走65t的平板；通往管线工地的道

路要能行走30t管车；施工道路（便道）宽度应大

于4m，弯道的转弯半径应大于18m，并与公路平

缓接通。

②施工用水：施工用水要用清洁淡水，可用

打井或抽河水解决；施工用水量应视钻机的参数

而定，pH值中性或弱碱性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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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场地修垫：如果场地为旱地，且具有足够

承载力，可不做修垫，否则要做修垫，若是在沼泽

地里则要考虑土方工程。

(3)挖泥浆沉淀池：开挖排浆及地锚坑时要留

出足够边坡。

(4)钻机布置及配套设备就位。

①入土侧现场布置

入 土 点 是 定 向 钻 施 工 的 主 要 场 所 ， 钻 机

就布置在该侧，所以施工占地比较大，一般约

60m×60m。

②出土点现场布置

出土点一侧主要作为管道焊接场地，在出土

点应有一块20m×20m的场地作为预扩孔、回拖时

接钻杆和安装其他设备时使用；一般情况下，管线

中心线、出土点、入土点、钻机应为一条直线，但

如果在出土点之后有障碍物或者场地比较狭隘，可

考虑在过100mm的直线段后可适当拐弯，拐弯半径

应大于1000D。

4.2  施工技术措施

4.2.1钻导向孔

导向孔是在水平方向按预定角度并沿设计

曲线钻进的孔，包括一段直斜线和一段大半径弧

线。

钻导向孔时，一边钻进一边测量，根据测量

结果，选择是旋转前进还是顶进。一根钻杆钻进

后，在控向软件的计算机上输入钻杆长度，计算

机将自动算出xyz三位坐标。

4.2.2预扩孔

导向孔完成后，要将该钻孔进行扩大到合

适的直径以方便安装成品管道，此过程称为预扩

孔，预扩孔扩孔次数与穿越管的长度、地质、钻

机能力等因素有关。一般情况下，最小扩孔直径

与穿越管径的关系应按规范要求，但管径小于

400mm的管线在钻机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可以直接

回拖。

在地质情况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如果管径

大于400mm，要进行预扩孔，每次扩孔比上次管

径增加100mm，达到预定孔径时应当进行洗孔工

作。具体的扩（洗）孔直径和次数，视具体的钻

机型号和地质情况而定。

4.2.3回拖管线

 (1)回拖前的准备工作：

①管线回拖前，在预扩孔的同时，沿焊接摆

放管线挖一条发送沟，沟底不得有石头、砖块等

硬质物以免刮坏防腐层。然后把成品管线放入沟

内，在沟里注水,注水深度视成品管径而定，能

保证成品管线悬浮在水中脱离地面即可，若是管

径太大，沟内水又太深的话，应当采取适当措施

（如将管线内先注部分水），否则将出现成品管

线漂浮在水上的场面，不利于回拖的稳定和增加

回拖阻力。

②若是回拖管线有拐点或者发送沟途径有通

信光缆等障碍时，则应在回拖前在拐点处和途径

光缆处采取加固措施，如在拐点的内外侧均打桩

加固，过光缆处垫膨润土并在该处配合有1-2台吊

车或挖机配合施工回拖。

③连接钻具，其顺序为：钻机-钻杆-挤扩

器-旋转接头-U型环接头-中空洗孔器-U型环拖拉

头-管线。

(2)回拖前的注意事项：            

①连接前钻杆工应检查好钻杆有无外观缺

陷，并用泥浆冲洗钻杆，确保钻杆内无异物；

②连接后要进行试喷，确保泥浆系统正常运

行并证实挤扩器泥浆水嘴畅通无阻；

③旋转接头是否注满润滑油，旋转是否良

好；

(3) 管线回拖。在回拖期间中间尽量减少停

顿，否则孔内压力减少，钻孔容易塌方，造成钻

孔内泥浆不流动而使沙子沉淀抱杆，增加回拖失

败的风险。

5    质量控制

5.1  质量控制要素

质量控制要素为：泥浆控制、导向孔的穿越

曲线、预扩孔、管线回拖。

5.2  控制方法与措施

5.2.1泥浆质量控制

泥浆是定向穿越中的关键，要针对不同的地

层采用不同的泥浆。首先按照事先确定好的泥浆

配比要求生产厂商生产出符合现场要求用的一级

膨润土。

泥浆粘度的测量用马氏漏斗，每２ｈ测一

次，泥浆粘度应根据地质情况和管径大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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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地层地质，及时调整泥浆粘度，提高钻

进与扩孔质量，保证管道回拖成功

5.2.2导向孔的质量要求

导向孔实际曲线与设计穿越曲线的偏差不应

大于１％，且偏差应符合规范的要求。

为使钻孔圆滑，规范特对钻杆的折角提出要

求。

5.2.3预扩孔

在导向孔成形后，连接扩孔器，进行回扩。

在回扩时，注入配置好的泥浆，提高扩孔质量。

5.2.4管线回拖

为确保穿越万无一失，回拖要与扩孔同时完

成。回拖时要连续作业，避免因停工造成管孔阻

力增大，增加回拖难度。

5.3执行标准

《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施工规范》

 GB50424-2007

《输油输气管道线路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SY/T0401-98

《石油建设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管道穿跨

越工程》

 SY/T4104-95

6    典型工程应用实例

江西省天然气官网一期工程九江－景德镇段

鄱阳湖湖口定向钻穿越全长1607.2ｍ，管道直径为

５0８ｍｍ、壁厚为１0ｍｍ，管材为L415直缝埋弧

焊管，外防腐层为3PE。该项目是一项高风险的系

统工程，对钻机的穿越能力、钻机的锚固、钻具的

选配、导向孔的轨迹、回扩以及配制泥浆的性能要

求很高，并且对施工项目管理和人力资源素质也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鄱阳湖湖口定向穿越工程结合理

论分析，在施工过程中有效地解决了钻杆失稳、泥

浆护壁和回拖过程中所遇到的技术难题，使施工队

伍积累了丰富的大型穿越的施工经验。应用定向钻

进行非开挖施工，无论从环境保护还是今后的管道

市场需求来看，其前景是广阔的。

覃 龙：大型水平定向钻穿越复杂地层施工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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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水平定向钻进方法铺设天然气管道
以减小对环境的影响

陈历新 译

摘    要：本文介绍了水平定向钻进技术在加利福尼亚州两条河流底下和两块极其敏感的自然区域

下管线安装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管线安装、环境影响

1    概况

近期完成的管线108替换工程是一个在北部加

利福尼亚州为供应太平洋电气，11英里长的天然

气管道。使用水平定向钻进技术对一部分在两条

河流底下和两块极其敏感的自然区域下管线安装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创新的方

法，像其它设计的方法来减小环境影响，这个工

程可能永远都不会实现。

遍及萨克拉门托地区的大量种植使得现有直

径16英寸天然气运输管线的替换工作成为必需，

这条天然气管线是在19世纪30年代完成的。太平

洋电气萨克拉门托本地天然气输送系统目前为大

约60万顾客服务，以及在该州一些最新发展的县

包括萨克拉门托城。太平洋电气期望该运输系统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将为每年新增的大约22330客

户服务。大部分客户将靠管线108来服务。

为了利用太平洋电气现有的地面权利，24英

寸直径的管线替换将跟随现有的管线。这条管线

连接着Thornton Meter车站，位于圣华金县莫凯勒

米河的南面，直到Elk Grove车站，其位于萨克拉

门托城Elk Grove Boulevard的南面。

起点在Thornton Meter车站，替换管线将穿越

莫凯勒米和Cosumnes河并且沿着联合太平洋铁路

轨道的东边，延伸到北面三英里外。然后该管线

在继续向北约3英里之前，将穿越联合太平洋铁路

线和富兰克林大马路。这时，从富兰克林大马路

转向西，并且管线经过它下部，继续向北沿着联

合太平洋铁路轨道的西边将近3英里。在富兰克林

社区，该管线转向西，转向北并继续在富兰克林

大马路下约一英里之前，在比尔比路下经过一个

较短的延伸。在经过富兰克林大马路和联合太平

洋铁路交叉点后，管线沿着铁路西边完成最后一

英里，并在Elk Grove车站结束。施工现场如图1所

示。

除了管线108的替换工作外，太平洋电气

在Elk Grove车站也安装了一个压力限制站。在

截稿时为止，工程正在拆除架桥，它是在经过

Cosumnes河的地方时曾支撑管线的桥。架桥的拆

除是整个项目的最后一部分工作。

2    影响评价

尽管大部分管线延伸穿过农业地区，但是校

   图1    成功地将锤击顶进管连接到预先开挖的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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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也穿过许多环境易受破坏地区，包括两条河，

两块危险的自然区域和一处动植物栖息地。结果

是，管线108替换工程要求大量的环境分析和为避

免或减少环境影响的详细计划。

PBS&J准备为108管线替换工程做环境评价，

并且协助PG&E遵守加州环境质量法，法律要求该

州和当地机构识别与他们活动相关的重大环境影

响，并且若可行，应采取措施避免或减轻这些影

响。除了与其它机构商量监督该工程，PBS&J负

责一些像专门的植物调查、鸟类调查、栖息地绘

图、沼泽地描绘和沼泽地许可认定等工作。

在这些越发脆弱的自然地区中，管线将经

过的地区有莫凯勒米和Cosumnes河，Cosumnes河

保护区和石头湖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该管线穿

过两条河以及在它南部终点处的Cosumnes河保护

区，同时石头湖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位于该工程

北部终点的附近。Cosumnes河保护区是由美国土

地管理局管理的，包括几块由几个联邦州立机构

和非营利性机构所拥有的土地。石头湖国家野生

动物保护区是由美国野生服务团队管理。

在Cosumnes河保护区内，管线经过河边森

林、灌木丛、草原和季节性湿地。同时，在石头

湖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内，管线横穿大草原、季

节性湿地、排水道和春季水池。这些水池是抑制

在雨季期间残骸洪泛的，并且这给大量的动植物

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栖息地，比如全联邦范围内列

出的丰年虫，它们在旱季水池干枯前结束生命周

期。

这种丰年虫是许多特别敏感物种类别中的一

种，它们的存在无疑是对工程的设计和建设期间

的一种说明。受保护的其它物种也靠联邦或州立

机构管理，并且在管线校准附近的栖息地已知的

物种包括巨大的花纹莽、Swainson’s鹰、西部的

池塘海龟、峡谷长角牛、甲虫和猫头鹰，还有大

约11种特殊植物。

考虑到沿着管线校准的几种地形和物种受保

护的情况，要求做大量潜在的环境影响评价，以

保证获得必要的许可证和不同资源机构的批准，

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土地委员会、美国陆军工兵部

队、加利福尼亚州水资源控制台、加利福尼亚州

野生动植物部门、美国野生动物服务团队、加利

福尼亚历史保留办公室和萨克拉门托大都市空气

质量管理区。

3    避免影响

作为项目计划和准许的关键议题包括减小与

管道路线及临时使用连接管段的区域等相关的环

境影响。在与不同协作机构协商期间，几个减缓

措施被提出来以避免干扰湿地和其它在净水法管

辖的水域，那些位于施工区域或邻近的施工区域

内。

到目前为止，用于避免对湿地和其它管辖的

水域，涉及在敏感地区安装管线的主要技术手段

是水平定向钻进。该技术用于在两条河流底下、

部分Cosumnes河保护区以及石头湖国家野生动物

保护区和其它敏感地区下安装管线。

一个约2600英尺的钻孔穿过了河流和相关

岸边居住地的下部，要求有一个同样长的回拉

区域沿着莫凯勒米河北边的农地。在Cosumnes河

保护区内，使用水平定向钻进在淡水沼泽、草

原、季节湿地和河边居住地安装了大约3300英尺

的管道。在沿管线校准的其他地方，使用水平定

向钻进完成了另一个1400英尺在不知名的支流到

Snodgrass Slough下部，同时一段1500英尺长的管

道使用水平定向钻进通过了一个牛奶厂。

靠水平定向钻进方法安装的最长管段是发生

在石头湖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这里，约有6500

英尺的管线用这种方式安装来避免干扰春季水池

和季节性湿地。同样长的回拉区域延伸到了Elk 

Grove Station车站北部现存的围墙和美国联合太平

洋铁路线之间。

利用水平定向钻进技术进行管道安装，钻孔

至少达到通航水道的两岸和河床底部下60英尺处

并且在任何其它装置下25英尺处。河流下的水平

定向钻进工作计划在6月1日到11月30日之间进行

以保护鱼类。同样地，在两个自然区之内的非开

挖工作计划在夏季进行以减少对湿地和巨大花纹

莽的影响。

同时，设计其他的缓和措施，并执行处理

对不同栖息地的某些临时和永久的影响。这样的

措施包括在干旱季节引导建筑物，在建筑区域附

近用栅栏隔开特殊植物或湿地，采取方法控制腐

陈历新 译：利用水平定向钻进方法铺设天然气管道以减小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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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并培训建筑工人关于在工程中采用的环境措

施。进一步说，建设期间一个PBS&J生物学家要

求在现场以确保遵守保护措施和限制条件。

4    施工

当然，除了水平定向钻进技术外，其他的施

工技术也应用于安装管线上。当它通过农地时，

主要的管道安装是靠开挖完成的。气动锤管法也

称为锤击成孔常用于短孔，并且由于敏感的栖息

地，非开挖安装管线空间是有限的。

总之，明挖法用于安装管线的大约占69%，

同时非开挖完成占30%（见下表1）。锤管法完成

剩余1%的安装。

施工类型 距离（英尺）

开        挖 36400

公路内挖沟 3600

水平定向钻进 17200

锤管法钻孔 1100

总        计 58300

对于直接埋入的管线这一部分，使用的是

外径24英寸API 5L钢管，它的壁厚（Grade X 60 

DSAW）0.375英寸，并结合环氧聚乙烯的融合物

16密耳。对于靠水平定向钻进或锤管法安装的管

道这一部分，使用的是外径24英寸API 5L钢管，

壁厚（Grade X 60 DSAW）0.5英寸，并带有耐磨

性的外敷层，结合环氧聚乙烯的融合物40密耳。

由PG&E and和德国精工EPC设计，是由西南

建筑施工队安装的。2008年6月工程开始进行，并

在第二年10月完成。施工期间，PBS&J提供了环

境建设监控服务，包括生物学的、考古学的和古

生物学的监视。PG&E建设了压力限制站。

除了涉及准许的管理机构之外，下一个组织

机构也有助于工程的发展：萨克拉门托市，奥克

格夫市以及大自然保护协会。

5    最终要素

管线108替换工程的最终要素包含移除一个由

19世纪30年代PG&E建造的悬挂桥，该桥支持最

初穿过Cosumnes河的管线。PG&E拥有这座桥，大

自然保护协会要求其拆除。大自然保护协会拥有

Cosumnes河保护区的一部分，撤除这座桥有利于

阻止闯入者到达环境敏感的小岛上。

大约长630英尺的建筑物靠两个立柱和地锚支

撑，他们每一个安置于河的两端。连同这座桥一

起，PG&E正拆除到自然坡度下1英尺的北边地锚

和桥墩，并回填该区域。因为起初这座桥已经上

了含铅的油漆，在拆除时必须使用特殊措施以防

止污染物影响环境。拆除桥的工作始于2009年6月

并计划在7月底完成。

花了大约三年的时间完成了环境评述并获得

各种该工程要求的许可证。总之，项目工作组协

商获得19个当地州和联盟的认可，以及98个土地

拥有者/购买者的同意。考虑到周围环境障碍的数

量，由于土地管理局、美国鱼类和野生动植物服

务、加利福尼亚水族馆和自然保护协会的协助，

该项目大部分都成功了。在PG&E内部，作为公共

设施主要的土地计划师Michael Gunby将努力转向

该项目的环境影响因素。

同时，管道施工要求只有三个月。施工用了

82000多个工作时，工人们达到了三重零风险操

作。

幸亏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仔细的计划和前期

准备，大约价值4100万美元的管道施工在预算下

和计划之前的两个月内完成了。这样，PG&E和它

的搭档们有效地保证了在萨克拉门托大都会区建

设必要的基础设施以此为正在发展的需求服务，

同时减小项目无法预料的环境影响。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09.11

    胡远彪  校

   表1    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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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tch Witch新系统提高HDD施工精度

Jeff Griffin  著    王  中  译 

摘    要：本文介绍了查尔斯机械制造公司研制的一种即时的、高精度的水平定向钻进管道安装设

备导向系统及系统的组成。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导向、激光器、追踪器

1    简介

查尔斯机械制造公司宣称：“一个新的为即

时的、高精度的水平定向钻进管道安装设备而设

计的沟神（DW）导向系统即将投入使用”。

DW的高精度产品经理Richard Levings说：

“已获专利的高精度的系统使得精确控制水平定

向钻进安装过程变得简单了。”他说，新系统省

去了在安装过程中建立沿钻孔路径相关点或者为

了得到产品定位而打的竖直观测孔。如果使用正

确，该系统能在钻进导向孔时提供一个连续的，

实时的相关信息。

“新系统性能已经在2009年UTC（地下建筑

科技）博览中展现出来了，也受到了其它业界的

一致好评，”Levings说。“在各种条件下的全方

位试验也已经完成了，计划今年夏天推出可用的

产品。”

Levings强调了这个系统的基本组成：

（1）激光器（激光发射传送器）；

（2）高精度集成激光接收器；

（3）DW8500追踪器。

Levings说：“为了得到最好的效果，推荐系

统使用特殊的井底工具和钻杆。”

2    工作原理

为了使用这个系统，将初步进行深度和端部

工作的建立，然后激光器和高精度端将在地表定

位。

由于先导孔已经钻成，追踪器就可以从钻

头处接受到信息，高精度端部传感器读取激光束

信号。系统计算两个信号的不同之处然后提供给

钻进操作人员可用的信息以保持高精度别的先导

孔，如图1所示。

Levings说道：“使用这个系统可以使得HDD

安装距离比典型的安装距离从人工井到人工井可

以达到400英尺要大得多。”到目前为止配备这个

系统最长测试距离是1100英尺。

“这种系统已经在不同种类的土壤中测试过

了，不推荐使用于在地下水位之下、高渗流或者

通过岩架的非黏性土壤。”Levings说。

Levings说：“8500追踪器是这个系统重要的

组成部分。”

“8500是一个用于水平定向钻进中突出的独

立的追踪系统，”他解释道,“它设计出来的能力

适合高精度安装，并且能跟新系统中的激光接收

器完美的结合。”

8500具有0.1%这么高精度别的解决能力，它

有一个校正左右的标靶旋转机构，能够准确的从

孔迹一侧追踪钻头，并能在任何土壤中能准确到

30英尺的精度。

“当使用这个高精度的系统时，如果使用特

 图1    新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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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井底工具和钻杆，那么高精度的安装工作将

变得更加有效率。”Levings补充道。

“我们已经发展了后座扩孔器来帮助保持足

够大的钻孔的高精度，”他解释道。“特殊的无

线电保护罩很稳固，后置的稳定装置可以使孔沿

着标靶前进。全地域模式（AT）钻进设备和随之

使用的钻杆也比标准管坚固，这也可以避免钻杆

在孔内乱窜。”

3    全地域模式（AT）

Levings说测试表明：具有双管钻进系统的AT

设备在软土中使用高精度系统时更好的提供了精

度的控制，因为负责钻进的内管在孔中没有磨损

或者浮动。

作为系统可采用的选项，一个便宜的车载式

闭路电视摄像头可以在最终检验前检查安装情况。

“即时的，高精度的定向钻进是一门要求技

巧，经验，耐心的学科，它不是一个所有钻进承

包商都愿意承担的工作。”Levings 说:“然而，

人们对高精度钻进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对于承包

商、顾问、工程师和项目业主来说，新的DW高精

度系统是一个帮助高精度安装工作更有效地更实

用的工具。”

除了水平定向钻进设备和导向系统外，DW的

产品还包括挖沟人员，振动犁，压紧实用设备，

真空挖掘机，以及由全球DW代理组织销售或支持

的设备。

译自：﹤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09.5

 胡远彪  校

我国研制成功油气管道高效能抢修设备

一种用于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应急抢修的重要机械设备——大口径管道外防腐层剥离机已研制成功。

该设备解决了大口径油气管道抢修中防腐层难以剥离、影响抢修效率的难题。 

据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了加强油气长输管道防腐，国内油气管道开始采用三层聚乙烯（Ｐ

Ｅ）外防腐技术，大大优化了管道的防腐性能。但在油气输气管道的事故抢修和站场施工中，需要在焊接

部位清除防腐层，露出管体才能进行切割或焊接作业。由于油气长输管外壁包裹防腐介质有较好的黏结强

度，剥离防腐层成了影响抢修施工进度的主要问题。 

由西气东输公司靖边维抢修中心研制成功的履带式大口径管道外防腐层剥离机，采用电动机作为剥

离动力，带动滚刷旋转清除外壁包裹的防腐层，并在管道的防腐层表面沿圆周移动，完成管道防腐层的剥

离，从而为切割或焊接作业提供有利条件。 

技术专家介绍，以往管道抢修施工中，通常采用手工剥离的方法，速度慢，剥离效果也不好。新研制

的防腐层剥离机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不仅可广泛用于大型油气管道的建设和抢修，还使焊接部位防腐层

手工清除的单位时间由２小时以上缩减为１５分钟，大大提升了抢修效率，保障了供气安全。

摘自《中国管道商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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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通ZT-400钻机成功穿越潦河

王 晨1  乾伟杰2

（1.深圳钻通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 中国石化集团江汉石油管理局油田建设工程公司）

摘    要：本文阐述了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干线定向钻穿越施工潦河定向钻穿越工程，以及在施工中

所采用的各种技术措施。

关键词：定向钻机、定向钻施工、导向、回拖

   图1    工作面

表1    钻机主要技术参数

钻机主要参数 　

最大给进力 4000kN

最大回拖力 4000kN

最大输出扭矩 130000Nm

动力头转速 0-90r/min无级变速调节

动力源 2台康明斯336kW/2100r/min发动机

泥浆最大通过量 3010L/min

泥浆最大压力 11MPa

标准入土角度 10°-18°

钻机结构形式 分体式（主机，动力系统）

主机尺寸 18m×2.6m×3.4m

运输重量
主机不大于50t

动力系统不大于18t

1    工程概述

西气东输二线东段潦河定向钻穿越工程简

介：潦河定向钻穿越工程位于江西省安义县东阳

镇与万埠镇交界部位，穿越北岸（入土侧）为安

义县东阳镇塘口村属地，如图1所示。南岸（出土

侧）为安义县万埠镇石窝雷家村属地，穿越位于

第26标段，设计范围为桩GD016-GD017。穿越管

道处设计压力为10MPa，管径为Ф1219×22mm，

为 大 型 定 向 穿 越 工 程 。 硅 管 套 管 穿 越 管 径 为

Ф114×6.4mm，硅管套管在输气管道的上游8m。

此次穿越主要在强风化花岗岩中通过，局部

有约120m的中风化花岗岩闪长岩，管道在河床下

的最小埋深为13.64m，穿越入土角为   7°；出土

角为6°，穿越入土端卵石层厚约4.4m，管道穿越

入土端处理鹅卵石采用夯套管预埋Ф2000×32mm 

L425MB螺旋缝埋弧焊钢管，长度为43m。穿越南

北岸均有大堤，入土点距北岸大堤脚117m，出

土点距南岸大堤脚195m。定向钻穿越水平长度

923.69m，穿越实长925.3m，穿越曲线段曲率半径

为1828.5m（1500 D）。

2    施工过程

2.1  导向施工

在导向施工前先在入土侧下入Ф2m钢套管阻

止地层不稳定可能对孔道造成的影响，之后又在

平行钻进轴线一定距离的位置首先铺设了一条用

于泥浆循环使用的Ф110mm的管道。至此准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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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扩孔记录

钻具级配 拉力  kN 扭矩  Nm 钻速r/min 泥浆压力MPa 泥浆流量m3/min 单根回扩时间  min

6″扶正器+16″回扩器 300-400 2200-2800 24-35 1.0-1.2 1.3-1.4 10-15

16″扶正器+26″回扩器 300-400 2300-2900 24-35 1.0-1.2 1.3-1.4 10-15

26″扶正器+36″回扩器 400-500 2500-3000 24-35 1.0-1.3 1.3-1.53 10-20

32″扶正器+42″回扩器 400-500 2500-3500 24-35 1.0-1.3 1.3-1.5 10-30

44″扶正器+54″回扩器 350-400 2400-2900 24-30 1.0-1.3 1.3-1.8 10-30

50″扶正器+60″回扩器 300-500 2300-3000 24-30 1.0-1.4 1.5-1.85 20-30

60″扶正器+66″回扩器 300-400 2200-3500 24-35 1.1-1.3 1.5-1.9 30-60

图2    回扩钻具 图3    预置PE水管

作结束，开始导向施工，导向孔使用的是PD  400 

型钻机，其主要参数如表1所示。导向施工严格控

制每根钻杆改变的角度，按照设计轨迹施工，导

向最深25m，每根钻杆改变的角度控制在0.1%左

右，顺利完成导向施工。

2.2  逐级扩孔

第一级：6″扶正器+16″牙轮扩孔器                             

第二级：16″扶正器+26″牙轮扩孔器

第三级：26″扶正器+36″滚刀扩孔器                           

第四级：36″扶正器+46″滚刀扩孔器

第五级：46″扶正器+56″滚刀扩孔器                           

第六级：56″扶正器+66″滚刀扩孔器

扩孔钻具如图2所示。前五级扩孔在控制拉力

的情况下，扭矩不是很大，但在进行最后一级扩

孔还有300m出土时进尺困难，疑似遇到障碍，经

过三天回扩最终出土才发现前扶正器焊缝开裂，

整体掉入孔中。不进尺原因很可能是滚刀钻头与

扶正器对磨所致。扩孔记录如表2所示。

2.3  洗孔

经过多级扩孔后，此时的孔道已经很大，

孔壁稳定性是一个新的问题，专家及时调整泥浆

各项性能，既维持孔壁稳定又具有良好的携砂能

力。此时用48″滚刀回扩器并给予大泵量冲洗，

泥浆排量从扩孔时的1.9m3/min升至2.48m3/min，原

浆比重为1.08，上返的泥浆比重为1.18，孔道的钻

屑被充分的携带出来，使孔道通畅。本工程出去

端对上返泥浆进行二级除砂（20目，40目）后泵

送至入土端再经过二级除砂（40目，120目）再进

过旋流器除泥（10-100µm），每小时效率达到

240 m3，最后泵入罐内待用。

2.4  清空

洗孔结束后要对孔道进行清空来获得最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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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成品管回拖成功图4    开挖水槽

王  晨     乾伟杰：钻通ZT-400钻机成功穿越潦河

拉管的孔道环境，首先用62″筒式回扩器进行清

空，但由于孔道的完整性可能不好，因此应用筒式

回扩器的扭矩很大，出现多次卡钻的情况，专家及

时做出调整，将整个扶正器从后端缓慢推出，换

上62″滚刀回扩器进行清空，顺利完成。经过对回

扩时拉力，扭矩及回扩器磨损情况综合分析后，采

用56″筒式回扩器（加焊耐磨焊条及合金），在拉

力，扭矩都不大的情况下顺利完成。

2.5  成品管道回拖

(1)回拖前的准备工作，在管道回拖之前对管

道在孔内的浮力进行精确计算，为了平衡浮力在

成品管中预置Ф630 mm PE管并注满水。焊接拉管

头；由挖机沿钻进轴线的反向上开挖拉管水槽，

在槽内注满水，使成品管道漂浮在水槽内，尽可

能减少了拉力同时也保护了管道不被磨损。如图

3-4所示。

 (2)回拖，成品管回拖从2010年8月12日下午

16：00开始，经过22h不间断回拖，顺利完成，如

图5所示。

3    施工技术措施

(1)选择了优良的机械设备及配套设施：钻机

是水平定向钻的“心脏”，在长达8个月的漫长穿

越施工中，ZT-400型钻机一直维持了较好的工作

状态，并与其它如泥浆泵，各种动力设施配合良

好，是工程顺利完成的一个可靠的保证。

(2)泥浆循环用管线的铺设：为了方便泥浆的

循环利用，在导向孔施工前先铺设一条用来运送

泥浆的管线，节约成本，也为施工带来了极大的

方便。

 (3)合理的泥浆配置：在最大66″的孔道施工

中，孔壁坍塌及岩屑的返排是两大难题，在本次

施工中，对泥浆的性能进行了细致的推敲，从每

一级扩孔的泥浆性能变话中寻找线索，及时调整

来满足携带和护壁的要求。经过对原浆和上返泥

浆性能的对比，确定返渣率，随时调整泥浆性能

来获得一个通畅的孔道。

(4)综合应用：在小孔径的扩孔施工时选用

牙轮扩孔器，在大直径扩孔时则换为滚刀回扩器

来保证在大扭矩条件下钻具不损坏，掉落；合理

控制扩孔拉力，扭矩，扩孔速度及转速，使切削

下的钻屑细小，同时提高钻速和增大泥浆排量，

保证切削下的钻屑充分排出；再次，施工选用6 

1/2″钻杆，大强度钻杆有效降低了钻杆断裂或胀

扣的风险。

4    结论

(1)管理人员在施工中细致分工，搁置其责，

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按相关质量管理标准进行施

工。

(2)技术人员在施工现场严格把握穿越的各项

技术指标，遇到突发情况下立即采取措施。

(3)此工程回拖成品管直径达DN1219mm，壁

厚22mm，水平穿越距离925m，在如此长距离，

大管径的施工各项环节都做到万无一失，施工的

各环节连接顺畅，施工质量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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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供电公司采用隧道顶管技术敷设电缆

在城市敷设高等级电压电缆，倘若遇到复杂

的地面和地下环境怎么办？无锡供电公司在沪宁城

际铁路无锡东牵引站输变电工程敷设220千伏高电

压等级电缆时，在全省首创采用安全高效、国内先

进的隧道顶管敷设电缆新技术，有效地解决了这个

难题。

去年9月，无锡供电公司接受了沪宁城际铁路

无锡东牵引站配套的220千伏长江变至无锡东220千

伏牵引站变电站，长约10公里的220千伏高等级电

缆的敷设任务后，立即对电缆线的走向进行了现场

勘察。在感到采用原有的大开挖式构筑电缆线隧道

的方法，因受到地面和地下复杂地理环境的影响将

无法施工。他们通过赴上海电力公司等地学习观摩

和反复论证，决定采用三种不同的施工方法来化解

这一难题。对地理条件较好的地段继续采用原有的

大开挖式构筑电缆线隧道；对跨越铁路、高速公

路、河流等短距离复杂环境地段采用钢结构桥架；

对工厂密集区，自来水管、通信线管、燃气管、电

力线路管以及污水管纵横交叉区等复杂的地形，长

约2.67公里的地段引进当今成熟的沉井隧道顶管新

技术。

去年11月，通过竞争中标的上海市第二市政

工程有限公司机械顶管分公司是全国最早从事顶管

施工的企业，其顶管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4)从此穿越施工中获得了从事长距离，大管

径施工宝贵的经验，同时也极大的增强了穿越施

工人员的信心。另一方面，亦充分证明了钻通钻

机的优越性能和威力！

曾出色完成过在30米下穿越黄浦江的长距离顶管

工程。承接这个工程项目后，自今年3月份开始施

工，他们根据当地复杂的地理环境，首先建造15米

深、内径面积达60平方米左右的7个工作井。其工

程由长期合作的上海华贻电力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施工，然后电缆隧道顶管施工在两个工作井之间

进行。他们组织研究了适合于粉砂地层顶管施工的

新型复合泥浆材料、泥浆制备工艺和注浆工艺技

术，使得管处壁平均单位面积侧向摩阻力小，设计

了大刀盘泥水平衡顶管掘进机，采用开挖面稳定控

制方法，有效地保护了地面建筑物，采用自动引导

测量系统和成套纠偏技术，保证了粉砂地层超长距

离顶管的轴线控制精度。这个工程的顶管圆形内径

为2.4米，率先完工的1号井至2号井50米长，2号井

至3号井588.388米长。据介绍，其2500平方毫米和

1600平方毫米两种不同规格的220千伏双回路电缆

线整齐地排放在隧道内的护架上。隧道具有通风、

防水、照明、监控通讯和消防集中控制功能，更具

有封闭防盗功能。投入运行后，其工作井将作为运

行、检修人员深入到电缆线隧道内从事维护、检修

的通道。供电检修人员可在隧道内骑自行车和电动

车从事电缆线的检查、维护和抢修。

摘自《无锡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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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水平定向钻进做得更长

Cain Pacheco  著    罗艳珍  译

摘    要：本文介绍了水平定向钻进技术改革创新对延长管道寿命和提高管道连接水平所发挥的重

要作用。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钻杆、创新、寿命

目前，水平定向钻进（HDD）孔内套管已经

很常见，其深度和长度也在逐渐增加。随着水平

定向钻进优势的日益显现，人们对更深更长的钻

孔的需求也加倍增长。结果，各个水平定向钻进

公司都在寻找能够承受更大扭矩和更高复杂工作

负载的管件及连接工艺。为此，各管道公司转向

技术方面来探索解决方案。

事实上，最近的几次技术改革已经刷新了管

道的孔径和长度记录。尤其是钻杆的升级——如

双肩连接技术的引进和S-135钻杆等级的修改。

在钻进时，不仅应用了创新的辅助手段，还采用

了更加严格和彻底的检查措施，这对延长管道寿

命和提高管道连接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图1所

示。

1    新技术的出现延长了管道的使用寿命

人们设计了双肩连接技术、替代技术和其它

钻进工具，以便在无需特殊转动和处理程序的情

况下提高连接性能。

双肩连接技术有一些特点，如外径小，内

径大，最大转矩与标准钻杆相比大约高15%至

30%。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双肩连接的设计可以

提高连接处抗弯曲疲劳的能力。

当连接是正确的时候，匣式沉孔是压缩的，

销钉底座是弹性拉伸的，而且内部进行了二次扭

矩肩啮合。与标准钻杆接头相比，二次扭矩肩允

许增大荷载分布区域至穿过软管接头区并且增加

了扭转能力。由于二次肩扭矩恒定而且非压力密

封，其功能是独立的，所以对肩的轻微损坏不会

对连接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对初次和二次肩加上适当的扭矩后，连接肩

可以保持连接，这将阻止任何井下装卸处理和/或

肩分离的拉伸和/或弯曲载荷，也防止任何连接泄

漏。

双肩连接技术的另一个优势是增强扭矩，而

且增加了外径的抗磨损能力，同时增进了最标准

的连接液压效率和互换性。

同时为了提高钻杆的抗扭强度、加强水力

和增加抗疲劳，正在开发新的连接方式。欲了解

更多有关这些连接方面的信息，应联系钻杆供应

商。研究这种连接并且确保其设计确实有优势。

另一项技术优势是现在正在使用的水平定向

钻进S-135管道，这种管道已提高了简支梁冲击

强度。真正了解了高强度和高韧性的需求的制造图1    升级的钻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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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采用专有化学和严格控制的淬火回火热处理

工艺。

事实上，修改后的S-135管简支梁最低冲击强

度要超过美国石油协会规范的48%。抗冲击强度

的增加使其比普通高强度材料安全系数更高。

2    彻底检查：比管道事故费用低

在今天的经济市场，在钻杆和钻杆事故上节

省金钱是非常必要的。维修和检查对延长管道和

接扣的寿命起着重大的作用。

随着各种复杂钻进条件的日趋增多，多种

因素综合起来，增加了钻杆事故的潜在成本。因

此，对钻杆和其连接区域进行重点检查可以在其

重新投入工作前把不合格部分挑出来。

人们设计了TH HILL DS-1 CAT5检查项目来

检测API第3组——X-95, G-105 和 S-135管。检

查的对象是钻杆和钻柱组件。在水平定向钻进市

场，这些钻杆和钻柱组件在极端不利条件下应用

时出事故的可能性很大。

该标准不但涵盖了API RP7G的所有高级指

标，还加入了二维影像和对管线连接的湿荧光磁

粉检测。该检测纵贯除倾覆和滑移区域外的整个

管体，使用一个包括纵向磁场的电磁干扰和伽玛

射线壁厚能力的单元。倾覆和滑移区域则使用磁

粉探伤和超声波壁厚测试，以确保无缺陷区。

DS - 1双绞线不仅有硬件检测，还可以满足

公司对程序质量控制和对检测仪器设备的校对使

用的要求。

这种额外的检测的确增加了管道检查费用。

在大多数情况下，增加值大约为API“标准机架检

查”或类似的DS - 1 3类检查的36%。

很明显，随着HDD行业的日趋成熟和对难度

更大项目的追求，人们需要开发各种创新性的工

具以满足工程和质量的需求。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09.9

乌效鸣  校

管线施工用上全部工法

西江引水工程采用了供水管线施工的全部工

法：明挖、顶管、盾构、沉管。按管廊计算，其

中明挖段约62759米，顶管段约3492米，盾构段约

4192米(包含盾构井长度)，沉管段约1069米，各占

全线总长比例约87.8%、4.9%、5.8%、1.5%。

盾构隧洞施工：盾构一标（小塘）隧洞长约

2321，盾构二标（官窑）隧洞长约1622米，合计长

约3943米。

沉管施工：北江东平水道沉管段管径3.6米，

单管长约512米，单管重约1810吨，每条管用9艘起

重船起吊，起吊船合计吊力2600吨；南沙涌沉管

段管径3.6米，单管长约226米，单管重约665吨，

每条管用6艘起重船，起吊船合计吊力1350吨；白

坭河水道沉管管径3.6米，单管长约331米，单管重

约1170吨，每条管用9艘起重船，起重船合计吊力

1680吨。

顶管施工：有6处采用了顶管施工，分别是和

顺立交、广清高速朝阳出口、凰岗路口、京广铁

路、平沙立交、富力城。

摘自《 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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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定向钻在光纤入户市场中的应用

Sharon M. Bueno  著     刘 浩  译   

摘    要：本文介绍了水平定向钻进具有的优势，以及在光纤入户市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带来的

经济利益。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光纤入户、地下管线

对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水平定向钻产业

中的小型装备部件生产商来说，光纤入户市场会

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随着更多的用户渴望额外

的宽带以实现更高的英特网速度，以及网络供应

商渴求以最优可能性的方法来满足此项要求，水

平定向钻技术被认为是最佳方案。

根据光纤入户委员会方面的消息，随着光纤

入户在2008年9月已进入160万户家庭以及宽带订

户达到376万户，升级北美地区最终用户的端对端

光纤网络的呼声甚高。这些数据来自于光纤入户

委员会在2008年9月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

光纤入户委员会的调查同时表明，光纤入户

网络进入北美家庭的数字从2007年的955万户增长

到当前的1380万户，并且，通过光纤入户网络获

得录像服务的的家庭数字较去年也翻了一番，从

2007年9月略大于100万户到2008年将近220万户。

 申请加入用户数目的持续增长以及增长速

率表明了用户是如何看待光纤入户的----此项技

术会获得更高的宽带网速以及更加高级的录像服

务。 光纤入户委员会主席Joe Savage说。“除此之

外，相比其它种类的宽带服务和录像供应商，我

们将会继续看到对光纤入户服务更高的用户满意

率。”

调查同时发现，光纤入户用户的平均数据下

载速度增加了——从一年前的5.2 Mbps到目前的7 

Mbps——因为供应商在他们的服务中增加了可用

的宽带。相比之下，在所有的网络用户中，平均

的即时下载速度为2.3 Mbps，此项数据由美国通信

工人协会在其最近对超过230，000人的网速调查

中得出。

而 水 平 定 向 钻 技 术 在 此 刻 将 会 有 何 作 为

呢——越来越多的设备供应商以他们较佳的埋设

新光纤管线技术和空中架线技术，正准备对这些

非开挖工程进行申请。

对网络供应商所期望安装的小直径地下管

线，水平定向钻以其精巧的钻进装备最合适不

过，因为其轻便、小巧的装备在施工现场不会留

下太深的压痕，并且在一些狭窄的住宅区及其邻

近区域，操作可以轻松自如。这种装备具有完成

钻进距离从小到100英尺，大到1000英尺以至1300

英尺以上距离的能力，而对地面破坏性小，如图1

所示。

图1    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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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业巨头像Verizon——正在将他们整个铜

线区域网络替换成光纤——而对当地小型公司则

有两种安装选择：或者终止已存在的光缆和终止

新建电线杆（一种更为人知的空中方法），或者

将它埋在地下，而后者将更为环境友好并可保护

光缆免遭大自然不可预料的和毁灭性的摧残。

当空中架线方法对一家公司的底线来说更为

快捷和成本更为低廉时，其他网络供应商说他们

会选择将光纤埋在地下作为一种方法来保护他们

的投资对象免遭风，冰雪，闪电等的伤害甚至其

他意外伤害。对网络供应商来说，相比将工程给

承包人，他们更倾向于自己用水平定向钻技术做

这份工作。

“当在会员大会上我们讨论一些案例和教

训的时候，我们的主要兴趣话题之一是如何实现

使光纤入户工程对汽车和行人交通影响最小化，

以及对住宅和公共财产伤害最小。水平定向钻新

技术提供了解决这个若干年前不能解决的问题的

解决之道。对很多光纤入户工程的规划者来说，

这意味着同开发区的居民和社区官员建立和保

持良好关系的新途径——对一项成功的工程和

一项成功的光纤入户生意而言这些都是很关键

的。”Savage说。

在和光纤网络供应商交谈时，他们说有了水

平定向钻技术，在安装过程中他们不必担心对街

道或者公共财产的破坏并可使对交通影响范围保

持最小。“较之空中架线的方式水平定向钻方法

成本要高昂很多，” Pioneer Telephone户外工程

设备处的Mike Gore承认。但是在其他方面会有回

报，比如说可以避开龙卷风和冰雪天气。任何时

候只要你的电线上挂满了冰它们就会掉落下来，

并且你也会因而与它们一起遭殃。”

Pioneer Telephone, Kingfisher, Okla.,这一批电

信公司都将水平定向钻作为安装其线路产品的一

种方法，并且越来越多的电信公司将拥有自己的

技术装备以及经过特殊训练的工人作为其选择。

成立于1953年的Pioneer Telephone电话公司是美国

的第四大电话公司，其拥有超过140，000用户并

直达俄克拉荷马州中部。该公司提供数目众多的

电信服务，包括本地电话服务，数字电视，手机

服务，高速上网和长距离通信。

Gore提到，比较过去用户要求安装更多的宽

带，他们公司现在正经历着一场更多的当地居民

区要求安装光纤的情况。当前，Pioneer Telephone

公司拥有499户的光纤入户用户，Gore估计在未来

几年当中这个数字会呈指数增长。“光纤安装数

目会继续保持增长，”他说。“我们用铜来增加

宽带已经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用光纤成本

效率更高。”他说。

在过去6到8年当中公司已经用水平定向钻

技术来安装其他产品线，而用此技术安装光纤入

户工程的光纤才两年。Gore说，在光纤安装施工

中，用空中架线方法和水平定向钻方法，使用率

各占一半。Pioneer Telephone公司也做自己的导向

钻进工作并拥有两种型号的钻机（沟神和威猛系

列），在一些情况下，他们可以让自己的工人去

完成长度达到1000英尺的钻进量；但在大多数情

况下，工人们所要完成的钻进距离要小于300英

尺。

迄今为止，Pioneer Telephone公司已经完成了

超过10，000英里的地面光纤线路铺设工程，包括

占有较高比例的750，0000英尺的地面埋设是通过

水平定向钻来完成的。

“在我们需要完成工程的任何地方，我们会

选择定向钻技术，” Gore说。“在过去，为了

替换地下设施，我们使用的唯一的装备就是挖沟

机，这会导致不断地返修。今天已经不是这种状

况了。”

三河电话公司成立于1953年，在蒙大拿州为

29条交换线路服务，提供直播卫星服务，互动教

育电视/视频会议，长距离电话服务，DSL /互联网

和WildBlue服务。工作组在其位于费尔菲尔德山

的公司总部开始建立了项目部。

三河公司设备处的主管Mike Henning说，公司

在农村和城镇地区已经将地下埋设光纤的方法作

为一种有成本效率的方法，而不是购买和安装新

的电线杆。作为对光纤铺设需求增加的回应，三

河公司将会选择水平定向钻的方法。随着时间的

推移，该电信公司决定自己来做这项工作，而非

将之外包。

“随着该任务需求的增加，我们认为投资

我们自己的装备将会是我们最佳的利益投资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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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 Henning解释说。“我们会继续签订一些大

的任务合同，并且会用我们自己的水平定向钻装

备来完成诸如道路穿越，暗渠掘进，排水沟以及

一些在要求使地表破坏最小化的工程中。”

他说传统的钻进距离是40到400英尺，并且网

络供应商使用的是对所要操作的装备已经过特殊

训练的两人一组的工人队伍。

三河公司和Pioneer Telephone公司都是在事

先考虑过光纤入户通信是如何工作之后，才决定

将水平定向钻技术投入到光纤入户工程中。随着

三河公司和Pioneer Telephone公司的成功，很多

打算将此技术应用到光纤入户的公司开始将两家

公司的经验作为其指导。“我接触到了在这个领

域的其它通信公司关于他们如何开始他们的工

作，”Henning说，并且提到了设备维修方面的建

议对他们很有帮助。“考虑到宽带发展所将带来

的需求，在为用户提供接入宽带服务和实现环境

破坏的最小化方面，水平定向钻将继续保持为一

种必要的方法。”

Gore说在各种生意中他得到了很多的来自于

其它通信公司在使用水平定向钻时候所遇到的一

些问题.“他们想知道如何使其更好的工作以及它

的优缺点各是什么，”他说。“我们已经看到了

越来越多的光纤入户通信公司正在使用水平定向

钻。如果钻机价格降下来，你将会看到更多的钻

机。它将是一种大的投资需求。”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2009.2 

乌效鸣  校

中油防腐与多家钢管企业合作建厂

中油防腐公司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先后与多家钢管企业合资成立防腐厂。目前，18家分公司遍

布全国各地，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国内重点工程市场占有率已达50%以上，去年全年实现销售收入7亿

元，利税9186万元。 

据了解，中油防腐与南京巨龙钢管有限公司强强合作，成立中油防腐南京分公司，仅用40天就完成了

105千米30多万平方米的油气管道防腐任务，比预定工期提前了60天，从而保证了国家重点工程——西气东

输二线东段、陕京三线、兰郑长等工程按期建成投产。今年上半年该公司已实现利润1000万元。 

除南京分公司外，中油防腐还与巨龙钢管公司在河北青县合作建厂。这两个防腐厂目前已成为中油防

腐公司的利润支柱，具备年产260万平方米、直径为219毫米～1422毫米的防腐钢管的能力。 

今年6月份，中油防腐与云南昆钢制管公司合作建设防腐厂，双方将利用各自优势共同建设两条内外防

腐作业线和一个移动防腐厂，共同参与中缅油气管道及国内管道的防腐工程建设。

摘自《中国化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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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顶管常用顶力计算方法的对比

梁荣柱1,2    韩  燚1    张  惠1,2

(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   

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岩土钻掘与防护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通过一个工程实例分析四种常用非开挖顶力的计算方法，并与实际顶力作比较，找出理

论与实际相差的原因，以确定最佳的计算方法。

关键词：非开挖顶管、顶力计算、对比

在顶管施工过程中，为了在土层中顺利顶进

管道，主顶油缸提供的顶力必须可以克服当前土

层对管道的阻力。在非开挖顶管施工过程中，顶

进力的正确估算是极其重要的，顶力的大小决定

着工作井的设计、顶进设备的选择、管道的强度

以及后座墙的设计[1]。如果顶力计算与实际施工

情况相差过大，会造成工程的成本上升与工期拖

延。

然而国内外现有的顶力计算公式较多、混

乱，适用条件不明确，造成计算时无从选择。在

顶力计算中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本文以武汉市

江夏区阳光大道的非开挖顶管工程为例，探究几

种顶力计算的方法，并分析各自优点与不足。

1    工程概况

武汉市江夏区纸坊阳光大道非开挖工程，

是江夏区毅恒街工业园污水排放重点工程，施工

位置见图1,本工程要穿越交通繁忙的阳光大道，

阳光大道车流量大，且大道两侧均为工业园，若

采用明开挖施工势必影响到整片工业园的正常生

产，因此最好选择非开挖顶管施工。考虑到施工

成本、工程投资等经济因素，本工程采用机械顶

进、人工掘进的顶管施工工艺。

施工简图如图2所示。非开挖管道施工长度

图1    工程施工概况

图2    施工简图 

为90m,顶进管道采用外径为1800mm,单节长度为

2500mm，采用离心式生产的钢筋混凝土管，其最

小抗压强度为40MPa。

施工区内25m深度范围内的地层，按其土

作者简介：梁荣柱（1988-），男（汉族），广东阳江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勘察技术与工程专业在读学士学
位，从事岩土钻探与桩基础方向研究。韩燚(1989-),男（汉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勘察技术与工程专业在读学
士。张惠（1963-）女（汉族），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副教授，从事钻机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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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土层物理力学参数表

图3    顶力计算模型简图

（1）

（2）

（3）

性、地质年代、成因类型和物理力学指标划分为6

层，9个亚层。土层自上而下依次为：填土、粉质

粘土、粘质粉土、粘土、粉质粘土、砂质粉土、

粉质粘土，粉砂、粉细砂。管道置于粘土层间，

该土层渗透系数一般为70—100mm/s,顶管通过土

层含水量高，灵敏度高，压缩性高，中等强度，

触变性大，表1为土层物理力学性质参数表。工程

区域场地浅部地下水属于潜水类型，受到大气降

水及地表径流补给，潜水水位埋深为1-2m,浅部水

对混凝土无腐蚀性。

2    顶进力计算原理与模型[2]

非开挖顶管施工中的顶进力主要用来克服迎

面阻力和作用于管线上的摩阻力，所以影响顶进

力的最重要因素是地层类型、覆盖层厚度、管壁

的外表面结构和管线的地下形态。同时在施工过

程中还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顶进速度、顶

进间隔、上覆动载等。因此，整个计算是相当复

杂的，影响的因素很多。为了简化计算一般可简

单认为顶进和力P由迎面阻力PF与管道周摩阻力F

两大部分组成，即P=PF+F。图3为顶力计算模型简

图。 

土层 含水量（%） 重度（kN/m3） 粘聚力（kPa） 内摩擦角（°） 压缩模 量（MPa） 孔隙比

粘土    34.5 18.1 5 30 7.29   0.98

结合本工程的实际情况，由于开挖掘进采取

的是人工半机械施工，在开挖面有1~1.5m的超挖

量，并形成半球体土拱，因此迎面阻力非常小，

几乎可以看作为0，也就是PF =0，整个管道阻力

由管壁摩阻力F控制，即P=F。

3    三种常用顶管计算方法

3.1  采用《顶管工程施工规程》中推荐公式[3]

式中P—计算总顶进力（kΝ）；D1—管道外

径（m）；L—管道长度（m）；fs—管道外壁与

土的平均摩阻力(kΝ/m2)，宜取2—7；PF—迎面阻

力（kN），在此PF＝0。

顶进长度 L=29×2.5=72.5m。代入（1）式中

有P=πD1Lfs+PF  ＝1639kN。

3.2  采用北京市经验计算顶力公式[4]

在亚粘土层、粘土土层中，当顶管管道外径

为1164~2100mm,管道长度为34~99m时，如果土为

硬塑状态时，土的覆盖层厚度不小于1.8D1，可以

采用以下公式：

梁荣柱   韩  燚   张  惠：非开挖顶管常用顶力计算方法的对比

式中P为计算总顶力（kN）；D1为管道外

径（m）；L为计算顶进长度（m）；K为粘土系

数，可在1.0~1.3间选用，当土质条件较好、顶管

技术比较成熟时可取低值；否则取高值。代入数

据后求得P=2146kN (K粘取1.0)

3.3  《顶管技术》推荐经验公式

《顶管技术》一书中以施工经验为基础提出

了如下的顶进力计算公式[5]：

式 中 ， P — 顶 力 （ k N ） ； L — 顶 进 长 度

（m）；w—管道单位自重（kN/m）；n—土质系

数，按管顶土的种类判断它是否形成卸力拱。粘

土、砂粘土、密砂土、含水量不大的粉土，挖土

后能短期或暂时形成的土拱的，n=1.5~2；密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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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顶进72.5m长的钢筋混凝土管道时，

作用的顶力是2121kN.

5    分析对比

上述四种计算方法与实际的误差百分比

      如表3所示：

（4）

 表2    综合摩擦阻力取值表

项目 粘土 砂夹粘土 砂夹粉土 中细砂 砂砾

R（kPa） 5~30 8~10 7~16 12~20 20

   表3    不同计算方法误差对照表

公式   （1） （2）   （3）   （4）

误差百分比   22.7% 1.1%   33.3%    3.4%

土、含水量大的粉土、砂土、砂砾土，挖土后不

能形成土拱，但是塌方不严重的，n=3~4。

计算：单节管重量：                                      ，

取n=1.5。则代入式（3）中，P=2827kN。

3.4  对手掘式顶管工程，顶力计算可参照以下公

式[6]。

式 中 ： S 为 管 道 外 周 长 （ m ） ； P F 为 迎 面

阻力，在本工程中PF为0；R为综合摩擦阻力

（kPa）。

R取值见表2。

取R为8kPa，计算得P=2048kN

4    实际顶力

在现场顶进29根管道，共72.5m时，双主顶

油缸同时作用于U形顶铁，当油压稳定于15Mpa

时，钢筋混凝土管缓慢面稳定地向前推进。整个

作业时间持续了45min， 在这个过程中，油压在

15.0~15.2MPa之间。

顶 进 油 缸 的 直 径 为 3 0 0 m m , 横 截 面 积 为

S=0.0707m2，双油缸同时作用力为:

由表3可以看到，公式（2）与公式（4）与

实际情况最为相近。分析其原因是，公式（1）与

（3）中的摩阻力系数的取值范围大，从而造成结

果的相差比较大，如希望结果是比较安全的话可

以把fs值适当取大一些。其次，更加重要一点是

各个公式的条件不一样，考虑问题的侧重点不一

样，如（1）式就是从理论与半经验中得到的结

果，只要在土工试验中可以准确地摩阻力系数确

定下来，得到的值是比较正确的。而(3)式比较经

验化同时比较笼统，得到的值只具有一定的参考

意义，是一种偏安全的计算方法，要初步设计中

是可以作为参考的。（4）的结果与实际的结果拟

合较好，主要是因为（4）本身针对的施工方法与

实际的相近 ，公式的经验与本程正好相符合，因

此其结果是让人信服的。

6    结束语

在非开挖顶管施工过程中，要想比较准确预

测出顶力的大小，必须对工程的特性有比较准确

的把握，抓住影响工程的最主要的因素。从最主

要的因素中去考虑问题，才能使预算的结果与实

际的情况较好地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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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来访

2 0 1 0 年 1 0 月 1 5 日 ， 国 际 非 开 挖 技 术 协 会

（ISTT）秘书长John Hemphill教授、副主席Samuel 

T.Ariaratnam教授、前主席Raymond L. Sterling教

授和ISTT执委蔡翰霆先生一行四人来访我国，并

于10月15日下午两点在武汉晴川假日酒店与中国

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委员会（CSTT）的副理事

长颜纯文教授、副秘书长胡远彪博士、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中美联合非开挖技术研究中心副主

任马保松教授、深圳钻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王鹏

董事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就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

章程、会员国权利与义务、新加坡ISTT2010年会

情况、我国非开挖技术行业发展现状、国际非开

挖年会申办情况等内容开展了广泛交流，并就我

国重新加入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的协议进行了商

讨、拟定与草签。此次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的特

别来访，充分显示了我国非开挖市场的巨大潜力

与吸引力，并重新成为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成员

国，提升了我国非开挖技术的国际地位，取得了

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引导我国非开挖技

术进入世界市场的主导权。总之，此次中国地质

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CSTT）重新成为

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ISTT）成员与融入国际主

流，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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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距离曲线顶管技术在电力管道工程中的应用

陈　勇1    陈永光2    黄以华2

(1.福建省东辰岩土基础工程公司厦门分公司；2.厦门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摘    要：非开挖技术在市政管道铺设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从直径50mm通讯光缆到直径3000mm

混凝土管道，采用非开挖安装各种管道都变得很普遍。同时，鉴于非开挖技术综合效益优越性、环境友

好型施工特点，也逐渐被工程建设方、社会所接受和认可。

泥水平衡顶管技术是非开挖最为成熟的技术之一，在城市市政设施建设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采用泥水平衡顶管技术进行城市雨污分流改造已经在国内大量城市取得应用，但是，采用泥水平

衡顶管在岩层中铺设直径达2000mm埋深在5m电力管道，在国内为数不多，在福建厦门地区也是尚属首

次。通过在工程施工中对设备、施工工艺的摸索和改进，最后采用泥水平衡顶管施工技术成功铺设建设

方所要求的电力管道。本工程将为在福建地区采用顶管技术铺设大口径长距离、曲线管道提供了指导和

借鉴。

关键词：非开挖技术、泥水平衡顶管、岩层掘进

1    前言

城市的发展将涉及到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

用，采用非开挖技术进行城市地下公用设施的开

发和利用是一种逐渐被社会广大民众所接受新型

的施工公用设施施工方式之一。采用非开挖实施

城市地下公用设施具有以下优势：①工程施工具

有环境友好型特点；②与传统开挖等施工工艺相

比，综合经济成本具有很大优势；③能够准确、

快捷的实现地下公用设施的安装铺设；④对地面

交通、商业、社会活动等影响很小。因此在当前

采用非开挖技术安装城市地下公用设施是较为经

济合理、安全有效的一种施工方法。

厦门市地区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经济得到

了蓬勃的发展，对城市地下设施（电力、通讯、

给排水、燃气热力等）管道的运输能力需要不断

的提高和增大，因此需要大量的修建或扩建现有

的地下设施。本论文中所涉及的工程正是扩大区

域输电能力、空中电网入地缆化的方针政策的大

背景下的工程。工程经过建设方、设计方、业内

专家教授以及施工方的综合研讨确定采用泥水平

衡式曲线顶管铺设该区域内的电力管道。工程

主体为两座顶管沉井，顶进长度约180m、直径

2000mm、管顶埋深5m的预制混凝土管道顶管工

程。受场地建筑群体及工程地质条件限制，工程

拟采用曲线泥水平衡式顶管施工工艺铺设电力管

道。工程通过招投标形式,最终选定福建东辰岩

土公司厦门顶管分公司作为该工程的施工单位， 

2003年～2010年8月份采用土压平衡和泥水平衡顶

管铺设管道的施工业绩如图1所示。

2    工程地质条件

顶管工程场地位于文曾路两侧,顶管工作井位

作者简介：陈勇，1952年5月11日出生；现任福建省东辰岩土基础工程公司厦门分公司经理,高级工程师,从事非开挖工作近20年，
具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陈永光，厦门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安全总监；黄以华，厦门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工
程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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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3年～2010年8月份止
东辰厦门顶管分公司业绩情况

图2  管道顶进区域地质剖面图

于文曾西侧山坡坡脚位置,接收井位于文曾路东侧

且位于立交桥交界位置,场地空间十分受限。

顶管施工段位置位于文曾路西侧属于山地地

形，局部位置有基岩出露，坡脚位置主要为中沙

或粗砂冲击地层。由于后期人为活动，沿文曾路

两侧20m范围内都是商业建筑和民用建筑。顶管

施工区域总体高差在1.5m范围之内。顶进轨迹总

体位于文曾路沿线方向。

根据市政工程岩土工程勘察要求，位于施工

区域范围需要进行初勘和详勘，以便详细了解施

工区域工程地质条件和水位地质条件。通过工程

区域居民调查和相关水文和地质管理部门核实区

域工程地质和水位地质条件，并通过在顶进方向

上进行勘察孔直观钻探勘察，准确详尽了解了该

区域内的施工地质条件。

工程地质条件：施工区域内地表以下2m范

围主要是以回填层为主，回填层最大有300mm大

小等的建筑垃圾块体，且致密度很差，透水性很

好，其中局部是山体冲积沉积砂层和卵砾石层。

西侧山体坡脚位置有基岩出露，属于中风化砂岩

和强风化花岗岩，岩石强度在15~25MPa之间。如

图-2所示。

水文地质条件：施工所在地属于亚热带海洋

性气候，降雨频繁，除市政公用设施、商业建筑

和民用建筑外，区域内植被良好。区域内常年地

下水位位于地表以下6.53m。

注：     为杂填土，碎石和块石占40%左右；   

为坡积粉质粘土或残积粉质粘土，其中﹥2mm

砂砾含量为10%~15%左右；    为残积粉质粘土，

主要是由全风化的花岗岩堆积而成；       为全风

化和强风化花岗岩，花岗结构较清晰，质地坚

硬，上部全风化花岗岩强度达50MPa，下部强风

化花岗岩强度高达65MPa。

3    设计考虑

顶管工程设计主要涉及顶管工作井和接收井

的设计、顶管顶进轨迹设计和设备选型。各部分

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侧重点存在差异，但都是建

立在对施工区域内工程地质条件详尽掌握的基础

上才能确定设计方案。

3.1  顶管工作井和接收井设计

通过对工程区域内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

条件收集和分析，采用沉井施工工艺进行顶管工

作井和接收井的施工，综合经济效益显著。鉴于

两个井功用上的差异，在进行设计时将工作井设

计成直径为6500mm深度为9.8m的沉井，主要考

虑工作井施工区域条件及顶进过程中顶进力的需

要及工作井的后期功用（顶管作业完毕作为电力

维修检查井）。接收井位于民用建筑与立交桥之

间，施工区域位置狭小，不利于工程施工，所以

在设计时候采用逆作法进行施工，这种施工工艺

具备：工期短、节约支护资金，安全可靠，主要

实用于深基坑作业。接收井的尺寸为：长3.2m×

宽3.4m×深7.95m。

3.2  顶管顶进轨迹设计

顶进轨迹设计在顶管工程整个过程中十分重

要。通常进行设计需要考虑：地下水影响、地层

强度、区域内工程施工空间限制情况、周边地质

地貌等情况。由于所要进行的工程为110kV半曾

Ⅱ回、半将Ⅱ回、半鸿Ⅱ回线路开断进金榜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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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控制性部分。安装电力管道大致位置已经基本

确定，通过工程施工平面图，明显可以确定采用

直线顶管必将破坏接收井附近建筑物基础，并且

可能导致工程失败，所以采用劈开建筑物基础的

方式设计顶进平面曲线。并且工程施工区域内上

部地层松散，为避免在施工过程出现冒浆等工程

事故，保持管道顶进的良好注浆效果，设计管道

顶进埋深属于比较均一稳定地层，设计管顶埋深

为5.0m。在考虑众多因素之后确定的顶管顶进轨

迹长度约为180m曲线顶管。

3.3  设备选型

在确定工程施工方案之后，需要确定工程

所用设备的型号和能力，在对工程地层强度、施

工区域最小曲率半径、铺设管道外径、施工单位

所具备技术队伍水平等综合考虑之后，选定由厦

门鑫勇通非开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

YD2000泥水平衡式顶管机，如图3所示。设备主

要参数如下：

1) 顶进速度： 0～100mm/min；

2) 切削刀盘：转速2.8r/min；转矩555kNm；

破碎岩石硬度≤80MPa；对抗土压≤500  kN/m2；

电机功率15kW×6；

图3    工程施工选用的YD2000泥水平衡顶管机

图4    文曾路泥水平衡曲线顶管平面图 图5    曲线顶管施工测量控制原理图

3) 纠偏系统：纠偏油缸推力100t4个；最大

纠偏角度为3°；纠偏泵站压力31.5MPa；纠偏泵

排量7.25L/min；

4) 进排泥管道通径:φ100mm；

5) 机头外形尺寸：φ2440×4350mm；

6) 机头重量： 25000kg.

4    施工过程

在完成顶管工程设计之后便进入顶管工程施

工阶段，顶管工程施工阶段主要包含：顶进纠偏

和测量控制技术、注浆减阻技术、泥浆循环回收

技术。下面就这三个方面在本工程中的情况进行

阐述。

4.1  顶进纠偏和测量控制技术

本工程主体为直径2000mm，管材企口形式，

埋深5m，顶进长度为180m的泥水平衡曲线顶管。

顶进长度分为：直线顶进段（133.8m），缓和段

（16.8m），圆曲线段（39.4m）。根据场地条件

和选用设备的性能参数，理论计算曲率半径R为

300m，项目工程拟采用的曲率半径R为200m，并

且掘进机头的最大纠偏角度要达到3°。曲线顶管

平面示意图如图-4所示。

曲线顶管纠偏主要依靠布置掘进机头内的纠

偏油缸来实现，通常还通过设计掘进机位置管节

交接以及管节长度变化来实现纠偏导向。管节间

纠偏提出是设置木垫圈方式进行跟进纠偏，保证

掘进机头的纠偏效果。

由于本工程中的曲率半径已经达到最小的

200m，因此在进入缓和段和圆曲线段 需要不断变

化管节长度以及纠偏导向才能按照设计轨迹掘进

安装管道。

在曲线顶管中对顶管导向的测量控制是一项

复杂而又关键的技术。图5给出了本工程中采用的

曲线导向控制测量的原理和计算公式。

通过在管道内设置第一测站P1方式进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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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触变泥浆配方

（５）

点Q的坐标进行曲线顶进方向的控制。

被测点Q的坐标(x,y)的坐标可以按照下面公式

(1)和公式(2)计算得到：

（1）
（2）

X=l0cosa0-ld1+l1cos(a0+a1)
y=l0sina0+l1sin(a0+a)

目标测点与设计中心线的误差d为 ：

采用这种测量控制方法，第一点工程测量

直接成本较低，并且也基本能够满足建设方对铺

设电力管道的精度要求，第二点在实际测量过程

中，由于需要不断复测监测，测量控制的工作量

很大，操作时间也很长，因此对曲线顶管工程施

工停顿过多，引起顶进过程中顶进力的增大。

4.2  注浆减阻技术

顶管工程顶进力的大小对工程附属设施（工

作井和接收井）的施工、顶进设备能力以及工程

成败都有至关重要的联系。通常对于泥水平衡顶

管，在管道进入曲线顶进阶段顶进力计算可按照

公式(4)计算得到：

（3）d=R2-   x2+(R2-y)2

（4）Fn=KnF0+ 
F1(x(n+2)-K) 

K-1

Fm=Fn+fL

式 中 ： K 为 曲 线 顶 管 的 摩 擦 系 数 ; K  =  1 / 

(cosα- k·sinα)，其中：α为每一根管节所对

应的圆心角； k 为管道和土层之间的摩擦系数， 

k = tan(φ/ 2) ；n为曲线段顶进施工所采用的管节

数量；F0为开始曲线段顶进时的初始推力，kN ；

F′为作用于单根管节上的摩阻力，kN。

当管道从曲线顶进进入直线顶进模式时，顶

进力可按照公式(5)计算顶进力大小：

图6    顶进管道沿线地层变化情况

适用土层 原料 1 原料 2 增粘剂 润滑剂 胶凝剂

一般土层 膨润土100kg 水900kg CMC2kg 废机油40L 高分子胶2kg

含水砂土层 膨润土100kg 水950kg CMC1~2kg 废机油40L 高分子胶2kg

式中：Fn同上，为曲线段顶进力大小。L为

直线段顶进段的长度。

根据工程勘察和场地详勘，曲线顶管掘进地

层为全风化花岗岩及强风化花岗岩地层，最大的

岩石强度可能达到60～70MPa，图6给出了在掘

陈  勇    陈永光    黄以华：长距离曲线顶管技术在电力管道工程中的应用

进过程中穿越岩层时候所排出的钻渣和非岩层颗

粒情况。因此在管道顶进过程中需要合理采用注

浆减阻技术，有效降低地层以及管道曲线顶进所

增加的顶进力同时也通过设计中继站传递总顶进

力，在较小顶进力情形下实现管道顶进铺设。

因此,在曲线顶管中进行注浆减阻是有效降低

工程风险、减少顶进力最为关键的措施。通常注

浆后顶力可减少到原来的1/4~1/3。表1给出了本工

程中注浆减阻的触变泥浆的配合比设计。随着不

同地层，需要不断调整触变泥浆的配合比，以实

现最优的减阻效果。现场所用注浆减阻的设备和

现场情况如图7所示。

通过现场顶进力的记录，整理得出了全段工

程顶进力的变化曲线，如图-8所示。

从图8中可以看出按照理论计算公式，应该随

着顶进距离的增加，顶进力也随着曲线式增长，

但是实际顶进力却并不是按照理论方式增长，主

要是通过设置曲线段管节长度(2m和1m管节）以

及良好的注浆效果实现顶进力的控制。

4.3  泥浆循环回收处理技术

采用泥水平衡顶管技术中，循环的泥浆系统

主要功能：①破碎掘进面地层，冷却切削刀具；

②输送排除渣土；③平衡地层压力。鉴于循环的

泥浆具有如此的功用，因此，对循环泥浆的处理

和回收利用将有效降低工程的直接成本，同时也

能有效减少废弃泥浆运输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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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全段工程顶进力的变化曲线 图9   现场泥浆分离装置处理废弃泥浆

在本工程中采用了全自动化泥浆处理回收装

置，高效、迅速的处理循环泥浆为工程提供了很

好的保障并解决了市区施工泥浆污染的难题。现

场处理分离泥浆情况如图-9所示。分离出来的渣

土再通过卡车运输到郊区指定位置，降低了液体

泥浆运输的设备高要求，同时也减少了废弃泥浆

的体积。

5    结论与建议

在进行项目工程论证之前，我公司从国内泥

水平衡式顶管机主要生产厂家进行了实地考察，

主要的厂家有：江苏扬州广鑫顶管机械工程有限

公司、江苏镇江安达非开挖机械有限公司和上海

钟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三个厂家的设备生产情

况，之后我们还实地参观了上海水务集团公司施

工的浦东青草坪供水管网直径3000mm顶管施工现

场。结合厦门地区主要工程地质条件及项目工程

的技术特点，拟选用厦门鑫勇通非开挖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研制的泥水平衡岩石顶管机。

通过对泥水平衡式曲线顶管国内外的发展情

况对比分析，对于采用曲线顶管敷设电力管道所

涉及的工作井和接收井系统、液压顶进系统、电

气系统、顶进导轨系统、泥浆处理循环系统、纠

偏和方向控制系统中所需要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做

图7     移动式注浆工艺流程图

1-压力表； 2-注浆泵；3-贮浆池；
4-触变泥浆；5-闸阀； 6-注浆管；
7-注浆口；8-顶管管材； 9-工作坑；
10-顶进设备；11-工作坑底板；
12-工作坑后背　
(注：注浆管、注浆口一般设3～4 个)

出分析，及设备厂家考察、参观类似工程现场，

得出采用泥水平衡式曲线顶管敷设地下电力管道

是切实可行的，并且工程施工质量能够满足电力

部门对管道敷设的要求。

通过项目工程的试验施工，将所得出结果应

用于后期类似泥水平衡式曲线顶管过程中，为后

期工程提供借鉴和参考。推动泥水平衡式曲线顶

管技术在厦门地区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市中心地

下管道铺设工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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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泄漏的混凝土管道

北美非开挖技术发展近况-管道修复更换技术方面

孙平贺1，2    乌效鸣1    马保松1

（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武汉  430074；

2.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埃尔.富尔顿工程学院，坦佩  85282）

摘    要：2010年5月北美非开挖技术协会（NASTT）在美国芝加哥举办了一年一度年会，同时庆

祝协会成立20周年，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几百位学者对非开挖技术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探

讨。笔者主要对所遴选的管道修复更换技术在北美地区的应用方面论文进行了阐述，包括玻璃纤维增强

聚合物在混凝土管道中的应用情况、螺旋内衬注浆法修复管道、大直径铸铁管道爆管更换技术、基于声

纳技术的CCTV检测系统及部分参展设备实物展示等，希望能够对国内广大非开挖业内人士的学习、研

究、设计、施工有所借鉴。

关键词：北美、 非开挖、管道修复更换、 发展

由于北美地区城市化进程比较早，很多既有

管线正在向老龄化过渡或已经进入老化阶段，因

此，管道修复更换技术目前在北美地区占有很大

的市场。从本次NASTT的会议论文来看，涉及管

道修复技术方面的论文约有56篇，大概占总论文

数的41%左右，涉及方面包括既有管线状况检查

探测、管道修复材料、管道修复更换技术应用实

例、修复更换质量评定、大直径管道修复技术风

险预测等等，因此，笔者认为，随着中国城市化

进程不断发展，管道修复更换技术在未来将有很

大的应用空间，学习借鉴、引入提高北美这方面

的技术无疑会给每一位从事该领域学习、研究、

应用的人员以很大促进。   

1    玻璃纤维增强聚合物修复混凝土

管道         

玻璃纤维增强聚合物（GFRP）具有高强度、

质量轻、无渗透、质地轻薄、易于操作等优点，

因此，该材料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直径和长度的既

有管道修复中。来自亚利桑那大学的Ehsani教授

主要介绍了该材料在哥斯达黎加一处混凝土压力

输水管道修复中的应用情况。

该管道直径为2.1m，长度为1750m，由于管

道的泄漏造成出口处的水量和压力都急剧减小。

2009年初，技术人员发现在管道周围存在着数以

千计的大大小小孔洞，正是这些孔洞造成了大量

泄漏，如图1所示。起初，技术人员采用了各种混

合化学材料和水泥砂浆进行封堵，试图以此阻断

水的外溢。但当管道再次充满水时，这些孔洞又

重新被水流冲开，泄漏还在继续，所以，首次尝

试的失败迫使技术人员不得不重新考虑新的管道

修复材料。玻璃纤维增强聚合物无疑是理想的选

择，将近14000m2的材料被应用在了管道的内壁。

40个技术人员耗费了15d的时间完成了整条管道的

作者简介：孙平贺（1982.03-），男 ，汉族，吉林松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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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的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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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并取得了成功。

应用GFRP前的准备工作是影响修复质量的关

键所在。由于本工程中修复管道的直径比较大，

为了保证GFRP同原混凝土管道连接得牢靠，技术

人员首先对修复部分进行了高压水力清洗，特别

是针对管道的连接部分，水压力达到7000psi，目

的就是有效清除泥沙、固化物及其它杂质，避免

影响GFRP同混凝土管道之间的粘结效果。

GFRP材料包含有一层双向玻璃纤维布，可

以有效阻隔水体对混凝土中箍筋的侵蚀，防止钢

筋骨架由于腐蚀而强度降低，提高管道的运营寿

命。同时，双向玻璃纤维具有较高的强度，以防

止水体流动过程中管道自身的变形，如图2所示。

    最后，还要在GFRP内表面涂上一层环氧面

漆，减少由于水体流动过程中，水中的泥沙杂物

对修复层的摩擦破坏。此外，同浅绿色的GFRP不

同，环氧面漆是灰色的，如图3所示，这样技术人

员便非常容易地依靠肉眼判别整个修复层是否完

全被环氧面漆所覆盖。

图2    GFRP施工 图3    修复完成的管道内壁

图5    内衬螺旋PVC图4    内壁清洁

 2    螺旋内衬注浆管道修复        

螺旋内衬注浆管道修复（GIPL）技术主要

是利用PVC材料、钢支架内衬在待修复的管道内

壁，然后再将混合浆液注入环形空间固结，进而

形成稳定的、具有一定强度的内衬层。Spero主要

介绍了该技术在美国华盛顿一条长约16000英尺、

已有70-100年的旧排水管道中的应用情况。该管

道的直径为90英寸（约2.3m），由于年代久远，

砌筑管道的砖体已经破坏，造成污水的渗漏。工

程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的挑战，如没有旁路分

流、有限作业面、较短的曲率半径。

同很多内衬修复技术一样，技术人员首先要

对旧管道内壁进行清洁处理。在此之前，技术人

员尝试了很多办法，试图堵住进入工作区域的水

流，但都以失败告终，最后选择了充气膨胀的布

袋，既可以保证一定的强度，同时也可以实现完

全密封入口，止水效果明显。而后，技术人员开

始对管道内残留的沉淀杂质进行清理，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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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注浆孔 图7    待更换的铸铁管道

图8    单动接头、爆管钻头、扩孔器及新管道连接

沙石和淤泥。由于空间所限，约有50%的杂质是

依靠人力完成清理的，其余的采用喷射水流来清

理。管道内壁的清理主要采用压力为6000psi的水

射流，以清除负在内壁的油脂、砂浆、淤泥、固

化物及其它杂质，如图4所示，整个清理工作持续

了6d。

管道内部清理完毕后，即开始内衬PVC螺旋

片。为了保证后续注浆的最小厚度值3英寸，首先

要在旧管道的内壁安装钢支架。每一组的PVC螺

旋片是12英寸宽、300英尺长，相邻两组的PVC片

通过专用的连接条带压在上面粘结，同时每隔400

英尺要预留一个注浆孔，如图5所示，整个内衬过

程耗费了2个星期的时间。

注浆的目的主要是增加内衬PVC自身的强

度。浆液的材料主要是由硅酸盐水泥（57%）、

粉煤灰（43%）、水及超塑化混合材料组成。

注 浆 材 料 在 施 工 前 需 要 进 行 室 内 测 试 ， 一 般

设计抗压强度是6000psi，28d抗压强度要达到

7000-9000psi。同时，注浆材料的初凝时间保证

在4-5h左右，24h抗压强度需要超过1000psi。注

浆过程中采用了8台注浆设备，相邻两台间隔12

英寸，在注浆孔流出浆液后方可完成本次注浆工

作，如图6所示。

3    爆管法更换大直径铸铁管道         

 2008年初，KRG公司联合设备制造商TT技术

公司采用世界上回拖力最大（300t）的爆管设备

完成了管道更换施工，设计更换管道直径为24-48

英寸，甚至更大直径。该工程位于美国威尔明顿

市，目的是采用爆管法更换一条直径为20英寸、

长度为500英尺的承压铸铁主管道，如图7所示。

由于该管道在爆管施工前已经做了三次内衬修复

的施工，但最终都因为压力测试失败而前功尽

弃。经过研究，技术人员最后选了了直径为22英

孙平贺   乌效鸣   马保松：北美非开挖技术发展近况-管道修复更换技术方面

图9    爆管切削钻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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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检测到的管道内部图像  

图11    管道内部行走机构

图12   检测到的管道信息

图13    各种直径的气动矛

寸的高密度聚乙烯（HDPE）管道作为最终的替代

管道。

 爆管施工分两段进行，第一段长为180英

尺，另一段长为320英尺。在入口和出口分别设置

了两个35×10英寸的工作坑，管道的埋深大约为7

英尺。施工人员首先将钻杆从入口处导入，回转

顶进直至到达出口处，而后连接好爆管切削钻头

和HDPE管道，完成爆管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如图

8所示。爆管切削钻头如图9所示。

 第一段180英尺的爆管更换耗费了1.5h，完成

该段两天后开始了第二段320英尺的更换施工。同

前面的工序一样，完成各项连接后开始爆管更换

作业，技术人员对这一段的施工格外小心，因为

在作业区域的上方刚好有一条输水管道。这一段

耗费了近3h的时间，得以顺利完成，而爆管设备

仅仅用到了极限回拖力的60%左右。

 4    基于声纳技术的CCTV检测系统 

2007-2008年间，加拿大蒙特利尔市采用基

于声纳技术的CCTV检测设备对接近50km的地下

排水管道进行了检测，如图10所示。其中涵盖

了主要直径范围的管道信息，主要直径范围在

1500-1524mm之间，这些信息结果为接下来的管

道清洁和破损管道修复提供了直接的依据。

该系统在管道内部的设备上装有脉冲声波发

射装置，同时地表设置了信号接收的装置。通过

识别声音信号从发射到接收之间的时间延时来计

算管道埋设的深度和管道的厚度。而对于容易产

生衰减的声波而言，如何选择合适的频率则是其

关键所在。同时，频率的大小也决定了采集到图

像的敏感度和电源的额定参数大小。该检测系统

在实际应用中选择了2MHz的频率，以保证检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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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翻转内衬修复演示

图17    部分修复材料展示

图14    CCTV管道内行走机构

图15    地表操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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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相关信息的准确度。当然，经过实际验证发

现，对于直径超过2m的排水管道，该频率下的检

测精度下降很快。

声波发射设备被安置在行走机构上，如图11

所示。该机构同时外接两条控制线，用于地面操

作人员控制行走结构的动作。检测到的图像结果

如图12所示。

 5    部分设备展示图片

除了参会论文提及的应用近况外，一些参

展商还现场展示了相关管道修复更换的设备，同

参会论文一样，参展的管道修复更换设备占据了

半壁江山。笔者这里同时附上几张现场拍摄的图

片信息，主要包括气动矛、CCTV管道实时检测

系统、翻转内衬管道修复及部分修复材料，如图

13~17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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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 Development of Trenchless in North 
America- Pipeline Rehabilitating and Replacement

Sun Pinghe1    Wu Xiaoming2    Ma Baoso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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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May 2010, the North American Society of Trenchless Technology celebrated her 

20 years old in Chicago. Hundreds of professional people from America and Canada discussed the trenchless 

technology application from many different aspects for nearly a week. In this paper,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pipeline rehabilitating and pipe bursting technology is discussed from 136 papers submitted in the meeting. Some 

applications as FRP liner, large diameter pipe bursting, CCTV/sonar application and some equipments show are 

describes in this paper. In the author’s opinion, hope these technology will be helpful to the professional people 

engaged in trenchless.

Key Words: North America，Trenchless，Pipeline Rehabilitating and Replacement，Development

  长春市计划用三年时间普查地下管网

 为加强市政设施的保护和管理，长春市制定《长春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将于

11月1日起开始实施，2002年3月28日修改公布施行的《长春市城市道路和排水设施管理条例》同时废止。 

《条例》延续原有规定，继续重视“马路拉链”现象。第二十四条规定，新建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五

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除按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办理外，还须经市人民政府批准，并

按照恢复道路费用标准的两倍交纳道路挖掘复原费。 

《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新建城市排水设施，应当实行雨水、污水分流。另外，自建的排水设施，

应当符合城市排水设施专项规划；具备公共排水功能的，应当允许其他排水设施达标接入。 

相关部门介绍，目前，长春市地下管网很多是日伪时期留下来的，距今已有60多年历史，有的管网已

经老化甚至腐蚀。今夏长春城区出现内涝，主要就是降雨量超出了排水管线的设计能力。因为长春没有当

时地下管网规划的资料，所以更换起来特别棘手。另外，由于多种原因，长春也有很多年没有对地下管网

进行过普查了。 

长春的地下管网主要有三种：给水、排水管网（其中包括雨水网和污水网等），电网（民用电网、高

压电网、光纤、通讯等），气网（天然气网、煤气网等）。长春市计划用三年时间对所有支路以上地下管

线进行普查、重新梳理，遇到问题及时解决。今年6月至今，已实验性地完成70公里的普查，明后年将大面

积进行普查。

摘自《新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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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管法的进展

陈历新  译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爆管法的发展过程、爆管法的应用范围及管材的选用。

关键词：爆管法、管道、管材

1    简介

在过去的20年里，爆管法已经稳固地成为

替换老旧到期的地下管道基础设施的一种主要方

法。 

过程相对比较简单：爆破工具插入被替换的

管道并通过这个管道，振动或爆裂开它。头部后

面的一个膨胀器将拉进的新管取代那些碎片。

爆破工具有两种类型可供使用：气动爆破锤

用冲击破裂管道；静态爆破头部安装有刀刃切割

或劈开管道，如图1所示。

这种方法的主要好处是减少了开挖的需要，

可以在恢复代价昂贵和易引起混乱的城市地区安装

新管道，并且还有能力增大新管道的尺寸大小。

在2005年爆破管道工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英国Gas/Advantica管道爆破的专利过期，为新的

制造商打开了市场并且允许承包商在没有付许可

费用的情况下完成管道爆破。

图1   爆管施工现场

在爆破设备的发展中，已经可以替换各种管

道同时在工程中新管完成安装。

Muenchmeyer联合有限责任公司执行懂事长

Gerry Muenchmeyer说：“最初，爆破管法主要用

于替换易碎型管材，插入一根新管材料来取代那

些破碎的管片。”Muenchmeyer有作为工程师和承

包商的爆破管双重经验，并且担任国家钢铁造船

厂的技术指导。他也是国际管道爆破协会的前任

懂事。

他继续说到：“在随后的几年里，管道爆破

技术已经发展到用管道爆裂技术可以替代诸如球

墨铸铁、钢铁和塑料管等。”

2    材料的广泛选择

不仅爆破管技术有了很大的进展，而且现在

选择替代管的材料也有很多种，除了用爆破管法

作为替代管材有最长历史的聚乙烯外，还有如陶

瓷粘土、玻璃钢、球墨铸铁、PVC和钢铁等。

Muenchmeyer说：“安装不同管材的能力已经

为下水道和供水管以及其他相关的工业打开了重

大的机遇。新陶土管的安装，用静态爆破管技术

已经证实除了连续管，用这种技术一次一节，分

段管也可以有效地安装。”

爆破管技术可以应用于现有的各种管线，包

括：自来水总管道和引入连接，污水总管道和侧

根，天然气总管道和连接，通讯管道和工业管线

等。

TT技术产品专家Collins Orton说在英国Gas/

Advantica爆破管专利过期后已经发生了飞速的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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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这不仅为那些不必再购买许可证的

承包商还有那些没有专利发展新产品的制造商打

开了市场。”

Orton解释：现今，爆破管技术和设备在污

水、饮用水和天然气工业包括传输和分配，可以

用于替代多种现有的管道，安装更多类型的标准

管。

Orton说：“为适应不同类型的管道，设备

制造商在切割和破裂刀片上已经有了许多进步。

爆裂工具破裂老管道并将碎片推挤进入周围土体

内。管道破裂工具已经扩大到为那些不能靠传统

爆破进程能破裂的管道爆破技术。分裂头部有多

重不同高度的刀刃和逐渐变大的滚筒刀具，它能

在溢出或几处位置切开或劈开软管，并且扩张器

将碎片推进管道周围土体。”

靠管道爆破法安装高密度聚乙烯管已经被广

泛应用，但是那些不需要或不想用高密度聚乙烯

管进入他们系统的工程业主有其他的选择。受限

制的PVC和球墨铸铁管、陶土管和大部分新近混

合PVC管正用于许多爆破工程中，并且这些管材

的产品制造商正积极为非开挖应用推销他们。

3    管道的多样性

Orton说：“靠爆破工艺安装各种类型的管

道，工程业主有他的选择权，并且对于制造商来

说，确认工程业主想用哪种类型的管在他们的系

统中，发展设备和管材来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是

一种挑战。一次一个安装管道长度的弹药装载方

法也为承包商提供了另一种制造设施的方式，它

相当于引爆一串管道。”

Orton说在管道爆破技术中最新进展之一是爆

破小直径管道的能力。

他说：“过去的5年里，我们已经引进了爆破

小直径合金管的设备来取代天然气服务引进的一

个全新爆破应用。正在发展中的穿过半英寸直径

的管道的附属刀具的方法和工具已经极具挑战。

现今这种技术也正应用到水市场。这有大量天然

气和水服务需要被替换，既是由于寿命、材料的

类型如聚丁管，或托管，也是因为爆破是现在的

一种选择。”

Orton说，同时这些进步有助于爆破工业稳定

的增长，以英尺长度估算一年平均增长20%，有

些年甚至达到30%。

他接着说：“即使如此，这里依然有工程

业主和顾问工程师不完全理解这个进程和它的能

力。教育依然处于初期。”

北美洲爆破锤头销售经理Alan Goodman说爆

管法同其它非开挖方法施工一样减小了开挖和表

面干扰，使它特别适合应用在存有表面改进的地

区。

然而它提供了其他重要的优势。

他强调：“爆管法是一种快速、清洁和有关

环境方面中性的技术，它不会涉及化学工艺。爆

管法用新的无危害的管道替代损害的和裂隙的管

道，相当于内衬修复老管道。此外，爆管法有独

特的优势，可以保持或增加管道流通能力，与其

他方法如内衬相比还可提供更长的预期寿命。”

4    持续的设备改进

Goodman认为，这些基本的优势靠改进设备

设计以得到提高，这些设备的改进能更有生产价

值，能处理更难的工作，能安装一个更宽范围的

管材和改进扩大新管规模的能力。

其他因素有助于增加爆破管法的使用。

Goodman说：“带有更大功率的更大更好的

爆破设计机器已经成熟了，改进和更大的动力延

伸到宽范围的爆破工作中，并且增加的动力减小

了对设备的压力。安装一个更大范围材料的能力

已经扩展到充满下水道和天然气管道工程、电力

电缆和其他应用中。爆管法对先前内衬过的管道

也是很有效的。”

Goodman还说，工具有一个连续改进，提供

更好更有效率的配件来增加过去没有试图靠爆管

法成功的可能性。

他说：“一个例子是牵引工具，是引导爆破

头的一个锥形附件，保证爆破头对中继续停留在

老管道的路径内并且当爆破进程开始时减少了摩

擦。”

爆管法的未来怎么样？

从一个工程师的观点看，Muenchmeyer认为在

美国，爆管法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工具用于饮用水

工业，同时它促进了水基础设施的替换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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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随着复合管的替换材料的出现，

作为可选择的技术之一，爆管法应该处于有利位

置，不仅是由于水工业还是因为侧向污水管道替

换市场的发展。”

5    爆管法与石棉水泥管

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石棉水泥管广泛

用于饮用水、卫生下水道和雨水沟管道，但是由

于健康问题的出现，在大部分产品中使石棉的使

用受到了限制，并且美国石棉水泥管的生产在30

多年前停止了。

然而，现今许多石棉水泥管依然存留在地下

现有的水和污水系统中，一个叫Kent Von Aspern

的出品公司在2008年UCT show上报道说它有近

630000英里。Von Aspern是HDR有限公司的一个

高级项目经理。许多管道已经达到了有效寿命的

末端并需要替换。

石棉水泥管的构成是由普通水泥、水、硅土

或硅土含物材料和石棉纤维组成，这种管材非常

适合于爆管法施工。然而，石棉水泥管的爆破碎

片可能出现落入规定废料的类别中，以引起工程

地区将其归类到现有的废料处理场中。

Von Aspern说美国环境保护机构已经调查了

这个工业，并学到更多关于爆管法和管道铰刀，

以来确定爆破碎片是否是一种健康危害，还正评

估当前的限制条件来确定是否需要澄清或修改。

由于许多人认为联邦条例是不清楚的，一些

标题正在争议澄清的文件。底线：Von Aspern建

议与适当的管理机构协商在那些所受限制的工程

区域应用爆破石棉水泥管法。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09.11

                                                               胡远彪  校

国产无线随钻测量系统技术获突破

1月14日，在北京石油机械厂（简称北石厂）仪器中心召开的无线随钻系统应用总结会上，有关专家评价

认为，北石厂生产的无线随钻系统在东北地区使用过程中，经受住恶劣工况的考验，数据传输及时，中靶率

高，表现出高可靠性，证明这一系统技术已日臻成熟。 

这套无线随钻测量仪产品于2008年正式推向市场，曾多次在不同油田现场使用，情况良好。2009年11

月，这一产品又被投入东北地区使用，在极度低温、高泥浆黏度和高含沙量等恶劣工况下，连续钻井7口，现

场应用顺利，测量数据和邻井资料有高度的一致性，客户给予高度评价。此次成功应用，充分证明北石随钻

仪器产品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据介绍，随钻测量系统是一种钻井井下工具。工作原理是，钻井过程中通过钻杆把仪器放入井底，能测

量井斜、方位、工具面等数据，指引钻头向目的层位钻进，是钻探定向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技术手段。无线

随钻测量仪现场应用说明，对于油田区块的后期开发，这个产品能够满足定向轨迹测量的要求，在水平井、

分支井等特殊工艺井中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摘自《新文化报》

陈历新  译：爆管法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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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尼克斯上水管修复方法

王玉龙   译

摘    要：本文介绍了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一道17英里长的总水管所采用的创新修复方法。

关键词：管线、修复、创新、滑轨

1    概况

当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一道17英里长的总水

管最初于1975年安装，管线从污水净化厂主要穿

越未开发的土地，但是在过去33年中城市的显著

增长使住宅的和商业的发展与吃水线的缓解相临

近并且直接超过它。

当预应力混凝土圆柱管线（PCCP）的状态评

估用电磁和法医分析来鉴定出需要完全修复管线

时，创新的建筑施工方法用于达到双重目标：提

供一个长期的修复产品时使用最少可能的侵入的

方法，并考虑时间和成本因素。

目前，总承包商Kiewit Western开始走上正

轨，用分体外壳滑线修复18,000英尺的“一级优

先”（决定性的修复要求的区域）管线 。

2    九个进入坑

为了能进入被埋的现有管线，九个称为入口

的大型挖掘开始构筑，在Tempe 和Mesa之间间隔排

列。由于索尔特河沿线极其贫瘠的土壤条件和上

述的城市发展，深坑用土壤支撑的滑轨方法来支

撑。大约用了35,550平方英尺的滑轨。其中三个入

口长54英尺，宽24英尺，23英尺深；三个入口长50

英尺，宽34英尺，深29英尺；其它三个入口长90英

尺，宽25英尺，深24英尺。施工现场如图1所示。

3    滑轨系统

9 0 英 尺 长 入 口 的 滑 轨 系 统 由 P R O - T E C 

Equipment, Charlotte, MI制造，由总部设于印第安

纳州斯科茨代尔的当地支撑专营商Trench Shore 

Rentals提供。除了用8英尺×20英尺（4英寸厚）

和8英尺×16英尺（4英寸厚）面板，还应用了撑

牢横撑和角柱的55英尺外部模板横撑，以满足净

跨距可及性。PRO-TEC的滑轨邮递系统，是一种

提高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安全性的防护轨装置，它

安装于挖掘处的周围。

4    分体外壳衬层

分体外壳衬层由滚制成所需长度但没有纵

向焊接过的钢板组成。它们被绑成大约10英寸直

径，比主管线直径小些。现有的PCCP管系直径从

72到96英寸不等。滑线通过入口安装，大约2500

至3000英尺间隔排列。典型地，两个管段在每个

入口处移除，钢衬从坑里在每个方向上安装。

在每个入口处，送料架安装于各段PCCP之

间。衬层安放在送料架上，并被运送到主PCCP管

内正确的位置上。一旦到位，绑线从钢衬切断，

紧跟着焊接衬层。当多个衬层被固定到相应位置

后，再纵向和周向焊接衬层。然后在完成的线和

柱PCCP管之间的环状空间灌浆。

整个项目于2005年开始，计划2013年完工。

译自：﹤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09.7

胡远彪  校图1   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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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线侧向现场修复系统

Jeff Griffi  著    王玉龙  译

摘    要：本文介绍了一种使用紫外线（UV）、发光二极管固化玻璃纤维复合材料薄膜制品的新

型小直径下水道侧部现场修复系统。

关键词：修复、紫外线、发光二极管、固化

1    简介

一种新型小直径下水道侧部现场修复系统由

宇宙顶环有限责任公司（Cosmic Tophat LLC）引入

美国，它是一种使用紫外线（UV），发光二极管

固化玻璃纤维复合材料薄膜制品，如图1所示。

 图1 小直径下水道侧部现场修复系统

宇宙顶环首席运营官Chris Scarratt说，宇

宙H100弯曲密封系统（Cosmic H100 Flex Seal 

System）能迅速修复裂缝、补偿接头、管道分离

和其它破坏以停止其它渗入和流入（I & I）以及

树根侵入等破坏，它的直径从四到6英寸。

弯曲密封系统是一种轻便的、手动推入系

统，由一个带90英尺长电缆的推入卷轴筒、公文

包监控器和UV LED固化盒及一个安装好照相机的

上涂装置组成。支持设备包括一个小发生器和压

缩器。

“上涂装置被推动，通过侧部清理进入已由

系统的照相机和监控器定位的需要修复的现场侧

部。” Scarratt说。“囊袋充气到适当的气压。” 

然后UV LED灯通过一个半透明的允许射线穿透的

囊袋被介绍给囊袋以固化玻璃纤维材料。

2    特征

Scarratt说了H100系统与美国现有的其它侧部

修复选择不同的多条关键特征。

复合玻璃纤维薄膜制品用经过日光或紫外光

硬化的活跃树脂在工厂包装，在工作现场，没有

混合的或饱和材料是必须的；

通常紫外线固化过程在10min内完成，而不是

像其它方法那样需要几小时来固化；

手动推入上涂装置能够适应弯曲，允许树根

侵入时在最普通的位置实施修复：侧部的弯曲刚

好在下水道主线之前。

“Flex Seal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能从物业的清

理开始，” Scarratt说，“它允许承包商从业主的

资产开始处理问题，而不需要被授权从城市街道

进入管子。”

该系统也允许业主做所需要的现场修复，而

不必重新换整个侧部。

宇宙H100可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并且正在

遍及北美分布。

“尽管H100系统对这些市场是全新的并且是

这种类型的先例，” Scarratt说,“在过去的两年中

该系统已经在欧洲证明了它的有效性。”

“宇宙系统从它的其它系统到发展H100 Flex 

Seal system经过了长期的研究和发展，” Scarratt

总结说，“”因为我们我们为六到18英寸管的主

线提供了一个紫外线发光二极管固化现场修复系

统，从清理中把Flex Seal system加到小直径下水道

侧部中存在的地址问题中就变得有意义了。
译自：﹤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09.7

 胡远彪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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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管施工”是怎样在地下进行的？
路上，车辆川流不息；地下，管道悄悄顶进。因作业影响面小、顶进速度快，在目前我市干道雨污分流

工程中，顶管施工被广泛采用。但很多市民并不了解顶管施工到底是怎么回事？有哪些好处？记者就此采访

了市市政工程建设处副处长徐长洲。

两头挖井，中间边钻边顶

记：请先介绍一下什么叫顶管施工？

徐：通俗地说，就是在两头挖两口作业井，然后在井下从这头向另一头把管道顶进去。不过不是直接往

土里顶，而是利用一个机头先在前面钻洞，一边钻一边把管道顶进去。钻洞所产生的泥土，则通过一个和机

头相连的泥水回路管，一边往里输水把泥变成泥水，一边把泥水抽到地面上运走。管道连通后，再把作业井

上的口收小，盖上窨井盖，变成今后的检查井。

大口径管道才用得上顶管施工

记：顶管施工的污水管一般有多粗？是什么材料的？

徐：内径一般都在600毫米以上，首先是干道排污量一般都较大，其次如果管径太小，也没法在管内安

装泥水回路管。污水管有的是用合成材料制成的PE管，有的是钢筋混凝土管。顶管施工用的都是钢筋混凝土

管，管壁厚度都在6厘米以上，管口装有保护钢圈，不会被顶坏。

一截钢筋混凝土污水管一般重两吨左右。顶污水管用的是千斤顶，可根据需要同时使用多个千斤顶，顶

力一般能达到20吨左右。

顶管施工与开挖施工各有利弊

记：什么情形下会选择顶管施工？什么情形下又会选择开挖施工？

徐：地质条件较好、深度不足4米的地方，一般都采用开挖施工。较浅的管道，开挖施工速度较快，晚上

挖，早上就可以回填，再铺上钢板，也不怎么影响交通。如果管道较深，为防止塌方，开挖就需要一定的坡

度，对交通影响就较大。如果地下是流沙层、透水性较强的土壤，也容易塌方，不适合开挖。

顶管施工可以有效解决流沙层、土壤透水性强的问题，而且施工影响面小。但覆土不足4米的管道就不适

合采用顶管施工，因为顶管可能会导致地面拱起。另外，考虑到施工时的通风等原因，顶管施工一般每隔200

米左右就要挖一个作业井，两个作业井之间的顶管施工一般需耗时2—3个月。

摘自《南京日报》

淮安市楚州跟踪审计节能减排项目污水管道工程
自2010年8月初开始，淮安市楚州区审计局对该区季桥化工园区与污水处理厂连接污水管道工程实施跟

踪审计。该项目是该区2010年实施的节能减排重点项目，由于该工程施工中有部分管道需穿越237省道，距离

长、埋深大，所以采用了国内较为先进的施工工艺——封闭式泥水平衡顶管施工工艺，既避免对道路的“开

膛破肚”，又减少对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和环境的影响，但也相应地增加了工程造价。

为了解封闭式泥水平衡施工工艺，从而有效控制投资和合理确定工程造价，确保工程质量，该局明确专

人深入到工程施工现场，了解封闭式泥水平衡顶管施工方法、工艺流程，对照设计图纸现场采集相关数据，

并依据图纸设计要求重点控制影响工程质量的节点，不仅为污水管网改造工程造价的合理确定提供依据，在

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工程施工程序，保证了工程质量，同时还为以后类似工程保留了相关经济技术指标参数。

摘自《淮安市审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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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非开挖技术研讨会暨展览会（15届年会）
第一号通知（征稿通知）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非开挖技术研讨会暨展览会（15届年会）预定于2011年4月中旬在湖北武汉召开，
会议主要事项为：出版论文集和优秀论文宣读、常务理事会年会、非开挖协会奖学金和非开挖技术年度
人物评选与颁奖、国内外非开挖技术专家专题讲座、非开挖新技术专题研讨会、非开挖新产品报告会、
室内外展览等。

大会组委会：

会议名誉主席：

刘广志  中国工程院院士
会议主席：

王  达  教授 主任委员 中国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
Samuel T.Ariaratnam 教授 副主席 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
会议技术委员会：

会议技术主席：

颜纯文  研究员 副主任委员 中国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
Mohammad Najafi 博士 教授 美国德州大学地下设施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
技术委员会委员：（按姓名首字母排序）
蔡翰庭  总经理 百玛威（上海）机械设备商贸有限公司
              董事局成员  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
陈凤刚  总经理 上海谷登建筑机械有限公司
陈铁励  总经理 天津大力神非开挖技术公司
陈蔚航  总经理 江苏省斯帝达特种建筑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陈    勇  总经理 福建东辰岩土基础工程公司厦门顶管分公司
傅东旭  主任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程咨询分公司
冯占义  总经理 新乡市永通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高    鹏  副所长 国土资源部勘探技术研究所
胡远彪  博士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贾传岭  总经理 泰安阿吉斯管线工程有限公司
姜春桥  总经理 青岛世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姜志广  总经理 南京地龙非开挖公司
凯    越  浙江国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李浩民  总经理 上海钟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李红民  主任 山东正元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李    山  教授 成都理工大学
马保松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马福海  教授 上海市政管理委员会
马孝春  博士 副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潘龙祥  总经理 武汉东西湖自来水公司
汤泓华  董事长 上海华群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王洪玲  教高 总经理 北京土行孙非开挖技术公司
王    鹏  教高 总经理 深圳钻通工程机械股份公司
王水超  总经理 浙江神力通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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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岐  总经理 河北肃安集团北京派普瑞非开挖有限公司
王兆铨  总经理 绍兴磐石基础工程公司
乌效鸣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武志国  项目经理 北京市市政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许建聪  教授 同济大学
徐效华  总经理 濮阳中拓管道清洗修复有限公司
叶建良  主任 中国地质调查局
尹刚乾  总工 中石油管道局穿越公司
袁    勇  教授 所长 同济大学隧道及地下工程研究所
余为民  总经理 武汉市拓展地下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张东海  总经理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张雅春  教高 国土资源部勘探技术研究所
周长山  总经理 山东胜邦科林瑞尔管道修复公司
朱文鉴  博士 教高 秘书长 中国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
会议秘书处：

秘书长：朱文鉴
秘   书：胡远彪 刘启勤 李伯伦 王敏健 陈云雪
大会议题： 

管道穿越工程 管道修复与更新
微型隧道（顶管） 夯管及气动矛

地下管线检测 地下管线的腐蚀与防护
管线设计和规划 地下管网管理信息系统

地下管网灾害与风险评价 非开挖施工安全性管理
雨污分流改造工程 地下管网的状况评价
地下管网资产管理 管道工程施工管理

地下管道寿命管理和分析 地下管线公众和环境安全
管道和非开挖教育与培训 地下管道相关法律/法规

现开始征集会议论文，注意事项如下：
1、征稿范围：与本次大会的议题相关；
2、每篇论文字数一般不超过8000字；
3、投稿方式：以Email供稿，容量过大的稿件，特别是图片较多时，请分次发送；文本文件用doc文
      档、图片文件用jpg格式编辑；
4、来稿请注明作者详细联系方式，包括：email、通讯地址、联系电话等；
5、论文格式：题目－作者姓名－作者所在单位及地址－摘要－关键词－全文－参考资料－英文题
      目－英文文摘及关键词；
6、来稿录用后不收取版面费（产品介绍除外），也不付稿费（特约稿除外），论文作者参加会议，
       会议费优惠40％；
7、在校学生投稿并准备在会上宣读论文的话，可向协会申请赞助参加年会，协会可全额度资助，详
      情登录www.cstt.org网站查询；
8、来稿截止日：2011年3月10日；
9、投稿联系方式：Email：cstt@cstt.org；zhwji@cstt.org；电话：（010）68992605  13910426497。

中国地质学会非开挖专业委员会
                                                                                                                                       二○一○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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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编撰出版《非开挖技术行业年鉴》的通知

《非开挖技术行业年鉴》编制说明

非开挖协会会员单位及各相关单位：

近十五年的时间里，我国非开挖技术以平均每年高于50%的速度快速发展，为全面、准确反应我国非

开挖行业近年来企业在自主创新、技术与装备、施工工艺等的发展，展示我国非开挖行业取得的各项成

就，促进我国非开挖技术健康发展。从协会筹备成立至今已经经历了十五个春秋，在十五届年会召开之

前，中国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决定首次组织编辑《非开挖技术行业年鉴》(以下称《年鉴》)一

书。以史为鉴、总结经验、创造未来。

《年鉴》以历史年代为经，以行业典型事件为纬，全面展示非开挖行业整体发展风貌，并着重描述

行业产业政策、布局演绎、展望未来；企业的规模扩展、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产品创新等重要事件及

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贡献。《年鉴》将成为具有行业发展性、专业权威性、企业风貌性、历史精华

性、数据统计性、代表人物性的图文并茂的一部行业发展历程宣传手册和历史资料工具参考书。

本书将采用标准大16开精装本，进口铜版纸印刷。为保证及时完成《年鉴》编辑任务，协会委托

北京中企信资科技咨询有限公司负责本书的设计、组稿、编辑和制作，望各会员单位和有关单位积极响

应，共同完成《年鉴》的组稿编辑工作。编辑工作的具体要求和说明详见附件。

中国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

                                                                                                                                 二○一○年十月八日

一、入编范围：

1、非开挖技术研究、厂商、施工单位：包括水平导向钻进、夯管锤、微型隧道、旧管更换与修复、

相关管线探测仪器和管道清洗等与非开挖技术相关的单位。

2、非开挖装备及材料：定(导)向钻机、微型隧道(顶管)、冲击矛与夯管锤、钻孔导向仪、扩孔工具，

各种管线修复与替换设备、管道清理维护设备，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地下管道检测、定位仪器、测量

设备，沉井、卷扬机、起重设备、盘卷运输车，高压水喷射、焊接、安全设施及器材，管道内衬、隧道

内衬、堵漏和密封、泥浆材料和管道防腐涂料等。

二、来稿内容设置：

主要包括产品/材料名称、用途、原理、技术参数、性能指标、企业概况、重要业绩、获得荣誉证

书、企业Logo(标志)、联系方式等。

三、出版报送单位：

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各地建委）、交通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等；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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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行业的协会、学会、设计单位、科研院校等；

3、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及行业大型展会、学术交流会等；

4、市政、石油、交通、电讯、广电、矿业、化工、燃气、水利、电力通信等系统工程的承建商及施

工单位。

四、联系方式

1、联系人：陈鹏飞

2、电  话：010-62591722  传真：010-82598722

3、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厢红旗东门外1号 邮编：100091

五、投诉方式

朱文鉴：13910426497，颜纯文：13681237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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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西气东输二线工程将用“遁地术”穿越伊河

西气东输二线工程东段伊川鸣皋段，施工人员正在用大型水平定向钻机为西气东输的管道引导孔。　　

穿越伊河工程段的管道将呈“U”形状穿越伊河，穿伊河的地下管道长约761米，地下最深处离引导孔入口处

高度为33米，管道直径为1.29米。该工程处于泥岩、砂岩和石岩的复杂地质处，施工人员采取先打通一个直径

为0.2米的引导孔，再依次使用直径更大的扩口器来扩大引导孔的直径，直至引导孔直径比输气管道直径还要

大点。最后，在伊河对面的引导孔出口处将把输气管道拉至引导孔入口处。整个穿越伊河过程中，不开挖伊

河河床，像“地遁术”一样使输气管道只从两个引导孔进出，不破坏附近地表和伊河的生态环境。　　

据悉，西气东输二线工程2008年12月11日开工建设，西起新疆霍尔果斯，东至上海，南至广州。我市管

线途经洛宁县中河、东宋，宜阳县三乡、韩城、莲庄、赵保、白杨，伊川县鸣皋、葛寨，汝阳县蔡店、陶

营。

摘自《洛阳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