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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设集束管道的最佳排列型式及当量管径计算
王首智 揣东明 郭晓军
（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成都理工大学） 四川 成都 610059）
摘

要：孔/管直径比是水平定向钻进铺管的重要基础设计参数，当铺设集束管道时，管道的排

列型式及当量管径计算直接影响孔/管直径比的确定。采用几何方法研究最佳排列型式及当量管径计算
问题，提出一定数量的集束管应以对应的正多边形排列为最佳型式，同时给出了当量管径的计算方法、
公式与简表。

关键词：集束管、当量管径、水平定向钻进

水平定向钻进技术是发展最快速、技术最先
进、设备最完善、应用最广泛的非开挖施工工法之
一，在非开挖施工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工程实践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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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顺利完成管线铺
设，到底应当钻多大的孔才合适？这就是水平定向
钻进铺管工程的基础设计参数--孔/管直径比的设
计取值问题 【1】。李山等人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
认为该参数的取值是个复杂而关键的科学技术问
题，正确合理的选取该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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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岩土的地质特性和环境条件多变，管道材质不同、
钻孔轨迹不同，仅凭经验数据指导设计与施工带来
许许多多的问题。
影响孔/管直径比参数的因素很多。在对该项
技术进行深入研究中，发现管道外径也是一个重要
的变量。对天然气、给水等行业的单管铺设而言，
管径即管道外径。但在电力、通讯和有线电视行
业，水平定向钻进铺管工程多采用集束管铺设方
式，此时管径（或当量管径）该如何排列和计算，
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所谓当量管径是指满足安放指定数量集束管的
最小外接圆直径。目前，已有的研究关于如何计算
集束管的当量管径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计算公式和确
切的计算思路。在研究过程中通过作图类比，给出
了关于最佳排列方式及计算当量管径的方法，在此

暂且将其称为“归纳计算法”，下面将对其展开介绍。

1 最佳排列型式及当量管径
我们假设集束管的根数为n,其每根管道的直径
为d，当量管径为D。
当n=1时，则Dn=1=d，其当量管径就
是直径；
当n=2时，则Dn=2=2d，如图1所示；
当n=3时，此时有不同排列管道的方式，由几
何的知识很显然当其沿正三角形排列时，Dn=3取值
最小，如图1所示；
当n=4和n=5时，同理可以知道如图2所示时，
每根管道横截面圆心在正多边形的顶点上，D取最
小值；

图1 2、3根管道排列

图2 4、5根管道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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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6根管道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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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正八边形管道排列

当n=6时，我们根据几何知识出两种排列方式，
由图3我们可以计算出，按第一种方式排列时，D1n=6=3d；
当按第二种方式 排 列 时 ，
。 作 比
如图4所示，三角形AEC为等边三角形，EB为

较，D1n=6<D 2n=6故应按正六边形的方式排列时求得的
最小外接圆直接为当量管径。如图3所示。

边AC上的高，其中

经过以上讨论，我们知道将1～６根集束管按
正多边形的形式排列其求得的最小外接圆直径才是
当量管径。
当量管径D=正多边形的外接圆直径+管道直
径，即：
（1）

因此可以得到按该方式铺管时，其二次当量管
径为
（2）

2 二次当量管径
从上面所示图中，按上述方法铺设管道时，发
现其铺设的管道中间有一定的空隙，而当这空隙足
够大时就能再容纳一根或数根管道 【2】。管道所围
成的闭合空间足够大时可以容纳更多的管道，那么
究竟这闭合空间能容纳多少管道呢？在此，我们提
出空隙内可容纳管道的二次当量管径的概念。按正
多边形排列管道时，由管道所围成的闭合空间可容
纳的管道的最小外接圆直径被称为二次当量管径。
经研究发现，计算二次当量管径要分两种情况讨
论。
１）当正多边形的边数为6和12时，三根管道
可以按正三角形的方式紧密排列。如图4所示其二
次当量管径为2(OD)，即
D’=2(OD)=2(OB-DB)
OB为等腰三角形OAC底边AC上的高，由正八
边形的性质可知

按此次方法可以得到按正六边形铺管时，D'=d ，
则如图5所示，按正六边形可以铺设7根管道。

图5 正六边形管道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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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当正多边形的边数不为6和12时，如图4所
示，其二次当量管径为

3

孔一次铺入36×Φ33mm通讯光缆
套管，求其集束管最佳排列形式及当量管
径。
由图6我们知道正十二边形可以容纳19根管

因此可得到按此方式铺设管道时，其二次当量
的管径

道。假设按正20边形铺设管道，可以计算出此时可
容纳40根管道。要求铺设36根管道，由二分法的思
想，再假设按正16边形铺设管道，可以计算得到此

（3）

时可铺设管道27根管道。以此类推，当按正19边形
铺设管道时，其二次当量管径D’,可知

3 铺设管道数量
按上述方法可以计算出按正Ｎ边形（Ｎ=6，…
12）铺管时的二次当量管径，将二次当量管径 与当
ｎ=1,2…6时的当量管径Ｄ进行比较，则可以计算出
其铺管的数量。
例如当按正十边形铺管时 ， 如 图 6 所 示 ， 可
以计算出其二次当量管径 ，可以看出 大于ｎ
= 3时的当量管径 小 于 ｎ =4 时 的 当 量 管 径 ， 即
,故以二次当量管径为直径的圆内
只能容纳3根管道，则按正十边形铺设管道最多能
铺设13根管道。
当n=12时，如图6所示，其最多可容纳19根管
道。
以此类推，计算按正N边形铺设管道时的二次
当量管径，再与上一级所计算当量管径比较，可
得到以二次当量管径为直径的圆内可放下管道的数
量，从而可得按正Ｎ边形铺设管道的总数量。

４ 工程试算举例
例：某水平定向钻进电讯铺管工程项目，需单

图6 正十二边形管道排列

则按正19边形铺设管道最多可容纳38根管
道。若按正18边形铺设管道只能铺设33根管道，故
该项目应按正19边形来铺设管道。其铺设方式如图
7所示，当量管径按（1）式求解如下：

因此，该工程项目铺设集束管的当量管径为
233.5mm。

5 结论
本文通过作图类比的方法找到了水平定向钻
进铺管工程中集束管管道排列的最佳方式，可以根
据排列方式计算出当量管径。通过计算我们可以得
到不同排列方式下最多可容纳的管道数量，因此
工程实践中可根据铺管的管道数量来选择铺管的
方式。
通过前面的讨论，得到水平定向钻进铺管工

图7 正十九边形管道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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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多边形边 4
数N
最多可容纳
4
管道数量n
操作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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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束管铺管设计施工参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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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正多边形铺设，应采用专门支架及辅助管环排列并捆扎管道

注：二次当量管径采用计算公式（3）计算，当N=6,N=12时按（2）计算

程实践中常遇到的集束管铺管方式及二次当量管径
的计算公式参考表如表1所示，以供水平定向钻进
工程设计和施工操作指导。
从表中可以根据所需要铺设管道的数量选择对
应的正多边形，按照内部先稳定的原则，先固定内
部的管道，再考虑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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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威猛新厂房落成开业庆典隆重举行
2010年11月12日，北京威猛有限公司的新厂房
开业庆典隆重举行，一年前的同一天，百莱玛设备
与美国威猛公司共同见证了该厂房的奠基典礼，经
过一年的建设，开阔的工厂内宽大的厂房和办公室
已经拔地而起。
庆典在众多贵宾的见证下举行，包括：威猛
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叶美云女士（Mary Vermeer
Andringa），战略发展总监叶德佑先生（Dale
Andringa），北京市工商联常务副主席郑默杰女士，
美国驻华大使馆官员Elizabeth Shieh女士，北京威猛
有限公司主席包德恩先生（Daryl Bouwkamp) ，威猛

立北京威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水平导向

亚太私人有限公司总裁张德伟先生（Todd Judy)，北

钻机及其他威猛设备。在威猛的工厂内，停放着多

京威猛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春启先生，爱荷华州经济

台设备，其中包括多款生物质粉碎机、切枝机、水

发展部代表John Clarke先生，通州区工商联副主席孟

平导向钻机等。自成立以来，北京威猛有限公司先

勇先生，通州区商务局副局长胡少军先生，梨园镇

后成功研制生产了多个型号的水平导向钻机，包括

人民政府镇长于立冬先生，百莱玛设备董事总经理

D80X100Ⅱ、D35X45、D50X88、D130X150及D60x90

蔡翰霆先生等。

水平导向钻机，产品融先进、稳定、可靠、高效于

百莱玛设备与美国威猛于2005年在北京合资成

一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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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定向钻进技术在河南辉县市城区天然气工程中的应用
冯占义 王果 邵养涛 温俊涛
（新乡市永通管道工程有限公司，河南）
摘

要：本文从河南省的规划出发，说明了辉县市城区天然气工程的重要意义；详细勘察了天然

气工程沿处的工程地质情况，结合工程地质情况说明了在河南辉县市城区天然气工程中采用水平定向钻
进穿越的必要性；同时对施工中存在的关键技术问题做了分析。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燃气工程、穿越

1 概述

2 建设项目概况

在河南省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中，提出以郑

辉县燃气管道是从新乡市北环门站向辉县天

州、洛阳、开封、新乡四个城市为基础，建成全省

然气调压站供气的重压天然气输送工程，该中压管

多功能核心城市群体，并作为连结欧亚大陆桥的重

网，管材选用L245直缝钢管，管径为D273.1mm，

要环节。作为核心城市之一的新乡市，在河南省的

设计压力4MPa。

国民经济发展全剧终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辉县燃气管道工程计划从新乡市北环门站出来

随着新乡市区不断扩大和县城的迅速发展，

向北铺设，途经共产主义渠、小里和大块等，沿途

城区燃气管网的发展，市区燃气用户不断增多，天

需要穿越共产主义大堤、共产主义渠、济东高速以

然气用气量增加迅猛，目前新乡市天然气门站供气

及乡镇的道路和河流。与共产主义大堤交汇处位于

量已经不能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根据新乡市城市

小里村的西北，右堤桩号为58+000，与堤脚距离不

燃气管网规划和目前新乡市用气形势，河南省中原

小于30m。穿越共产主义渠右堤采用非开挖导向钻

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辉县市分公司将从新乡市北环

进技术施工，其他部分采用开挖铺设。穿越共产主

气站引出燃气管道，途经共产主义渠、小里和大块

义右堤的管道埋设深度在堤外地面2.5m以下，田地

等，同时在辉县市南环路建设一座汽车天然气加气

的管道埋深大于1.5m。

站，以缓解市区现有的两座汽车加气站的压力。
为了给辉县市加气站以及企业和用户供气，河
南省中原天然气开发有限公司辉县市分公司需要从

地质情况大体如下：
第①层：耕植土（Q 4ml），灰黄色，湿，以粉
质粘土为主，含植物根系，层厚0.4～0.5m。

位于市区西北部小里村的新乡市门站铺设一条次高

第 ② 层 ： 粉 质 粘 土 （ Q 4al） ， 灰 黄 、 褐 黄

压天然气管道（下文简称：辉县燃气管道）沿共产

色，可塑，稍有光滑，摇震反应无，干强度中

主义渠、小里和大块等到达会显示区。该次高压管

等，韧性中等。层底埋深0.7～2.1m，层底标高

道工程是辉县市天然气供应的基础工程，关系到辉

72.6～72.8m，层厚0.6～1.7m。

县市区，特别辉县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气质量。
该工程的建设是十分必要的。

第 ③ 层 ： 粉 质 粘 土 （ Q 3 al ） ， 灰 、 浅 灰色，
可塑～硬塑，稍有光滑，摇震反应无，干强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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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韧性中等。层底埋深1.1～2.5m，层底标高
70.5～71.8m，层厚0.3～0.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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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施工的主要设备
单位

数量

台

1

等，韧性中等。层底埋深3.3～3.8m，层底标高

FDP—15型 给进力75kN，回
拖力150kN，额
定扭矩4200N.m
钻机

69.0～69.7m，层厚1.2～2.2m。

柴油发电机

88KW

台

1

10MPa

台

1

导向仪

向导五

套

1

扩孔钻头

φ159、φ273、
φ377、

个

1

套

1

第④层：粉 质 粘 土 （ Q 3 a l ） ， 灰 黄 夹 有 棕 黄
色，可塑，稍有光滑，摇震反应无，干强度中

al

第⑤层：粉 质 粘 土 （ Q 3 ） ， 灰 黄 夹 有 棕 黄
色，硬塑，稍有光滑，摇震反应中无，干强度
中等，韧性中等，含少量钙核Ф0.5～1.5m。层

设备名称

HBW150型
泥浆泵

底埋深5.3～8.1m，层底标高65.10～68.2m，层厚
1.5～4.6m。
第⑥层：粉 土 （ Q 3 a l ） ， 灰 黄 、 浅 黄 色 ， 很
湿，中密～密实，无光泽反应，摇震反应中等～迅

规格

分动器
钻杆

φ60mm

根

速，干强度低，韧性低。层底埋深11.3m，层底标
3.2 测量放线

高61.9m，层厚3.2m。
al

第⑦层：细砂（Q3 ），灰黄，饱和，中
密～密实，主要由长石，石英及少量暗色矿物组
成，分选性好，磨圆度差。揭露深度3.7 m。
al

第⑧层：细砂（Q 3 ），灰黄，饱和，密实，
主要由长石，石英及少量暗色矿物组成，分选性
好，磨圆度差。揭露最大深度7.0m。

3 穿越施工
非开挖技术是指在不开挖地表的条件下探测、
检查、修复、更换和铺设各种地下设施(主要包括各
种管线)，它的主要施工技术有：水平定向钻进技
术、顶管和微型隧道、以及爆管法和裂管法等管线
修复技术。
非开挖施工技术大多应用于各种管线穿越河
流、铁路、公路、建筑物、构筑物等场合。因为其
施工地点的缘故，所穿越地层大多为粘土、粉土、
沙土、以及淤泥和砂层等软弱地层，因此对泥浆有
着许多特殊的要求，而且非开挖施工经常在城市和
河流附近进行，又有一些特别要求，如：不影响交
通、绿地，不污染水域和土壤，噪音小、施工迅速
等。

对桩进行复核、矫正。
现场成立测量放线工作组，由测量工程师主持
具体施工工作，测量放线配备：施工技术员1人、
测量工2人、辅助工8人、地方协调员1人。
测量人员依据线路平面、断面图、设计控制
桩、水准标桩进行测量放线。根据设计桩号,用全站
仪或经纬仪测量。
对地势比较开阔、可目测两桩点的地带，进行
两桩点插红旗，用全站仪或经纬仪进行测量，打设
百米桩及穿越、变径、阴极保护等标志桩，测定出
线路轴线和施工作业带边界线并定桩。
对两桩点间房屋、树木等障碍物较多处，用全
站仪测量，打设标志桩，测定出线路轴线与作业带
边界线后进行定桩。
管道穿越河流、鱼塘处，测量人员乘坐渡船/
橡皮筏过河后，打设穿越标志桩、作业带边界桩。
管道采取弹性敷设、冷弯敷设处，测量人员依
据管线平面、断面图，采用坐标法确定敷设曲线，
每10m打设一加密桩，桩上标明该点的地面高程、
管底高程与挖深。
测量人员按打设的线路控制桩与曲线加密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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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定出线路轴线与施工占地边界线并进行定桩。

剂，使得管线回拖工作安全。由于新乡市共产主义

3.3 穿越施工

大堤和共产主义渠还影响到新乡市的防洪问题，因

在穿越共产主义渠的过程中，由于是砂层，在

此穿越大堤是一项严峻而又艰巨的工程，在施工过

导向孔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水平和竖直方

程中泥浆是重要的一项指标，因为不仅涉及工程的

向的纠偏。

顺利，同时还涉及到以后是否会出现管涌的现象，

水平方向的纠偏：对于这个偏移量不能急于纠

如果出现管涌还要灌注。经过不断的反复试验和总

偏，应该退杆重钻，在施工中退杆重钻的时候仍然

结，最后圆满完成共产注意大堤和共产主义渠的穿

不能保持沿设计轨迹钻进，就采取缓慢的“钻进趋

越。

势”纠偏的方法，形成了大弧度的轨迹。

3.4 管道检验

竖向纠偏：对于竖向的纠偏主要是依靠钻进趋
势，控制深度的同时注意钻头倾角的变化。
通过纠偏成功完成先导孔的施工，然后开始进
行逐级扩孔，因为穿越共产主义大堤和共产主义渠
都是采用钢管铺设，多次扩孔的目的在于：
（1）在设备能力许可的基础上，通过多级扩
孔，达到所需要的口径要求。
（2）可达到把当时通过纠偏所形成的弯孔修
直的目的，以减少铺管阻力。
穿越共产主义大堤、共产主义渠、济东高速以

3.4.1 吹扫
（1）将管道系统与空压机连接进行吹扫。
（2）管线吹出脏物不许进入设备。设备吹出
脏物不许进入管线。
（3）不能吹扫的阀门、流量计等卸下用短节
相连。
（4）吹扫时在出口处检查，吹出的气流中没
有铁锈、污物为合格，吹扫合格后再继续吹扫9min
左右停吹。
3.4. 2 管道试压准备工作

及城区道路都是上述方法，但是对于新乡市共产主

（1）试压前，应检查管道、试压设备、阀

义大堤和共产主义渠以及辉县市城区的砂层、流砂

门、压力表、温度计及与试压作业有关的设备仪器

层以及回填土地层，我们虽然采用注浆技术处理，

是否完好，压力表、温度计是否经过检定合格。

但仍然有效部分地段存在跨孔现象，我们采用高膨

（2）使用压力表、温度计、阀门应符合下列

胀土含量、高粘度、高切力、适当的密度，即“三

规定：压力表的量程为试验值1.5—2倍，精度等级

高一适当”的泥浆技术措施。具体配置方法为：

不低于1级，表盘直径不应小于150mm，最小刻度

在加足加好膨胀土的同时，按50：1和40：1的比例

应能显示0.02MPa。

加Na2CO3和NaOH，按泥浆量0.3%的比例加一些增
粘剂（如：CMC、PHP、PAC—141）等高分子物
质，提高液相粘度。使其漏斗粘度达到50秒以上，
达到造壁好、携带好、悬浮好、低使水量的技术要

（3）试压表不应少于2块，分别安装在试压管
段的两端，温度计分度值不大于1℃。
（4）管道试压必须在管道组装、焊接、补
口、补伤等工序完成后才能进行。

求。此针对该类地层胶结性不好的特点。泥浆中要

（5）试压管段的封堵必须采用椭圆形封头，

适当的增加一些护壁剂、润滑剂和堵漏剂（如：正

封头与管子之间的所有焊缝必须进行100%的超声

点胶、大阳离子、小阳离子、多功能屏蔽剂、单向

波探伤和100%的X射线探伤。

压力封壁剂等），有效地防止这些地层因疏松和成

3.4. 3 强度试压

岩性差、胶结不好引起的孔漏、孔塌、沉砂，提高

（1）试压时的升压速度不宜过快，压力应缓

护壁和携带能力，同时在管线回拖前增加一些润滑

慢上升，每小时升压不得超过1 MPa。当压力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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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倍和0.6倍强度试验压力时，应分别停止升压，

量缩短测量间隔长度，特别是遇到地层比较硬变化

稳压15min，并反复检查升压系统和管道有无异常

或者是砾石时，参数测量间隔不得超过2m。调整

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当一切正常后继续升压

方位要及时，并留有余量，禁止反复大幅度调整角

至强度试验压力。

度，防止出现“S”型轨迹。

（2）强度试压技术要求：在升压过程中，不

3.5.2 确保定向钻出误差在设计范围内的措施

得撞击和敲打管道，每30min记录一次压力和温度

一是钻机测量就位时，利用全站仪准确放出钻

情况，发现异常情况，立即停止升压。当两端任何

机就位中心线；第二准确测量标定控向参数，要求

一端达到强度试验压力时，要及时停止升压，并闭

细心并尽可能多测取参数比较，以确定最佳参数，

阀门，稳压4h再一次检查阀门和管线是否有异常现

在管中心线的三个不同位置测取，且每个位置至少

象。在确认一切正常后，观察15min，压力无明显

测四次，并做好记录。

变化后作好记录。

3.5.3 确保扩孔顺利措施

（3）在试压过程中，沿管道两侧10m范围内

首先要求做好导向孔，必须满足管线曲率半

应划为禁区，沿线应设有专门工作人员在禁区外巡

径的要求，特别是出现“S”型曲线；二是针对不

逻。

同地层适时调整好泥浆，如共产主义渠穿越段地层
（4）在交通路口要设专人进行值班，不允许

任何人在试压期间在路上停留。
（5）强度试压结束前，应及时会同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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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滤失剂、润滑剂和防塌剂加
量，稳固孔壁，减少缩径，稳定泥浆性能，防止大

和监理单位到现场实地观察，取得共同认可后，在

幅度调整泥浆，引起孔壁坍塌。

试压记录上签字，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严密性试

3.5.4 预防气动锤钻头堵塞

验。

导向钻进时，气动锤堵塞现象时有发生。主要

3.4.4 严密性试验

原因是由于接钻杆时需关闭气、水，在钻杆回撤时

（1）当强度试压合格后，缓慢降至严密性试

孔内形成一个低压区，导致岩粉、岩渣被吸入钻头

压压力，进行严密性试验；稳压24h，以不泄漏、

内；因此在接杆时，须将动力轴回撤约10cm左右，

压降不大于0.1MPa为合格。

且须停顿5s左右后再关闭水、气卸扣。此外，钻机

（2）稳 压 时 间 以 管 段 两 端 压 力 平 衡 后 开 始
计算。
（3）管线上各点的严密性试验压力不得低于
该点的工作压力。
（4）严密性试验合格后，用压缩空气推动清
管器进行排水吹扫，以不再排出游离水为合格。
（5）降压后，拆除临时设施和管线。
3.5 关键过程的控制措施
3.5.1 防止钻孔时呈现“S”型措施
在定向钻进的过程中严格控制全角变化率，尽

工作时，一般情况下是先打开气路得阀门，然后再
打开水路的阀门，应确保水气混合后方能开始钻机
的运转。

4 结论
河流非开挖穿越涉及地层较为复杂，在施工
前须做好拟穿越场地的地质勘察工作，确认场地的
工程地质情况，并根据地质条件制定相应的施工方
案。针对辉县城区砂卵石地层，静压充填注浆处理
是一个较为可靠地方法，在注浆处理的同时配合高
效优质的泥浆能有效攻克砂卵石层穿越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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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73加强型非开挖钻杆的研制
贾文广

王亚敏

贺瑞燕

（1、河北第一地质大队 056001；2、邯郸制氧机厂 056003）
摘

要：本文主要通过分析接头螺纹的受力状况及有限元分析，从扣型，材质，热处理和工艺方

案等多方面进行了独特的改进和创新，大大提高了非开挖钻杆的连接强度，减少了折断率，带来了良好
的经济效益。

关键词：solidworks 三维建模、非开挖钻杆、摩擦焊、螺纹、镦锻

非开挖铺设地下管线施工技术（又称HDD技术

载荷，是整个钻杆柱最薄弱的环节。从大量工程实

即Horizontal Directionsl Drilling）是近20年来发展起来

例中不难发现钻杆体一般都能满足使用要求，基本

的一项高新技术，因其施工成本低，效率高，环境

上都是从公螺纹最后一扣断裂失效的。所以我们抓

污染小广泛应用于市政建设，电力通讯，煤气管道

住问题的本质着力加强了钻杆接头强度，分别从工

等领域。主要施工设备有非开挖钻机，泥浆泵，探

艺方案，工艺路线，钻杆材质，热处理，扣型设计

地雷达，回拖钻头，钻杆等。近些年随着大吨位非

等几方面进行了独特的改进创新。

开挖钻机的不断出现要求配套的钻杆强度也越来越大，
在此基础上我厂开发研制了φ73加强型非开挖钻杆。

1 设计思想

2 工艺方案
非开挖钻杆基本上分为整体式和摩擦焊式两
种，整体式非开挖钻杆是对杆体两端端部进行加热

众所周知对于非开挖钻杆来说，扭矩，弯矩和

镦粗后直接车削公母螺纹，主要弊端是螺纹处的材

抗拉强度是衡量产品质量最重要的3个机械性能参

料和杆体材料一样，螺纹强度从材质方面很难提

数。因为钻杆在钻进施工中，螺纹副的工作环境是

高，如果材料提高一个钢级，杆体强度有些浪费，

最恶劣的，同时承受着拉，压，弯，扭等多种冲击

因为用低一级的就可以满足使用要求。而且成本也

图1 钻杆结构简图
作者简介：贾文广 (1978-),男,河北张家口人,地质机械设计工程师,主要从事煤矿设备，桩工机械及钻杆钻具研究工作；王亚敏
(1978-),女,河北邯郸人,邯郸制氧机厂助理工程师,主要从事机械加工工艺工装设计工作；贺瑞燕 (1977-),女,河北邯郸人,邯郸制氧机
厂工程师,主要从事机械设计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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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提高了不少。另一方面由于整体尺寸达3m多也
不容易进行调质处理，即使能费用也大大增加了。
摩擦焊式非开挖钻杆是对杆体两端端部进行加热镦
粗后，再利用摩擦焊机把公母接头分别焊在杆体
上，主要优点是接头可以选用优质合金钢，经过调
质处理后车削公母螺纹，这样各方面综合强度就大
大提高了，成本却增加不多。经过长期市场调研以
及工艺分析，权衡利弊，最后我厂φ73加强型非开
挖钻杆杆体选用STM-R780优质无缝钢管，接头材料
则选用强度更高的35CrMo优质低碳合金钢，杆体镦
图3 焊接过程记录

粗后采用摩擦焊接而成。结构简图如下图1所示。

3 工艺路线

采用我厂研制的YDG-200型预应力自对心全液压镦
管机，额定压力26MPa,最大输出力2000kN，镦锻加

φ73加强型非开挖钻杆的生产加工工艺路线

热参数为：1.750℃升温30秒；2.750℃保温30秒；

为：杆体下料-中频炉加热-端部镦粗-杆端正火-

3.1150℃升温25秒；4.1150℃保温20秒；5.385℃降

平头截总长-接头下料-粗车-调质处理-精车-车螺

温1秒。镦锻加厚参数为：镦锻压力为20MPa，加热

纹-渗氮-摩擦焊接-飞边退火-车飞边-涂油上帽-

长度为300mm，利用体积不变原则计算进料尺寸为

打包入库。

1250mm,单边压缩45mm。镦粗后壁厚均匀无裂纹，

3.1 杆体端部镦粗

过渡光滑无突变，没有凹坑，毛刺等瑕疵。镦粗加

φ73普通型非开挖钻杆镦粗后外径为φ79mm，
内径为φ49mm,壁厚15mm，φ73加强型非开挖钻杆

厚剖面如下图2所示。
3.2 摩擦焊接

镦粗后外径为φ82mm,内径为φ49mm壁厚16.5mm，

摩擦焊是一种固相热压焊的方法，通过机械摩

截面积增加12.5％。加热设备采用上海华伊感应加

擦在待焊界面产生热量，材料变形抗力降低，塑性

热设备有限公司的KGPS-100型中频炉加热管体，

提高，伴随着材料产生塑性变形与流动，通过界面

额定输出频率2500Hz，额定输出功率100kW，加

上的扩撒及再结晶冶金反应，并在载荷的作用下把

热时间快，脱碳很少，而且加热均匀，同时采用

两个同种或异种金属牢固的焊接在一起。所有动作

MAC3型可编程PID监控设备远红外测温仪控制温

在高速驱动下瞬间完成，热影响区小。摩擦压力和

度，便于加厚镦粗。杆体镦粗后进行正火处理，以

一定转速的组合，可形成各种不同的焊接规范，它

消除镦锻内应力，达到细化晶粒的目的。镦锻设备

们可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选用，最常用的有两种组

图2 钻杆镦粗加厚剖面

图4 钻杆solidworks三维实体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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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钻杆实物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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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钻杆受力三维有限元分析图

合方式：一种是强规范，即转速较低，摩擦压力较

螺纹连接必须拧紧到一定扭矩值，消除各接触面间

大，摩擦时间短。另一种是弱规范，即转速较高，

隙，形成磨擦自锁保证大径锥面接触，增加牙型接

摩擦压力小，摩擦时间长。我厂采用强规范，利用

触面积，使后面牙齿也承受一定扭矩，分担前面牙

一台HSMZ-40型摩擦焊机焊接钻杆。摩擦焊接参数

齿的载荷，使应力分布更均匀更合理，大大减少了

为：一级摩擦压力1.2MPa一级摩擦时间5s，二级摩

折断率。剖面图如图5所示。

擦压力2.6 MPa，二级位移8mm,顶锻压力6.1 MPa，顶
锻保压时间3s。该机焊接记录过程如下图3所示。

4 扣型设计
φ73普通型非开挖钻杆扣型采用石油钻杆接
头的数字型螺纹NC23（GB/T9253.1）, φ73加强
型非开挖钻杆扣型则采用数字型螺纹NC26（GB/
T9253.1），锥度为1：6，大径从φ62.196加大到
φ70.147，螺纹长度从76加长到85，有效的增强了
螺纹连接强度。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利用solidworks三
维设计软件对公接头进行实体建模，具有较强的空

最后利用3D软件solidworks按实际尺寸绘制实
体模型，并在模型上施加拉力和剪切力，固定约
束，对钻杆螺纹进行有限元受力分析模拟施工状
态，并进行质量属性报告，包括质量、密度、表面
积、重心、惯性力矩等值一目了然。通过对加强
型非开挖钻杆接头连接的状态下模拟分析，对接头
螺纹进行了非线形迭代求解，分别得到结构内部最大
vonMises应力值，最小安全系数为1.2未达到破坏，并得
到相应的应力分布云图和应变分布云图，如图6所示。

5 结束语

间感和实体感，还可进行渲染着色处理，使模型更

研制结果表明：本次创新是成功的，工艺方案

加逼真。对传统机械设计与制造具有一定的现实意

及路线是合理可行的，证明采用R780管材经过液压

义，如图4所示。

镦粗加厚，再和加工好的公母接头摩擦焊接这种形

接头加工采用QAK1212型数控车床，利用国外

式的非开挖钻杆柱，无论是螺纹连接强度，还是杆

知名品牌山特维克精密API刀片,保证接头间紧密距

体本身的抗拉强度都达到了使用要求，均超过了同

0-0.25mm,采用了双顶结构，即手拧时公接头大端

类产品的性能指标。

面和母接头大端面有0.25mm间隙，用钻机拧紧时，
首先公螺纹大端过盈承受扭矩，小端面和母螺纹小

参考文献：

端面留有一定间隙，接着母螺纹发生微小弹性变

［1］ 李世忠.钻探工艺学[M].地质出版社，1992.6.

形，使公螺纹小端面同时顶住母螺纹小端面，实现

［2］ 曹岩.《solidworks2007精通篇》北京: 化学工

双顶。单顶结构螺纹各个牙齿受力不均匀，主要前
面几扣承受扭矩，后面几乎不受力，时间长了容易

业出版社，2008.1.
［3］ 刘菊荣等.基于Pro/E的新型真空油泵设计[J].机

形成“喇叭口”。而双顶结构由于有预紧力，要求

械设计与制造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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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二线倒水河定向钻穿越施工过程控制简析
郭清泉
（中油管道局穿越公司，河北廊坊 065001）
摘

要：西气东输二线东段管道工程倒水河定向钻穿越，管径为Φ1219mm，穿越地层主要粉质

粘土、中粗砂和砂岩层，局部层位含卵砾石，地质软硬交错，施工难度大。经多次方案论证，拟定相应
的技术防范措施，在施工过程中严格进行控制，确保了回拖成功。

关键词：倒水河、施工措施、控制

1 工程概况
西气东输二线管道工程干线（东段）倒水
河定向钻穿越工程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仓
埠镇周昭村。穿越位于线路第23标段，设计桩位
FH006～FH007，定向钻穿越长度为872m，管道穿
越主要在风化砂岩层中通过。
入土点选择在南岸，距南岸岸坡约270m，
出土点选择在北岸，距北岸岸坡约180m。入土角
为10°，出土角为6°。穿越曲线段曲率半径为
1828.5m(1500D)。穿越水平段管中心标高选在-6m
（穿越深度34.5m）。
倒水河穿越由管道局穿越公司使用威猛
D1500*900钻机进行施工，导向孔穿越于2010年1月
14日开钻，2010年5月6日回拖完毕。

2 工程地质情况
跟据图纸资料，勘探场区地层自上而下岩性特
征描述如下：
①杂填土：灰黄色、黄褐色，松散，主要成份
为砖块、碎石及炉渣，0.30m～1.40m主要为黄褐色
填土，土层中含少量芦苇根系，该层仅见于ZK5孔，
厚度1.40m。
②耕土：黑色，灰褐色，主要成份为粉质

粘土，含大量植物根茎及少量铁锰质结核，厚度
0.50～1.10 m。
③粉质粘土：黑色，黄褐色，褐黄色，硬
塑～坚硬，局部可塑，主要成份为粘粒，含少量粉
细砂，局部含较多铁锰质结核，含少量团块状高岭
土，局部含较多石英砂粒，摇震无反应，韧性中
等，干强度中等，稍光滑，层厚2.40～16.30 m。
④中粗砂：黄褐色，白色，饱和，稍密-中密，
主要成份为石英、长石等，含少量云母片，含量约
为50%～60%，局部夹卵石、砾石或粉质粘土夹层，
厚度5.30～16.90m。
⑤卵石：黄褐，饱和，稍密-中密，卵石主要成
份为石英岩，粒径一般2～7cm，大者10cm，含量约
为60%左右，棱角状、次棱角状，石英砂粒及少量
粘土填充，厚度1.00～5.70 m。
⑥强风化砂岩：红褐，岩石结构、构造大部分
被破坏，岩石风化强烈，岩石质软，手易折断、捏
碎，合金易钻进，干钻难以钻进，取芯呈砂状，块
状，短柱状，厚度4.20～17.10m。
⑦中风化砂岩：红褐，砂质结构，层理状构
造，岩质软，合金易钻进，岩石遇水而软化、垮
塌，失水易开裂，岩芯手易折断，取芯呈长柱状、
柱状、块状，最长者达2.50m，RQD值＝50-90，未

作者简介：郭清泉，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穿越分公司第一项目部副经理，工程师，在西二线项目担任穿越公司项目部副经
理。通讯地址：河北省廊坊市开发区金源道16号，邮编：06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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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揭露，最大揭露厚度24.30m。
本次管道穿越经过的地层主要有：粉质粘土、
中粗砂和砂岩层，穿越段还通过一段卵砾石层，主
要在风化砂岩层中通过，其中，在风化砂岩层中穿
越的长度为510.14 m，占穿越总长度的58.8%。

3 倒水河穿越施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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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50″岩石扩孔器进行第六级预扩孔，于3月4日
进行完毕。3月7日开始采用38″桶式扩孔器进行洗
孔，3月10日进行至62根钻杆时，由于扭矩大，扩孔
器与入土之间钻杆发生断裂，从出土端返滑轮组外
拖钻杆和扩孔器，钻杆卸扣困难，3月20日钻杆全部
拖出。3月20日开始采用30″桶式扩孔器进行认孔，

穿越使用威猛D1500×900钻机进行施工，如图1

于3月21日进行完毕。3月22日开始采用 56″岩石孔

所示，主管导向孔穿越于2010年1月14日开始钻进，

器进行第七级预扩孔，于3月26日进行完毕。3月26

于2010年1月19日导向孔钻进完毕，穿越长度872m，

日开始采用52″桶式扩孔器进行洗孔，于3月28日进

左右无偏差，符合设计和规范要求。导向孔穿越完

行完毕。3月28日开始开始使用62″岩石扩孔器进行

毕后，1月20日开始采用 18″岩石扩孔器进行第一

扩孔，3月31日进行至70根钻杆时，在扩出岩石孔

级预扩孔，于1月23日进行完毕，扩孔过程正常，扩

时，扩孔器与出土之间钻杆发生断裂，扩孔器继续

孔器前部筋板磨损严重，牙轮基本完好。1月23日开

扩出，出土端外拖钻杆，4月3日处理完毕。4月4日

始采用 26″岩石扩孔器进行第二级预扩孔，于1月

开始连续使用60″桶式扩孔器进行了两次洗孔，于4

25日进行完毕。2月3日开始采用32″岩石扩孔器进

月7日进行完毕。

行第三级预扩孔，于2月6日进行完毕，岩石扩孔器

4月8日开始使用56寸桶式扩孔器进行回拖，如

磨损严重。2月7日开始采用 38″岩石孔器进行第四

图2所示，回拖至180m左右时，扭矩逐渐增大，且

级预扩孔，于2月16日进行完毕，其间扭矩较大，钻

摆动大，时常出现卡钻，钻机地锚整体发生位移。

杆卸扣困难，扩孔器磨损。 2月16日开始采用32″桶

经过大家分析，认为穿越在和岩石交接面位置，由

式扩孔器进行洗孔，于2月23日进行完毕，钻杆卸扣

于扩孔过程中产生台阶曲线，管头不易进入岩石洞

困难，桶式扩孔器局部磨损。2月23日开始采用 44″

内。经过商议，决定停止回拖，采取管线尾端法滑

岩石扩孔器进行第五级预扩孔，于2月27日进行完

轮组，将入洞管道拉回。

毕，扩孔过程正常，扩孔器局部磨损。2月27日开始

图1 钻机进行倒水河穿越施工

2010年4月16日管道拖出后，调遣一台威猛

图2 倒水河穿越准备回拖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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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0×300钻机进场，在尾端进行配合，对出土点到

效回收。管线端配备一台大功率泥浆泵，采用对注

岩石洞位置进行重复修孔，5月1日修孔完毕后开始
进行洗孔和试回拖成功。5月5日时开始进行回拖，

工艺。扩孔时，泥浆排量保证达到1.5m3/min以上，

于5月6日时回拖完毕。

4 倒水河穿越施工过程控制主要技术
措施
倒水河穿越施工中存在的最大风险为出土点侧

泥浆压力保证在200psi以上。
（4）根据扩孔过程具体情况，及时调整扩孔方
案，控制扩孔速度，保证钻屑有效的携带。扩孔期
间，钻机转速控制在每分钟35转左右，扭矩控制在
50kNm以内。
4.2 优化钻具组合，改进扩孔器结构

软硬交接地层，在扩孔期间，由于扩孔器重量大，

（1）针对穿越地层分析，对扩孔器睡嘴角度进

造成扩孔器下沉，扩孔过程中致使穿越曲线不圆

行改造调整，使牙轮切削下的岩屑得到泥浆的充分

滑，造成管线回拖时无法入洞。另外，由于存在卵

冲刷携带。

砾石及含砾砂岩层位，施工中易形成钻屑堆积，造

（2）针对大级别岩石扩孔器本体较重，扩孔过

成“卡钻”等风险。根据施工地质情况和施工过程

程中在两端普通地层易于下沉，造成穿越空洞曲线

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多次及时组织相关专家和技术

改变，由厂家进行现场局部改造，将扩孔器筋板进

人员进行技术方案论证，及时实施技术措施控制，

行修改，尽量减轻整体重量。对扩孔器易于磨损部

加强过程风险防范，最大限度消除施工风险。

位，表面局部加焊耐磨带，减缓扩孔器的磨损。

4.1 加强钻进工艺控制

4.3 修孔工艺实施

（1）严把控向曲线关，两岸布置人工磁场，根

主管穿越第一次回拖至180m左右时，出现卡

据设计图纸，随时对照地质资料及仪表参数分析成

钻，拖拉力大，钻机地锚整体发生位移。经过分

孔情况，认真分析各项参数，严格控制穿越曲线，

析，大家一致认为穿越在和岩石交接面位置，由于

确保导向孔曲线圆滑，尽量使导向孔与设计穿越曲

扩孔过程中产生台阶曲线，不易进入岩石洞内，遂

线的偏差达到最小。

决定进行修孔作业。调遣一台D300×200钻机到出土

（2）扩孔时，根据地层情况，调整泥浆粘度，

端，现场用与主管相同管径的4根管预制，利用管子

出入土端粘土、粉质粘土泥浆粘度控制在50—60S

自身浮力支撑起扩孔器，采用往复回拖与返回拖的

间，中粗砂层及岩石层泥浆粘度控制在80S以上，泥

方法，进行修孔，如图3所示。

浆Ph值为10。在通过卵砾石及砾沙层时，提高泥浆

（1）修孔器采用桶式扩孔器（根据修孔情况期

密度，控制泥浆粘度在100S以上。在回拖时加泥浆

间采用几次板式扩孔器）和48m管道组合，前后加分

润滑剂，保证泥浆性能。

动器，U型环，采用活式连接。根据地质情况和扩孔

（3）管线端调遣泥浆回收装置，使泥浆得到有

图3 辅助钻机进行倒水河修孔作业

过程情况，修孔作业扩孔器回扩行程控制在出土点

图4 配重管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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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洞第10根钻杆至第22根钻杆之间，采用辅助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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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配重降浮措施的实施
由于本次穿越管径大、壁厚相对较薄，回拖时

配合往复运行，直至试回拖成功。
（2）对修孔桶式扩孔器进行改造，前后加切割

穿越管段浮力大，采取了降低浮力措施，配重管采

刀头，刀头高于扩孔器平面30mm.，前后原有水嘴开

用两条Φ450mm的PE管。通过往PE管内注水的方法

4-6孔，桶式扩孔器圆周新开水眼14-16孔（以泥浆

降低回拖管线时的浮力,如图4所示。

泵的排量能满足为准）。

5 结束语

（3）修孔期间，每根钻杆回扩时间控制在20分
钟左右，在入洞16根钻杆至岩石洞口位置，每回扩
2m，停顿3min。当回扩至18根钻杆后，控制回扩速
度，扭矩控制在2000psi以内，拖拉力控制在1500psi
以内，若出现扭矩摆动或卡钻现象，立即停止回
扩，辅助钻机回拖钻杆，以便下一行程运行。
（4）在进入岩石孔前，时刻注意扭矩、拉力的
变化，超出正常时应停止前进，实施回拉。每次往
复应把钻杆及行程米数记录准确，以备参考。
（5）修孔结束，采用56″桶式扩孔器进行洗孔
作业和带管试回拖，同时改良泥浆配置性能，保证
穿越孔洞泥浆充分置换。

倒水河穿越为定向钻穿越国内首条最大管径
的岩石穿越，施工难度大，风险高。加上穿越地层
复杂、软硬变化较大，施工过程中经常遇到技术新
问题，上级领导多次亲临现场指导，项目部多次组
织有关技术人员进行研讨，结合以往管道穿越施工
的经验，针对每一工序和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
题，及时征集大家处理意见，详细制定相应技术措
施和施工处理方案，穿越公司项目部和机组科学管
理，精心施工，严格要求，创新技术工艺，采取多
种有效措施攻坚克难，通过采取各种措施解决了施
工中的难题，保证了工程正常安全进行，最终获得
穿越的成功。

本期刊登广告厂商目录
封面：南京地龙非开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封底：美国DCI公司
封二： 美国DCI公司

中页：
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
后页：

封三：北京土行孙非开挖技术有限公司

徐州徐工基础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前页：美国DCI公司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湖南润成机械有限公司

河南华北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宣化现代采掘机械有限公司

美国十方国际公司

深圳市钻通机电设备开发有限公司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非开挖技术研讨会暨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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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猛D60x90水平导向钻机全球成功首钻
庞宝益
（佰莱玛设备有限公司，北京）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定州市唐河循环经济产业园雨污水管网敷设采用威猛D60x90水平导向钻

机、威猛ST750泥浆混合系统等施工概况。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穿越、威猛

1

概况
项目名称：定州市唐河循环经济产业园雨污

水管网敷设；施工时间：2010年10月25日-2010年
10月30日；施工地点：定州市唐河循环产业园；
使用设备：威猛D60x90水平导向钻机、威猛ST750
泥浆混合系统、威猛Firestick I钻杆、捷高易钻膨
图1 工程设计图

润土、捷高雷膨。
唐河循环经济产业园是河北省重点产业聚集

4

施工过程

区、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开发区，此次雨污水管网

导向：10月25日11点，进行导向作业，13点

敷设原设计全程大开挖埋设，因此东西段走向管

在预定地点出土，导向距离150m，正好是D60自

线两旁2m深处有平行的燃气管线，而污水管道设

动换杆系统的一箱钻杆。

计埋设深达到4.6m，此深度内基本都是流沙层，

扩孔设计逐级分别为300mm、500mm、

没有足够的工作面积供开挖埋管槽，所以采用非

700mm、800mm。扩孔前3级都使用了高转速档

开挖水平导向钻机的施工工艺，敷设630mm的PE
管100m。工程设计如图1所示。

2

现场特点
现场场地宽阔，无强电干扰。

3

土质特点
地表0.5m内是粘土覆盖层，0.5m-4.6m之间为

流沙层，4.6m以下为粘土层，而设计深度正好在
流沙层之间通过。现场土质如图2所示。
图2 现场土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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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9.5t），扭矩在1500psi（3588Nm）以下；
凌晨12点30分，成功将管线拖至接口井，至此，
工程顺利结束,如图3-5所示。

5

总结
此工程全程穿越流沙层，钻机的有效扭矩是

一个很关键的因素，D60x90水平导向钻机的最大
扭矩达12200Nm，有效保证成孔的质量。同样，
泥浆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工程使用了捷高的
易钻加雷膨的泥浆方案，每立方水配25kg易钻和
图3 导向钻进成功

0.6kg雷膨，地表的返浆看出悬浮性能非常好。在

进行回扩，回拖力控制在800psi（4.3t），扭矩在

最后扩孔完毕后，施工人员并不贸然拖管，此时

2500-3000psi(2300-2762Nm)之间。其中第一级

需要验证成孔是否良好，是否存在塌孔现象，洗

300mm共使用了3h；第二级500mm共用了2.8h；

孔过程中要仔细观察扭矩的变化，也许一小块的

第三级700mm使用了3.5h；最后一级800mm，考

塌孔在拖管过程中就会酿成大祸；经过洗孔后，

虑到流沙层为保持成孔质量和孔的稳定性，决定

更大程度地将孔内的钻屑排出孔外，保证钻孔的

采用低速档回扩，共用5个半h完成扩孔；为保

畅通性，为成功拖管多添一份保障。

险起见，决定进行两遍洗孔作业以待观察是否成

此次演示工程中使用的D60x90钻机，是威猛

孔。30日晚上9点，最后一遍洗孔完毕，从钻机

结合亚太市场特点及用户的使用习惯等，基于威

上看出，扭矩基本在800psi（1913Nm）以下，接

猛全球平台全新研制的一款钻机，整机外形设计

近空转扭矩，可以进行拖管；22点30分，750mm

紧凑，适合在狭窄的区域内进行短距离的中大口

的挤扩式回扩器带管入土，回拖力1200-1800psi

径市政工程，或者多孔的电力管线穿越。

图4 回扩成功800mm回扩器出土

图5 回拖铺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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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技术的研究进展
朱王义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程技术学院，北京 100083）
摘

要：本文介绍了非开挖技术在我国的发展状况及今后的发展趋势，并提出了该技术在工程建

设中应该注意和加强的方面。

关键词：非开挖、水平定向钻、进展

非开挖技术是指利用岩土钻掘的技术手段，在

非开挖技术本身的完善。截止2003年，我国非开

地表以最少的开挖量或不需开挖的条件下铺设、更

挖技术的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据统计，

换或修复各种地下管线的一种施工新技术。由于其

2003年新增水平定（导）向钻机475台，接近2002

具有成本低、施工速度快和环境污染小等优点，已

年底全国水平定（导）向钻机的总量，年增长率达

被广泛应用于道路建设、电力建设和排水工程等领

100%；新增微型隧道掘进机（顶管机）43台，年

域。

增长40%；管道修复的工程量为180km，是2002年

1 非开挖技术在我国的发展

的5倍；直接与非开挖业务有关的工业产值超过33

非开挖技术是对地下管线施工的一次技术革命,
并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得到世界

亿元，年增长65%。
由于一些局部的特殊工程不充许开挖铺管,随着
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也促进了我国非开挖施工设

各国的极大重视, 使其成为企业参与、政府支持、

备的开发研制工作。目前，我国已研制并投产的有

社会提倡的一个新的应用技术领域, 成为一门新兴

地矿部勘探所生产的GBS－10 型导向钻机、M63、

的产业。

108 气动矛，M180、300、377 夯管机等。这些产品

由于非开挖技术最初是作为一种特殊的施工技

的开发和生产为扼制小型非开挖施工设备的进口起

术，为特定的施工条件而开发出来的。因此我国非

到了一定作用，也为今后我国非开挖施工设备的研

开挖技术和设备的开发和研制起步较晚。为了推动
该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我国于1998年成立了中国
非开挖技术协会（CSTT），同年加入国际非开挖技

制开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2 非开挖技术的发展趋势
由于非开挖技术施工工艺日趋成熟, 施工设备

术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renchless Technology），

不断完善, 应用范围不断拓宽, 该技术的发展极为迅

现有公司会员120多个，个人会员40多个。

速。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从70年代中后期陆续由地矿部的一些厂家与
市政部门合作，共同研制开发了水平钻机和螺旋

(1) 水平定向和导向钻机向系列化、自动化、
智能化和硬岩钻进等方向发展

钻机，以适应工程需要。另外，由于城市建设的

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水平定向或导

需要、交通网络的形成和环保意识的提高，加之

向钻进均是使用得最多、发展最快的非开挖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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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图1给出了我国历年新增的水平定向钻机数

年来，由于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逐渐加快，基础设

量。从图中可看出，从1995年开始，我国的水平定

施逐渐完善，特别是是像“西气东输”等大工程的

向钻机数增长速度很快，特别是在2000年左右增长

竣工，我国的管道总量正不断增加。因此，管道修

速度最快。到2003年底，我国水平定向和导向钻机

复和置换将形成一个新兴的施工市场。应该说，管

的总数大约为475台。

道修复和置换、管道探测更具有技术含量，也更具

(1) 小口径顶管掘进机向高精度、小型化等方

有发展价值。

向发展
由于市区施工要求越来越苛刻，为了适应该要

3 非开挖技术需要注意和加强的方面

求，小口径顶管掘进机（又称微型隧道掘进机）的

为了保持我国非开挖技术的持续、稳定发展，

外形尺寸逐渐趋向小型化。目前，最小的小口径顶

在推广采用非开挖技术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以

管掘进机可在直径为1.5m的立井内施工，有的甚至

下方面：

可在直径为1.2m的旧管道内施工，能铺设直径小到
100mm的管道。如德国Herrenknecht公司的HCMP，
Soltau公司的RVS系列，Bohrtec公司的BM系列，以
及日本Rasa公司的DH－Fs 等小口径顶管掘进机。
另外，小口径顶管施工还向高精度、一机多用、曲
线顶进和长距离顶进等方向发展。
(2) 非开挖技术应从管道铺设技术向管道修复
与转换方向发展
由于管道都有一定的使用寿命，大量的管道铺
设完成后，管道的维修和更换逐渐愈来愈重要。近

（1）加强各个层次人员的专业培训工作, 包括
对管理、设计、施工和监理等人员的专门培训。
（2）尽快制定常用非开挖施工方法的标准、
规范。
（3）大力宣传和推广非开挖技术, 特别是对管
道修复技术和塑料管材等的宣传和推广。
（4）加强用于管道行业的各种先进的在线检
测工具或“智能清管器”的研制。这些工具和先进
仪器能够分辨外力造成的机械损伤（如凹痕、划痕
等）、发现裂纹并加以评价、找到涂层缺陷并提高
腐蚀的分辨等。
（5）做 好 施 工 现 场 的 安 全 组 织 措 施 和 技 术
措施。
参考文献：
[1] 马贤键，姚元馗，袁春海. 非开挖技术导向钻进
于水体下铺设电厂水煤灰管线的工程实例[J]. 山
东煤炭科技, 2008(1).
[2] 蒂戈因. 非开挖技术关注环境问题[J] . 岩土钻凿
工程, 1998( 3).
[3] 赵一归，罗云等. 非开挖技术与环境保护[J] .工
业安全与防尘, 2000( 6).
[4] 靖向党. 非开挖地下管线施工技术的发展现状

图1 我国历年新增的水平定向钻机数量

与对策[J] . 长春工程学院( 自然科学版) , 200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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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水平定向钻进改善香港长洲岛水供应
S. K. Lau Ian Vickridge Tony Lau著
摘

王田青 译

要：目前，香港长洲岛的自来水主要由位于大屿山岛的银矿湾自来水厂供应。银矿湾自来水

厂利用两条长度均为1.4千米左右的海底自来水总管道，穿越北长洲海峡向长洲岛供应自来水。这两条管
线分别铺设于1963年和1986年，均采用传统的海底开挖方法。由于管线老化，不断增加的不可靠性以及
缺乏满足未来需求的能力，需要对提高长洲岛自来水供应的各种方法实施调查。由于北长洲海峡是香港
和澳门之间快速轮渡的主要航线，以及重要的环境问题，人们认识到传统的水下开挖方法将会给新管道
的安装带来很多问题，因此，对多个方法进行了调查评估，主要的依据包括资本和运营成本、技术可行
性、施工能力、实施规划、操作和维护问题、环境影响、渔业影响、文化遗产影响及海洋交通影响。本
文阐述了各种考虑到的非开挖方法，简要介绍了使用水平定向钻进铺设新管线的原因、施工方法及创新
性。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自来水、海底穿越

1 简介
长洲岛位于大屿山东南部，人口约23000人，
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最密集的外岛。该岛呈哑铃
状，北部和南部是布满植被的丘陵，中部则是狭长
的平原，西至避风塘，东至东湾，如图1所示。发
展的核心在中部平原，大部分村庄、商业活动和社
区建设都集中于此。
长洲岛目前的自来水由位于大屿山岛的银矿湾
自来水厂供应。长洲抽水站通过两条位于大屿山岛

500mm的管线输送，直径250mm的管线主要作为紧
急备用。然而，长洲岛2013年及以后平均每天需求
量预计将达到9500m3/d，而直径250mm的管线只有
大约7600m3/d的容量。另外，该管线已经快要到达
它的50年设计寿命。不断增加的不可靠性和供水能
力不足，决定了必须研究各种不同的方法改善长洲
岛的自来水供应。
现有的海底管线从虾须排到长洲岛的大贵湾，
距离约1.4km。虾须排位于南大屿山野郊公园南部

海岸线附近的地表管线和两条横穿北长洲海峡的海
底管线从银矿湾自来水厂的水库里抽水。这两条横
穿北长洲海峡的海底管线直径为250mm和500mm，
分别铺设于1963年和1986年。长洲抽水站将自来水
抽送到长洲岛现有的三个配水池，从这里再通过配
水管将自来水输送给岛上的居民。
北长洲海峡是大屿山芝麻湾半岛和长洲岛之
间的狭窄通道，水深约5~10m。 自来水通过直径为
图1 长洲岛位置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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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无法抵达那里，只能步行或乘船。另一方面，

3.1 海底开挖法
铺设海底管线最常见的一种方法包含3个步

长洲岛的登陆点是一个海滩，海滩附近有一块平原

骤：在海床上开挖沟槽、安装管线和回填。开槽可

地区，靠近现有的供水系统，而且小型车辆沿着狭

以由挖掘或射流法来完成，管线的安装可以利用铺

窄的长贵公路可以到达这个海滩，长贵公路的始端

管船回拖的方法实现。管线被安置就位后，可以选

是重要的码头。

择由底部浇注或其他方法回填沟槽。另一种方案是

边界的芝麻湾半岛东南角，是一个偏远的沿海湾，

2 项目制约因素

只将管线放置在海底，没有其他的保护措施。
要挖掘出一个安放管线的沟槽就要清除海洋沉

在这个项目中要面对许多重大挑战。首先，有

积物。这会对水质产生很大的潜在影响，并且挖掘

一部分工程位于环境易受破坏的大屿山野郊公园南

出的海洋沉积物要求于指定的处理地点进行处理。

部，并且该项目是依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EIAO）

在香港，常用的是抓斗式挖泥机，因为它设备相对

第499章附表2第I部分问题第1条款指定的工程项

简易和轻便，而且成本低，相对而言，吸泥机效率

目。另外，附近有许多渔业活动，包括长沙湾鱼文

更高、更环保，但是成本高。

化区（FCZ）。任何对海床的挖掘或其他干扰都有
可能给海洋生态环境及渔业造成巨大影响。

射流法利用喷射器将海底管线下的土壤破碎，
移除或溶解，使得管线能铺设在海床下面。喷射器

另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北长洲海峡繁忙的海

能将位于其前面的海洋沉积物液化，管线就可以穿

上交通。北长洲海峡是船舶从西面进出香港的主要

过这些沉积物。被液化的沉积物可能悬浮在水柱

通道，经常有去澳门的高速轮渡，以及一些外岛的

里，并对水质产生影响。

轮渡服务和沿河贸易船舶。任何阻碍该海峡交通的

管线可以利用铺管船铺设在沟槽中。在船上将

建设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并且被海上交通所延误。

管道焊接在一起，焊接管的连续长度可以从铺管船

3 改善水供应的方案

延伸到沟槽。铺管船沿着管道的走向慢慢移动，与

对提高长洲水供应恰当性和可靠性的一些方案
进行了评估，包括：
（1）用传统的海底施工方法，在芝麻湾半岛
和长洲岛之间铺设一条直径500mm的管线；
（2）在银矿湾和长洲岛之间铺设10km长的海
底管线；
（3）在长 洲 岛 建 立 一 个 反 渗 透 海 水 淡 化
工厂；
（4）利用水平定向钻进法，在芝麻湾半岛和
长洲岛之间，铺设一条直径500mm的PE管线（有或
没有钢套管）；
（5）在芝麻湾半岛和长洲岛之间铺设两条直
径350mm的PE管线，以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求。

此同时，管的焊接工作继续进行。为使管道降入沟
槽，铺管船的前后都必须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在海
上交通繁忙的区域会造成很大的麻烦，因此，在较
短的交叉口，该方法不适用。
另外一种方法是驳船铺设，该方法在以下两
种情况下适用：在陆地上将管线组合成组，通过对
面的绞车（或铺管船）将管线的第一组铺设在海床
上面，接下来依次焊接连到末尾，管线沿着它的走
向前进。这种方法通常适用于钢管，因为钢管在铺
设时是空的，铺设之后才充水。这些管线的外面都
有一定重量的混凝土包裹，所以，空管可以顺利下
沉，重力和浮力的平衡可以有效减小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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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选择是漂浮下沉法。这种方法是将管道
焊接在一起，浮动牵引到安装位置，然后下沉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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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度电的能量。日产量为9500m3纯水的工厂，每天
就要消耗38000度电的电能。

床上的指定位置。管线的下沉一般通过管线填充或

尽管建造及运营这样规模的工厂没有主要的技

填充连接在管线上的浮箱。由于管线在下沉到指定

术困难，但是建造这样的工厂至少需要占地0.5公

位置之前只能在海面漂浮，所以在施工期间海上交

顷，在长洲岛上找出这样一个合适大小的地方几乎

通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是不可能的。

3.2 在银矿湾到长洲岛之间铺设管线
从长洲岛到芝麻湾半岛之间存在陆地管线，

3.4 水平定向钻进法
针对这个项目要求的1.4km的长度，水平定

如果不建立新的替代管线连接到这些陆地管线，

向钻进需要先挖一个导向孔，导向孔直径一般在

可以用海底开挖方法铺设一条更长的管线（大约
10km），直接通向银矿湾自来水厂。芝麻湾半岛
海岸线附近的陆地管线连接着银矿湾和和芝麻湾半
岛，这些管线很容易受到海底运动的破坏，因此，

100-150mm之间，然后使用扩孔工具逐步扩孔，每
次扩孔可在200-300mm之间，直到达到所需直径为
止。扩孔方向通常与导向孔方向相反，一旦钻孔完
全形成，从钻孔轨迹的一端将管线沿着钻机的方向
拉入孔内。

建设一条直接连接长洲岛和银矿湾自来水厂的10km

安装的管线可以是钢管、聚乙烯管（PE）或

长的新管线，将为长洲岛的自来水供应提供更有力

聚乙烯管外带钢套管。与钢管相比，PE管固有的

的保证。

灵活性使得它比较容易安装，并且允许钻孔路径减

然而，相对于通向芝麻湾半岛的管线而言，

小曲率半径。钢管必须有防腐层和内衬以充分防止

铺设通向银矿湾的管线显然会对环境造成更大的影

腐蚀，以保证其较长的寿命。直径950mm左右的钻

响，也会更昂贵。另外，由于工期更长，海上施工

孔，需要安装直径750mm左右的钢套管，并在钢套

范围更广，会给海上交通带来更大的不便。

管内安装内径500mm的PE管。

3.3 反渗透法

水平定向钻进法的发展已超过20年，可以铺设

代替修建新的长洲管道的另一种方法是在岛上

长度超过2000m，直径1500mm的管线甚至更大的管

建立反渗透海水淡化工厂。反渗透过程将海水作为

线。所以，综合考虑该项目要求的长度和直径，用

原料，用压力使纯水透过半透膜，而半透膜会抑制
盐分的通过。
限制反渗透使用的三个因素是：成本、能源
消耗和废液处理。另外，其他施工过程中的具体问

水平定向钻进方法也不难实现。该方法对于这个项
目的适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岩土条件，合适的钻
头和管道起始、接收位置。
为了尽量完全通过大块岩石，钻孔轨迹和管线
必须很深，以将泄露钻井液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

题，诸如给水质量、位置考虑、进水管及排渣管和

这就要求在发射点和接收点有较长的入口和出口过

扩散器、实用性、能源类型也都限制了它的使用。

渡曲线。入土角一般为8°-15°，并且竖井部分最

海水淡化的反渗透已经成为研究的课题，在香港已

好在钻大半径曲线孔径之前完成。这样，在向出土

经进行了成功试验，并且证明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点弯曲之前就能完成设计深度的长水平钻孔，，为

但是主要缺点是运行成本高。这主要是由于反渗透

方便在回托过程中对管线进行操作，出土角一般保

过程是能源密集型，每产生1m 3纯水，平均要消耗

持在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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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率半径由管线或钻杆的弯曲特性决定，与管
材壁厚和直径有关。钢管或钢套管相对较硬，对于
PE管，这个比例会小一些，因为其曲率半径一般受
钻杆限制而不是受管道限制。最后的钻孔应该足够
大和准确，才能使管道顺利通过。
钻井液管理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钻
井液由基液和添加剂组成，添加剂通常是膨润土。
钻先导孔的过程中，钻井泥浆将返回入口处（钻机
的位置），并被处理回收。但是，回扩和管线牵引
时，一般在穿越的另一面将钻井液收集到机器中，
机器将对钻井液进行处理回收和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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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如 果 有 任 何 钻 井 液 泄 露 ， 都 必 须 采 取 补 救
措施。
在钻孔的一侧必须有足够的空间容纳钻机、钻
井液处理设备、水泵装置和其他相关设备，也要有
足够的存储区存放钻杆和其他耗材。在钻孔的另一
端，必须有可用于焊接和将穿线取出的空间，收集
存储的钻井液必须输送到钻机进行处理和再利用。
3.5 分阶段建设方案——建两条较小的管线
可以随着需求，分阶段地在芝麻湾半岛和长洲
岛之间铺设两条直径较小的管线。这个策略的优势

水平定向穿越可实现更大铺管深度，并且能在

是一些资本的费用被延迟，并且安装第二根管线将

低成本或没有附加成本的情况下将管线安装在岩层

会受益于对地球物理和环境条件的调查，这种调查

下方，因此，可以用最少的维护费用实现最大程度

是在第一根管线的设计和施工过程中获得的。

的保护。与安装在海底或沟槽内的管线相比，用水

会有三条管道，而不是两条，给长洲岛供水。

平定向钻进安装的管线本身能更好的防止波动，海

同时，这可能使长洲岛的自来水供应更有保障，也

底移动和锚破坏。

可以看作是在运作和维修方面的额外职责。如果两

任何海底管线的建设都会对环境和海洋交通造
成影响，但是，与传统的挖槽方法相比，水平定向
钻进造成的环境和海洋交通影响明显减少，因为管
线安装在海床之下很深的地方，在海床及海床上面
没有任何建筑活动。施工期间，影响通常被限制在
入土和出土处以及管线的校准位置。
但是，必须对长距离水平定向钻进的风险加
以认识和管理。导向孔钻机或扩孔器可能卡在钻孔

条管线在同一时期建设，将产生与前面概述的单管
水平定向钻进类似的环境问题。

4 评价各个方案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前面提过的五个方案进行了
评估：可能的资本和运行成本、技术可行性、施工
能力、实施方案、操作和维护问题、环境影响、渔
业影响、文化遗产影响和海上交通影响。
由于高额的资本和运营成本，以及没有合适的

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松散地层，比如，入口点

建厂地点，反渗透方案在早期阶段即被排除。直接

和出口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在钻井开始前

向银矿湾铺设10km海底管线的方案，由于高成本，

往松散地层中夯入钢套管。在牵引过程中，管线也

严重的环境影响和海上交通影响，也被否决。分阶

可能被卡住，但是，只要在插入管线之前能确保钻
孔准确形成和彻底清洗，并严格的管理钻井液和泥
浆，上述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进一步的风险是：会有泄露的钻井液渗入周围
岩石和土壤的缝隙。这会增加开支并对环境造成影

段建设方案——安装两条较小管线而不是单个管
线，很明显可以看出没有任何益处，因为它需要更
长的施工时间和高昂的费用。
在所有考虑到的方案中，水下施工安装管线估
计是成本最低且施工期最短的方案。但是会造成的
严重影响环境及海上交通影响，因此不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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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焊接和串接管线，并用钻机将管线拉进钻孔
里。通常还要求，在连续的拉入钻孔或扩孔之前将
管道焊接成连续的管线。这些因素给工程带来相当
多的困难，因为在芝麻湾半岛一面缺少足够的空间
焊接和穿接管线。但是，由于目的是要在自支撑良
好的岩石里钻孔，无间断地连续拉入管道是不必要
的，因为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发生孔坍塌。因此可以
在将管道拉入钻孔时，将部分管道焊接起来。这样
就不需要去找将整条管线焊接起来的大片场地。然
图2 穿越施工的开始坑和接收坑

水平定向钻进法似乎成为首选，但是，在成
为推荐方案之前它还有一些限制条件和困难需要解
决。管材成为进一步的考虑对象。尽管PE管可以直
接安装到钻孔内，将PE管安装在钢套管里会产生额
外的费用，但是也能带来额外的好处和安全性，还
是值得的。

5 克服水平定向钻进的限制条件

而，困难仍然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向芝麻湾半岛
一面输送管道，在有限的空间实施焊接作业，和环
境压力。
第二个复杂因素是钻井泥浆的处理和回收。
正如之前在3.4部分提到的，在回扩和管道拖拉过
程中，钻井泥浆的收集通常是在与钻机相对的定向
穿越的另一面。然后泥浆再返回钻机一面进行处理
和再利用。在芝麻湾半岛一面收集钻井泥浆将带来

水平定向钻进的两个最大的限制条件是：

环境风险，因此不太可能被接受。即使收集的泥浆

（1）环境问题的处理，（2）为建立开始坑和接收

可能回到长洲岛那面的钻机，也会面临相当大的困

坑及管道焊接和穿线操作安排空间。

难，因为这样会对环境和北长洲海峡的海上交通构

如图2所示，在芝麻湾半岛一面，没有建立钻

成潜在影响。

井液处理回收装置及安装前穿接管线的空间。由于

为了克服上述限制，提出采用正向扩孔方法，

芝麻湾半岛位于南大屿山野郊公园，这是一个环境

而不是通常采用的倒扩孔。虽然不是传统的扩孔方

保护区，该地区内任何形式的建设都有严格的限

法，但该技术在以前的许多工程中已被成功使用

制，这就使得情况更加复杂。但是，在长洲岛一面

（例如LMR钻探有限公司，Loneragan和Lukas）。

有合适的地点，所以，提出大部分的施工设备和活

只要先导孔和随后的扩孔在施工过程中没有破坏孔

动应限制在这一面。因此，为减少任何不良环境因

壁，在芝麻湾半岛一面的钻井液就可以返回长洲岛

素对野郊公园的影响和对野郊公园附近的南区水质

那面的钻机，这样就不需要在芝麻湾半岛收集泥浆

管制区的水的影响，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水平定向钻

然后再输送到钻机。

进方法：将主要的工作区限制在长洲岛一面。这代

为了避免输送管道以及在芝麻湾半岛焊接管

表了水平定向钻进的两个问题：在哪里串接管线，

线，提议将管道从钻机一面插入。由于不可能再用

以及如何对泥浆进行处理和回收。

钻机将管道拉到合适位置，提出在芝麻湾半岛安置

一般的做法是：在与钻机相对的定向穿越的一

一台绞车，利用绞车将管道拉入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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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采用上述对传统水平钻进的改进方法，使
用该方法的困难和限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克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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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深度的海底沉积物，厚度为5.7m-11.45m。
6.2 地球物理海底调查

定向钻进被定为改善长洲岛供水的首选方案，对该

地球物理海底调查的目的是测量海底水平，揭

方案进行不同的研究和现场调查，以确认该方法的

示海底地质材料的大体分布和海底的特征，确定现

适用性。

有电缆，管线的具体分布。

6 现场调查和初步研究
为了证明该方案的可行性而进行了初步研究
和实地调查，主要包括工程地质调查，鉴别土地要
求，地球物理海底调查，海洋调查，沉积物质量评
估，海陆考古调查，用途调查，环境影响评估，公
众咨询。

在2008年，对北长洲海峡进行了4次不同的地
球物理调查，包括回声探测和小水面双体调查、地
震剖面调查、旁测声纳测量，以及地磁测量。回声
探测和小水面双体调查对海底水平进行了详细的测
定。地震剖面调查是为了了解水管干线通道上的地
质演替。旁测声纳测量的目的在于在海底或海底上
方找到物体，比如露头的岩石、废弃的材料和其他

6.1 工程地质勘察
该地点的下面是中粒花岗岩和粗粒花岗岩，并

的人工物品。进行地磁测量是为了检测现有管道和
电缆。

掺杂着长石线斑状的流纹岩，在其中一个被调查孔
里发现了这两种岩石。岩层顶水平面范围在-11.40
到-35.65m之间，大体从海岸到海峡中间递减。

为了设计海底管道的定位，调查的结果以等高
线平面图和制表形式的数据给出。主要海底特征，
现有电缆和管线的位置也都在图上标示出来。

从地球物理资料看出，该海峡的海底沉积物厚
度（包括海底淤泥和沙子）在5.7和11.45m之间，海
底沉积物最厚的区域位于海峡的中心。冲积层厚度
在2—14m之间，不均匀的分布在海峡底部。腐泥层
主要存在于海峡中部（大约450m宽），而在靠近两

管道是由水平定向钻进施工而不是传统的海底
开挖，地球物理海底调查的结果对于检测给水管道
的定位不太重要，因为钻孔轨迹将远低于海床面，
如图3所示。

岸的地方相对较薄。在具体的海洋清理工作进行的

环境评估
环境影响评价的实施解决了一些关键环境问

地点，靠近长洲岛的北长洲海峡。该地点的下面是

题，包括水质、生态影响、渔业影响、文化遗产影

图3 岩土工程和海底的调查

6.3

图4 施工场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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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建筑垃圾的管理，以及施工噪声。
作为该项目的推荐首选方案，改进后的水平定
向钻进形式将环境影响减至最小，并确保海底不会
受到影响。唯一可能的影响来自位于长洲岛的工作
坑。但是，由于提出了正向扩孔，所有和钻井液相
关的工作将在长洲岛的发射场进行，在长洲岛有足
够的工作空间且能实现必要的缓解措施，比如建设
混凝土堤岸避免钻井液流到海中。

7 提出施工方法

2010 年12月

8 结束语
综合考虑多种解决方案，推荐的方案是改进的
水平定向钻进方法，将所有的施工活动限制在定向
穿越的长洲岛一面。这可以通过使用正向扩孔和从
钻机进行管道安装来实现。使用改进的水平定向钻
进方法，主要的通路和交通运输限制可以被克服，
并且，通过排除在芝麻湾半岛的施工，将对南区水
质管制区的水质影响和南大屿山野郊公园的环境影
响减至最小。

图4所示为主要施工场地的一个建议布局。为

尽管将PE管直接安装在钻孔里是可行的，但是

将大部分施工限制在长洲岛一面，有必要从长洲岛

将PE管安装在钢套管里会带来的更多的益处和安全

插入管道，在芝麻湾半岛一面安放绞车将管道拉入

性，因此成为推荐的选择。

钻孔。在芝麻湾半岛现有给水管线附近布满岩石的

尽管在详细设计阶段应该进行更详细的调查，

海岸线限制区，很容易安置一台绞车，在长洲岛安

通过前期进行的多种调查可以得出结论：水平定向

装一条附着在管线上的穿过钻孔的钢索，该钢索可

钻进方法为改善长洲岛水供应问题提供了一个技术

以在管道焊接过程中逐步拉入。

可行和经济效益好的解决方案。

从长洲岛一面至约50m远处的出口钻一个先导
孔，该先导孔作为准备过程孔，然后将钻杆收回钻
机，装上扩孔头，分级进行正向扩孔，直至达到所
要求的直径。
在芝麻湾半岛一面将孔钻通之前停止钻孔，
所有的钻井液和相关岩屑可以返回到长洲岛一面，

鸣谢：在此感谢香港特别行政区水务署允许本文
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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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扩孔至要求的直径，可以将所有的钻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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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直到钻井液被完全清理掉，留下一个充满清水
的孔。钻孔的最后几米将只用水而不是钻井液，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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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管技术在深层地下区域中作用的基础研究
Takashi Senda Hideki Shimada Takashi Sasaoka Kikuo Matsui Masaya Hirai
Tomo Morita 著
蒲 婷 译
摘

要：在日本城市地区的地下有许多公用设施，如污水、自来水、天然气、电路等等。在更深

层的地下区域安装各种管路和电缆的需求正随着城市化而不断扩大。因此，在深层地下区域中的顶管技
术正亟需使用。本文给出了顶管机铺管技术的一些准则和一些行业数据。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粘土层
和砂质土壤中顶管机所受的推进力和摩擦阻力特性。文章还讨论了在土壤中和深层地区的沉积岩中，顶
管机所受推进力的预测方程

关键词：顶管、深部、力学特性

1 前言
顶管技术常用于地下污水管线的非破坏建筑方
法中。顶管机需要通过混凝土管在千斤顶前方安装
推/拉力驱动电机。它利用了泥浆使之在管线周围稳
定土壤和沉积岩。管线周围的土壤和泥浆的具体作
用现在尚不清楚，尤其是在深层地下区域。从这些
观点来看，本研究讨论了在深层地下区域使用土壤
中的泥浆和风化沉积岩的顶管技术的使用情况。

2 结构分析
在一般的顶管铺管技术中，选择稳定的地层
是铺管的条件，然而，对于其他的
地下装置，选择稳定的地层并不是
所有时候都可以，因为这意味着承
包商必须争夺潜水面下的不稳定地
层。
图1给出了顶管技术的方案，它
主要适用于粘性土层和砂质土层，
并且可用于管线直径高达2000mm
的管线隧道建设。方案特征如下：
（1）该方法可用于压力较高的砂层
或富含沙砾的土壤层；（2）该方法
可用于长（最大长度：600m）、弯

（最小曲率半径：50m）隧道。
如今，通过管线周围的泥浆排水，使得该技
术发展能够成功地稳固那些不稳定地层。该系统使
用现代的环境标准。该类泥浆由可分解的花岗岩土
壤，羧基-甲基纤维素，堵漏材料，膨润土，细骨
料和一些其它材料组成。
图2展示了该系统中的混凝土管和土壤。混合
比例随粘度和泥浆泄漏量而变，并且由泥浆是否需
要对土壤有加强作用而定。
该系统使用如下：（1）在起始坑中安装推力
装置，然后再安装驱动机；（2）伸长后桥推力千
斤顶推动驱动机；（3）重复推动过程，如果一根

图1 顶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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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管（长2.5m）完成后，再连接另一根管；
（4）拖管完成之后，在终点基坑收回驱动机。
断面稳定性原则：
在拖管过程中，泥浆被注入到正面并且过切部
分处于混凝土管和土壤之间。泥浆填满土壤中的间
隙后，断面即被稳固。泥浆渗入到地面的一定范围
中，同时增加了断面附近土壤粘度。泥浆形成了一
层不具有渗透性的泥浆膜，有效地控制了与土压力
和地下水压力相关的泥浆压力。
同时，人们认为断面板墙也有助于稳定断面。
泥浆压力随排料泵的旋转次数而调整。计算土压力
的方法有好几种，比如：有效土压力、净土压力、
松土压力等等。一般，带泥浆室的泥浆压力的上限
值通过净土压力，加上地下水压力，加上波动压
力。下限值则为有效土压力，加上地下水压力，加
上波动压力。
为了尽量缩小拖管过程中的变形，维持由地下
水压力所决定的泥浆压力非常必要。泥浆在减少拖
管过程中的摩擦阻力方面扮演着重要作用。然而，
混凝土管周围的土壤和泥浆的具体行为现在并不是
非常清楚。
泥浆所需特性：
在泥浆顶管技术方案中，所用泥浆必须具有如
下特性：
（1）稳定断面，阻止塌方（墙板效应）。
墙板效应即是在断面上形成一层泥浆膜的特
性。通过这层膜，泥浆可以阻止断面塌方。
详细来讲，共有两种效应阻止塌方，即膨润
土液体中胶粒的阻塞效应和端面前方泥浆的灌浆效
应。这些都使得地层具有足够粘性使之稳定。
（2）泥浆粘度

图2 混凝土管和土壤形貌图

2010 年12月

为了形成泥浆循环（将挖掘出的沙砾带到地
表），粘度非常关键，而且，粘度由粘度改进剂控
制。

3 推力预测方程
3.1 推力预测方程推导
基本的推力预测方程的大体形式包括初推力和
土壤与管道间的摩擦阻力。
（1）
F：推力，kN；
F0：初推力，kN；
δ：土壤与管道间的阻力值；
τ0：土壤与管道间的摩擦阻力系数，kN/ma2；
L:顶管长度，m。
日本地下管道协会提出了几个推力预测的经验
公式用于顶管技术。这些公式在理论上考虑了土壤
与管道间的摩擦阻力。
首先，日本地下管道协会所提出的一般预测公
式如下：
基本公式：
（2）
（3）
（4）
Bc ：管道外径，m；
q：管道单位分配载荷，kN/m2；
w：管道单位质量，kN；
μ'：土壤与管道间的动摩擦系数；
C：土壤与管道间的附着系数，kN/m2；
N：标准渗透测试中所得N值；

δ：土壤与管道间的摩擦角，°（假设相交区
压力
）；
：内摩擦角，°。
计算时，最重要的因素即是管道外载荷。计算
外载荷的公式如下：
当计算推力时，竖直和水平方向的土压力需在
管道周围平等考虑，在标准顶管方法中，土压力是
由挖掘松软土壤而产生的（Terzaghi 理论），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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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刚性支撑效应维持。
（5）
2

q：管道单位分配载荷，kN/m ；
W：地面竖直分配载荷，kN/m2；
p：工作负载，kN/m2；
在利用松软土壤压力计算管道载荷时，需考虑
工作负载的影响。（公式（3）的第二种形式）

F = F0 f 0 L

（9）
（10）
（11）

f 0 ：包围面阻力，kN/m；
（6）
（7）

：泥浆室内部压力，kN/m2；
泥浆法中， =地下水压力+20.0 kN/m2；
Pe：剪切阻力，kN/m2；

然而，此公式不适用于内摩擦角 ϕ = 0 的情况

µ ′ ：土壤与管道间摩擦阻力；

当 ϕ = 0 时，采用公式（8）计算松软土壤压

µ ′ = tanϕ 2 ， 内摩擦角；

力。

2

（8）

C ′ ：土壤与管道间附着力，kN/m ；
土壤附着力： C ′ = 8 ；

其中：
q：管道单位分配载荷，kN/m2；

非压实土壤： C ′ = 5 ；

σv ：Teruzagh的松软土壤压力，kN/m ；
2

K 0 ：水平土压力与竖直土压力的比值；
ϕ ：土壤内摩擦角，°；

P0 ：上部负载重量效应 ；
2
γ ：土壤单位重量，kN/m ；

C：土壤粘度，kN/m2；

R0 ：曲率半径，m；

Bc ：管道外径，m。
下级反应被认为以一种相同的速度，并且被分
配以符合地表压力。当考虑管道在接口方向的承载
能力时，通常认为，下级反应是在120°的宽度范
围内产生，以符合上部管道所受土压力。
接下来，使用泥浆的顶管技术的推力预测方程

β：推力衰减系数。如表1所示。
表1 推力衰减系数表
土壤类型

推力衰减系数 β

粘土

0.35

沙土

0.45

沙砾土

0.60

非压实土壤

0.35

3.2 预测公式和现场数据的比较
在使用泥浆的顶管技术方法中，在拖管过
程中泥浆的性能非常重要（Shimada and Matsui,
1997）。因此，为了预测推力和顶管速度，考虑取
决于泥浆和管道间阻力的几个参数非常重要。
表2列出了计算以上预测公式所需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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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从方程（2），（9）中获得的三种推力之间的关

表2 计算预测公式所需的参数
F ජഄऎ
㉝ⷖ
G.L.-2.38m
2.72m
4-14
Ⳉᕘ 1.0m
Bc 1.20m
W 8.29KN / m

ຸᗻ䋼
ഄϟ∈ሖ
Ϟ㽚ችሖ⏅ᑺ
Nؐ
䅵ㅫ᠔䳔খ᭄

Cc

0 KN / m 2

B

0.45

t

M

0.10m

Cc

M

8.00 KN / m 2

B

0.35

t

由回归分析所得。两图中为了预测推力，给出了三
种直线，均指出随推进力的增加，推进距离增加。
这说明了为什么增加推进距离会增加管道所受摩
擦。由于泥浆粘度的增加，自起始坑后推进距离为
0$

11m时，F城的现场数据就不再线性相关。

0.08m

35.40 KN / m 2

Pw 101.10 KN / m 2

Pe 150.00 KN / m 2

Pe 150.00 KN / m 2

Pw

系，以及F城和H城各自的现场数据。现场数据线是

H ජഄऎ
᳝ᴎ㉝ⷖ
G.L.-1.00m
8.15m
2
Ⳉᕘ 0.8m
Bc 0.96m
W 5.31KN / m

30 $

2010 年12月

将从预测公式（2）和（9）中得到的结果与从
现场数据中得到的直线相比较。
从比较中可知，管道周围的摩擦阻力并不合
理，因此，应该采用由现场数据所得的图。
首先，考虑到先前，初推力在图3（a）和
（b）中被表示为纵坐标上的轴段。方程（2）中计
1

算的初推力为推进开始时接头区的单位推力。另一
方面，方程（9）中定义的为推进开始时接头区单
位推力与泥浆压力之和。因此，比较方程（2）、
（9）和现场数据可明显看到，采用泥浆的顶管技
术方法的拖动性能与所有预测公式中的拖动概念不

a

同。
泥浆顶管技术中，泥浆被注入到安装在驱动电
机前方的表面。在表面被轮辐式的刀具搅拌之后，
管道即到了前面，同时，切削油也被图1中的排出
管线从表面移开。通过注射的泥浆使表面的油能够
保持稳定。因此，初推力也取决于泥浆压力。
其次，考虑到后者，土壤与管道间的阻力也
可被定义为从预测方程中所得的每一条线的斜度。
图3（a）和（b）指出从现场数据所得的斜度比从
两个公式计算所得斜度要小。现场数据和公式中斜

b
图3 推进距离与推进力之间关系

度的不同归因于对施加于管道上的载荷估计的不准
确性。正如先前所述，在拖动过程中，泥浆被注入

F城地区的井田的轴向深度为2.72m。混凝土

到土壤和管道间的表面和过切区域。在泥浆填满土

管厚度为1000mm，总的推进距离为203.5m。在该

壤缝隙之后，土壤的稳定取决于泥浆压力。因此，

点，已经获得了160m的推进距离。土壤为粉砂。另

由于泥浆压力阻止了过切区域的塌方，在推进过程

一方面，H城地区的井田的轴向深度为8.15m。土壤

中，土壤并不与管道接触。很明显，推力的增加取

为有机粉砂，混凝土管厚度和总的推进距离分别为

决于管道与泥浆间的阻力。

800mm和340.7m。已获推进距离约为300m。

3.3 完善预测公式
为了做一个合适的设计，建立一个精确的预测

图3（a）和（b）显示了自起始坑的推进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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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非常必要。如前所述，泥浆顶管技术中的拖动

道与土壤间并没有直接接触，剪切强度可用泥浆和

性能与先前提出的预测公式中的拖动概念不同：必

管道间的值表示。

须研究一种可选的预测方法。

考虑已有的顶管公式和现场数据，可发现已有

在推进过程中，预测其推力以分析机构中的土
壤稳定性更加重要。首先，已经得出初推力取决于

的公式对于预测顶管推力并不合适，因此得出了如
下的新公式：

泥浆压力的结论。这说明了为什么通过注射泥浆可

（15）

以使土壤在管道表面保持稳定。因而，计算初推力
F：顶管推力，kN；

的预测公式的第一种形式可如下：
（12）

Pw：泥浆压力，kN/m2；
Bc：外径，m；

此处，Pw=泥浆压力，kN/m2；

2

Bc=管道外径，m。
其次，预测公式的第二种形式中用 代表管道周
围摩擦阻力，其取值决定于使管道与周围土壤接触
的覆盖层压力对管道的影响。

β ：泥浆到土壤的渗透压力，N/m ；
µ ：泥浆与管道间的动摩擦系数；

C：泥浆与管道间的粘着力，kN/m2；
L：顶管距离，m。

4 此公式在深层地下层中的应用

τ 0 = Tµ + C ′

（13）

其中，T=由覆盖层压力和管道重力施加于管道

最后，利用现场数据和上面的公式，讨论了在
拖管过程中泥浆的作用。
为了确认泥浆对周围土壤的作用，需要稳定的

表面的载荷；

泥浆压力以使周围的土壤可以封堵地下水和阻止表
面塌方（Shimada and Matsui, 1997）。在推进过程
中，泥浆对于减少摩擦阻力也非常重要。

µ ′ =土壤与管道间的动摩擦系数；
2

C ′ =土壤与管道间的粘着力，kN/m 。
正如前面所述，在拖管过程中，泥浆被注射到
混凝土管与土壤间的表面和过切区域。泥浆压力总
载荷作用于管道表面。在泥浆顶管技术的托管过程
中，土壤并不与管道直接接触。管道周围的摩擦阻
力应该使用泥浆与管道之间的阻力值。因此，公式
（14）应该用如下的形式：

为了从公式（14）中获得泥浆和管道间的摩擦
阻力，需知道泥浆和管道间的动摩擦系数和粘着力。
然而，在有些例子中，为了获得现场数据，上
述数据会是受限的。因此，泥浆与管道间摩擦阻力
值的变动需要被测定。
为了测定摩擦阻力值的范围，对公式（1）进
行变形如下，其中用 τ 0 代替 τa ：

（14）
其中， τa =泥浆与管道间的摩擦阻力，kN/m2；
Pw=泥浆与管道间的动摩擦系数；
C=泥浆与管道间的粘着力，kN/m2。
根据已有的顶管公式和现场数据，本文提出了

τ0 =

F 0
F 0
=
δL
πBcL

（16）
初推力F0由公式（12）计算得到并代入公式
（16），可以得到泥浆与管道间的摩擦阻力。

一个新的公式。在已有的公式中考虑了管道与土壤

图4、5、6给出了推进距离、覆盖层厚度和土

间的剪切强度。然而，在本方法中，泥浆被注射到

质类型与摩擦阻力之间的关系。表3和表4列出了得

了过切区域的外部并形成了隔离层，因此，假设管

到先前关系所需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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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指出了由于化学灌浆泥浆对土壤的增强作

则较小的推进力可用于更深的地下区域，因为对于

用，在推进开始段所获得的结果存在分散性。在推

不同的土壤类型都可以使摩擦阻力维持在一个较低

进到一定程度之后，摩擦阻力趋近于某些定值。

的值。

图5展示了管道直径与地表覆盖范围的比值的

在顶管中注射泥浆可以降低管道与土壤间的摩

关系。不考虑土壤类型和覆盖层深度，摩擦阻力值

擦，阻止土壤松动和产生防水效应。因此，在施工

2

的变化范围为0.3到3.0kN/m 。

过程中，必须考虑注射压力，注射量和土壤类型。

这指出如果土壤中泥浆的作用能保持在最佳条

考虑地下水的不同作用也很重要，比如：稀释

件下，则在不同的土壤类型和覆盖层深度下，泥浆

或者降解地下水，扩散到土壤中等等。由于在工作

顶管技术可以在推进过程中保持一个较小的推进力。

中顶管需要工作很长时间，因此泥浆的质量必须保

如先前提到，顶管技术常作为一种特殊方法用

证，尤其是保证在高渗透性土壤中具有良好性能。

于地下污水管线的非破坏建筑中。即使这项技术用
于更深的地下区域，泥浆与管道间的摩擦阻力和初

5 结论
本研究分析了预测公式以解释推进力和摩擦阻

推力还是可以用公式（15）估计。
由此，如果切削工具和排料系统能有所发展，

力的特性。如果土壤中泥浆的作用能保持在最佳条

表3 获得推进距离和摩擦阻力间关系所需现场数据（覆盖层深度10m）

F城地区(1)

F城地区(2)

M城地区

K城地区

H城地区

土壤类型

粉砂

沙质

沙质

粘质沙土

有机粉砂

覆盖层深度，H

2.72m

5.14m

6.36m

9.37m

8.15m

地下水层

G.L.-2.38m

G.L.-2.88m

G.L.-2.10m

G.L.-2.99m

G.L.-1.00m

N值

4-14

15-22

15-20

31-50

2

内径，D

1m

0.8m

0.8m

0.8m

0.8m

外径，Bc

1.2m

0.96m

0.96m

0.96m

0.96m

泥浆压力，Pw

43.5kN/m2

72.7 kN/m2

97.4 kN/m2

93.8 kN/m2

121.5 kN/m2

终点摩擦阻力，t0

1.10kN/m2

1.70 kN/m2

1.20 kN/m2

1.20 kN/m2

0.40 kN/m2

H/D

2.27

5.35

6.63

9.76

8.49

表4 获得推进距离和摩擦阻力间关系所需现场数据（覆盖层深度10-20m）

H(67)城地区

H(64)城地区

T城地区

M城地区

K城地区

土壤类型

沙砾

沙砾

有机粉砂

粉沙砾

砂质

覆盖层深度，H

10.18m

10.18m

13.36m

19.57m

19.39m

地下水层

G.L.-1.00m

G.L.-1.00m

G.L.-2.00m

G.L.-1.50m

G.L.-1.10m

N值

30

30

2

19-50

9-50

内径，D

0.8m

0.8m

1.1m

0.8m

0.9m

外径，Bc

0.96m

0.96m

1.31m
2

0.96m

泥浆压力，Pw

130.0kN/m

130.0 kN/m

终点摩擦阻力，t0

1.40 kN/m2

0.80 kN/m2

0.38 kN/m2

1.05 kN/m2

0.94 kN/m2

H/D

10.60

10.60

10.20

20.39

17.95

100 kN/m

2

1.08m

2

192kN/m

2

50 kN/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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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推进距离与摩擦阻力间关系图

图5 摩擦阻力与覆盖层关系

件下，则在不同的土壤类型中，摩擦阻力持续维持
在一个较小的值。然而，为了更好的理解顶管技术
的性能，尚需更多的研究和现场数据。
感谢：感谢阿尔法土木工程有限公司的土木工
程师和职员在项目研究过程中给予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Cole,J.M. (1977). Pipe jacking Case Histories.
Tunnels and Tunneling, July : 91-93.

[2]

Hough, C.M. (1978). Pipe jacking Case Histories.
Tunnels and Tunneling, April : 51-52.

[3] Katano, S. and Ogawa,T. (1994). Effect of Slurry
Shield Tunneling in Soft Alluvial Clay on an
Adjacent
[4] Underground Subway Structure. Proc. of Int.
Congress on Tunneling and Ground Conditions :
151-156.
[5]

McFeat-Smith,I. and Herath, P.S. (1994).
Construction of Large Sized Sewers by Slurry
Machines in Hong

[6] Kong’s Bouldery Soils. Proc. of Tunneling and
Ground Conditions : 41-47
[7] Shimada, H. and Matsui,K. (1995). Shallow Tunnel
Drivage by Using Long Distance Curve Method.
Proc. of

图6 摩擦阻力与土质类型关系

[8] the 26th Sympo. on Rock Mechanics : 216-220 (in
Japanese).
[9] Shimada,H. and Matsui,K. (1996). Stability of Soil
around Shallow Tunnel Using Pipe jacking. Proc. of
Mining
[1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287-292.
[11] Shimada,H. and Matsui,K. (1997). Effect of Mud
Slurry on Surrounding Soil in Using Pipe Jacking.
Proc. of the
[12] 1st Asian Rock Mechanics Sympo. : Vol.1,
221-226.
译自：Paper #49－<International No-Dig 2010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朱文鉴 校

34

第5期

非开挖技术

No.5

2010 年 12 月

Trenchless Technology

Dec. ,2010

关于曲线顶管的顶推力的研究
K. J. Shou J. M. Jiang 著

刘娇

译

（台湾台中市国立中兴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摘

要：在顶管过程中，顶推力在平衡抵抗力和推动管线向前移动时起决定性作用。曲线顶管

的驱动机构比直线顶管复杂，所以它的顶推力也是更加难确定。这个研究理论地探索了曲线顶管的顶推
力，主要通过考虑土压力的静力平衡、剪切面的抵抗阻力，管面摩擦力以及管线后面的推动力。这种派
生的理论公式可以用来评估直线顶管或曲线顶管的驱动力。案例研究运用理论公式和经验公式相结合来
进行。经过校准，修正过的公式是更加的精确实用。

关键词：曲线顶管、顶推力、力平衡

1 前言
现在大部分城市地区，地下管线的结构在发生
着不断地变化。传统的切割和覆盖方法不仅造成交
通拥堵和造成污染，而且妨碍了商业活动。总之，
切割和覆盖方法不得不以牺牲越来越多的社会成本
为代价。鉴于这些不足，产生了许多可替代的非开
挖施工方法。
非开挖施工方法的实施在发达城市中心应该
还存在很多困难，由于像十字路口、狭窄的弯道、
已经存在的地下管线和建筑等障碍存在。可能在很
多情况下，中轴线不能被挖掘。可行的解决方案是
避开全方位点建立工作杆以及使用曲线顶管施工方
法。
在顶管过程中，管线可能在不平衡或过多顶推
力引起的应力集中作用下产生破坏，从而对顶管造
成困难。相对而言，曲线顶管的驱动机构是更加复
杂，因此它的驱动力也是更难确定。这个研究就是
运用静力平衡理论推导曲线顶管的顶推力公式。

2 相关研究回顾
一般来说，分析顶管的机械特性必须做出详细
简明的假定。比如说，假设材料是各向同性、均匀
的，具有线弹性特性，接下来包含定量的分析以及
获取发现解决方案的研究方法。不幸的是，就来自

理论评估的数据是否可用而言这些假设在一定程度
上偏离了真实世界的问题。 另一方面，许多研究者
已经经验地介绍了工程规划的应用公式。
Nanon 在1996年通过总结每个管线弯曲截面之
间存在的V形间隙调查了曲线顶管过程中产生的作
用力和建筑中遇到的问题。因此，每个管线之间
的偏心推力通过V形的终端传递。而且由偏心推力
导出了驱动力系统。威在2005年分析了直线顶管和
曲线顶管的轨道补偿，提出管道固有的两个应力状
态：第一种发生在顶推力偏心地分布在管道的同一
侧；第二种出现在顶推力分布在管道两侧。由于包
含在曲线顶管中的几何学关系，管道间顶推力的传
递出现在内侧并且产生偏心顶进。当两个相邻管道
之间存在偏移角时，就会出现向外的导引力从而产
生旋转力矩。
Broere 在2007年调查了在泥土中挖掘弯曲地下
隧道所用到的隧道掘进机的力和运动。Broere 的研
究显示在曲线顶管时隧道掘进机的运动包括偏转和
旋转部件。Broere 的研究接着去调查了弯曲双盾隧
道掘进机的曲线顶管，模拟了掘进时隧道掘进机的
平衡力曲线图，从而获得了一个变化力矩公式。变
化力矩为0时表明隧道掘进机只经历了运动的变化
却没有旋转，而当力矩变化不为0时表明隧道掘进
机不仅有运动变化还要旋转。
Chen在2008年用静力平衡分析曲线顶管时施加

第5期

K. J. Shou J. M. Jiang 著 刘 娇 译：关于曲线顶管的顶推力的研究

35

在管道上的作用力，检查了水平土压力、剪切面的
表面抵抗力以及沿着特定轨迹顶进顶管的全部顶推
力之间的关系。Chen 的分析分为三个部分：开始
管道部分、中间管部分、终端管部分。Chen 的研
究假设对水平土压力的反应分布是连续的，意味着
一个特定管道部分的水平土压力传递到下一部分管
道。Chen 的研究运用累积的水平土压值去计算管
道的静力平衡和每一部分的顶推力进而逐一地推导
地压。
这篇论文借鉴了Chen 的观念，但是改善了水
平土压力的考虑。最大限度的感应土压力设为未知
并且根据静力平衡原理得到解决。改进的静力平衡
方面的考虑被用于决定弯管顶进时的外力分布。

3.1 第一段管道分析
图1和2阐明了详细的顶视图和作用在开始管

3 顶推力的理论推导

（5）土壤和管道接触引起的摩擦阻力。

在这个研究中，曲线顶管被分别地分析为：
开始管道部分、中间管道部分和终端管道部分。除
了开始和终端部分的管道直接与直线管道部分相连
外，弯曲截面的管道能用中间管道进行分析。这个
研究假设土壤具有均匀和各向同性的性能。与Chen
的假设不同，这个研究认为相邻管道感应水平土压
力分布是不连续的。相邻管道部分的外力传递被限
定为只有顶推力。在顶推力的分析和推导中，剪切
面的阻力被用于直接计算全部顶推力；全部的顶推
力也可以通过逆运算计算剪切面的阻力。对于上面
的正逆运算，每个管道部分的水平土压是相同的。
尽管公式是基于正运算，逆运算可以通过转换未知
数和已知数而用相同的公式。

图1 开始管道驱动力系统的顶视图

道部分的力的横断面。这个研究只检验了水平方向
的管道顶推力。管道表面将会在下面考虑和计算描
述；积分法被用在获得不同方向的全部表面负载。
为了便利，这个研究假设最顶端管道方向角是零度
而且角度沿顺时针方向递增。弯曲部分的外表面区
域范围是从0到π之间，内表面区域的范围是从π
到2π。
作用在每个管线部分的主要外力包括：（1）
顶推力、（2）顶推阻力、（3）静态水平土压引
起的力、（4）为了保持平衡的土压力引起的力、
开始部分的阻力是指剪切面的表面阻力。然
而，对于其他部分，顶进阻抗力指的是前一部分的
顶推力。管道各部分的静态土压力没有不同，并且
作用在管道上的合力是一致的。合力均匀地作用在
管道上，不会影响管道的静力平衡。但是，由静态
土压力引起的摩擦力会对静力平衡产生影响，所以
有必要去计算出水平土压的合力。
静态土压包括在顶端的垂直土压σv（kN/m2）,
底端的垂直土压σ’v（kN/m2）以及两端的水平土压
σh（kN/m2）；公式表达如下：
σv=r×H
（1）
（2）
σ'v=r×(H+d)
σh=r×(H+ )×K0
（3）
K0=(1-sinφ')
（4）

图2 驱动力系统的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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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γ表示土壤的单位体积重量（kN/
m ）；H表示地表面到管道顶端的距离(m)；d表示
管道的直径（m）； K0表示水平土压的压力系数；
φ'表示土壤的内摩擦角（。）。静态土压的合力从
3

属于作用在管道上的上部土压所引起的力。

2010 年12月

行静力平衡分析可以推导得出公式:
∑Fy=(合力P0)+（外部摩擦力的合力）+（内部
摩擦力的合力）+（管重引起的摩擦力）- （合力T1
沿Y方向的分力）=0
（6）

（1）X方向的受力平衡

（3）Z方向在A点引起的力矩

受力平衡公式中沿X方向的外力包括：顶推力

如果管道不旋转，管道任一点的力矩都为零。

沿X方向的分力，静态土压引起的力，用于保持平

简单起见，这次研究以Z轴在A点（A点作用在管道

衡的土压。公式是通过对外力进行静力平衡分析推

的拐角处）引起的力矩为例说明，随而推导出力矩

导而来的。土压的分布情况如图3和4 所示。

平衡公式。并且沿顺时针方向的力矩与沿逆时针方

∑Fx =(反作用力T 1的X方向分力)+（内部土压
力的合力）-（外部土压的合力）=0

（5）

（2）Y方向的受力平衡
受力平衡公式中沿Y方向的外力包括：顶推力
沿Y轴方向分力，由静态土压力引起的摩擦力的合
力，用于保持力平衡的感应土压所引起的摩擦力的
合力以及管道重力引起的摩擦力。利用这些外力进

向的力矩相等。
∑Mza=逆时针力矩-顺时针力矩=（T1产生的力
矩+ P1.1产生的力矩）-（P0 产生的力矩+ P2.1产生的
力矩+ P in.1摩擦力产生的力矩+ P 2.1摩擦力产生的力
矩+Pout.1 摩擦力产生的力矩+P1.1 摩擦力产生的力矩+
Fpw.1感应重力产生的力矩）=0
（7）
上面的公式能被用于计算三个反作用力未知变
量：顶推力T 1，保持静力平衡的感应土压力σ1.1，保
持静力平衡的诱导土压力 σ2.1。
3.2 中间管道的分析
图5显示了中间管道部分的受力系统顶视图
(m=2~N-1)。运用相似的方法，静力平衡公式可以
推导如下：
（1）X方向的受力平衡

图3

图4

保持平衡的水平土压顶视图

保持平衡的水平土压的透视图

∑Fx =(反作用力Tm-1的X方向分力)+（内部土压
力的合力）-（外部土压的合力）=0
（8）
（2）Y方向的受力平衡

图5

中间管受力系统顶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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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Tm-1在Y方向的分力)+（外部摩擦力的合

生的力矩+ P2.N产生的力矩+ Pin.N摩擦力产生的力矩

力）+（内部摩擦力的合力）+（管重引起的摩擦

+P2.N摩擦力产生的力矩+Pout.N摩擦力产生的力矩+P1.N

力）-（Tm沿Y方向的分力）=0

摩擦力产生的力矩+Fpw.N诱导重力产生的力矩）=0

（9）

（3）Z方向在A点引起的力矩

（13）

∑Mza =逆时针力矩-顺时针力矩

类似地，上面三个方程可用来计算三个未知的

=（Tm产生的力矩+ P1.m产生的力矩）-（Tm-1产

反作用力变量：顶推力TN，保持静力平衡的土压力

生的力矩+ P2.m产生的力矩+ Pin.m摩擦力产生的力矩+

σ1.N，保持静力平衡的土压压力值σ2.N。第N段管的

P2.m摩擦力产生的力矩+ Pout.m摩擦力产生的力矩+ P1.m

解答可以引用第N-1段管的解答。

摩擦力产生的力矩+ Fpw.m诱导重力产生的力矩）=0

这个研究用数学软件解出随后每一段管的分析

（10）

解。然后将这些解答编辑为数学程序语言以用于更

等式8到10可用来计算三个未知的反作用力变

多的应用软件。已经建立的数学程序可用来计算不

量：顶推力Tm，保持静力平衡的诱导土压力σ1.m，

同弯曲管道状况下的顶推力。另外，也能反过来从

保持静力平衡的诱导土压力σ2.m。第一部分管道的

顶推力计算剪切面的反作用力。

T1可引用来解答第二部分（当Tm-1中m=2时），这样
一来，驱动力从第一段管传递到第二段管。以此类
推，其他中间管道的解答也可以随之解决，力可以
从第二段管传递到第N-1段管。
图6是终端管道（第N段管）详细的顶视图；
静力平衡公式描述如下。

个研究包括用推导得理论公式和一些经验公式来
和弯曲管道几何尺寸是：长1.5m，外径2m，内径
1.65m，曲率半径50m。直线和弯曲管道都被考虑
为五段管道。

（1）X方向的受力平衡
∑Fx =(反作用力TN-1的X方向分力)+（内部土压
（11）

（2）Y方向的受力平衡
∑Fy=(TN-1在Y方向的分力)+（外部摩擦力的合
力）+（内部摩擦力的合力）+（管重引起的摩擦
力）- TN =0

对嘉义市的一次顶管施工进行个案研究。这
计算顶推力并且为理论公式推导标准系数。直线

3.3 终端管道的分析

力的合力）-（外部土压的合力）=0

4 案例研究和校正

（12）

（3）Z方向在A点引起的力矩
∑Mza=逆时针力矩-顺时针力矩
=（TN产生的力矩+P1.n 产生的力矩）-（TN-1产

用来比较顶推力的计算公式包括Osumi在2000
年介绍的公式。这个公式仅仅用在直线部分的摩擦
反力计算，有必要和其他的方法共同使用来计算剪
切面的摩擦反力。这个研究也选用了通过JMTA顶
推力计算推来的经验公式。已有的经验公式和推导
的理论公式相比较得到标准参数。
在剪切面表面反力的计算方面，Staheli在2006
年总结了研究者们的不同的顶推力经验公式，但是
那些公式表明剪切板面的剪切应力会受到主动土压
和被动土压之间的压力的影响。剪切面的作用力取
决于顶管施工的机械和方法，也和超前率以及碎石
排出条件有关。很多情况下，我们必须增大超前速
率来提高进度，这同样也引起了接近主动土压的剪
切面压力。因此，这个研究适当地假定剪切面压力
等于主动土压。
顶推力经验公式必须和其他公式一起用来将那
个直线顶管公式改变为曲线顶管公式。这个研究利

图6

最后一段管受力系统的顶视图

用通过JMTA推导得曲线顶管公式去改变其他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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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顶管公式。大部分的顶管经验公式涉及到包含实

作用的摩擦系数在0.1到0.3之间。一般认为管道和

例比较和简化等基本推导，这些公式用来保证实际

土壤之间的摩擦角是土壤内摩擦角的 到 。如果内

顶管建筑中顶推力的一致性。根据建筑中的实际条

摩擦角是30°,内表面的摩擦系数将近似为0.1763。

件，这份报告中推导的理论公式还没有得到验证。

Shou（2007）表明摩擦系数因所用润滑剂的不同而

例如，实际顶管施工总是涉及到过度切割而不是完

不同。高聚合粘土的摩擦系数是0.129，膨土岩大概

全的土壤和管道接触。这就是造成用理论公式得到

是0.4，无润滑剂的砾石地层大约是0.523。五个摩

的摩擦反力和顶推力过高的原因之一。

擦系数运用各种经验公式共同计算顶推力。直线管

这次研究用不同的摩擦系数来做仿真。根据润

部分的结果显示在表1中，弯管部分的结果显示在

滑条件的类型，摩擦系数 可以取作：0.1、0.129、

表2中。计算结果显示出了不同公式结果以及不同

0.1763、0.4和0.523。根据Scherle（1977），有润滑

参数组得到结果的差异。

表1

公式

摩擦系数

直线管部分的顶推力计算结果

P0(kN)

单元摩擦力

总摩擦力

顶推力F(kN)

标准系数

365.700

58.479

438.593

804.293

0.459

710.000

41.200

309.002

1019.002

0.323

Ⅲ

365.700

127.360

955.198

1320.898

-------

Ⅰ

365.700

66.327

497.455

863.155

0.404

710.000

49.049

367.864

1077.864

0.299

Ⅲ

365.700

164.294

1232.206

1597.906

-------

Ⅰ

365.700

79.128

593.461

959.161

0.352

710.000

61.849

463.870

1173.870

0.275

Ⅲ

365.700

224.535

1684.015

2094.715

-------

Ⅰ

365.700

139.668

1047.512

1413.212

0.274

710.000

122.389

917.921

1627.921

0.240

Ⅲ

365.700

509.439

3820.794

4186.494

-------

Ⅰ

365.700

172．956

1297.169

1662.869

0.260

710.000

155.677

1167.578

1877.578

0.234

365.700

666.092

4995.688

5361.388

-------

Ⅰ
Ⅱ

Ⅱ

Ⅱ

Ⅱ

Ⅱ
Ⅲ

0.1

0.129

0.1763

0.4

0.523

Ⅰ：Osumi，Ⅱ：JMTA，Ⅲ：理论公式。

第5期

系数的关系如图7所示。摩擦标准系数从0.234降到
0.459,这就表明：摩擦系数高时，理论公式将会高
估顶推力。因而，对理论公式的修正是必要的。如
图7所示。

由于不同的经验公式也许会做各种不同程度的
修正或简化，摩擦力的比例有可能和摩擦系数的比
例不一致。因此，这个报告中理论公式的标准系数
随着摩擦系数的变化而不同。摩擦标准系数和摩擦
表2

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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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系数

曲线顶管部分的顶推力计算结果

直线部分的

P0(kN)

单元摩擦力

弯曲部分的 弯曲部分的
单元摩擦力

总摩擦力

顶推力F(kN)

Ⅰ

------

58.479

365.700

61.414

460.608

826.308

Ⅲ

Fc=0.459

58.458

365.700

62.464

468.477

834.177

------

41.200

710.000

43.268

324.512

1034.512

Ⅲ

Fc=0.323

41.137

365.700

43.956

329.669

695.369

Ⅲ

------

127.360

365.700

136.086

1020.647

1386.347

Ⅰ

------

66.327

365.700

67.413

505.598

871.298

Ⅲ

Fc=0.404

66.375

365.700

72.452

543.389

909.089

------

49.049

710.000

49.851

373.886

1083.886

Ⅲ

Fc=0.299

49.124

365.700

53.622

402.162

767.862

Ⅲ

------

164.294

365.700

179.336

1345.022

1710.722

Ⅰ

------

79.128

365.700

80.423

603.176

968.876

Ⅲ

Fc=0.325

79.036

365.700

89.424

670.679

1036.379

------

61.849

710.000

62.862

471.464

1181.464

Ⅲ

Fc=0.275

61.747

365.700

69.862

523.968

889.668

Ⅲ

------

224.535

365.700

254.045

1905.337

2271.037

Ⅰ

------

139.668

365.700

141.955

1064.659

1430.359

Ⅲ

Fc=0.274

139.586

365.700

194.445

1458.334

1824.034

------

122.389

710.000

124.393

932.947

1642.947

Ⅲ

Fc=0.24

122.265

365.700

170.316

1277.373

1643.073

Ⅲ

------

509.439

365.700

709.652

5322.387

5688.087

Ⅰ

------

172.956

365.700

175.787

1318.403

1684.103

Ⅲ

Fc=0.26

173.184

365.700

279.368

2095.263

2460.963

------

155.677

710.000

158.225

1186.691

1896.691

Ⅲ

Fc=0.234

155.865

365.700

251.432

1885.737

2251.437

Ⅲ

------

666.092

365.700

1074.494

8058.704

8424.404

Ⅱ

Ⅱ

Ⅱ

Ⅱ

Ⅱ

μ=0.1

μ=0.129

μ=0.1763

μ=0.4

μ=0.523

Ⅰ：Osumi+JMTA,Ⅱ：JMTA，Ⅲ：理论公式，fc：标准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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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这个未知变量。另一方面，为了将偏心距包括为
一个未知数，我们可以通过简化排除未知数中的一
个。建议未来的研究能涉及更多的情况介绍以便于
使理论公式更加坚固实用。
参考文献：
[1] Broere, W. (2007). Modeling the Boring of Curves
in (very) Soft Soils during Microtunnelling, Tunneling
and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 Vol. 22, No. 5-6,
pp 600~609.
[2] Chen, C.J. (2008). Physical Modeling and Jacking
Force Analysis of Curved Pipejacking, Master thesis,
NCHU.
图7

[3] Nanno, T. (1996). A Method for Driving Curved

不同摩擦系数的理论公式的标准系数

在弯曲部分的仿真中，理论公式被Osumi

Pipe-jacked Tunnels, Trenchless Technol. Res.,
经

验公式和JMTA经验公式证实。修正后的摩擦反力
公式也被用来对比（参见表2）。这个报告用JMTA
经验公式来计算弯曲管部分的顶推力。结果显示理
论公式得到的摩擦力比经验公式的大。摩擦系数的
增大导致了摩擦反力不合理的增大，既表明了高摩

Vol. II, No. 2, pp.3~25.
[4] Japan Micro Tunneling Association (2000). Pipejacking Application. JMTA, Tokyo.
[5] Osumi, T. (2000). Calculating Jacking Forces for
Pipe Jacking Methods, No-Di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ctober,2000, 40-42.
[6] Shou, K.J., Yen, J. and Liu, M. (2007). Frictional

擦系数下的计算参数是不可取的，也表明公式不适

Property of Lubricants and Its Influence on

用于高摩擦力的状况。然而，在高摩擦系数时，摩

Pipejacking, Sino-Japan No-Dig Seminar, Taipei,

擦力引起的附加力矩比偏心顶推力引起的力矩高很

pp.R1~8

多。这就导致一个较高的感应土压和附加摩擦力。

5 总结建议
这份研究的主旨是曲线顶管施工的顶推力理论
推导。它可以评估直线部分的顶推力也可以评估弯
曲部分的。由于不切实际的假设理论公式高估了
顶推力，然而，修正后的公式能作一个较合理的
估计。
弯管部分误差的主要来源可以归结为附加的顶
推力未知偏心距离。按静力学研究法来说，力的系
统确实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缺少一个公式意味着
一个解不能直接得到。必须引用另外一个方程式来

[7] Staheli, K. (2006). Jacking Force Prediction: An
Interface Friction Approach Based on Pipe Surface
Roughness,Dissertation,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8] Wei, G., Xu, R. and Huang, B. (2005). Analysis
of Stability Failure for Pipeline during Long
Distance Pipe Jacking,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Vol. 24, No. 8, pp.
1427-1432 (in Chinese).
译自： Paper #27－<International No-Dig 2010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朱文鉴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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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岩和卵砾石土中进行小口径管道
长距离曲线顶管的实例
Tomonori Majima

Kunihiro Maeda 著 郑博文 舒宗运 译

（1、日本东京，Commuture公司，销售部总经理；2、日本东京，Airec工程公司，销售部总经理）
摘

要：随着城市功能的发展，可以推测在未来各种生活管线设施，如供水和排污系统、电力、

燃气、通讯等管线的安装将会增加。在安装这些管线设施时，有大量问题如道路交通的中断，管道埋
置深度的增加，周围建筑物的振动，噪音的减少等需要考虑。ACEMOLE法是一种小口径管道的顶管方
法，它能解决在长距离/曲线顶管中遇到的这类问题。除为了解决光学定位而采用的“激光目标”系统
的标准外，该系统配备了一个“电磁方法/流体压差法”仪器，还可以利用独特的“棱镜”曲线位置检
测测量系统，它能够保证准确定位和控制，这是电磁法所不能替代的，因为电磁法受到周围磁场、地下
设施、顶管深度的干扰阻碍。

关键词：基岩、小口径管道、曲线顶管

1 简介

800m的管道铺设。

这项工作授权于东京都政府下水道局。由于
地下为深层基岩和卵砾石土，采用明挖法施工较为
困难，所以采用小口径管道顶管方法，完成了总长

2 施工方法的选择

图1 多摩河实况

2.1 选择点
施工现场为411道路（青梅街道）沿线，连接
东京中心和东京市民经常去的休闲区奥多摩湖。由
于施工现场包括了沿着多摩河的道路，这些道路不
仅绵延很长，而且繁忙又弯曲，如图1所示。两岸
有很多私人住宅、旅馆、商店，因此考虑到现场的
环境状况，必须选择可行的施工方法。
设计条件如下：管道直径设计：250mm；总
长度设计：804.85m；梯度设计：5.0％~9.0％ ；
占用情况：占用单向道路交通；土壤条件：基岩
（qu=20MN/m2）；检查井之间的距离：最大约100m。
2.2 施工方法的选择
考虑诸多因素，如4m以下就是污水管线以及繁
忙的交通等情况，很显然明挖法是不适合的。权衡
钢盾构管法的施工条件，最终选择了小口径管道顶
管法，因为该段管道设计直径为250mm，土壤条件
为基岩，小口径管道具有高负荷承载能力优点。表
1显示的是顶管方法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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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管方法的对比

方案2

方案3

研究的重点

方案1
钢盾构管法

高承载能力法

高承载能力法

（泥压方法）

（泥水压方法）

土壤类型条件

砂砾，卵砾石，
边石，基岩

正常的土壤与基岩

正常的土壤与基岩

顶管距离

约100m

约100m

约300m

顶管曲线

无

R=100m

R=50m

周边环境的影响
经济

综合评价

因直线顶管引起坑的数量的 适于曲线顶管，但是所需 适于长距离的曲线顶管，坑
增加
坑的数量比方案3更多
的数量少
经济

不经济

不经济

不好

好

好

从目前取得的成果和经济
适用于下游大部分的长距离
无法进行曲线顶管和对周围
效益看，适用于上游曲线
曲线段
环境影响较大，使用困难
段和直线段部分

图2

管线路径设计轮廓

如表1和图2所示，采用泥压法和泥水压力法相
结合的方法较好，因为顶管过程中包括了不同的顶

管长度和弯曲部分。

采用泥水压力方法开挖起始坑的结果证实了土
壤条件为qu=100MN/m2的基岩，其中包含一些超过
600mm的巨砾。采用顶管机开始顶管后，证实从起
始井开始，土壤条件变为5m厚的卵砾石土，进一步
顶管不宜采用此法。整个路线的顶管方式改为泥压
法，管道直径改为400mm，线路形状也随之改变。
2.3工作概要
工作内容：顶管工作：L=804.85m（7跨度）；
顶管方法：小直径管道顶管法：土压平衡法，
ACEMOLE DL法；
土壤条件：块石，基岩；
管道和直径：钢筋混凝土管（Φ400mm）；
线路形状：直线，曲线（R = 90m~400m）；

图3和图4显示了施工现场条件, 图5显示了施工
轮廓。

图3 现场外观

第5期

图4

3

43

Tomonori Majima 等：在基岩和卵砾石土中进行小口径管道长距离曲线顶管的实例

道路旁的巨石
图5 施工轮廓

施工问题和对策

3.1 在坚硬土壤（基岩和卵砾石土）中的长距离/
曲线顶管

表2 顶管过程中的解决措施

区段

措施

长距离顶管段

1）增加推进力
◎最初的刀盘阻力
◎顶管管与土壤之
间的摩擦力
◎千斤顶的加荷能力
◎顶管管的承载能力
2）减少顶管距离
◎由于刀盘磨损的
适用顶管距离

在长距离顶管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
减少顶管距离，主要原因有两点：1) 增加推进力；
2）刀盘的磨损。
1）考虑“初始电阻率”和“管道与土的摩擦
力”之间的关系，需要对“千斤顶的加荷能力”和
“顶管管的承载能力”进行测试。
2）考虑到因刀盘磨损而使顶管距离减少的原
因，有必要根据从土体试验数据中得到的单轴抗压
强度，计算适宜的顶管距离。
另外，对曲线顶管而言，当圆柱形顶管机与基
坑壁有相同直径时，存在顶管阻力或刮擦的问题，
尽管在顶管机上装有调整弯曲和校正方向的结构，
但顶管机仍会与坑壁发生刮擦。刮擦就是减少基坑
壁和顶管机或顶管管之间的空间距离时产生的接触
阻力。

3）提高推进力
弯曲顶管段

◎基坑壁与顶管机
之间的摩擦

的顶管管容许承载能力为1287kN，因此选择后 度
由土体试验数据计算得到，最终的适用顶管距离
列于表3。在顶管长为203.5m的最长顶管段（TNo.7

首先，由最长（203.5m）顶管段（TNo.7至

至TNo.9）的过程中，可通过更换刀盘来实现此顶

TNo.9）计算出来的推进力显示，推进力（F）

管长度。此外，从之前土的试验数据可以看出有

=1234kN，这说明了采用拥有顶推能力为1568kN的

几个位置的单轴抗压强度超过了100MN/m2。为了

千斤顶的顶管机是可行的。规格为Φ400HP50N/mm2

有效切削基岩和卵砾石土，需要改变钻头的布置

的顶管管容许承载力为950kN，而规格为70N/mm 2

方式，如图6所示（标准规格）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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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标准规范的钻头布置方式

图8 顶管机的规格

表3 刀盘的适用钻进长度（计算值）

3.2 超深顶管位置检测
利用安装在顶管机上的激光发射器和接收器以

土体

基岩H

基岩J

基岩K

基岩L

单轴抗压强
度（MN/m2）

40

60

80

100

160

140

110

100

适用钻进长
度

2010 年12月

及测角传感器上的角度测量值能够检测顶管机在直
线段的位置、姿态和方向，如图10所示。对于曲线
段部分，利用电磁法来检测水平位置和利用流体压
差检测垂直位置。然而，需要进行进一步调查，由
于应用电磁法的标准覆土深度是8m，但部分区段
超过了8m。

为了防止因曲线顶管而引起的刮擦（防止因刮

一个感应线圈检测装置的最大覆盖深度是

擦而增加推动力），保证足够的土体很重要。综合

8.45m和8.76m。此外，因超深而引起预期的测量误

调查结果，采取了以下对策。

差，在直线顶管区段（短距离段），为提高顶管位

1）通过改变顶管机的规格，扩大开挖直径。

置的精度，测量值的差异预先通过激光目标方法和

2）通过操作技术利用方向校正机械装置采用

电磁法获得。对于TNo.1和TNo.4之间的区段（曲线

比正常开挖更大的开挖直径进行超挖。但是，增加

段TNo.1与TNo.2之间，以及TNo.3和TNo.4之间），

土壤的剩余量也增加顶管机的滚动。因此，安装

由于地下设施影响了感应线圈（Φ508钢管 ）和区

在顶管机上的扁钢（钢板）作为防止 “刮擦”和

别于电磁法的测量方法，测量值之间的差异用与上

“滚动”的对策。扁钢如图9所示。

述同样的方法获得，以提高顶管位置的精度。

图7 改变的钻头布置方式

图9 安装的扁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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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检测位置的装置配置图

4 RESLTS
4.1

在硬土中的长距离和曲线顶管（基岩和卵砾
石土）
各自的解决对策结果如上述3区段所示，顶管

是在控制推进力和刀盘扭矩值的情况下进行的。图
11和图12显示了在曲线顶管段中顶管距离和推动力
之间以及顶管距离和扭矩之间的关系。此外，如图
13所示，通过改变刀盘的布置位置来减小刀盘刃齿
的磨损，从而实现刀盘对土体的有效切削。尽管有
轻微的磨损，但钻进未受影响并最终取得了良好的
结果。磨损情况如图14所示。

图13 切削情况（初始钻进）

然而，在经过TNo.3和TNo.4之间的22m处，土
压力将无法得到保证，这是地下水流入始发井引起
的，钻进过程中没有采取进一步的应对措施，因
为这不是因推力突然增加所致。然而，接近50m的
点，推进力增加至约658kN。据推测，推进力增加
是顶管机周围的土压力减少所致，地下水在顶管管
周围产生裂隙是造成土压减少的根本原因，从而导
致出土碎片进入顶管机的周边。推进力和土压力的
关系如图15所示。对于现场的对策，从始发井开始
长达50m的区段内，顶管管周围的碎片采用高压冲
洗，通过注入化学物质来阻止地下水的流入，以确
保钻进继续进行。当重新钻进时，良好的顶管土压
力得到维持，在顶管控制值下顶管机到达终点。在
这种情况下，通过处理这类问题，再次认识到，土

图11 顶管距离和推进力

图12 顶管距离和刀盘扭矩

图14 钻头磨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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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8.45m）之间现有的地下设施（钢管Φ508）
与顶管位置的关系。当本段采用电磁法时，要考虑
现有地下设施（Φ508钢管）的不利影响，顶管在
允许的精度值下完成。
正如图17、18和19所示，在TNo.9和TNo.10段
之间施工显得尤为困难，因为包括了R=90的圆曲
线，最小覆土深度1.64m和最大覆土深度9.66m。当
覆土深度超过了8m，采用棱镜系统进行位置的测
图15 在TNo.3和TNo.4之间的顶管力和土压力

压力控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为避免过度的简化和
草率的判断，及时有效的措施必须由全体小组讨论
决定。解决在坚硬土（基岩和卵砾石土）中进行长
距离和曲线顶管所遇到问题的办法包括：
1）扩大开挖直径
2）超挖顶管
3）改变钻头位置
4.2 超深位置检测
图16反映了在TNo.3和TNo.4（覆土范围为

量，在允许精度之下完成钻进。如图21所示为棱镜
系统的组成部分，如图22和23所示为已安装的棱镜
系统。图16为到地下设施的距离。
在目前情况下，只有有限数量的棱镜装置可以
被安装，这可能会阻止在某些区段的顶管方向和线
形的测量。今后需要为解决这些问题而作进一步的
改进。由于本次施工涉及在硬土中的长距离曲线顶
管，所以遇到了很多问题。然而，通过采取相应的
对策，将整个施工过程分成7个区段（总顶管距离
为805m）来完成，并且最大顶管精度为40mm.。

图17 TNo.10始发井

图16 与地下设施的距离

图18 TNo.10和TNo.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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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到达井

图23 临时棱镜

5 结论
在基岩和卵砾石土混合的土层中，采用小口
径管道顶管法，将内径为400mm的钢筋混凝土管，
铺设在总长为800m（7跨度）的施工区段中，其中
包括最大半径R=90m的曲弯段。在这个过程中遇到
了诸多问题，如推进力的增加而造成的停机问题，
图20 棱镜测量轮廓

但通过采取各种对策，这些问题都逐一被解决。此
外，工程都是在可接受的精度范围内完成的。今
后，我们将做出努力，通过实施对土压力的完全控
制，土壤排放的控制和泥的控制，解决在施工过程
中遇到的哪些问题。

图21 棱镜系统的组成

参考文献：
[1] 新井和明（2009）.排污系统月刊杂志，
Vol.32，第6期，pp.65 - 73.
[2] Acemole法协会（2008）.Acemole DL的方法技
术资料.

译自： Paper #37－<International No-Dig 2010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图22 基本棱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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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位修复管道法（CIPP）进行支管修复
P. Lystbæk 著
摘

陆 路

译

要：污水下水道系统由主管道和支管组成。粗略估计，大多数国家拥有和主管道长度相当的

支管。举例说来，丹麦拥有60,000公里主管道和数量相当的私属支管，目前还需加上190万公用事业公司
拥有的由公路主管道引向私有边界上的支管。自七十年代末，欧洲国家已聚焦在损耗下水道的修复上。
原位修复管道法（CIPP）是应用最广泛的下水道修复方法。今天，许多不同的CIPP的技术均可行。这些
技术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由一个树脂载体（管）和一个树脂系统构成。树脂载体保证树脂平整的均布在
整个管壁，创造出一个均匀壁厚的管道。合成树脂是新型管壁的主要构成物质，有利于增强最终井壁的
强度和壁厚。树脂的养护要经过一个化学反应后才呈现为一种硬质塑料材料。在选择一个例如由玻璃纤
维制成树脂载体（管道）时，玻璃纤维作为一种增加最终产物强度的补强，形成一个复合结构。自1978
年第一个装置出现，CIPP技术开始飞速发展。当CIPP技术发展时，更多的关注已经转向主管道修复系统
的发展，仅在过去的十年内欧洲人才意识到支管的修复也很重要。基于对风险方面的顾虑，从逻辑上开
始集中在修复公路下的大管道。但是从运作上的观点，证据证明理想中运作的节省仅在修复策略是建立
在对于总系统的全面考虑下才可行。因此，这篇文章重点是在过去十年中支管修复系统的进步和提供一
个关于当今系统的相关质量要求。

关键词：原位修复管道、树脂、测试、养护

1 导言

景，很自然使得第一个修复系统是为主管道而设计。

在七十年代末，第一个对于下水道系统主要部

随着过去10到15年的科技发展，已允许对困难

分的检测技术开始发展。第一个用于下水管管道的

入口条件下的次要管道进行闭路电视检测，这也同

闭路电视检测机器人很沉重，并因为当时的施工水

样导致了对修复系统的需要。在运作的观点上，不

平需要很大的空间，因此检测技术主要用于观察可

仅仅要保障主管道，整个管道系统都非常重要。在

由人孔或构筑物进入的主管道。即使只有总下水道

欧洲，每个主管道含有大约4至9m的支管。如果这

系统的一小部分被闭路电视检测，但其结果体现出

些不被新装置替代，很多应用非开挖技术进行主管

了对于修复的极大需要。新获得的下水道主管道条

道修复而得到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会失去。因此，未

件和更换的相关财务评估直接引起了对修复系统的
需要。
在七十年代末期第一个修复技术同闭路电视技

来主管道和支管的修复系统会更优质，更完全的解
决问题。

2 系统说明和功能使用

术一样发展受到技术上的约束。主管道修复的日益

这一部分会提供一个对“主修复系统”中单

增长的需求和来自发展中可替换装置的巨大经济前

独子分量的功能说明。这个说明在划定本篇文章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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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管道/支管

围、建立相关功能和对修复系统应用的规格需求等
方面非常必要。
主管道是下水道系统中从连接用户收集污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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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复系统的规格要求

载荷和范围

独立（静态）

土壤负载，交通负载
和潜水压力

密封

5m上下的大气水头压

通生活污水。主管道在工作时必须是一个密封的系

温度变化

15-60（90）*℃起伏

统，以防止物质渗出和渗入。一个密封系统可以防

污水的化学组分

引向污水处理接受处的部分。在公共下水道中运输
的污水一般pH值在5-9之间，温度是15-60℃的普

止污水漏进周围环境，并避免不必要的污水对例如
潜水的渗透。
主管道必须在使用期内有能力吸收施加它的载

内管壁磨损

pH值5-9
最小值是产品使用期
内10次120bar高压冲洗

*支管可暴露于90℃以上的热污水中

荷。主管道通常位于公路的中央并在深度1-7m处装
表2 支管连接

配。因此，主管道的设计必须经得起类似外部潜水
压的土壤荷载、交通荷载等外负荷。污水通常含有
各种类型的沉淀物。由于大部分重力系统并没有稳
定水流，在管道的倒置处可能存在在沉淀物。这些
沉淀物通常通过常规的管道高压冲洗的方法去掉。
如表1所示。

修复系统的规格要求
密封

载荷和范围
外部潜水压力5m的大
气水头压

温度变化

15-60（90）*℃起伏

污水的化学组分

pH值5-9

内管壁磨损

最小值是产品使用期
内10次120bar高压冲洗

支管是下水道系统中从用户收集污水并引向主
管道的部分。污水自然同主管道部分中含有相同的
成分，但温度可能高一些，因为它更靠近用户及例
如洗衣机、洗碗机的排放源。可能存在高到90℃的
污水。根据管道的密封需求，它吸收外负荷的能力
和经受高压冲洗的能力均需符合对主管道设立的功
能需要。
支管连接是指主管道和支管之间的连接，它必
须密封并在机械上稳定。当主管道和支管进行闭路
电视检测和冲洗时，两个管道系统之间的连接暴露
在温度变化和机械冲击的双重条件之下。

*支管可暴露于90℃以上的热污水中

求。对于含有主管道和支管的整体的修复系统功能
要求也可分为主管道、支管和支管连接。下面的概
要显示了修复过程中的相关规格要求和相关荷载。
上面的功能需求说明在后来可与相关测试和修
复系统的质量控制相联系。
关于CIPP技术质量控制的一个挑战是原位放置
的管道处于各异的环境中。这意味着文件上修复质
量的模拟系统测试的实施并不充足。成品的一次性

3 相关功能和CIPP支管修复有关的规
格要求

典型测试并不能保证同样质量的原位过程每次都能

在第二节功能说明的背景下，这一节将解释我

代表性且100%抽样不现实时来确保产品质量呢？

们修复系统中将会遇上的相关功能和衍生的规格要

解决方法是注意力从产品测试（成品控制）转移到

获得结果。然而，如何当一次性典型测试结果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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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中的安装过程来实现。

种在规律时间间隔内，成品的管理监控（测试）、

除了典型测试和过程控制，过程需要最优化来

控制和产品过程监视的结合体。一个过程的最优控

减少它对外界影响的脆弱性。为了达到热固性塑料

制是通过对制造过程中公平的控制及建立一个样品

的最优化质量，化学养护过程必须完整的进行。养

质量变动处于允许范围内来实现。为使成品在一个

护过程通常对温度敏感，这也是为什么保证整个过

非常小的变动范围内，最优生产过程毫无疑问地增

程温度恒定非常重要。修复系统周围环境的特性由

强。但是，需注意到一些既有规程要求带来在整个

变化的温度，例如潜水确定。这一点强调了养护过

产品使用期内的荷载，并因此给该过程成为抽样和

程中通过外界热支持协同工作的重要性。作为一种

过程控制的结合带来麻烦。因此结合典型测试和对

热辅助养护，可使用光敏养护系统。简而言之，辅

应用方法的过程控制非常必要。

助养护是一种使外界环境对养护过程和热固性塑料

典型测试和过程控制之间的联系可通过聚焦生

质量影响最小化的方法。

产适当质量的产品（通常由记录过程的典型测试确
定）的过程及后来的控制对承包商遵循系统典型试

下面的概要将既有规格要求和标准测试程序及
相关管理监测联系到一起。如表3、4所示。

表3 主管道/支管

规格要求

质量测量

测试方法

检验

短期弹性模量

EN 761

抽样和过程*

长期弹性模量（50年），破坏强度

EN 761

抽样和过程*

极限应变

ISO 178

抽样

抗拉强度

ISO 178

抽样

0.5bar30min

EN 1393

抽样

DIN 1610

抽样

独立（根据力学系统
数据建立的静态）

密封
温度变化

15-60（90）**℃起伏

EN 1055

典型测试

化学组分

pH值5-9

ISO 175

典型测试

磨损测试

330 W/mm2（清洁测试）

DIN 19523

典型测试

*机械性能的过程控制主要用于静态设计。
**括号里的需求应用于支管。

P. Lystbæk 著

第5期

陆 路

译：原位修复管道法（CIPP）进行支管修复

51

表4 支管连接

规格要求

质量测量

测试方法

检验

密封

0.5bar30min

DIN 1610

抽样

温度变化

15-90℃起伏

EN 1055

典型测试

化学组分

pH值5-9

ISO 175

典型测试

DIN 19523

典型测试

磨损测试

在330 W/mm2高压清洁测试后无可见
磨损或顶剖面接箍边缘的应变

*密封试验是在加速温循环和磨损测试结束后进行的。

4 修复支管的CIPP系统发展的历史

1展示了主管道上装置的短顶剖面。
对于第一代支管修复系统做出的评价是建立站

回顾
在这一节内，我们将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修复支
管的CIPP技术的发展。该装置的发展本身主要是来

在今天功能，质量和盈利性的角度，引发了下列备注：
根据盈利性，承包商将受益于没有热辅助产品

自主管道技术。插图展示了修复原理的每一个展开

的相对短的装置时间。进一步，在无效养护下的装

步骤。每一个插图都根据系统功能和规格要求有其

置单元的投资也相对较低。如果上述任何的质量故

适用性的和装置过程估计盈利性的备注。

障发生在承包商的保修期内，从短装置时间的经济

4.1 第一代支管修复系统

获益和在装置单元上低的初期投资将会失去。在保

这一类型的支管修复系统包含一个作为主管和

修期之后发生的故障应该有客户负责，这强调了所

支管间连接的短顶剖面装置。树脂载体包含人工孕

以产品系 统 认 可 和 过 程 控 制 的 重 要 性 。 如 表 5

镶聚酯树脂的针剌毛布。养护过程并非热辅助。图

所示。

图1 第一代修复系统

图2 第二代修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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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支管连接

规格要求
密封

备注
无效的养护会引起各异的养护率及对连接处密封性的潜在影响
树脂有高度的养护收缩性质，会使密封连接的可靠性复杂化

温度抗性

无效的养护很难保证系统的热变形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化学抗性

无效的养护会引起各异的养护率并由此直接影响树脂层的化学抗性

磨损测试

由于树脂的高度体积收缩，短顶剖面有在来自例如冲洗的机械应变下
破坏，变松的危险
无效的养护会引起各异的养护率并因此直接影响机械性能

4.2 第二代修复系统

这一类支管修复系统包含一个部分构成支管和

这一类支管修复系统包含一个部分构成支管和

主管道连接的长顶剖面。载体材料包含手工孕镶环

主管道连接的长顶剖面。载体材料包含手工孕镶环

氧树脂的针剌毛布。养护过程目前已是热辅助的。

氧树脂的针剌毛布。养护过程是无效的。图2展示

下面的插图显示了主管道上长顶剖面的安装。如插

了主管道上的长顶剖面装置。
对于第二代支管修复系统做出的评价是建立站
在今天功能、质量和盈利性的角度，引发了下列备

图中所示，一个特别设计的工具允许热辅助养护。
热水被泵送至顶层面末端。“冷”水在主管道的工
具与外部热源间循环。

注：
根据盈利性，可作出和第一代支管修复系统相

这一类的安装方法有助于显著提高产品质量。

同的假设。但是，环氧树脂的转换预计会提高产品

在辅助养护单元上的投资大大多于非辅助养护中必

的质量。如图6所示。

要设备。另外，由于加压热水磨损装置工具的速度

4.3 第三代支管修复系统

提高，运行费用也更高。
表6 支管连接和支管修复

规格要求

备注
无效的养护会引起各异的养护率及对连接处密封性的潜在影响

密封

温度抗性
化学抗性

由于减少了在化学系统中发现的养护收缩，环氧树脂的使用增强了保
证密封的可能性
无效的养护很难保证系统的热变形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环氧树脂的热变形对到达养护温度是直接比例的
无效的养护会引起各异的养护率并由此直接影响树脂层的化学抗性

磨损测试
无效的养护会引起各异的养护率并因此直接影响机械性能

P. Lystbæk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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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支管连接和支管修复

规格要求

备注
辅助养护大幅度减少各种养护率和连接渗透的风险

密封

由于减少了在化学系统中发现的养护收缩，环氧树脂的使用增强了保
证密封的可能性

温度抗性

辅助养护保证系统的热变形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化学抗性

辅助养护大幅度减少各种养护率，因而保证系统的化学抗性到达产品
使用的预期水平

磨损测试

辅助养护保证了环氧树脂使用的预期属性
当正确养护时，环氧树脂有良好的粘结属性

改进的质量给用户和承包商双方提供了全部盈

光学感应养护意味着在养护上花费的时间目前仅仅

利的解决方案。如图7所示。

只是修复支管长度的一个函数。在欧洲平均支管长

4.4 第四代支管修复系统
这一类支管修复系统包含一个部分构成支管和

度大约是5-7m。使用热辅助养护的周期通常是2h到

主管道连接的长顶剖面。载体材料包含手工孕镶乙
烯酯树脂的针剌毛布。养护过程是光敏的。图4展
示了主管道上长顶剖面的安装。如插图中所示，一
个特别设计的工具允许光学感应养护。
光学感应被设计用来在类似使用特殊形式的
发光二极管（LED）的波长下反应。使用LED技术

达化学系统的完全养护。今天，速度高达30m/h的
“LED养护”支管（不含顶支管）已成为可能。仅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唯一“缺少”的只是开发能使
支管和顶剖面均能使用LED养护的工具。基于上面
的技术水平，对比当今科技所需的2h时间，养护一
个平均长度7米的支管将会只需14min。LED技术将

的优势包括创造比目前正在使用的更小的工具（光

潜在提供对支管的辅助养护并因此保证高质量和高

链）来进行光学感应养护。放弃热辅助养护而改用

盈利。LED技术的使用专利申请还悬而未决。

图3 第三代修复系统

图4 第四代修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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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技术在用水管道或污水管道修复更新方面
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价值
Linne Lauesen 著
摘

蒲春

译

要：本文将介绍一个调查研究项目，该项目主要调查与管道修复相关的建设工程的隐性成本

和影响。建设工程的这些看不见的成本很少被量化，如建设工程所采用的各种方法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
一些社会成本、气候和环境影响。自从某些理论性研究（Matthews et al. 2009, Najafi et al. 2004, Sinha etal.
2003, Tighe et al. 2002, Boyce et al. 1999以及更多的研究）结果表明，还有很大的未知潜力可以去创造更
加可持续环保的施工方法以使建设工程达到最少污染、最低的破坏、最小的社会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
与非开挖相比，去检测常规开挖方法将会非常有趣。无论是在私人公司还是在能影响的市民施工方法选
择的有政治社会责任的市政或公有企业，社会成本、气候和环境影响都会成为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元素。
这篇PhD项目将会调查在斯堪的纳维亚（瑞士，挪威和丹麦）的5-6个工程案例，同时进行一项针对所
有斯堪的纳维亚非开挖技术协会（SSTT）成员（这些成员包括私营企业、市政、公有企业）的调查，该
调查的目的是检测传统开挖技术和非开挖技术在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的潜力。

关键词：非开挖、管道修复、机会成本

1 绪论

算。我们称它为社会成本，对于我们的观念来说，

SSTT作为一个新的PhD议题的一员，参与了议

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消耗，它们都对社会、环境、健

题的全过程，该议题的工作是调查非开挖施工方法

康、安全等产生影响。道路的封闭、依赖交通的企

和开挖施工方法在管道修复时的社会成本比较。

业商店的关闭、交通和时间的延迟、存在的环境毁

该PhD项目将会在650个SSTT成员中进行一项网络

坏、损坏的修复、噪音污染、粉尘污染、气味、事

调查，并对5-6个斯堪的纳维亚（丹麦、挪威、瑞

故、健康危害、气候影响、环境影响和其他施工不

士）的非开挖、开挖项目的平行案列研究，以此来

可避免的环境污染都是社会成本的例子。

检测企业社会责任非学术概念的社会成本。
管道修复更新在城市和乡村的结构更新中占了
绝大部分。2008年的建设施工工程有：丹麦，大概
[1]

[2]

54亿美元的Dkr ；挪威，43亿加元的NOK 以及瑞
[3]

这些都是典型的施工工程的社会成本，我们将
其总结如下：
① 交通绕道而行，降低了人们和车辆的运行
速度；

士的一个同样大的工程 。这些都为国家数据库提

② 交通拥挤和堵塞延迟过路人的时间；

供了施工工程的直接社会经济成本方面的数据，在

③ 道路的长时间封闭，影响周边区域严重依

每年的GDP数据中都能反映。
这些建设工程项目也有一些在经济和视觉上
更隐性的直接成本，但是它们仍然能够被测量和计

赖交通送来顾客的商店百货的生意；
④ 破坏环境，草皮的破坏，以及尔后的恢复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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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施工过程中，机械产生的噪音、粉尘、气
味污染；
⑥ 事故、交通以及在高风险带工作的专业技
术人员；
⑦ 由施工中的噪音、粉尘、气味污染以及其
他排放物而导致的健康风险；
⑧ 就从施工中排放出的增加温室效应的CO2
和其他排放物而言的气候监管成本；
⑨ 地面排水、栖息地影响、人工大坝的湖泊

图2 传统开挖对交通的影响

如果我们从社会价值创造中的经济成本来考

等的环境代价。
那些抉定资金投入的政府和公司的抉择者们，

虑，我们的论题就是：非开挖方法比常规开挖方法

在保持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方面，以及在缺乏维修

有更少的社会成本。

和发展的基础设施引起的事故和破坏风险降到最小

2 社会成本——常规开挖与非开挖方

的方面，通常会考虑许多因素后才决策。
这些抉择取决于社会需求、当前和未来的消
费水平、在事故和破坏状况方面的数据、乡村发展
道路发展以及相应的特殊需求。工程项目和相应的
施工方案选择都是从直接的社会经济效益——最省
钱的就最好的，纳税人和顾客的钱尽量最经济的使
用——角度来考虑的，然后做出抉择。
间接的经济成本却几乎很少考虑甚至有时几乎
就不考虑。因此对于那些的居所或工作地点距施工
地点很近的人们，他们的居住环境和工作条件将会
有显著的恶化。策划人确实很少考虑间接经济成本
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成本和后果。

法的比较
在更新已有的输水管道、排水管道和新铺管道
方面，非开挖方法有许多常规开挖方法遥不可及的
优点(Matthews et al. 2009, Najafiet al. 2004, Sinha et al.
2003, Tighe et al. 2002, Boyce et al. 1999)，如图1所
示。但是社会上仍然对这种方法的有些质疑。
这可能是固定成本和施工惯例等原因使抉择者
更多的选择常规开挖方法。但常规施工方法经常有
些副作用：它们制造一些相同的效果，而且以一种
更具破坏性的方式影响环境，这种方式需要更广泛
的修复和数年的时间才能使环境恢复到开挖之前的

图1 VCS丹麦欧登塞Brogårdsvej的顶管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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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有时可能并不是最经济的。
无论在乡村还是城市，常规开挖技术在现有
的环境问题中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如图2所示。
非开挖技术更适合保护自然环境、文化遗产、维护
城市市民的互动、交通、住房以及其他社会价值，
即所谓的社会成本。加之，非开挖承包的价格在降
低，现在几乎同常规开挖的价格持平，有时甚至更
省钱。

图3 怀抱地球模型的非洲姑娘

大多数加入联合国的西方国家都签订了《京都
议定书》，并致力于去减少CO 2排放量以缓解全球
气候的改变。许多决策者和建筑工业界都试着去选
择或甚至去创造新的方法，以便在整个建筑工程期
尽量减少CO 2的排放。与常规开挖技术相比，非开
挖在管道修复的整个过程需要更少的硬件和更少的
施工时间。一些论文已经表明，非开挖项目（包括
美国的）可以减少80%的碳排放量（Tighe et al.
2002; Najafi etal. 2004, Rehan and Knight 2007）。
除此之外，在输、排水管道系统修复方面，
非开挖技术比开挖技术可能在气候方面的更有优
势。我们将会看到，在研究非开挖方技术和开挖技
术时，它们都没有足够的参数去认识它们，除非排
开方法本身外的其他独立因素的出现。如用于建筑
工地的照明或工地帐篷的暖热的用电消耗，这些可
能是次要的，但也可能是主要参数。因此，我们需
要看看从建筑选址的确定到施工完成的整个施工流
程。如果我们的命题是正确的，这要么在整个社会
成本中呈现优势，要么在价值创造中呈现劣势。

在欧洲，企业社会责任CRS变在逐渐成为战略
管理中非常流行的工具，尤其是在关注气候、环
境、与社会有关的经济活动中的一般社会学因素的
这些年。正如一些观念一样，那是关于责任企业对
社会所有的除纯粹经济学外的一切。
企业社会责任不是一门新的科学，19世纪50年
代在美国，它就在社会学起源理论中被作为一种理
论来讨论。在美国和欧洲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不同
点是：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在法律上的规定程度。在
美国，整个宪法都弥漫着自由的观念，因此，公司
社会责任被自觉的企业家们逐渐发展成为慈善和商
业道德精神(Carroll inCrane et al. 2008)。
在欧洲，国家政府和历史上社会民主党的劳动
政策有更强大的力量，这意味着大多数国家很有商
业道德、慈善精神以及很多传统贸易工会被纳入国
家立法权(Crane and Matten 2007 (a)+(b), Crane et al.
2008, Matten and Moon 2004, 2008)。
企业社会责任的主题是工作条件、气候环境影
响、能源利用、健康和安全、扶助第三世界国家和

3 企业社会责任——什么是最重要的？

贫困。

该调查项目进行了一项非常详细的研究，在北

健康安全的工作条件就是关于企业如何对待他

欧国家丹麦、挪威、瑞士的决策者和公司中，工艺

们的员工以及第三方；气候和环境影响效应是指商

和社会元素作为企业社会责任（CRS）普通定义的

业活动对大自然和居住环境的影响以及排放物；在

一部分，是为了在城市和乡村社会责任的确立和工

企业可能有的供应链和其他道德责任中，用于商业

作秩序的维持。

开发的石油、水等自然能源的利用以及贫穷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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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水处理
世界国家的关系与人类关系紧密相连。如图3所示。
这项研究将专门处理一个关于决策者们的社会
研究：
① 在公司和市政府的输水和污水部门里企业
社会责任的缺失；
② 在对社会有影响的管道修复工程中企业社
会责任的缺失；
③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愿景中，缺乏队技术优
势和缺点的发现；
④ 在公司和市政府里，关系到企业社会责任

图5 顶管施工

的普遍价值、愿景和策略；
⑤ 方法的选择应当是与企业社会责任相联
系，而不是经济上的最优化。
在这篇PHD论文中，我们想强调的是决策过程
中和在企业愿景、策略和实施过程中以及公司的法
律框架中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推广和实施所起到的作
用。这与非开挖都非常相关，因为一个典型输水和
污水设施方面的非开挖项目的直接承受体就是公众
本身。
公众买单就一直嵌在市政府里，但是在斯堪的
纳维亚一种新的形势出现了。2007年在丹麦，一个
采纳了结构改革和输水部门法律的广泛的政治决策
图6 CIPP修复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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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所有的市政府将公共事业从市政当局和公有企

识和它们对环境的影响、施工时的社会成本，我们

业中分离出来，并将公共事业设置成一家私人有限

可以做一系列的科学可靠的分析。

服务公司。这就是新公共管理办法，它在19世纪90

这个项目（特别是在企业社会责任CSR中）运

年代就从美国通过英国传到欧盟，此后欧盟越来越

用了工程科学、数学、统计学以及社会科学和理

多的国家在公共事务的私有化过程中采用它(H-ood

论，特别强调北欧的社会条件（社会宪法）和自然

1991, Pollitt and Bouckaert 2000, Crane and Matten 2007)。

环境（景观、大自然、城市和基础设施、地理和地

公有企业(POE)的组织结构是私人管理和政治
管理的结合。这就意味着，政治将掺和于现代公司
管理中，因为市政议会的政治家们在管理的最高层
（POE的董事会）将政治层面的东西带到公司管理

质条件）。更进一步地，成本效益和基准点中的经
济理论、关于生命周期分析的气候理论、环境理论
和工程理论，都将构成该项目的数据材料基础。
在公司和市政府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考核可以用
这种方式进行——在650个SSTT成员中进行网络调

中去。这影响了公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因此从利益

查。虽然网络调查的任务是非常具大的，但我们还

相关者的角度来看，用于分析公有企业社会责任

是希望得到250分的有效问卷调查 。我们想从这份

的一项因素——前景，在战略管理中显得很有规

调查问卷中了解管理者是如何看待和践行企业社会

律(Freeman et al. 1984-2007; Donaldson and Preston

责任的。

1995; Mitchell et al. 1997; Wartick and Wood 1998)。
另一个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股东是立法监管
机构。不只是丹麦政府对公有企业的排水和污水部
门起支配作业，并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影响(Crane
and Matten 2007)。我们的斯堪的纳维亚同事正密切
关注丹麦供水部门法律的改善，该法律对公有企业
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掀起和推广起着非常关键的作
用。例如在英国，当期初余额、投资计划和其他申
报资料制定出来时，这种类型的私有化已形成了一
种严密的监管制度(Crane and Matten 2007, Hall 1998
(a)+(b))，供水和污水处理部门在那年春天就已察觉
到了监管制度的主导地位。如图4所示。
对于公有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进一步阅读，
我推荐我最近在萨格勒布、克罗地亚举行的第九届
企业社会责任国际会议上发表的文章。

4 该PhD项目的研究方法
在建设工程和非开挖技术领域，有许多广泛的
经验和数据材料使管道修复的社会成本研究成为可
能。具体来讲就是，根据我们目前对这些方法的认

图7 可持续发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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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持续发展战略 —— 一个政治性
的问题

案例分析。与非开挖技术施工相比，常规开挖技术

非开挖作为一项可持续发展战略方法应该是一

施工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探讨。在此，我们希望进行

个政治性的问题，至少在市政当地社区是这样的。

以下案例研究：

不仅仅是主要城市才有能力去考虑气候变化、环境

① 挪威：奥斯陆：“Midgard Worm”项目，
配有2000m电缆的微型隧道污水处理系统；
② 挪威：卑尔根：用于输水管道的非开挖与
开挖技术比较；
③ 丹麦：Lyngby-Taarbaek：污水管道更换的非
开挖施工工程（衬砌法、爆管法，水平定向钻进法等）；
④ 丹麦：奥尔胡斯：三个平行住宅区街道的
输水管道修复工程，施工 类 型 ： 2 个 非 开 挖 项 目
（即衬砌法、翻转内衬管法、爆管法，水平定向钻
进法等），一个常规开挖项目；以及一个市内隧道工程。
⑤ 瑞士：MittSverigesVatten：在瑞士中部还有
更多的案例分析。
对于这些工程项目，在丹麦、挪威、瑞士我们
还有3个针对翻转内衬管法(CIPP)的内衬和设备的平

影响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像斯堪的纳维亚这样的小
城镇也在挑战这一难题。在像丹麦一样的小国家，
仅仅拥有500万的市民（歌本哈斯市、奥胡斯市、
Soenderborg市），已制定出在下一个十年内实现CO2
中性排放。在挪威卑尔根，有着相同的趋势，在这
里波什格伦的市郊区，非开挖项目上的第一个真正
的“绿色会计”被制定(Hansen and Hansen 2010)。
如图7所示。
这能实现吗？我们仍然处在经济危机中，每个
人都会感觉到明年形势的严峻，因此在可持续发展
战略上支出很多公共财产是不可能的。如果市议会
的政治家们考虑到了没有在二氧化碳减排上投资的
后果，那么解决问题的想法和具体方法将会出现，
同时可持续发展就成为了一个政治性问题。
如果我们提供在建设工程、管道修复和非开

行生命周期分析。通过在公司内部或外部的数据调

挖技术创新方面的二氧化碳减排文件是一项明智

查，我们想从案例分析得到的数据中了解在实际情

的选择，那么我们希望这些文件能够使纯粹的经

况下是什么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起着积极作用。
如图5、6所示。
以案例分析和派生的社会价值为基础，该项目
将会说明：当决策者们必须决定企业社会责任和在

济思维——最省钱的就是最好的——能够残存。
从长远来看总是不尽然，但是我们必须去证明那
是错误的。该PhD项目已经从2011到2013年策划
了三个年头，斯堪的纳维亚非开挖技术协会和

选择施工方法上的价值观、愿景、策略时，企业社

Svendborg Vand基金会将会在丹麦哥本哈根商学

会责任在决策者的战略中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院探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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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水平定向钻进铺设管道曲率半径的实用方法
Otto Ballintijn 著
摘

姚勋 译

要：弯曲半径（或管道压力）特别是在高压管中，是管道综合管理里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

HDD和测绘技术的发展，允许的误差范围不断减少，并且技术要求更加严密，这降低了钻探承包商的风
险。但是，通常由于对“弯曲半径”概念和定义的理解不够，事先在测定方法和允许偏差的商定已在发
展中滞后。Reduct管道测绘系统常规用于收集用于计算弯曲半径的精确资料。Reduct引导了一个用于证
明该技术满足精确性的广泛现场试验，并确定出控制误差在5%范围内的操作方法。本文介绍了测试方法
和结果分析。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曲率半径、管道测绘

1 导言
水平定向钻进逐渐成为管道铺设的常规手段
和技术精确的科学。因此与管道施工的各方逐步使
HDD设备的技术要求严密化，这包括指定弯曲半径
的偏差的减小。Reduct回转测绘系统是少数几种提
供高质量和高频数据，用于精确测量管道弯曲半径
的工具之一。
但是，数据精确度和弯曲半径计算方法仍是
热门话题，这并不稀奇因为大量钻工的工作仍然危

控制导孔方向和扩孔时遇到的困难。拉回时不应该
显著改变弯曲半径，但有时在不利的地面环境和其
他环境力下会超出钻工的操作范围。因为管道所有
方只对成品管感兴趣，而责任都推给了钻工。作为
一名职责重要的钻工，你会因此想弄清楚什么会造
成测量误差；转向错误或拉回时的失误。为获得这
个问题的答案，了解试验管道和最终管道及其对
照结果非常重要。责任和不可抗力的问题会对钻
工有利。
假设钻工的技艺反映在实验剖面的精确度上，

险的很大。部分问题是由对“弯曲半径”定义的多

发生了有关实验管的钻进能有多精确这一不可避免

重理解和当事人之间关于装置测试方法和允许偏差

的问题。并且对此没有限定的答案，但有一点是确

较差的先验协定引起的。我相信在很多关键问题上

定的，即不会是毫米级别的精确度。计划剖面的一

大家有广泛共识，诸如弯曲半径评定需要考虑三维

个“合乎道理的绝对偏差”通常是允许的，但在该

方向改变并且最终产品数据需评定。但是，在很多

范围内的转向如果过陡，弯曲半径技术要求可能仍

其他关键问题上仍需寻找共识。这个文件谈论了

会截割不足，最糟糕的情况下可能被操作员抛弃。

Reduct在这些问题上的观点。
除了计算弯曲半径的数学原理以外，设置钻进
精确度技术要求时需考虑的重要问题还有HDD转向
系统的技术状态。在一般情况下，钻工需要克服在

2 弯曲半径计算方法
基本上 存 在 两 种 从 数 据 中 导 出 弯 曲 半 径 的
方法。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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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增加的变化是弧间的距离

图1 弧长法计算示意图

第一种方法通过连续样本角度计算弯曲半径。
使用该方法一个关键的必要条件是原始数据是“理
想”的，换言之即使由焊接、碎屑或其他干扰带来

下面的讨论时基于第二种方法的。

3 测量范围

的最小的测量部件的摆动都会对弯曲半径计算带来

测量范围定义为要计算的弯曲半径上的样本

严重的影响。因此，需要一个应用到采样频率的复

数。通常可以说，使用了允许一定干扰的原始数据

杂无偏的过滤装置。这个过滤器的正确性对于大径

的弯曲半径图在选择较短范围时更变化无常，而在

（例如大于350m）非常难测。

选择长范围时更圆滑。

第二种方法（Reduct使用的）用某一确定弧长

随着管道弯曲半径的增加，给定范围内第一个

（s），通过对比选中范围内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样

和最后一个样本间的曲线逐渐趋近于直线（即曲线

本曲线长度s和直线尺度c来计算弯曲半径。

变直）。曲线趋近于直线的绝对速率随着半径增加
而减少。表1给出了在20m到100m测量范围内半径
曲线从每100m到120m之中增加的距离。
例子中的圆是20m范围内100m和200m半径曲线
之间的距离。对于HDD目标，需解释为一下：客户
限定最小直径是200m但测出是100m，因此钻工在
限定剖面的20m范围内偏差了25.1cm。通过相同的
逻辑，500m的限定曲线和一个40m范围内的400m已
钻曲线的偏差是10cm。
如表2所示，即曲线半径越大，曲线间距离越
小并且有意义的短测量长度越少。举例说来，20m
表2 半径每变化100米范围内的曲线间距离

图2 越不规则计算长度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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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700m和800m曲线间距离只是9毫m，这在转
向中很难测量。但是，在70m范围内，偏差达到
11m。
如果需要HHD承包商去坚持项目中的最小弯曲
半径并且曲线分析方法被双方都接受，那么相关测
量范围的事先确认将非常重要。
图4 所有单项值和平均值的测绘结果

表2展出了如果双方在100m（亮绿色和深绿
色）和200m（亮绿色）的相关范围最为最大偏差上

响弯曲半径的计算。
经验上去测试该影响的方法是重复的绘制一个

取得一致。
所以如果最小弯曲半径要求HDD剖面是500m
并且允许最大偏差是100m，那么需要使用50m的最

管道的片段并与弯曲半径的展开部分比较，如图3
所示。

小范围。相似的如果允许偏差是200m，那么需选择

1) 单个结果(Filter 1 )；

70m的最小范围。虽然上面在弯曲半径测量原理上

2) 对坐标系中两个连续正向(A到B)和反向(B到

获得一致的方法并没有在今天广泛使用，但我们很
清楚地从表格中看到，范围选择地越大，钻工发生
误差的几率越大。
最大允许偏差因此应根据钻进、土层情况和可
能使用的转向方法来接受。

4 原始资料精确度
在不考虑计算方法时，原始资料的质量在计算
弯曲半径值时非常重要。
Reduct管道测绘系统通过惯性传感器技术收集

A)的测量值求平均并计算弯曲半径(Filter 2)；
3) 对坐标系中四个连续正向和反向的测量值
求平均并计算弯曲半径(Filter 3)；
4) 最后重复对所有测量值的求平均过程(Filter 4)。
通过先验可以说如果第一步过滤（Filter 1）的
数据包含很高的干扰，弧s会变长而弯曲比较会变
小。可以预计到第二、三、四步包含更光滑的数
据，产生了更小的弧和更高的弯曲半径。相反，如
果第一步包含低层的干扰，第二、三、四步的弯曲
半径曲线会位于单个测量的范围内。

数据。尽管该技术已很精确，却可能存在与实际微

测试数据关系到一个980m管道片段。使用两个

小的偏差。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微小的偏差会如何影

Reduct管道测绘系统（每一个对应4个分数）来去

图3 原始数据质量常规验证方法

图5 大约1050m处的距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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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不同半径下降处的距离分析

距离结果

第一步

第二步后

第三步后

约在1050m半径处

144m (14.5%)

60m (5.7%)

36m (3.4%)

约在825m半径处

59m (7.4%)

40m (4.9%)

22m (2.7%)

约在625m半径处

43m (7.3%)

31m (5.1%)

20m (3.3%)

约在425m半径处

33m (8.2%)

20m (4.8%)

2m (0.5%)

约在275m半径处

12m (4.5%)

10m (3.7%)

5m (1.9%)

除技术误差或干扰（010到032的连续数字）。用来
对比结 果 的 选 取 范 围 “ 只 有 ” 2 0 m 突 出 峰 值 和
谷值。

弯曲半径）。
◎ 第二步和第三步在距离上的增加不那么
明显。

图4展示了所有弯曲半径测量的总结果。马上

◎ 第二、三、四步的结果或多或少在第一

能注意到高层的重复性，特别是小于1000米的半径

步中间。由于在之前解释过，这意味着：（1）

范围。

Reduct管道测绘系统的单个结果含有的干扰级别非

这些测量值质量的准确分析通过对比在不同过
滤层次弯曲半径的距离来完成的。预计绝对的距离

常低；（2）计算方法得出结果的可靠性很高。

5 测量容许误差

会在更大的弯曲半径上更大，所以选出不同弯曲半
径处的五次“下降”用于详细的距离分析。
图5给出了大约1050m处半径（图4中左边的红
箭头）“下降”详细结果的距离分析实例。
◎ 第一步的距离是144m，或最低距离的14.5%。
橙色和蓝色的线描绘了使用的两个不同系统。

因为实际操作的原因，最好将第二步作为测
量弯曲半径的标准。这意味着当使用精确测量工具
时，要取对于同一管道片段的相同测量值的平均，
一个是从入口到出口，一个是从出口到入口。该平
均值也用于计算管道片段的弯曲半径。
在第二步和30m范围，距离通常是5%，这是

◎ 第二步的距离降至60m，或最低距离的5.7%。

一个很好的测量容许误差的指示。所以举例说来，

◎ 第二步的距离降至36m，或最低距离的3.4%。

如果测量半径是300m，那么容许范围是285m到

表3显示了在同上面5个由红箭头标出的下降中

315m，对于600m的范围则是570m到630m。

相似方式得到的结果。
注意：大范围的距离会减少，小范围的距离会
增加来自距离分析的一些其他的观察结果有：
◎ 结果证实了距离绝对值随半径增加而
增加。

6 结论
毫无疑问，对于一个HDD施工的弯曲半径技
术要求非常重要。为了适当平衡这个技术要求的影
响，当事人在测绘和计算方法上取得一致很关键。

◎ 距离百分比在第一步显著不同，但在第二

特别对于大的弯曲半径，需要详尽的了解计划

步中集中在5%左右（求两个分数的平均然后计算

剖面内一个微小偏差带来的影响。管道所有方和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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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承包商必须在先期弯曲半径的测量原理上互相理

了充足的基础，但最需出现的改变是，承包商和网

解并达成共识。本文介绍了诸如测量范围等关键因

路所有者将弯曲半径的设备键校验驱动程序包含进

素在公正的接受或放弃一个HDD项目上不可或缺。

去，这样当前模凌两可的现状会显著改善。Reduct

另外，本文介绍了由Reduct管道测绘系统生成

已开发了基于上面方法的一个简单的计算键校验驱

的弯曲半径数据的高度精确性和可靠性，两步产生
5%的允许误差。此为弧长计算法是一种在HDD环
境中计算弯曲半径的可行方法。

动程序的软件。
译自： Paper #1－<International No-Dig 2010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尽管上面呈现的结果为计算HDD弯曲半径提供

朱文鉴 校

CSTT成功组团赴新加坡参加ISTT2010年会
第28届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年会（ISTT2010）

了ISTT 2009-2011年财务报告。

于2010年11月8日－10日在新加坡举行，中国地质学

下午ISTT 2010年会组委会首先汇报了会议组织

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CSTT）组织国内相关企

情况，德国和巴西分别通报了ISTT 2011和ISTT 2012

业单位、专家学者及技术人员一行共21人参加考察

年会筹备情况，澳大利亚和中国（CSTT）分别进行

了本届年会。

了ISTT 2013年会申办报告陈述，随后ISTT理事会经

11月7日，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ISTT）在泛太

过长达一个多小时的多轮闭门讨论与投票，最终澳

平洋(Pan-Pacific)酒店召开了2010年理事会会议，中

大利亚获得ISTT 2013年年会举办权。CSTT在半个月

国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委员会（CSTT）副理事长颜

前临时决定申办ISTT 2013年会，遗憾失败，但在申

纯文教授等5人代表CSTT参加了本次会议。

办论述和质询的过程中，中国的非开挖技术地位获

上午ISTT理事会首先通过了2009年ISTT理事会
会议纪要，并通报了ISTT会员情况。其次商讨修改

得了众多国家的中肯与支持。其后各个会员国进行
了各自国家非开挖技术发展与会议筹备情况通报。

了ISTT章程，并投票选举Samuel T.Ariaratnam教授

11月8日，ISTT 2010年会与展览会在新加坡星

（美国）为新一届ISTT主席、蔡翰霆先生（中国香

达城（Suntec City）开幕，并举行了中国、土耳其、

港）为副主席，以及增选了4名ISTT执委（ESC）。

哥伦比亚、新加坡等四国新加盟ISTT的签字仪式。

会议起草了ISTT 2011-2013年战略发展计划，并讨论

本届展会共有来自全球88家（国内8家）单位参加
展览，并在水平定向
钻进、微型隧道/顶
管技术、管道更换与
修复、管道检查、清
洗、地下管线探测等
方面进行了新技术研
讨与新产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