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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江定向钻穿越铺管

肖立文

摘 要：本文全面介绍了汉中至西乡、安康天然气长输送管道穿越汉江铺管施工，并提出了针对性技术

措施，给出了总结性穿越施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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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汉江穿越铺管是汉中至西乡、安康天然气长输

送管道，在汉中市城固县县城南面穿越汉江。设计

输气钢管直径 ф406 毫米，壁厚 10 毫米，通讯光缆

护钢管 ф114 毫米。设计双线穿越，长度 1450 米，

两线管间距 8 米，埋深 16 米，入土角 12°，出土角

8°。入土点位于汉江北岸建安村，出土点位于汉江

南岸太平村。汉江穿越属于大型穿越工程，也是汉

西康长输工程中的控制性重点工程。

施工环境：汉中地区属于亚热带，最高气温

37.6 度，最低气温 -9.3 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秋

冬属于旱季，是最佳的施工季节。汉江宽约 1100

米，主河道宽约 600 米，水面宽约 260 米，水深约 2

米，主河滩为洪积砂卵石，卵石直径 30-120 毫米，

卵石约占 70%。副道宽约 500 米，无水，河床上洪积

中粗砂和砾砂，河淮上种植杨树和桑树，南北河堤

宽约 35 米，高 7 米。

地质勘察资料显示，穿越段地层复杂，有回填

土、粉土、细砂、中砂、粗砂、砾砂、砾石、卵石、硬塑

粘土地层，各层厚薄不匀，埋深有深有浅，交叉互

存。穿越线的入土段和出土段必经细砂、中砂、粗

砂、砾砂、砾石和卵石地层。设计入土段采用套管

法，将砂卵石地层隔离穿越。设计出土段采用开挖

法，将砂卵石地层开挖穿越。中间水平段设计是在

中粗砂、砾砂和含砾石的硬塑粘土地层穿越。粘土

层、灰黄———黄褐色，硬塑 -- 坚硬塑，干强度高，韧

性中等，局部含有圆砾，粒径一般 14 毫米，亚圆 --

圆状，该层主要成层分布。钻探揭露厚度为 1.6—

5.40 米，层底标高为 456.60—465.63 米，坚硬粘土

层具有弱—中等性膨胀，膨胀率为 40%—95%。我

认为坚硬塑含有砾石的膨胀的粘土层可钻性良好，

不坍孔，不埋钻，成孔好，是最佳的穿越地层。不利

因素是它具有膨胀，土膨胀后挤压钻杆，黏连钻杆。

如果将穿越层选择为粘土层和粘土层以下的中粗

砂层及砾砂层，穿越距离长，在中粗砂、砾砂层穿

越，有可能发生埋钻埋管事故，施工难度大，施工风

险高。在施工中，根据地层的变化，作适当的调整，

尽量回避中粗砂和砾砂地层。

2 穿越施工

人员及设备、项目经理、工程技术员、司钻、钻

工等 12 人。施工设备有国产 DDW160 定向钻机 1

台，月蚀无线导向仪 1 套，16 方 16MPa 空压机 1

台，夯管锤 2 台，WB1250 泥浆泵 1 台，100KW 电机

1 台，320 挖掘机 1 台，配 140 钻杆 160 根，配 127

钻杆 50 根。导向钻头 1 个，φ500、φ650 芽轮扩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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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头各 1 个，φ711 内螺旋钻头 1 个，φ241 芽轮钻

头 1 个。φ813*20 套管 70 米，φ406*8 套管 70 米，

φ273*8 套管 140 米，膨润土粉 228 吨，人员和设备

于 2010 年 10 月 16 日进场。

2.1 放线

汉江穿越距离长，通视力差，又是主管与光缆

管双线穿越，穿越中心线要求高，中心线各点即是

导向目标点。通视较好段 100 米放一个点，通视差

段 50 米放一个点，水域两岸各放二个点，以满足水

域半盲钻。

2.2 下 渍813套管

开挖斜度为 12°三角形工作坑，安装轨道，轨

道中心线与穿越中心线重合。将 12 米长的 813 套

管放入轨道上，后接夯管锺，启动空压机，将 813 套

管以 -12°夯入砂卵石地层。夯入 1 根套管后，拆下

夯管锤，用内螺旋钻头钻进取土，提出后反转，钻屑

土倒出，返复多次钻进取土，直达套管底部。提出钻

头卸下内螺旋钻头，接焊 1 根 813 套管，连续夯入 6

根，长 70 米，813 套管隔离砂卵石进入粘土层。813

套管下到位后，在 813 套管内安装 273 中心套管，

长 70 米，用支承钢板支承 273 套管，在孔口处，支

承钢板焊接于 813 套管内，以固定 273 套管。

2.3 导向孔施工

入土点是汉江北岸Ⅰ级阶地，导向孔相对入土

点设计埋深 16 米，到河淮上约 12—14 米深，水域

13 米深，两堤下埋深 21 米，桑树林地面不平，埋深

13—15 米，出土段最大埋深 14 米。选用月蚀无线电

导向仪配黑色探棒和高能电池能满足导向要求。钻

机对准中心套管安装，钻机桅杆斜度调至负 12°。

11 月 14 日 10 点开钻，导向钻头进入中心套管内无

信号，钻进至第 7 根钻杆后，导向仪显示斜度

-12°，测得深度 13.60 米，钻进扭矩 1200Nm，给进

力 200KN。钻进至 150 米，钻头从江堤穿越进入江

滩底部，斜度为 -0.9°，深 11.8 米，钻进至 380 米，

钻头已进入汉江主河道水底下，斜度 -0.4°，深

12.95 米，扭矩 12000Nm，给进力 240KN，半盲钻进

穿越汉江主河道水域，孔长 596 米，钻头斜度

0.0°，深 12.6 米，扭矩 18000Nm，给进力 320KN，泥

浆从旁边的勘探孔返出地面，钻进正常。钻进穿越

汉江副河道，进入河滩地杨树林，孔长 960 米，钻头

斜度 -0.5°孔深 14.01 米，钻进扭矩 25500Nm，给

进力 520KN。钻进扭矩和给进力大，泥浆从勘探返

出，钻进困难，钻进速度慢。钻进穿越杨树林，孔长

1085 米，钻头斜度 0.1°,孔深 13.66 米，钻进扭矩

34500Nm，给进力 760KN。钻进非常困难，钻进速度

慢，钻头常出现高温，泥浆泵故障频繁，决定回拖洗

孔。洗孔效果好，扭矩和给进力下降，钻杆回拖出孔

口，更换探棒电池。下钻在原孔中钻进，原孔成孔较

好，原孔中钻进顺畅，钻进至汉江南岸堤下，孔长

1250 米，钻头斜度 -0.1°，孔深 14.4 米，钻进扭矩

30000Nm，给进力 920KN。扭矩和给进力大，钻进受

阻。再次回拖洗孔。再次洗孔效果好，扭矩和给进力

下降。又下钻钻进，直至钻出地面。孔长 1450 米，斜

度 9.8°。出土段钻孔穿越砂卵石地层长 25 米。钻

导向孔用时 15 天。纯钻进时间 78 小时。钻光缆管

导向孔只用 6 天。纯钻进时间 62 小时。钻导向孔泥

浆粘度 42 秒，用量 700 升 / 分钟。

2.4 扩孔

首次用组焊 φ460 钢齿芽钻头扩孔，在砂卵石

地层扩孔扭矩较大，达 40000Nm，穿越砂卵石地层，

扩孔扭矩下降 31000—21000Nm。回拖力 320KN，扩

孔用时 4 天，纯钻 64 小时。泥浆粘度 45 秒，用量

800 升 / 分钟，扩孔正常。二次用组焊 φ650 钢齿芽

轴钻头扩孔，扩孔扭矩 33000—24000Nm，回力

480KN，扩孔用时 5 天，纯钻 90 小时，开始扩孔泥浆

较好。后因缺膨润土粉，泥浆为清水。

2.5 清孔

首次用 φ650 钻头清孔，清孔扭矩 49500—

25500Nm，回拖力 560KN。前 40 根钻杆清孔速度

慢，每根钻杆要用时 80-90 分钟才能完成清孔。清

孔扭矩大，速度慢是第二次扩孔用清水泥浆造成

的。孔内粘土钻屑遇清水膨胀，挤压黏连钻杆，扭矩

增大。这时，在泥浆加入羟甲基纤维素，将泥浆粘度

提高至 50 秒，扭矩和回拖力缓慢下降，回拖速度逐

步加快。第二次用 φ650 钻头清孔，清孔扭矩

31500—21000Nm，回拖力 320KN。泥浆粘度 46 秒。

清孔扭矩、回拖力、速度正常。孔内残留钻屑少，孔

壁稳定，成孔好。钻杆不转动只回拖，回拖力

560KN，回拖力稍大，属于正常。具备回拖铺管条件。

2.6 回拖铺管

长 1450 米，406*10 输气管自重 1460 吨，1430

米长的 140 钻杆自重 54 吨，计算初拖力 1200KN。

用 DDW1600 钻机回拖铺管是可行的。摆放 406 输

气管是一块平整田地，为减少初拖力和降低 406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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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层损坏，开挖了 800 米长的发射沟，沟内注满

水，406 管吊入发射沟内。用 φ650 钻头回拖铺管，

实际初拖力 960KN。钻头进入孔内砂卵石地层，扭

矩 38000Nm，回拖力 940KN。穿越砂卵石地层后回

拖铺管扭矩迅速下降至 25500Nm，回拖力不变。回

拖速度逐步加快。回拖 800 米时，回拖扭矩下降至

12000Nm，回拖力 640KN。全速回拖。406 管回拖至

孔口时，回拖扭矩降至 3000Nm，回拖力 440KN。这

时的回拖 406 管的浮力与孔壁的磨擦阻力。回拖铺

管用时 26 小时。

3 总结

完成定向铭穿越后，钻进资料和前期勘察资料

相附，勘察方法是采用全取岩芯方法，描述地质分

层，岩土成份、岩土厚度、岩土埋深准确，前期勘察

为穿越成功提供可靠的地勘资料，在此致谢。我希

望大型定向钻穿越工程一定要采用全取岩芯方法

勘察，不宜采用静力触探方法勘察。地勘资料不准

确会误导定向钻穿越工程。

穿越主河道水域时采用半盲钻，将接收机跟踪

探棒信号前点，利用前点信号可知钻进方向。接收

机显示斜度、钟面角、信号强度，可计算钻进。穿越

水域后，钻头的位置在中心线上，方向准确，深度

12.6 米符合要求。

泥浆泵是由旧泵改装的活塞泵，最大压力

10Mpa，流量 1250 人 / 分钟。钻孔距离长，泥浆流阻

力大，压降系数增大，输送的泥浆压力要求增高，泥

浆压力高，泥浆泵就易出故障，故障频出误工多，停

钻多，钻进扭矩大，钻进速度慢，提钻下钻累死人，

效率低。在长距离穿越最好配大型柱塞泵，要求最

大压力 16Mpa，最大流量 12500———2000 升 / 分钟，

这样钻导向、扩孔、清孔、铺管效率高。柱塞泵的活

塞耐磨耐用，故障率低。

内螺旋钻头在套管里捞土，最好采用送浆钻

进，细砂、中砂、粗砂、粉土均可通过泥浆返回地面，

砾石、卵石就进入内螺旋钻头内取出。送浆钻进速

度快，效率高，下套管快，工期短，钻头磨损少，动力

消耗低，成本低。在大套管内采用送浆钻进捞石方

法。在小套管内采用球齿芽轮钻头全面破碎钻进，

用泥浆返出钻屑。焊接套管时，将工作坑泥浆用挖

掘机清除，换土后可焊接套管。

扩孔时用了 50 根 127 钻杆，扩孔扭矩大，回拖

力少，可以用 127 钻杆，回拖铺管穿越砂卵石地层

段时，扭矩必大，回拖力也必大，扭矩和回拖力同时

达到高值时，钻杆易折断。一旦钻杆折断其后果不

可设想。因此，要求回拖铺管前取出 127 钻杆，全

部换成 140 钻杆后，准允回拖铺管，回拖铺管安全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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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钻穿越管道补口带施工缺陷及预防

肖瑞金
渊华东管道工程有限公司袁江苏徐州袁221008冤

摘 要：本文介绍了定向钻穿越管道补口带在施工中经常出现的质量缺陷及预防控制措施，为保证定

向钻穿越管道补口质量提供技术参考。

关键词：定向钻、补口、缺陷、预防

输油输气管道经过大型河流时，多采用定向钻

穿越方式通过障碍物。定向钻穿越管线段在穿越河

流河床底埋设一般较深，一旦补口处出现质量问

题，就很难采取措施修补和补救。为了保证定向钻

穿越管道回拖后能够长期安全运行，目前应用最广

泛的补口材料主要采用定向钻穿越专用的辐射交

联聚乙烯热收缩带(以下简称定向钻补口带)，定向

钻补口带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带配套底漆

的三层辐射交联聚乙烯热收缩带，带宽 520mm，称

为主补口带；另一部分称为牺牲带，牺牲带主要起

加强作用，防止管道在回拖时主补口带与管道防腐

层脱落。定向钻补口带具有耐腐蚀能力强、耐磨损

性、强度高、与管道粘接能力强、施工简便等优点。

通过近几年的定向钻穿越（仪长、华北管网、川

气东送、日仪管道）现场补口施工和工程调查，热收

缩带在施工中经常会出现以下方面的质量缺陷：空

鼓、起皱、翘边和剥离强度试验不合格。这些缺陷如

果存在于定向钻穿越管道中，势必会影响管道的长

期运行。下面针对定向钻穿越管道的补口带出现的

缺陷进行分析，提出预防措施从而减少施工缺陷的

发生。

1 热收缩带空鼓缺陷分析及预防

在热收缩带补口施工中，空鼓是出现频率较高

的缺陷，主要存在于热收缩带的搭接部位（热缩带

与热缩带、热缩带与管体三 PE、主补口带与牺牲

带、固定片与热缩带等）。施工人员一般在对热缩带

加热过程中用滚轴辊压搭接部位的方法赶出气泡，

实现热缩带搭接部位的粘结密实、消除空鼓。特别

是在冬季施工中在热缩带冷却到环境温度后，搭接

部位会出现再次空鼓现象。主要原因是在加热过程

中，通过辊压能够消除搭接部位的空鼓，但因为搭

接部位存在着“台阶”，无论怎样辊压，在“台阶”旁

都不可避免的会存在一条断续的空气缝隙。热缩带

在收缩过程中，再次拉动热缩带，空鼓就再次形成

了。目前解决空鼓再次出现的关键是消除搭接部位

存在的空气缝隙，即在热缩带的搭接部位下放置一

条片状的热熔胶带。在加热热缩带时由于搭接部位

底部有热熔胶，只要稍加辊压即可使热熔胶充满台

阶的空气缝隙，这样就不会造成空鼓的再次出现。

2 补口牺牲带起皱缺陷分析及预防

冬季补口施工时，牺牲带起皱也是出现较高的

缺陷，主要因为环境气温低，补口带加热温度升高

慢但降温又很快，因此较难保证补口过程中有足够

高的温度使主补口带收缩到位。在安装牺牲带后继

续加温时，主补口带继续收缩造成牺牲带起皱，从

而影响补口质量。解决牺牲带起皱的原因应注意以

下几点：

（1）在主带安装的整个过程中，要保证所需的

温度，并适当延长回火的时间，使热熔胶充分融化

并与底漆粘合，保证主补口带收缩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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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牺牲带时主带温度应控制在 85—

95℃，温度过低会使主带受热后产生二次收缩从而

牺牲带产生皱褶。

（3）安装牺牲带时应将火焰稍倾斜于牺牲带的

方向，避免火焰直接烧烤主带，从而造成温差过大

产生皱褶。

3 补口带翘边、剥离强度不合格等缺
陷分析及预防

补口带翘边、剥离强度粘结力试验不合格也是

一种经常出现的质量问题，造成这些缺陷的主要原

因为施工操作人员未按照厂家说明书操作和补口

带产品质量不合格。笔者就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和

预防：

（1）管体除锈质量不合格，管体聚乙烯表面未

按要求打毛。尤其在冬季施工时，喷砂除锈前应对

管口进行预热，避免涂底漆时出现大量浮锈而影响

粘结力。施工前应加强补口操作人员、质检人员的

培训，提高操作人员、质检人员的质量意识和质量

控制的自觉性。

（2）胶层加热不到位。现场通过把翘边部位或

剥离强度不达标的部位剥开检查，明显看出热收缩

带的胶层没有充分融化，致使收缩带与管体聚乙烯

防腐层没有粘结。施工中应加强操作人员的责任

心，确保按照产品安装说明书进行操作施工。

（3）边缘加热不到位。施工现场有风时，火焰飘

忽不定，有的部位加热不足，特别是当火焰中心不

能对准收缩带边缘加热时，边缘加热不到位，导致

收缩不均匀，冷却后易引起翘边。所以在施工时应

当注意边缘加热，特别是有风时应当采取遮风措

施，使火焰覆盖热收缩带边缘加热，火焰的中心对

准边缘即一半覆盖收缩带，一半覆盖管体 PE 层。确

保收缩带边缘收紧，防止翘边。

（4）回火不到位。有时为了赶施工进度，施工人

员将火炬开得很大，快速收缩，收缩后马上撤火，表

观上收缩带收缩完成，但由于收缩带基材传热较

慢，加热胶层需要一定的时间，快速加热收缩带会

导致胶层根本没有融化或者没有充分融化。回火就

是保证胶粘剂充分融化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冬季施

工，更应注意回火温度和回火时间，应严格按照产

品安装说明的方法进行施工。

（5）底漆与热缩带(套)不匹配。底漆起到的作用

是增强补口带(套)与管道金属基体之间的粘结力，

目前与热缩带配套提供的底漆可能不是热缩带厂

家生产的，不能保证补口带与管道之间的粘结力。

材料问题主要是供应商产品存在问题，在材料进场

时应加强检验，施工过程中尽早做剥离强度实验，

避免因材料问题大面积返工。

4 结束语

随着定向钻穿越技术在天然气、石油等相关行

业管道工程穿越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定向钻穿越

管道防腐补口带的施工质量会越来越被重视。只有

将优质的防腐补口材料和高质量的现场施工相结

合才能得到优质的补口。由于补口施工是野外作

业，受环境和人为影响因素很大，这就要求必须提

高现场操作人员、质检人员的质量意识和质量控制

的自觉性。需要施工操作人员针对不同的环境因

素，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根据科学合理的安装操

作规程并认真执行，确保定向钻穿越管道防腐补口

的质量，提高定向钻穿越管道的运行寿命。

参考文献院
[1] 姜永军，长输管道热缩带施工缺陷及对策分析，

河南石油，2006.3:85-86。

[2] 高云青，管道冬季定向钻穿越补口带施工质量

控制，石油工程建设，2006.2: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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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水平定向钻进法钻进硬岩山体

Hans-Joachim Bayer 著 王田青 译

摘 要：本文介绍了水平定向钻进在硬岩地区应用的实例。如今，越来越多的水平定向钻进工程是通过

穿越山体来实现管道的连接。在欧洲，水平定向钻进施工已广泛应用于穿越硬岩山体，也证明了水平定向钻

进在山区施工的优越性。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硬岩、应用

用非开挖方法在山区进行新管道安装以及旧

管道的修复有明显优势。可以省去花费在挖掘机行

走、斜坡支持安全措施、特殊薄膜、开挖土壤的维

护、管道槽支撑、回填时的压实、景观保护等工作上

的费用。使用与安装管道的水平定向钻进相同的技

术设备，可以完成水下交汇处、道路交叉口和铁路

堤防的钻进。难钻进的土壤或岩层并没有造成额外

的开支。利用非开挖方法安装新管道既避免了对植

被的破坏又避免了风化腐蚀。由于土壤中存在一定

数量的膨胀性粘土，对一些重要的山坡常常使用弹

性较好的塑料管进行管道的修复更新。非开挖施工

的优势在于可以减弱对斜坡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斜

坡的稳定。

1 在白岩中钻进安装压力管道

在 Zwiefalten(德国南部)附近的 Swabian Jura，一

家饭店的下水管道只能安装在沿多瑙河山谷的一

侧。由于靠近水岩溶洞景点，该饭店客流量很大，这

也是必须安装下水管道的原因。出于对山谷进行环

境保护的考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禁止在侏罗纪时

代白岩构成的 U 行山脊上铺设管道。解决办法是将

这个厚 90 米中间包含 45 米硬岩的山体直接钻透。

使用 Grundodrill 20S 型钻机和基岩泥浆马达对抗压

强度超过 200Mpa 的侏罗纪岩石山体进行直线钻

进。钻进中最难的任务是在钻进初始阶段对钻头的

控制。导航控制钻进的最大深度是 15 米，之后就变

为回转钻进。在山脊的另一侧，再次使用导航将钻

孔引入目的坑。利用圆锥滚子刀具完成开孔工作。

在钻孔内安装管道是最简单的任务，半个小时就可

以完成。环境保护部门对此表示赞许，直线钻进有

望应用于其他环境保护机构。

2 SLOVENIA 喀斯特地形平行钻孔

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东南部的前沿部分喀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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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凿岩钻机在 Zwiefalten附近的侏罗纪石灰岩山体施工 图 2 Zwiefalten附近钻进轨迹的截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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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中 Postojna 地区的洞窟群非常出名，是欧洲最

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这些迷宫般的洞穴，绵延

27km，洞内有大量的钟乳石、石笋等地理特征，同时

也是一些非常稀有的穴居两栖动物的理想栖息地。

游客乘坐洞穴特制列车进入溶洞游览。铁路轨道呈

环形穿过地下一排排的洞穴。电池供电的洞穴平台

列车定期在一个中央电站进行充电。由于已经运行

多年，电站需要进行修理。管理者从实际应用的角

度考虑，决定将电站的位置从洞内移动到洞外，因

此需要建设一条连接线路。

从安装长度和场地条件来看，不适合采用开挖

的方式。因此设计者决定建造直线连接，这就需要

从内到外穿透洞穴壁，钻出两条长度为 30m 直径为

1m 的平行孔。

VILKOGRAD 公司决定使用 13x 型水平定向地

面钻机完成这个任务，该公司在斯洛文尼亚、克罗

地亚及其邻近的国家以非开挖管道更新和水平钻

孔而闻名。

为了决定最优的起钻点，施工方使用激光经纬

仪在开工前测量了方向和倾角。导向型岩石钻进泥

浆泵被用来在极其坚硬的石灰岩中进行先导孔的

施工，大概耗时 30-40 分钟完成了 3m 长的钻进任

务。使用这种钻具的优点在于施工过程中需要钻井

液的量较少，因为电缆控制测量系统可以对泥浆泵

进行精确的控制。

用一个 10 寸的扩孔器进行后续的扩孔作业

（其平均直径约为 250mm）。然后再钻孔中铺设直径

219mm 的钢管作为保护套管。最后，在钢管中安装

电缆作为新电站的链接。VILKOGRAD 公司的施工

队伍仅仅用了 6 天就完成了整项硬岩钻进的任务。

3 水平定向钻进约 2000 米硬岩

在瑞士东部的 Glarn 阿尔卑斯地区最高海拔

3620 米，Laax 和 Flims 地区的山脉也因滑雪场而闻

名。越来越多的冬季运动落户阿尔卑斯山安装人工

雪道。

水库和雪道之间需要安装管道进行连接。为了

安装 400 米的管道必须钻透 334 米的山脊。起钻点

海拔 1940 米，钻出点海拔 1934 米，斜度为 0.68%。

在该海拔按照如此精确的斜度钻进 400 米的岩层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2006 年 9 月，意大利 BIANCO

非开挖公司出色的完成了这项工程。BIANCO 钻井

专家用 Prime Drilling 75/50 水平定向钻进系统和泥

浆马达及牙轮钻头钻出一个先导孔，在此过程中有

超过 310 米的硬岩需要钻进，再用 23”扩孔器对先

导孔扩孔，然后用 17 1/2”正向扩孔器将管道拉入钻

孔。钻进施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并没有出现任

何事故。

4 缩短在 JURA 山的钻进

RE IGOLDSWIL 位 于 Basel-Land 州 海 拔 在

900-1200 米得连绵起伏的 Jura 山脉中。有一条铺

设于 1967 年的天然气管道需要更换。新钢管的长

900 米，与周围建筑相距较远。掌管天然气管道网的

Gasverbund Mittelland AG 决定钻进 460 米的山脊来

安装新管道。Bergli 山脊由晚侏罗世硬石灰岩和泥

灰岩层叠交替构成。

2005 年夏天，为完成该任务，首先建造了一条

图 3 Grundodrill 13X型钻机进行先导孔的施工 图 4 Prime Drilling 75/50 HDD unit在 Laax山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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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山坡的小道，以便于将 100 吨重的 Prime

Drilling HDD 钻机运到施工地点。经验丰富的

Bohlen&Doyen 公司先利用泥浆马达和 250 毫米牙

轮钻头钻进了一个先导孔。通过在钻进区域建造人

工磁场结合导航系统实现对施工的操纵，导航系统

位于钻头后面，通过钻杆内的钢索连接到控制台。

根据地层钻孔优势，在侏罗系地层的钻进施工

需要调整许多钻井液参数。钻井液系统可以在施工

现场实现循环。第二步是用 500 毫米直径的扩孔器

进行扩孔。第三步是将 273 毫米直径焊接钢管拉入

注满钻井液的钻孔。

客户对如期完成的工程非常满意，甚至对该工

程进行了数次的报道。

德国西南部的霍亨索伦地区是公认的地震带，

一条天然气管道（直径 273mm 的外附 PE 材料的钢

管）需要被安装在 Swabian Jura 山的一个斜坡上，位

于几米深的侏罗纪石灰岩层中。该斜坡表面是一片

原始森林，其主要作用在于防止岩石滚落和风化

（当地称之为“Bannwald”坡）。在 1000m 长的钻进轨

迹中，有 230m 位于不同的海拔，倾斜度高达 40%甚

至部分区域达到 55%。这些侏罗纪石灰岩抗压强度

达到 220MPa，且可能有岩溶（孔洞）。为了保护钢

管，天然气管道经销商决定在“Bannwald”坡的管道

外再安装一条直径 450mm 的 PE 材料套管。因此钻

孔直径将达到 600mm（24”）。在斜坡的中间有一个

自然的孔洞，经当地环境保护组织允许可以加以利

用，因此钻进轨迹可以分为长度大致相等差不多的

两段。先导孔用 Grundodrill 20S 型钻机施工，扩孔过

程使用 80T 的水平定向钻机施工。现场施工方是很

有经验的来自 BerKheim 的 Max Wild Gmbh 公司。

整个扩孔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2”、20”和 24”。施

工过程中先后遇到了一个喀斯特溶洞和一个扩孔

器的损坏，但施工方都在短时间内解决从而完成了

整个钻进过程。岩石钻进完成几周之后开始进行天

然气管道的铺设。

5 铺设电缆的最短路线

在欧洲，如何避开城市高压电线与自然保护区

是广泛讨论的问题。可再生能源的传输需要新的电

缆线。对固定在地面的电缆进行合理的规划。大多

数电缆装在空的 PE 管内受到保护，所以该项施工

与安装其他空塑料管的方法相同。

在德国西南部 Koblenz 市的 Hunsrück 地区的

图 6 已焊接完毕的 1000m长的管道即将被拖入钻孔中

图 5 从天然气管道铺设的斜坡向下俯视

渊位于 Hohenzollern城堡后面冤

图 7 短路径铺设电缆线实例

图 8 自然保护区的短路径电缆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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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脊上有许多风力发电机，由于地处山林自然保护

区，所以需要用非开挖方法钻进坚硬的玄武岩来连

接发电机和用户。所有工作由 20 S- HDD 凿岩钻机

和导向型岩石钻进泥浆泵完成。由于玄武岩的硬度

高达 400Mpa，所以钻进几百米的钻孔十分困难。

6 水平定向钻进长距离岩栓

中欧在土壤中安装长锚已有 10 年以上的经

验，对峭壁而言，利用水平定向钻进设备在硬岩

中锚定也并非难事。结晶、裂缝和接头是导致不

稳定的原因，解决方法是在垂直方向上对它们进

行锚定。

7 隧道工程岩土调查

利用可控制水平定向钻进法，地质调查在将来

可以为隧道路线做规划 (例如 Mont Blanc 铁路隧

道)。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特定的设备进行液体

和固体岩石探测。此外，还可以安装岩土仪器。利用

几个临近的垂直孔，通过地球物理探测仪对钻孔实

施探测，地球物理探测仪利用地球物理三维层析成

像技术对整个岩层进行详细的三维调查。

在隧道贯穿膨胀性岩石，构造软岩带，浅滩或

其他特殊岩层时，这些调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8 隧道改进

许多老的隧道是将岩石直接切断，由于缺少内

部的支撑，有时会造成水管和服务线路难以正常工

作。根据新的隧道施工消防法规，新增消防用水管

可以利用水平定向钻进硬岩的方法安装。消防用水

连通管道可以安装在隧道的地面上。利用水平定向

钻进不仅可以完成通风孔、空气交换孔及导向孔施

工，还可以通过向钻孔内注射混凝土对易碎的旧坑

道进行加固。

9 总结

上述水平定向钻进在山区和丘陵地区的应用，

即使在很差的地形和地质条件下，也可以取得良好

的结果。由于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归越来越严格

且“直走项目”越来越多，水平定向钻进在山区的应

用将会增加。考虑到水管、天然气管道电力电缆、通

信电缆、传感器电缆的存在，需要建造更多的安全

基础设施，这些管道的铺设可以利用水平定向钻进

施工完成。

对环境的保护要求尽量使用水平定向钻进法

在山区铺设管道，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连接水库与

雪道以及铺设饭店的排水管道、天然气管道、光纤

管道、下水道、电力管道和隧道。

图 9 在风力发电机与用户之间直接铺设电缆 图 10 利用水平定向钻进法在岩石中安装长锚

Hans-Joachim Bayer 著 王田青 译：利用水平定向钻进法钻进硬岩山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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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口径泥水平衡顶管技术在廊坊雨污分流工程中的应用

李玉川 1 张立英 1 王兆铨 2
渊1 廊坊市市政设施管理处 065001曰2 绍兴磐基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312000冤

摘 要：泥水平衡顶管工艺是一项已经证实的替代开槽挖埋式铺管的先进技术，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城

市排水、供水、电力、输油、输气等较大口径管道的埋设；然而对于小口径管道，特别是口径小于 600mm 的管

道铺设，由于施工时操作技术难度大、检修人员人身安全方面考虑及顶进长度限制等因素，一直来，常被建

设方、设计方和施工方所回避。当局部遇到小口径铺管时，通常把 DN600 管道变更为 DN800 和采用定向钻

铺设 PE 管或钢管加以解决。本文简要介绍了廊坊市雨污分流改造项目施工实施中，DN600 小口径泥水平衡

顶管工艺的实验情况，为今后小口径顶管施工提供技术借鉴。

关键词：小口径顶管、实验、应用

1 前言

廊坊市城市建设改造的重点工程—雨污分流

改造工程，自 2008 年首次采用非开挖机械工艺管

道施工以来，取得了良好的工程效益和社会效益。

鉴于一期工程施工过程中，采用定向钻施工的小口

径 DN600 管道，局部地段出现了地面沉降过大，铺

管标高难以达到设计要求等问题，为进一步完善管

道工程铺设过程中的各项技术数据和控制指标，便

于更合理地选择施工工艺，优化管道布局结构，最

大限度地减少工程建设对地表环境和地面建筑物

构成的影响，更有效地保证资金的投入质量，创造

高质量的建设产品；廊坊市雨污分流工程指挥部，

会同有关专家多次为施工方案和工艺选择进行技

术咨询和论证，决定采用小口径泥水平衡顶管工艺

铺设部分主管道和过路管道，并在东外环（东安路）

进行过路管道小口径 DN600 顶管施工实验；具体实

验点为雨污分流五标段 3K+050，华航桥南 200 米

处及 2K+735.478 华航桥北 150 米处及金光道交叉

口等五处过路顶管，具体由浙江绍兴磐基管道工程

有限公司进行施工实验。

2 实验目的

本次实验主要目的有以下几方面：

（1）进一步验证小口径泥水平衡顶管工艺在廊

坊地层和地质状况下穿越的可行性，探明主要施工

技术难度，并为与其他施工工艺比较提供依据；

（2）通过实验取得一套合理的 DN600 小口径泥

水平衡顶管工艺流程及施工方法；

（3）获得廊坊市 DN600 泥水平衡顶管工艺的具

体实验数据，其中包括：顶力与顶距、切削扭矩、最

大控制顶速、注浆量及配合比、最大顶管长度控制、

施工后地面沉降量及工艺直接施工投入测算等；

（4）提出实验的初步结论和建议。

3 施工实施情况

3.1 工作井选用方案

鉴于过路管一般埋深不大，通常在 3-5 米左

右，本次实验所用的工作井和接收井均采用主干管

所应用的浅开挖扩展法混凝土锚喷加固技术，该施

工方法又称护壁井或逆作法井，采用地下分层连续

墙方法施工，自地面而下一边挖土一边浇筑或锚喷

内衬，一直做到底板基础为止，再封底和浇筑底板

的施工方法。

进行护壁井施工的土层一般应符合以下要求：

（1）地下水位必须降至工作井或接收井底板下

3 米以下，使开挖壁自身具有一定刚性，在 6~12h 内

不至于坍塌；

（2）土层自身结合良好，无松散或流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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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常井设置圆形或矩形为主，以便于土层

的自身支撑；

（4）考虑到施工人员的安全和井周地面的稳

定，护壁井深度一般不宜大于 6 米；

（5）连续墙施工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即布筋、

锚喷要求快捷，通常布筋设置为单层成品网，锚喷

浇筑在 6 小时内完成。

根据专项设计的泥水平衡顶管机自身长度及

混凝土 F 管长，工作井设置尺寸为有效工作空间

5m×3m，接收井设置尺寸为有效工作空间 4m×

3m。为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作井和接收井，我们对过

路顶管工作井进行如图 1 的改进。

为保证管道顶进时后座力，确保后靠墙强度，

我们在后座千斤顶支撑处重新浇筑了 2×2 米钢筋

混凝土墙，以保证工作井的支撑强度，同时，在顶进

洞口处浇筑厚 15cm 的止水墙，便于洞口止水圈安

装和止水。

过路顶管原有工作井利用方案图渊图 1冤
3.2 顶管机的技术参数

为更合理地应用于实验段施工，2010 年 11 月

起，浙江绍兴磐基管道工程有限公司技术部门研发

了新一代免进人 PSD600-II 型泥水平衡的顶管机，

设备于 2011 年 3 月出厂并投入使用。

主要技术参数：

（1）尺寸：内径 600mm，外径 780mm，机身全长

2850mm，机头重量 2.5t；

（2）切削刀盘：驱动主电机：11KW-4P；

（3）刀盘扭矩：tf-m，2.3(50HZ)，转速 rpm：5.96

(50 HZ) 偏心次数 rpm：47；最大破碎粒径 100 mm

容许正面抗压力 tf/m2：20.0；

（4）纠偏油缸：纠偏电机功率：0.75×4P KW；

（5）单油缸纠偏力：推 32T,拉 17TX2，修正角度

上下左右各 2.5；

（6）顶推装置：油站型式：PS-200T（I），伸后全

长：1200 mm；推力：0~200T/31.5Mpa 推进速度：

0~120mm/min；油压电机功率：15KW×6P；

（7）排泥系统：进出管径：3 寸（80mm）；

（8）送泥泵：7.5KW，排泥泵：22KW。

3.3 特殊工具管的设计

为确保机头进入接收井后进行电缆、连杆和送

排泥管道拆卸，专门设计了一节带操作天窗的机头

管，具体尺寸如下：管长 1700mm,外径 780mm，内径

756mm，操作窗二个，操作空间直径 160mm，材料：

A3 钢。

4 施工情况

工程于 2010 年 3 月 30 日进场设备安装，4 月

8 日 12 时进行第一段实验顶进，5 月 17 日完成全

部实验段项目，初步取得了扭矩、顶速、送排泥压

力、顶力等数据。

（1）扭矩：本设备设计主要动力为 11KW，扭矩

电流基本保持在 7-8A 之间（设备满载设计电流为

22A），由于管位处于地质为粉土层，黄色、密实振摇

反应迅速、干强度、韧性低、夹粉质粘土薄层、局部

夹粉细沙，因此 PSD600 顶管机驱动主动力在廊坊

地区土层中穿越并切削土块，具有足够的动力富

余，满足施工要求。

（2） 顶速：本次顶进中，顶速一般控制在

5-8m/min 左右，当发现扭矩较小时，可适当增大顶

进速度，为避免造成地下水土流失，从而导致地面

坍塌，切忌高排泥量慢顶进操作，实验显示正常情

况下顶进速度是：顶进测算为 25-30 米 / 工作日，安

拆设备按 4 工作日计算，平均为 15 米 / 天，一套设

备月工作量为 450 米左右。

（3）送排泥压力：在试验顶进时，保持送泥压力

为 1.0-1.1kg/m2，排泥压力为 0.8-1.0kg/m2。

（4）顶力：初始顶力即正面顶力为 2 缸 2Mpa

(15T)，机头推进至 NO.1 管时，顶力为 2 缸 3.0Mpa

(18T)，顶进中由于注浆状况良好，顶力始终保持在 2

缸 7-8Mpa(43T)左右。

我们按经验公式估算理论顶力计算如下：（泥

李玉川 张立英 王兆铨：小口径泥水平衡顶管技术在廊坊雨污分流工程中的应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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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衡式顶管经验推算简便式）

F=Fo+fo·L

式中：F -- 总顶力（t）；

Fo—起始顶力（正面抗力）（t）；

Fo=（Pe+ Pw）（D/2）2·π

Pe—切削面正面土层平均推力（t/m2）（一般取

15 t/m2；砂砾层取 30 t/m2）；

Pw—泥水压力（t/m2）20；

D -- 掘进机外径（m）；

fo—管壁与土层摩阻力（t/m）；

fo=R·S+W·f

R—与土层间摩擦系数（t/m2）；

S—管子外周长（m）；

W—管自重工业（t/m）；

f—管子由自重产生的摩擦抵抗系数（=0.2）；

L—推进总长度(m)。

R 值的取值应根据土层中粘土含量及注浆质

量而确定。在正常的注浆条件下，可参考表 1 取值。

表 1 R值参考表

以 W37# 井为例计算出最大理论顶力：

fo=R·S+W2f=0.5*2.39+0.43*0.2=1.20

F=15.89+1.20*50=79.8 吨

图 2 顶力对比图

注浆压力及注入量：管道推进机头管（5m）时，

开始进行了注浆工作，注浆初始压力控制在

2-3kg/m2 左右，当顶进 20 米后增加了注浆压力为

5-6 kg/m2，并且为每个注浆孔设置了单向阀；

沉降量观测：我们在顶管轴线方向设置了 12

处共 60 个观测点，分别取得了开顶前和完成 3 天、

一周和一月后的观测点标高，通过对比没有发现大

的地表或路面沉降。（具体数据和断面图见附件）

5 结论和建议

通过五条过路管的小口径泥水平衡顶管实验

和对实际数据的分析比对，我们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和建议：

（1）顶管工艺：小口径泥水平衡顶管工艺在廊

坊地区地层施工是可行的；小口径泥水平衡式顶管

施工工艺完全适合廊坊地区管道施工，它可以有效

地控制地层由于顶管施工而造成的地面隆起或沉

降。PSD600-II 型顶管机有效地解决了小口径顶管

过程中的施工人员安全问题；

（2）顶距设置：以 W37 号井 50 米过路管实验为

例，其顶力仅 40 多吨，单按理论计算顶力而言，最

大顶力为 80 吨左右，根据管子生产厂家提供的最

大试验受压力为 200 吨，施工偏压强度按 60%计

算，实际容许顶力为 120 吨，理论计算顶距为 81.5

米，但考虑到小口径顶管的实际施工难度，建议

DN600 非开挖顶管设计长度不大于 80 米为宜；

（3）沉降量：经观测，施工后短时间内没有发现

路面沉降现象；

（4）顶管工艺施工费用分析：单从顶管施工工

艺上来衡量，DN600 泥水平衡顶管直接施工成本费

用比 DN800 高出 15%左右，主要原因在于 DN600

顶距较短、施工时接管速度较慢，当然，相对比较管

材费用比 DN800 少 30%左右。

通过这次小口径顶管施工实验，我们取得如下

经验：

（1）在市政污水管、给水管埋设施工中，需要有

效地保护周围设施，必须根据当地土质条件、设计

要求，合理确定施工方案，认真选型，专项设计，合

理配备施工机械，才能取得良好的工程效益，尽可

能地减小对既有环境设施的破坏。

土层分类
日本下水道协会推

荐值渊t/m2冤
国内施工经验值

渊t/m2冤
砂土混合层 0.5耀1.0 0.5耀0.6

砂层 0.7耀1.6 0.7耀0.8
砂砾层 0.8耀2.0 0.8耀0.9
粘土层 0.5耀3.0 0.2耀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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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选定

方案和施工工艺，精心组织，严格按技术规程操作，

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3）泥水平衡顶管掘进技术是一种已经证实的

替代开糟挖埋式铺管的先进技术，它对于减少地面

及建筑物的破坏，减少不必要的施工冲突，减少地

下运动的危害，以及减少工人的工作强度，保证工

作场地交通及行人的安全，势必为一种理想的工作

方法。小口径泥水平衡顶管掘进技术从安全技术

角度来看，更是一项高新的施工技术，目前在国内

还较少使用，其主要原因是小管径的管内空间限

制，施工中机械检修困难将对施工造成难度，施工

单位往往望而生畏，从而影响了设计者的设计思

路和方向。

李玉川 张立英 王兆铨：小口径泥水平衡顶管技术在廊坊雨污分流工程中的应用

百莱玛设备有限公司于 4 月 16-17 日武汉举

行的非开挖国际展会上展示了一台崭新的 V750 水

平导向钻机，并在会上举行了 V 系列钻机新品发布

会，吸引了各行业内人士的目光。美国威猛在非开

挖行业一直处于先驱者和领导地位，至今在全球已

销售 15,000 台导 徳向钻机。北京威猛董事长包 恩

（Daryl Bouwkamp）先生在发布会上致辞时提到，为

了适应业务发展，北京威猛已经迁入新的厂房。而

在充分听取中国客户的需求和意见后，威猛决定对

产品线进行调整和扩充，针对中市场推出涵盖 40

吨到 140 吨级的 V 系列钻机。V 系列钻机在北京制

造，价格实惠，务求为客户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V

系列钻机动力强劲，效能卓越，品质可靠，尺寸小

巧，性能在国内同类产品中首屈一指，客户得以更

方便地将机器转运至施工现场，完成各种具有挑战

性的工作。

发布会上邀请了北京威猛有限公司董事长包

徳恩(Daryl Bouwkamp)、百莱玛设备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蔡翰霆、威猛集团亚太事务主管副总裁华刚林

(Colm Rafferty)和北京威猛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春启

进行剪彩，剪彩仪式完成的一刻，标志着威猛新系

列钻机正式进入中国非开挖钻机市场，各人均期

待这新系列钻机在市场上绽放异彩！会后剪彩嘉

宾更接受了几个媒体的专门采访，把推出新系列

钻机背后的概念阐述出来，以及透露威猛未来的发

展动向。

V系列钻机发布会进行剪彩仪式

威猛 V系列水平导向钻机亮相武汉非开挖展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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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创外径3m微型隧道顶管工法世界纪录

Kuliczkowski Andrzej 等著 何计彬 译

摘 要：波兰华沙用微型隧道工法铺设污水输送管网解决自然生态系统退化问题，所铺下水道管道在

工程实践中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在微型隧道工法铺设管径、铺设长度和曲率顶管等三方面打破了已有世界

纪录。

关键词：微型隧道工法、污水输送管网、顶管、世界纪录

本文介绍位于波兰华沙维斯拉河右岸的 Czajka

污水处理厂污水输送管网的工程情况。这项包括一

条 DA（外径）3000 /DN（内径）2800 mm 的下水主管

铺设工程在内的投资，被认为是在波兰过去的数十

年工程实践中最大的挑战之一，并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由于污水输送管网的建设，被认为是当地最

大生态问题的波罗地海和维斯拉河下游地区自然

生态系统的恶化问题将迎刃而解。该项目显著的特

点是在实施过程中打破了三项记录：第一是使用微

型隧道工法铺设了一条可以载入史册的 DA3000

/DN2800 mm 的管道；第二是在波兰使用微型隧道

工法完成了距离最长的单次顶进作业；第三是在

450 和 900m 的水 平 曲 率 半 径段 铺 设 DA3000

/DN2800 mm 的下水主管在波兰尚属首次。

1 项目简介

在波兰首都华沙，需要铺设一条波兰 HOBAS

管道公司生产的 DA3000 /DN2800 mmCC-GRP 复

合管线。这条管道是坐落于维斯拉河（波兰的主要

河流，直接注入波罗的海）右岸的 Czajka 污水处理

厂的污水输送管网的关键部分之一。项目主要目标

是将位于维斯拉河左岸中北部的污水处理设施接

入该污水输送管网。整个项目由欧盟的诚信基金联

合资助，编号为 2000 / PL / 16 / PE / 020。项目的第

一阶段由属于 PBG 合资企业的 Hydrobudowa 9

JSC、PRG Metro LLC 和 KWG JSC 公司完成，第二阶

段正由 POL-AQUA 联合体实施。铺设 DA3000

/DN2800 mm 的下水管道是建成该污水输送管网的

关键，也是波兰在此类项目中最大的投资，同时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由于该污水输送管网的建设，

被认为是当地最大生态问题的波罗地海和维斯拉

河下游地区的自然生态系统恶化问题将迎刃而解。

该地区不久就将恢复其休闲功能。更重要的是，污

水输送管网的扩建和 Czajka 污水处理厂的现代化

建设，将保证华沙 100%的城市污水在排入维斯拉

河前得到净化，其污水排放质量将达到波兰法规和

欧盟标准的要求。

该项目最显著特点是在施工过程中强调了工

程的实际，应用微型隧道工法铺设了 DA3000

/DN2800 mm 的管道，完成了单次长距离(930m)顶进

作业，铺设的管径之大和单次顶进距离之长，都在

波兰尚属首次。在实现污水输送管网与污水处理厂

的管道接入中，第一次使用了水平曲率半径 450 到

900m 的弯曲段顶进铺设 DA3000 /DN2800 mm 管。

2 工程布置

Czajka 污水处理厂污水输送管网的扩建工程位

于华沙 Bialoleka 区。该工程包括将左岸华沙市区污

水输送到该污水处理厂的复合下水管道铺设和一

些与排水管线连接所需的附属设施建设。由于项目

的规模和特殊性，工程分为三个阶段实施，即：

第一阶段，在 Swiatowida 街、Mysliborska 街和

Modlinska 街下铺设 5.714 公里的 DA3000 /DN2800

mm 重力下水管道至 Czajka 污水处理厂(图 1)；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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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径 1600mm 的管道将位于 Swiatowida 街溢流井与

位于 Nowodwory 集水泵站内已有内径 2500mm 污水

管道尾端新建的连接井相连。

第二阶段，铺设 2.5 公里长的 DA3000 /DN2800

mm 下水管道，用连接井将现有的 Burakowski 下水

主管至新设计的 Burakowski biss 下水主管连接；装

有暴雨溢出槽和旁路下水道的网格井组成的连接

井与华沙阿塞洛 Huta 钢铁企业排污管道之间铺设

内径 2000mm 的下水管道对接，铺设两条 DA3000

/DN2800 mm 的下水管道与上述网格井中的连接井

相连。

第三阶段，在此期间，将两条 DA3000 /DN2800

mm 的管线反向铺设到维斯拉河岸边，其污水收集

将通过位于直径 4.5m 的混凝土隧道中的两根内径

1600mm 的管线实现。

维斯拉河左岸到 Czajka 污水处理厂的污水输

送管道路径见图 1 (图中红色线条所示)。

在项目的第一阶段中，总共利用微型隧道工法

铺设 16 个管段。如前所述，单个管段的顶进距离从

96 到 930m 不等。为达到项目的目标，将建造 57 个

工作井。其中 10 个作为顶管始发井，8 个作为接收

井，剩下 39 个工作井由一些检查井改建而成，间距

93 到 100m 不等。在曲率半径 450 和 900m 的曲线

段，管道将以合适的造斜角顶进。在线路上角度变

化更大的位置，采用 C35/45 型号钢筋混凝土连接井

按 W8 水密性等级进行密封。按照工程设计，

DA3000 /DN2800 mm 的下水管道埋深为 8 至 14m，

设计管道坡降比为 0.554%，全长管线之上，最高的

地下水位线将达到 8m。

工程的第一步是在 2009 年 1 月开始实施污水

输送管网与 Czajka 污水处理厂的连接，这一阶段的

工作集中在维斯拉河的右岸，该部分管道是污水处

理厂到华沙 Bialoleka 区———Modlinska 街的主要输

送管道。当然，这个阶段的关键是顶进由聚酯树脂

复合增强玻璃纤维制成的 DA3000/DN2800mm

HOBAS 管 ， 管 道 的 径 向 刚 度 变 化 范 围 是

40-64kN/m2。

相邻各管节之间使用有三元乙丙橡胶制成的

密封圈的特殊连接环在管道内连接。正是由于这样

的连接环使下水道管道做到绝对的密闭，避免外部

环境受到污染。由海瑞克（Herrenknecht）专门制造

的两种不同型号的微型隧道设备在工程中得到应

用 。 这 类 机 型———即 AVND 2000AB 和 AVND

2400AB 与 HSP 500 泥浆分离系统配套的最大效率

达到 21m3/ 小时（3m 长管节的平均顶进只需要半小

时）。该项目所使用的微型隧道工法在新建污水主

管铺设中完全适应地下水和地层条件，在整个顶进

过程中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排水工作，只有在工作井

和预留检查井那些需要开挖的地方偶尔需要降水。

另外，在整条铺设路径中，工程承包商对顶进距离

最长的管段设计了专用的润滑剂配方以降低摩擦

力，当然隧道机自身的全自动润滑装置同样有效地

减少了附加的顶进力。新铺设的下水管道没有与

Czajka 污水处理厂到华沙 Bialoleka 区—Modlinska

街主要管线等已存在的基础设施之间发生明显的

交错，只有与污水处理厂污水管极近的一条低压电

气电缆线会发生交叉，不得不进行了改线。此外，与

靠近下水主管的路灯基座也会发生交叉。在这段一

次顶进的最长距离是 840m。中继站完成施工后，就

作为 Hobas 切向工作井用于下一管段的导向。

图 1 DA3000 /DN2800 mm下水管道铺设路径 图 2 本项目中第一根 DA3000/DN2800mm管顶进情况

Kuliczkowski Andrzej 等著 何计彬 译：波兰创外径 3m 微型隧道顶管工法世界纪录 15

Un
Re

gis
te
re
d



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11 年 6 月

2009 年 11 月底，华沙的 Bialoleka 区 Modlinska

街下水主管铺设工作开始，几乎与此同时，Bialoleka

区的另一地点，也开始了下水管道的反方向铺设。

应 该 强调 的 是 ， 在 主 输 送 管 线 工 程 中 铺 设

DA3000/DN2800mm 的下水主管道，单次顶进最长

距离达 930m 在波兰还尚属首次。在华沙 Bialoleka

区 的 主 传 输 线 单 次 顶 进 如 此 长 的

DA3000/DN2800mm 下水道管道，是因为传统的开

挖难以执行。图 3 显示的是下水道铺设路径中最长

的管段，图 4 是用作该段顶进的主顶工作站。

在本工程中，波兰首次在 DA3000/DN2800mm

管线中设计了两段弯曲半径分别为 450m 和 900m

的曲线顶进管段，其中一段已经完工。在该顶进铺

设段，单根长 1.0m 的管节之间，使用 GRP（玻璃钢）

连接环连接。由于应用配备了基于陀螺仪和 HWL

水平仪（hydrostatic water leveling）的平衡系统隧道机，

使曲线管段做到了精确的顶进铺设。在该段，新铺设

的 DA3000/DN2800mm 下水管与既有地下管线设施

之间可能发生的一些交叉得到了预测，由于预测到会

发生交叉，所以对下列管线设施进行了改建：

·一些照明路灯和交通信号灯的管线；

·一根内径 150mm 的供水管；

·一根内径 800mm 的混合下水道以及内径

1000mm 的混合下水道和内径 300mm 的雨水管道；

·一根天然气管道。

整个污水输送管网的额外作用是与 Nowodwory

集水泵站关联运行。正是由于这样的一种解决方

法，在特别干燥的季节，DA3000/DN2800mm 的下水

道流量减少的同时，减少了污水排入 Czajka 废水处

理厂，就可以在不切断维斯拉河下游存水湾的情况

下，对下水主管进行检修，可保证检修过程的安全。

如此关联的一个不可否认的好处，是可以增加整个

污水输送管网的灵活性，通过 DA3000/DN2800mm

的排污主管内的存水作用和 Nowodwory 集水泵站

的关联运行来实现。已有污水输送管网与集水泵站

之间的连接，是通过在 DA3000/DN2800mm 管道内

安装的半幅侧向排污门与作为溢流的内径 1600mm

排水主管一起，安装在位于 Swiatowida 街内径

2500mm 的通向溢流室的排水管阀门位置的方法来

实现的。

3 地质与水文情况

本工程范围包括维斯拉河左、右两岸的部分区

域，特别是部分在局部洪水情况下会出现所谓低溢

出平台的地方。在地表之下，是具有明显人类活动

痕迹的连续堤岸，观察到的主要是砂层和粘土层结

构。基本的地层剖面中，砂土与河流相沉积物一样

具有一定的内聚力，在其中和上部检测到极微量的

湖相沉积物。在 DA3000/DN2800mm 排污主管路径

上施工的勘探孔表明，砂土下部是一些杂土和上新

世粘土，局部可以观察到第三纪地层顶板不整合现

象，这些是在遥远的过去冰川侵蚀和工程建筑所留

下的痕迹。

总体上来说，地质条件对与 Czajka 污水处理厂

之间的污水输送管网铺设工作是非常有利的。对于

大多数管段，下部土层结构多为均匀压密且无内聚

力的细粒砂、中粒砂和粗砾砂（包括含有部分砾石

的 砂 层）。 从 可 行 性 的 观 点 出 发 ， 在 铺 设

DA3000/DN2800mm 管道过程中，管顶上方出现 8m

高的地下水位时，会给管道的铺设施工带来很大的

挑战。

在如此高的地下水位情况下，为了避免地下水

图 3 在华沙 Bialoleka区 Modlinska街地下铺设 DA3000/
DN2800mm下水管道的单次顶进最长距离 930m 图 4 用作最长管段顶进的主顶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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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渗透，必须采用一些特殊的建筑基础保护始发

井、结束井和技术井的正常施工。拉森（Larsen）钢板

桩被用来解决这个问题。将钢板在井四周沉入土体

一定深度以保证其坑底工作区域的稳定和干燥。值

得一提的是，这种解决方法只适用于顶进轨迹周边

那些拥有内聚力且不透水的土层。相反的，在砂层

和饱和土层中，强烈建议使用其它的处理技术，如

旋喷注浆技术形成防渗墙，以对井壁和井底进行密

封。在工程设计书中，计算提出的水泥与土防渗墙

的渗透系数应不大于 1×10-8m/ 秒，开挖时涌入井

中地下水可直接通过井底部的沉入过滤器抽出。

4 管材情况

顶进铺设的 DA3000/DN2800mm 管道，是连接

Czajka 污水处理厂的污水输送管网扩建工程的关键

组成部分，选择了以聚酯树脂混合增强玻璃纤维为

材料的 HOBAS 管。根据铺设路径上的地质、水文条

件 以 及 预测 载 荷 ， 管 道 所 需 的 径 向 刚 度 为

40-64kN/m2，所对应的管壁厚度为 94-117 mm。连

续直线段部分使用单根长 3.0m 的管节铺设，曲线

段用单根长 1.0m 的管节。相邻管节之间的连接，使

用由特定材料制成的连接环，连接环的材料与管节

材料一致，其内部嵌入有橡胶密封圈。如此的解决

办法，保证了铺设管道的绝对气密性。图 5 所示的

是施工现场堆放的 Hobas 顶管。

本工程选用的 HOBAS 顶管管道具有优异的耐

久性参数。管道内壁非常光滑，甚至在外表面也是

如此，这对于在顶进井中方便、精确的流水线式的

顶进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与相同

壁厚的传统材料管道相比，它具有更大的抗压强

度，可以使管道承受更大的顶进力。例如，径向刚度

为 40000N /m2 的管道所能承受的最大顶进力是 15 .

725 kN，而径向刚度为 64000N /m2 的管道所能承受

的最大顶进力是 19.539kN。值得指出的是，低温对

这种管道也不会产生影响，这就意味着其耐久性参

数 不 会 有 任 何 的 降 低 。 图 6 是 准 备 顶 入 的

DA3000/DN2800mmHobas 顶管，图 7 是其管道内部

的中继间。

Hobas 顶管的详细耐久性参数如下：

·弯曲弹性模量：短期 10-15 GPa；长期 4.8 GPa；

·沿管道轴向压缩弹性模量：短期 9-12 GPa；长

期 10 GPa；

·沿管道轴向抗拉强度：短期 15-40 MPa；长期

1.1 MPa；

·沿管道轴向抗压强度：短期 90 MPa：长期 20.4

MPa；

·弯曲段圆周抗拉强度：短期 120 MPa：长期 42

MPa。

在 DA3000/DN2800mm 排污主管线路上所有的

改建检修井中，其中的一些由混合玻璃纤维增强聚

酯树脂制成，充当整体预制检测孔的是两个独立的

下降通道（图 8）。根据工程设计书，这种检修孔在直

线段部分按每 100m 安装一个，仅仅在管线路径的

图 5 施工现场堆放的 Hobas 顶管

图 6 准备顶入的 DA3000/DN2800mmHobas顶管

图 7 DA3000/DN2800mmHobas管道内部的中继间

Kuliczkowski Andrzej 等著 何计彬 译：波兰创外径 3m 微型隧道顶管工法世界纪录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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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弯曲处和与其它下水道连接处才安装钢筋混

凝土检修井。预制整体检修孔和钢筋混凝土检修井

配备了与检修井大小匹配的细菌过滤器，以消除污

水排放过程中产生的气味。

应用钢管桩对井壁进行了保护和加固。降水方

法的细节和工作坑开挖的防渗技术，在本文第 3 点

中已进行了介绍。考虑到微型隧道工法的特点，设

计了特殊的混凝土挡土墙将工作井受到的压力传

到地层中。

5 社会经济效益与工程对环境的影响

维斯拉河左岸中北部的排水管线与本次工程

的污水输送管网连接，涉及到既有管线、基础环境、

社会与经济效益。正如前面所述，污水输送管网的

扩建，将解决维斯波罗地海和维斯拉河流域自然生

态恶化这个该地区最大的生态问题，在不久的将

来，该地休闲功能可得到恢复。更重要的是，污水输

送管网的扩建和 Czajka 污水处理厂的现代化建设，

将保证华沙 100%的城市污水在排入维斯拉河前得

到净化，其污水排放质量将达到波兰和欧盟法规的

要求。

整个工程项目最显著的特点无疑是微型隧道

工法的运用。它的基本优点是：避免了长而深的线

性开挖，并且将降水工作量减少到了最少。因为运

用了这种工法，使得在线路附近区域没有了地下水

位急剧下降而可能导致的地表水平衡被破坏的风

险。值得强调的是，这种工法的运用，改善了传统的

开挖方法所造成的地面交通问题。考虑其社会效

益，应用微型隧道工法在减少繁重的交通拥堵、改

道绕行和降低施工噪音方面都有很大的优势。它即

使在交通高密度的城市中进行，也能够避免对路面

的破坏。此外，三元乙丙橡胶密封圈可以在下水管

道上做到绝对的密封防水，消除了下水管道漏水对

周围环境的威胁。

基于众多使用微型隧道工法铺设管道所获取

的经验，微型隧道工法的直接影响仅限于铺设过程

中顶入管道的区域。在该工程中，排污管道轴线两

侧 4.5-7m 的宽度范围之内被认为沉降量是最大

的。平均沉降大约为 15-20 mm。上述沉降的出现不

会使整个计划变得复杂而难以实现，也不会对路线

周边的环境产生较大影响。只有在位于排污管道主

轴线两侧 4.5-7m 的情况下要求使用旋喷技术加强

下部基础，一周之后再进行排污主管铺设，工程完

成后进行管道沉降的监控量测。

6 总结

与 Czajka 污水处理厂连接的污水输送管网的

铺设被认为是在波兰过去的十几年工程实践中最

大的挑战之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该项目的显

著特点是在实施过程中打破了三项记录。第一项记

录是使用微型隧道工法铺设了一条可以载入史册

的 DA3000/DN2800mm 管道；第二项记录是在波兰

使用微型隧道工法完成了距离最长的单次顶进作

业；第三项记录是在曲率半径 450 和 900m 的弯曲

段，铺设 DA3000/DN2800mm 的下水主管在波兰尚

属首次。更重要的是，波兰 HOBAS 管道公司设计制

造了专门用于生产所需的 DA3000/DN2800mm-

CC-GRP HOBAS 管道的离心铸造设备。

使用上述 CC-GRP 顶管的 Czajka 项目赢得了

波兰非开挖技术协会成员的认可，该协会隶属于国

际非开挖技术协会。2010 年，在波兰 Kielce 每两年

举办一次的波兰国际非开挖技术研讨会上，波兰科

技大学专家代表团、非开挖技术设计机构及施工单

位，授予外径 3000mm 内径 2800 mm 的 CC-GRP 顶

管为“2010 年度专家工程”的荣誉，并被选为当年的

最佳产品。

译自：International No-Dig 2010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2010 新加坡年会论文集）

霍宇翔 校

图 8 排水管线上安装的检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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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顶管机在长距离及弯曲顶管施工中的应用

Fumihiko Matsumoto 等著 张瑛 译

摘 要：矩形断面管道具有空间利用率高的特点。在本工程中，采用泥水平衡顶管技术施工，证实了矩

形顶管机在长距离及弯曲顶管施工中的各方面适用性，相信今后矩形顶管机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关键词：矩形顶管机、泥水平衡顶管技术、沉降、顶推力

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中, 圆形管道的使用已经

有一个多世纪了，而作为另一种形式的矩形管道，

特别是那些通过隧道机顶进法或者用矩形顶管机

来铺设的矩形管道，是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矩形

管道超越圆形管道的优点在于，其拥有更大的有效

断面面积并且可以降低维护工作的强度。矩形管道

的缺点在于，采用机械铺设较为困难。

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矩形顶管机”出现了。这台

机器的刀盘由三个旋转轴组成，旋转轴在不同位置

分别配备刀具。与其它矩形隧道机相比，这种刀盘

的布置提高了混合土与泥浆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

这个原理，使这种机器在提高安全性和经济性的前

提下，具备了比用其它施工方法更快地铺设矩形管

道的能力。

本文讨论了顶管机在机械方面的问题，并根据

矩形顶管机实际施工中采集的现场数据，检验了这

项技术的适用性。

1 概述

顶管技术常用来铺设地下管线。它是通过一种

几何形状与管道相近的机械成孔，然后从始发井中

采用液压机将管道顶进地层当中的方法。在日本，

泥水平衡顶管技术已被确立为一种不会破坏周边

建筑物的地下管线铺设技术。

泥水平衡顶管技术在推进过程中，将泥浆和润

滑剂注入掘进面及水泥管与土壤之间的间隙中。其

次，泥浆充满土体间隙，从而使管道周围的泥浆增

加了周边土体的稳定性。图 1 所示为顶管施工法原

理。

本项研究反映了矩形顶管机的发展和在一个

长距离及曲线顶管工程中矩形顶管机的使用性能。

2 矩形顶管机的特点

2.1 矩形顶管机的基本特点

为改进掘进效果，对公转与自转比率做了检

测，多轴（3 轴）结构的刀盘旋转一次，被认为能够切

入土体不止一次。图 5 所示为矩形顶管机上切削刀

具的运动轨迹。图 6 所示为每个轴上的切削面，图

第 3 期

2011 年 6 月

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No.3

Jun.，2011

图 2 矩形顶管机图 1 顶管施工法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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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11 年 6 月

是矩形顶管机的照片。

轴与刀具的旋转是由动力驱动的复合运动，降

低轴的转速，可以提高输出的扭矩。与一般的掘进

机相比，提高了掘进、混合与搅拌的效果，这是由于

动力结构中的旋转轴在转动过程中必然成为一个

高速旋转体的缘故。

此外，采用多轴法（三轴）使得旋转轴上的每一

个刀具切割土体的范围缩小，刀盘的最外层与最内

层之间的旋转速度差，通过减少荷载和减小刀具的

外径来消除，以达到提高掘进效率的目的。

图 4 矩形顶管机

2.2 矩形顶管机的其他特点

（1）具有机头旋转自动控制功能，切削机构中

直接破碎地层的刀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采用与轴

的旋转方向相反的运动方式。此外，机头还具有旋

转运动反馈功能，在传感器实时检测到机头左右摇

动或上下晃动的信息时，可通过设置的纠正装置进

行远程控制。机头旋转的活动引擎罩如图 5 所示。

（2）泥浆的注射舱在左右各设置一个供料装

置。注射舱的目的在于缓解刀具上的载荷和降低旋

转时刀具受到的侧向压力，并可以在掘进面的边角

出现容易附着在刀具上的土体时，提供更好的搅拌

效果以减少刀头上的侧向阻力。

（3）在矩形管道周边设定 25mm 的超挖区来进

行曲线顶管。并且将润滑剂连续的注入到超挖区内

以减少顶进过程中的摩擦力。

图 5 矩形顶管机上切削刀具的运动轨迹

图 6 每个轴上的切削面

图 3 多轴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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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场施工概要

3.1 现场情况

工程内容:

矩形管道内部空间尺寸：2800×1800mm；

矩形管道外部尺寸：3300×2500mm；

顶管长度：220.97m；

曲率半径：100R+100R；

土壤特征和下部软土：粉质泥沙、细砂、回填

土、腐质土等；

标贯数：0-13；

覆土厚度：3.91m-0.97m。

图 8 和图 9 所示为现场平面图及剖面图。尽管

顶管路径的情况如图 10、11 和 12 所示，但由于受

到松散地层的限制，而无法预测路面强度。

3.2 场地问题

3.2.1 地面沉降

对三个不同埋深断面处，采用了二维有限元分

析程序 Phase2 进行地面沉降分析。分析结果如图

13 和图 14 所示。从这些结果中可以证实，覆土厚度

越大，表面沉降越小，但横向影响区域不受覆土厚

度的影响。此外，在不加固土体的情况下，认为最大

表面沉降大约为 35 毫米。

3.2.2 顶进力

在矩形顶管施工法中，还没有用来计算顶进力

的公式。因此，我们假定矩形顶管的顶进力是圆形

顶管的两倍，因为在矩形顶管中，管道周围土体的

图 7 机头旋转的活动引擎罩

图 8 平面图

图 9 纵剖面图

图 10 路径情况渊始发井附近冤

图 11 路径情况渊第一曲线段冤

Fumihiko Matsumoto 等著 张瑛 译：矩形顶管机在长距离及弯曲顶管施工中的应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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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拱效应在下降。

从上面的假定中，可以估计最大顶进力为

10,000kN。由于在曲线顶进过程中接头部分的接触

面积减少，现场总顶进力的上限基准值设为矩形管

道允许承载能力的 2/3(P=16,000kN)。然而，考虑到

应急和预计的施工停顿而使摩擦力增大，所以要设

置中继站。图 15 所示为中继站的结构。

3.2.3 加固顶力墙

因为覆土厚度变薄，导致地层上覆压力减小，

从而降低了顶进千斤顶在循环加载过程中地层能

够承担的分力，所以千斤顶循环加载过程中产生的
图 12 路径情况渊第二曲线段冤

图 13 每个点的分析结果

巨大顶进力弯矩会使顶力墙破坏。

对顶力墙的承载力进行了计算，大约为

4,000kN。由于计算中没有很好地反映来自顶推千

斤顶产生的循环荷载，所以必须考虑更多的影响因

素，而对顶力墙上覆地面进行了稳定性预加固，最

后顺利完成了施工。

4 顶管结果

本工程顶管施工精度、速度和推力的实际数据

如下。

4.1 顶管施工精度

该顶管施工，轨迹精度未出问题。如图 13 所

示，通过操作可旋转运动的引擎罩，能够保证全线

轨迹在左右 1 度范围内摆动。矩形管道在精确度上

的优异品质，被认为是能够避免过大摆动现象的一

个很大影响因素。图 16 和图 17 所示为矩形管道的

直线与曲线部分。

顶管施工的轨迹精度结果如图 19 所示。局部

急弯的现象并未发生在整个管线中。高度位移大约

在 -19mm 到 -35 mm 范围内。图 18 所示为掘进机

到达目标井。与设计的轨迹相比，能够将偏差控制

图 14 表面沉降分析结果

图 15 顶管中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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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 45mm 以内。从这个结果中可以看出，圆形顶

管与矩形顶管的不同在于，掘进机沿路径行进时，

被顶管道与设计轨迹之间产生的偏差不同，造成不

同的原因是：矩形顶管技术在顶进过程中管道受到

的顶进力较为平衡。

4.2 顶进速度

一般，顶进速度受地层的类型及强度限制。然

而，由于管尾间隙是在掘进进尺的同时形成的，因

此后者对顶进阻力的影响极大。仅从掘进情况来简

单判定管尾间隙是否合适还不够，而控制掘进速度

以达到某种地层的最佳管尾间隙才是可行的。

在本工程中，全部顶管施工的顶进速度控制在

了较为合适的 15～50mm/min。如果不计在始发井

顶管为稳定地层和曲线段顶管的起始点 BC 处和

EC 处进行精细的轨迹调整施工的话，平均顶进速

度约为 35mm/min，且一直维持在低扭矩状态下。每

天顶进三个管节(3.75m)到四个管节(5.00m)是没问

题的。

4.3 顶推力

图 20 所示为在顶进过程中的顶推力变化情

况。在施工开始前，由于顶进初段的上覆土厚度较

薄，可能导致顶推力增加的情况令人担忧，所以对

掘进机配备了行程为 20cm 的加压千斤顶。此外，为

防意外情况还准备了一台顶管中继站。实际施工开

始后，由于确信地下水渗漏和顶推力超过了该段的

设计值，所以用上了中继站。随后，采用更好的材料

确保止住了矩形管道上的地下水渗漏，并且顶推力

也逐渐与设计值一致，所以总的顶推力变化逐步趋

于平稳。

在不使用中继站情况下，最终顶推力值为

7,000kN，低于设计值 9,989kN 的 75%，并且低于矩

形管道承载能力 16,000kN 的 50%。从顶进力减去

管道的前端阻力可得到管道外表面平均阻力，这样

算得的阻力值为 2.46kN/m2。这个值约为圆形顶管

施工中表面阻力的 1.5 倍。

4.4 地面沉降

在工作井建成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始发井

的井口附近由于固结而发生了沉降。此外,不能指望

表层厚度大约 30mm-50mm 的地层有什么强度，这

条道路的路面和基础对实际载荷也难以提供什么

支撑力。

地面水平位移受隆起等因素的影响不是很明

显，因为对地表以下矩形掘进机工作区域内高于下

限值的土体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确定了土

体在工作面压力作用下的变形范围和程度。尽管在

上覆土层厚度不到 1.5m 的顶管施工前半段产生了

图 16 矩形管道直线部分

图 17 矩形管道曲线部分

图 18 掘进机头到达目标井

图 19 轨迹精度管理图

Fumihiko Matsumoto 等著 张瑛 译：矩形顶管机在长距离及弯曲顶管施工中的应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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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 0-3mm 的地面隆起，施工中未再出现其它引

人注目的隆起迹象。表 1 所示为顶进过程中的地面

位移情况。

表 1 地面位移情况

注：以上数据为注浆处理之前的实测数据

5 结论

矩形顶管机已经研制成功，并且在现场施工应

用中显示出了良好的效果。尽管掘进工作断面增大、

顶管施工包含曲线段和上覆地层很薄，该型顶管机

安全、快速地铺设矩形箱涵管线的施工能力还是得

到了证实，施工大大减少了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在日本，公用管线建设中使用此类机器虽然增

长缓慢，但必定会持续增长。我们相信，该型顶管机

已做好应对矩形管道的铺设施工准备，并有望成为

地下管网施工中的一种新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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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顶进过程中顶推力

变形种类

检测点
隆起渊mm冤 沉降(mm)

机头前方 0~3 -1~-4
机头正上方 0~4 -2~-5
机头后方 0 -7~-28
管道上方 0 -10~-28

第 29 届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年会（ISTT2011）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在德国柏林圆满举行，中国地质学

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CSTT）派员参加了本届年会。

5 月 2 日，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ISTT）在柏林(Messe Berlin)会展中心召开了 2011 年理事会会议，中国地

质学会非开挖技术委员会（CSTT）会展服务中心王敏健代表 CSTT 参加了本次会议。

上午 ISTT 理事会首先通过了 2010 年 ISTT 理事会会议纪要，并通报了 ISTT 会员情况，投票增选了

Gerda Hald 女士 （SSTT）为 ISTT 执委 （ESC）。其次，会议提出了 ISTT 会标改版增选图案，说明了

TRENCHLESS INTERNATIONAL、网站等媒体宣传平台的发展计划，并讨论了 ISTT 年度财务报告。

下午 ISTT 2011 年会组委会首先汇报了会议组织情况，巴西和澳大利亚分别通报了 ISTT 2012 和 ISTT

2013 年会筹备情况，西班牙、土耳其和哥伦比亚分别进行了 ISTT 2014 年会申办报告陈述。各会员单位依次

介绍了本年度工作重点，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主席 Samuel Ariaratnam 教授充分肯定了 CSTT 的工作，并对

CSTT2012 给予期望。最后，会议确定了 ISTT2012 年理事会会议的时间和地点。

5 月 3 日，ISTT 2011 年会与展览会在柏林会展中心（Messe Berlin）开幕。本届展会吸引了近 200 家（国内

1 家）企业 / 单位参加了展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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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TT2011年会在德国柏林圆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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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隧道与微型隧道技术在华沙CZAJKA 污水处理
厂污水输送系统建设中的首次应用

Cezary Madryas 等 著 王晓敏 译

摘 要：先进的隧道和微隧道技术，由于其无可否认的技术和经济优势，在波兰和世界范围内得到日益

广泛的应用。本文论述了应用于华沙 Czajka 污水处理厂污水传输系统建设的创新性技术解决方案。该污水

处理厂目前正在根据欧盟资助的“基础设施与环境”实施方案进行现代化建设。这项污水传输系统建设工程

是为了使波兰最大的污水处理厂 Czajka 能够收集华沙的所有污水。最终，新建的污水传输网络长度将会超

过 8.5 公里，包括以下两个主要部分：长度 1300 多米，内径 4.50 米的隧道（以虹吸形式穿越维斯瓦河）。该隧

道将采用泥浆隧道掘进技术进行掘进，该技术是波兰市场上的一种新兴技术。在隧道末端将有一个超过 38

米高的串联入口基坑和接口基坑。隧道内部将铺设型号为 CC-GRP2×DN 1600 的管道；污水截留管，鉴于

CC-GRP -DA3000 管道的直径和工程中单节达到的长度（部分超过 900m 长），这项工程很容易地成为波

兰目前在建的最大的隧道建设项目。

关键词：微型隧道、新型隧道、污水管道

这项已在华沙进行多年的项目的目标是建设

一个从华沙左岸到 Czajka 污水处理厂的污水传输

系统。这项工程对华沙这座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至

关重要。目前正在实施的计划方案见图 1。

整个工程由几个基本项目构成。目前正在建设

的项目包括：

·建于华沙右岸 Bialoleka 地区的内径 2800mm

的主干渠道和直径 1400mm 的备用污水干渠，设计

用于将污水输送到 Zera俳 和 Nowodwory 抽水站（该

工程从 2009 年开始建设于 2010 年完工）；

·直径 2160mm 的污水干渠，这是污水管道系

统的延伸（命名为“虹吸管”），与上述直径 2800mm

的污水渠道相连；

·位于维斯瓦河下部的内径 4500mm 的污水汇

集管道（通用管道），是为了让两条直径 1600mm 的

下水道形成虹吸管。

该项目还包括：

·Farysa 抽水站，它是一个直径约 10m，深 10m

的整体式钢筋混凝土沉井；

·格栅建筑体，设计为长 40m，宽 25m 的矩形，

深度达 6m；

·位于地面下部的起始硐室，内径 20m，深度

43m，设计采用厚度为 1m 的空心墙技术（该硐室的

基础底板位于相对于维斯瓦河水平面以下 27m 深

处），该硐室将为管道建设构成起始硐室；

·不同深度的出口硐室（6.1 m, 7.65 m 和 8.75

m），规格为长 36.7m，宽 9.1m 的矩形。

这项工程迄今为止在波兰是无与伦比的，在全

球相似解决方案中也是独一无二的。毫无疑问，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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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No.3

Jun.，2011

图 1 从华沙左岸到 Czajka污水处理厂的污水传输系统的

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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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的投资都值得关注。然而，由于会议的性质，

目前的研究仅限于内径 2800mm 的污水管道的最

重要信息的展示，这些管道应用微隧道技术建于维

斯瓦河下部。

1 微型隧道

如上所述，该项目的内容之一是建设内径为

2800mm 的污水干渠，根据杰克力学刚度 SN40000

N/m2 （F=15725 KN；壁厚 100mm），SN50000 N/m2

（F=17526 KN； 壁 厚 108mm），SN64000 N/m2

（F=19539 KN；壁厚 117mm），长度 6000m，坐落在处

于激烈的城市化进程中的 Bia?o??ka 区。场地状况

实际上不允许进行露天挖掘。因此决定采用微隧道

技术进行污水干渠施工。这是一项特殊的工程，因

为迄今为止波兰没有建设过如此大直径的微隧道。

Hobas 公司赢得了管道供应的招标，Herrenknecht 公

司赢得了微隧道施工机械的招标。供应如此大直径

的 CC-GRP 管道需要建设一条新的技术生产线，这

条生产线是由 D?browa Górnicza（位于 Katowice 附

近）地区的一家公司生产的。这条生产线可以生产

3500mm 外径的管道，这在玻璃纤维管道尺寸方面

创造了新的记录。这种管道采用不饱和聚酯树脂、

割断玻璃纤维、碳酸钙和石英砂为原料进行生产。

管道施工由 Herrenknecht 公司生产供应的两种机械

设备进行，型号是 AVN 2000 和 AVN 2400，配备了

外径为 3065mm 的刀具，重达 1800 吨。该项目还设

计了两个工作硐室间的连接区段（长达 930m），这

可以大大减少由工程施工产生的环境问题和大部

分由大量硐室造成的困难。这个工程由 Hydrobu-

dowa 9 公司, PRG Metro 公司 和 PBG S.A. 资本集团

旗下的 KWG 公司联合承办，受益者是华沙都市的

城市用水供应和污水收集企业。毫无疑问，这项工

程是微隧道技术中独特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图 2 展

示了污水干渠施工期间的一个硐室。

2 维斯瓦河下的隧道

维斯瓦河下的隧道是为了输送污水建设的虹

吸管的一部分，包括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位于华沙左岸的起始硐室；

·位于维斯瓦河下部的直径 4500mm 的收集管

道（实用管道）；

·位于多管隧道内部的两条直径为 1600mm 的

污水管道；

·位于华沙右岸的出口硐室，包括闸阀室和位

于内部的扩大硐室和连接硐室。

虹吸管是由一个四家公司组成的联盟设计的，

这四个公司包括：波兰 DHV 有限公司（团队的领导

者）、Prokom 有限公司、波兰 Grontmij 有限公司和波

兰 ILF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这个联盟完成的设计材

料设计构成了本文的基本材料来源（联盟，2009）。

在预期方案阶段，Wroclaw 科技大学（C.Madryas 博

士指导）和 Kielce 科技大学（A.Kuliczkowski 博士指

导）针对维斯瓦河下进行的隧道施工提出了许多技

术性意见。所描述的系统组成安排如图 3 所示。

从液压的观点看，虹吸管的基本组成是一个由

两条钢或 CC-GRP 材料的污水管道组成的系统。从

起始硐室（虹吸管的开端）上升至污水管道的入口

进入隧道，污水管道是由钢材料制成的。更详细的

说，这区段的隧道长度接近 1300m，它们是由直径

1600mm、刚度 SN10000 N/m2 和 6 级抗压指数的

CC-GRP 管组成。这些管道的内部耐磨层是用标准

解决方案规定的双层树脂构成。污水管道准备的是

长为 3m 和 6m 的管道，这与压力配件需满足 6 级

压力指数有关。在连接扩展硐室和交叉硐室的区段

图 2 位于巷道分段地带的微隧道工作硐室 图 3 污水供应和输出虹吸管道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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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管道是由直径 2600mm、刚度 50000 N/m2 的

CC-GRP 管道构成。据推测虹吸管传输污水和雨水

的数量可以达到每条管道 4.25 m3/s，这意味着降雨

期间每小时的最大流量可达到 5.425 m3/s。

用于安装上述管道的内径 4.5m、长度 1305m

的隧道将在维斯瓦河下建设，这个区域由两个地貌

单元组成，这两个地貌单元是剥蚀沉积台地（被称

为 b?onski 台地）和维斯瓦河谷（Geoteko，2008）。目

前规划的隧道路线沿线地层和水文条件基本稳定。

从起始硐室沿线约 210m 有粉砂岩和第三系粘土与

富水砂岩交互出现。然后，隧道（210-310m 区段）穿

过砂质 - 泥质 - 粉砂质土层，富水土层在侵蚀地槽

中发育。接着，在 370-500m 区段，有富水河流沉积

砂层出现，这后期转化为粉砂岩和第三系粘土。从

起始硐室计算在 940m 处，上面提及的砂质 - 泥质

- 粉砂质土层再次出现。从 1070m 处（从起始硐室

计算）到隧道的终点，粉砂层再次出现。

该建筑设计采用管道构成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这些管道使用隧道掘进机（Herrenknecht AG 公司生

产）进行掘进。这是在波兰首次应用这一技术进行

工程施工。上图图 4 显示的是隧道设计图，图 5 描

绘了管道视图，图 6 展示了隧道掘进机视图。

图 5 管道设计图和预制视图

图 6 波兰第一台盾构机视图

隧道建设的相关工作由 Hydrobudowa 9 公司、

PRG Metro 公司和 Infra 公司展开，受益者是华沙都

市的城市用水供应和污水收集企业，盾构机应用于

隧道开挖的工作硐室的视图见图 7。

图 4 虹吸管分布轨道设计图

1- 主要和应急照明，2- 监控摄像机，3- 技术电缆，4- 输水管

道，5- 装修插槽，6- 电力电缆，7- 地板，8- 轻质混凝土，

9-CC-GRP 污水管道，10- 沙井 d=700mm，11-EPDM 密封

圈，12-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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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维斯瓦河下部隧道工作硐室视图

3 结论

本文所述的设施建设是在题为“华沙供水和污

水处理 ”的资助基金项目（编号 2000/PL/16/PE/020）

中最大的工程建设，这个项目由欧盟资源联合资

助。这是一个涉及范围远远超过华沙地区甚至维斯

瓦河流域的工程，因为该系统的建成，将直接影响

到波罗的海海水的纯净度。这一工程的实施，即在

招标程序的基础上的资金应用的筹备、招标规范的

制定和承包商的选择都需要巨大的概念性和后勤

工作，以及创新性技术方案对受益人和投资者不只

在全国范围内的开放性。投资方从上述的波兰第一

次已经实施或正在实施的方案中选择设计方案，此

方案涉及组织协调各财团和集团企业的工作，这些

企业可能在诸如设计、机械、生产和物流方面为所

描述的建筑做工作。该项目已经得到了成功实施，

并且到目前为止进行了毫无保留的实施。已经完成

的内径 3000mm 的微隧道工程和维斯瓦河下的隧

道工程证实了这一点。

总之，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这个题为“华沙供

水和污水处理”的项目的实施打破了波兰投资者不

愿对隧道建设进行投资的局面（这是由目前实施这

个项目中的极少量工程引起的）；同时这也展示了

波兰的设计者、承包商以及生产商、供应商为了应

对应用非开挖技术的现代建筑产业的挑战所做的

准备。

阳春四月，花团锦簇，2011 年 4 月 23 日，“土行孙”

品牌创建十周年暨“德威土行孙”成立两周年庆典活动

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拉开帷幕。公司全体员工

和逾五百名到场的国内、外客户共同欢庆了这一伟大

的日子！

十年追求，收获硕果累累。踏平坎坷成大道，十年

一剑铸辉煌。“土行孙”以开拓的勇气，创新的胆气，争

先的锐气，在超越中竞进，在发展中跨越，取得了一个

又一个骄人的业绩。这其中，离不开公司领导的正确决

策，离不开全体员工的辛勤付出，更离不开广大用户的

支持和帮助。因此在庆典活动中，公司特别设立“特殊贡献奖”一名，颁发给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提供了顶力

支持和帮助的客户代表，以表达这份真挚的感激之情。在活动当天的晚宴上，还设立了幸运抽奖活动，精美

的礼品和真情的话语，将晚宴带入一个又一个高潮！

热烈祝贺野土行孙冶品牌创建十周年
暨野德威土行孙冶成立两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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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喀斯特石灰岩中挖掘穿越迈阿密船运通道的
微型隧道的挑战

William Bergeson Verya Nasri 著 涂晓明 译

摘 要：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戴德郡给排水局一段现存的长 14 英寸（1400mm）的压力干管与 Government

Cut 的未来疏浚计划冲突，后者是一条联邦航道。这条主要航线的深度要满足“后巴拿马时代船舶”通行，这

种船舶将在 2014 年巴拿马运河扩建完成后开始运行。这条压力干管将安装在海峡水面以下 90 英尺（27m）

处的直径 96 英寸（2400mm）的铁壳内。这条跨海峡管道发端于 Fisher 岛上的出发竖井，终止于离 Miami

Beach330 英尺（100m）的水下 15 英尺（4m）的接收竖井。项目要求在工程建设期间压力干管仍能正常工作；

因此，在下水管和压力干管连接处应用热开孔连接技术来保证下水管的正常使用；并且在这些连接处将要

安装旁通管。所有这些连接和旁通管安装的工作都将在围堰提供干的环境中进行。这项跨海峡管道工程将

在世界上渗透性最高的含水层———Ft. Thompson 石灰岩中进行；由于弱酸性的地下水和雨水的溶解，这种岩

石的材料属性变化很大。为了完善地质勘探，开展了地球物理调查。本项工程面临的挑战包括机械的选择，

高透水层中基础的设计，进出洞时竖井的密封，以及管线刺入围堰处的密封等。

关键词：微型隧道、喀斯特石灰岩、穿越

迈阿密戴德郡给排水局（MDWASD）是美国最

大的公共设施之一；其雇员接近 2500 人，直接为超

过 440,000 个客户提供服务，年营业收入超 5 亿

2500 万美元。另外，MDWASD 为迈阿密戴德郡自治

地区提供给水和废水处理服务，包括为 14 个自治

市提供给水服务以及为 11 个自治市提供废水处理

服务。

图 1 工程位置图

MDWASD 每天从比斯坎湾引将近 3 亿 5000 万

加仑（13.25 亿公升）的淡水用来服务用户。这些水

首先被泵送到其水处理工厂，在那里将其净化为可

饮用水；然后，通过公共分配系统输送到各地。每

年，训练有素的微生物学家，化学家和水处理专家

对超过 10 万份水样进行分析或监督，戴德郡的供

应水水质超出了州和联邦政府的饮用水标准。

MDWASD 拥有超过 7100 英里（11400 km）的供水管

线，396 平方英里（1026km2）服务区域和 14 个泵站。

同时，在污水管线方面，MDWASD 拥有超过 3600 英

里（5800 km）的污水管线，341 平方英里（883 km2）

的服务区域和 954 个泵站。

MDWASD 正在的承担一项设计、建造项目，就

是替换现存的两条位于比斯坎湾联邦航道下方的

公用主管线，一条是位于 Fisherman’s 海峡下方的

直径 20 英寸（500mm）、长约 1000 英尺的给水总

管，另一条是位于 Government Cut 下方的直径 20 英

寸（500mm）、长约 1100 英尺的下水道压力干管。这

两条管线都与计划中的迈阿密海港疏浚工程冲突，

这项疏浚工程即为：在 2012 年对航道进行加深和

加宽以满足“后巴拿马时代船舶”通行的需要，后者

将在 2014 年巴拿马运河扩建完成后开始运营。“后

巴拿马时代船舶”是一个海军术语，指的是由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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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过大而不能从巴拿马运河通过的舰船，包括超大

型油轮和大型现代化集装箱货船以及一些美国海

军的（尼米兹级）超级航空母舰。现存的从港口岛到

Fisherman’s 岛的给水总管位于 Fisherman’s 海峡下

方，是提供给水服务的，这条管线现在继续向弗吉

尼亚岛延伸。现存的压力干管把从 Miami Beach，

Surfside，Bal Harbour，Bay Harbor，North Bay Village

和 Fisher 岛收集到的污水输送到位于弗吉尼亚岛

的中央区污水处理厂（CDWWTP）进行处理。在工程

进行过程中，压力干管任何时间都不能停止工作；

因此，在下水道和压力干管连接处应用管道带压开

孔连接技术来保证下水道的正常使用；同时在这些

连接点处将安装旁通管。

本文描述了正在设计建造中的微型隧道工程

面临的挑战，这条隧道位于平均海平面以下约 90

英尺（27m）处，其施工使用的顶管直径为 96 英寸

（2400mm）。开挖的出发竖井位于 Fisher 岛，其中一

个压力干管带压开孔连接将在这个竖井内进行；另

一个连接将在接收竖井附近的围堰中进行，接收竖

井位于迈阿密海滩离岸 330 英尺（100m）的水下 15

英尺（4m）处。替换干管必须在弃用，清洗，消毒和切

开现有的压力干管之前进行设计，安装，测试以及

安置，以使其在疏浚进行前或进行中可以被拆除。

由于这是一个计划执行工程，压力干管的当前永久

的 50 英尺（15m）的地役权将被最大限度的利用，因

为许可证程序是相当粗放的。

1 场地和环境条件

比斯坎湾是坐落于佛罗里达东南海岸的亚热

带咸水湖。其海底栖息地大部分被海草床覆盖。草

床是佛罗里达海牛的主要食物来源和一些鱼类和

无脊椎动物繁育的场所。以商业和娱乐为目的的捕

鱼都是这里的重要活动。在比斯坎湾，生活着品种

多样的海龟，包括大西洋绿帽龟，大西洋玳瑁，棱皮

龟，大西洋鳞龟和红海龟。

Government Cut 是位于 Miami Beach 和 Fisher

Island 之间的人造船运通道。这个通道是由美国政

府主导的，故而得名。此航道在 1905 年开通，它的

贯通形成的半岛，即是如今的 Miami Beach。其贯通

的目的是为从东侧的大西洋到西侧的港口提供直

接的通道，而不必再向南绕道。另一个位于 Miami

Beach 南部的贯穿红树林和海滩的贯通工程形成了

Fisher Island，这里除东北角外，是佛罗里达州迈阿

密戴德郡非特许自治城镇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一直

到贯通线北部就是如今著名的 South Beach。

2 地质勘探

最初的地质勘探包括 7 个钻孔测试，以及包括

深部测探法，地震波反射法和地震波折射在内的多

种物探调查。在随后跟进的勘查中，新增了一些钻

孔并完成了一些实验室测试。

图 2 沿测线的地质勘探方法

在海峡部分沿多条平行线进行地质勘探的目

的是为了通过广布的钻孔确定地层中的岩石组成；

地质勘探也可以辅助监测异常地质特征，如沿测线

的空洞；同时也提供沿航道的海峡深度信息。对于

上文中提到的三种地球物理学方法，分别沿总共 17

条测线和共约 3.7 英里(6.2km)直线距离进行探测，

将得到的数据汇总得到了地球物理学数据。

用回声探测器（深度测量法）测得的声波经海

底反射后的时间来确定水深。在探测区域内，潮准

线的水深在低于平均海平面 2.15 英尺（0.7m）到

48.6 英尺（14.8m）范围内。海底震波反射数据也是

沿上文提到的测线进行探测得到的。海底震波折射

剖面是利用发射的声波穿透海底经岩层反射后得

到的声能确定的。震波折射法是通过地震压缩波速

来确定岩层结构的方法。纵波波速值在 5033 英里

每秒（水介质）到 12，825 英里每秒（硬质岩石介质）

范围内。总之，横断面图显示在平均海平面以下约

60 英尺（18m）深度处速度值变得很高。而在平均海

平面以下约 60 英尺（18m）深度之上时，速度值就变

为横向偏差而且层次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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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质情况

地质数据通过广泛的来源进行收集，分析和评

估，包括地质图，出版物，污水坑数据库，地震灾害

图，历史地图，以及一个包括土样测试，地球物理勘

查和本工程附近的电气传输管道和公路隧道在内

的的岩土报告。

场地内的地层包括 Pamlico 沙，Miami 地层，Ft.

Thompson 地层，Tamiami 地层和 Hawthorn 地层；然

而，Tamiami 地层和 Hawthorn 地层都位于新压力干

管结构下方。Ft. Thompson 和 Tamiami 的特征都是

晶簇和多空；而且这两个地层都是极易渗透的，其

渗透系数都高达 1cm/s。既然本工程场地内的岩体

的连续性一般通过其晶体特性控制，而不是由连接

或裂缝控制，那么，岩石质量指标（RQD）就不能在

岩体分类系统中应用，因为 RQD 依赖于裂缝指数，

RQD 在很多岩体分

图 3 多空石灰岩

类方案中应用，是一个裂缝和改进的复原指

数。

Pamlico 沙是场地内最上部的沉积物；主要由经

压缩成为砂岩的碳质石英砂组成；在很多地方，其

具有高化石化和中等渗透性。干净且级配良好的

Pamlico 沙则具有很高的渗透系数。

Miami 地层在 Pamlico 沙下方；它是石灰岩中展

水性矿物差别化学沉积的产物。这些次生矿物不规

则的刺入原始石灰岩中，经常在脉石内产生有棱角

边界。随后，在硬质矿区软质脉石被溶解，留下像角

砾石一样粗糙不规则的表面。这一地层是和大块体

交错的，并且包括存在于溶洞和海峡内的大量细小

石英砂。这些溶洞的存在导致地层在垂直方向上渗

透系数很高；然而，其水平渗透系数却很低。

Ft. Thompson 地层位于 Miami 地层下方；两个

竖井的基础和微型隧道都位于这一地层内，地层主

要由白霜沙石灰岩，石灰质砂岩，石英砂床和质密，

坚硬，富含清洁水的薄层石灰岩，数量众多的溶洞

形成的孔洞中充填着年代较近的材料。美国地质调

查局调查发现 Ft. Thompson 地层是比斯坎湾渗透性

最高的地层的主要组成部分，其输送水的能力与清

洁的、级配良好的砂砾相当。这种高渗透性是由于

石灰岩和钙化砂岩中孔洞较多的特性。这些空洞的

是由渗透的地下水的溶解活动形成的。这些空洞一

般是部分填充有石英砂，有时完全被石英砂填充，

这些石英砂有两个来源：（1）钙化材料被砂质石灰

岩或钙化砂岩溶解余下的残渣；（2）从垂直空洞掉

落下来的石英砂。

Tamiami 地层在 Ft. Thompson 地层下方；由石

灰岩和本地的泥浆硬化而来的石灰岩，粉土和贝壳

砂，以及贝壳泥组成。上部渗透性高的部分仅有几

英尺厚，形成了比斯坎湾蓄水层德尔底下部分。占

这一地层大部分的是下部渗透性非常小的部分；这

一部分形成了佛罗里达隔水层的上部。非常重要的

是，这一地层中渗透性非常小的部分是在两个竖井

基础以下的。

Hawthorn 地层是钻孔中最底下的地层；包括

沙，磷酸盐质泥灰岩，以及粘土，贝壳泥，粉土和沙

组成的交互层。地层呈绿色。包括平整的海床，普通

的石英砂，以及最大粒径达 1.5 英寸（13mm）的磷酸

盐卵石。这一地层含水分极少，而且品质低劣，具有

渗透性的海床的水头压力也很小。这一地层构成了

佛罗里达隔水层的主要部分。同样非常重要的是，

这一渗透性非常小的地层在两个竖井基础海拔高

度以下。

4 工程质量和风险管理

在工程的各个阶段执行系统的活动，以此在整

个工程中提升品质保证。质量程序的目的就是为了

在考虑成本，工期，绩效，提高安全性，环保意识以

及减少第三方纠纷等方面的基础上提升工程价值；

因此，在业主，设计方和承包商之间必须制定一套

William Bergeson Verya Nasri 著 涂晓明 译：在喀斯特石灰岩中挖掘穿越迈阿密船运通道的微型隧道的挑战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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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的质量目标。质量程序的关键因素包括风险鉴

定和评估，地表和地下条件调查，项目限制的说明，

设计标准的确定，以及施工文件的第三方认证。人

们也意识到为确保品质必须考虑风险管理，许多问

题都跟品质有关，由于不确定的地质情况导致的设

计变更，至少在成本和工期方面影响隧道工程。由

于在处理隧道和地下项目是固有的不确定性，巨大

的成本超支，工期拖延和环境破坏的潜在可能性是

存在的。因此，必须进行一些步骤来确定项目的风

险，并评估这些风险可能带来的潜在的结果，因为

这些风险会影响安全，工期和项目成本。另外，还采

取一些措施以消除不可接受的风险以及将不必要

的风险缓和到可以接受的程度；此外，还要尝试确

定微型隧道和竖井项目中可能涉及到的大部分次

生风险。另外还要确定项目对环境造成的风险，包

括前面提到的野生动物和底栖生物资源。

岩土基线报告对业主，设计方和建造承包商是

有约束力的。与承保险别对应，等于或低于岩土基

线报告中定义的不利基准线的风险将分配给承包

商；同时，那些高于定义的不利基准线的风险将被

分配给业主。岩土基线报告的目的是为了减少不确

定性，确定不可预见费，并且协助解决不同场地条

件认定问题，这些都是可能出现的问题。

5 定位注意事项

竖向定线的选择除了涉及到地下地役权，管道

排水，岩土问题之外，还要考虑计划的港口疏浚活

动，地表下障碍物，隧道浮力，潜在的沉船以及大型

船只抛锚和升锚的可能性等问题。由于这个计划执

行项目强加的地役权限制，水平定线本质上是确定

的，即使并不理想，定位的水平部分基本上也是奏

效的，特别是考虑到接收竖井，管道带压开孔和旁

通等工作都是离岸的情况。

图 4 定位剖面图

2014 年巴拿马运河扩建工程完工后，更大型的

船只将开始运营，所以将执行疏浚项目以便在深度

上满足其通行要求；疏浚过程中可能的施工容许误

差也要进行考虑。正是顾及到这一方面，本工程参

考了美国在计划中的纽约港疏浚工程和埃及的苏

伊士运河疏浚工程，同时还参考了“Malacammax 号”

———能够顺利通过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马六甲

海峡的最大的舰船。经过讨论，现在计划的海峡深

度范围是 56 英尺到 72 英尺，这样的深度是为了适

应现代船只的吃水深度。

工程区域内的地表下障碍物也需要确定，因为

这些障碍物可能在很多方面影响到隧道工程，如来

自海堤的管线以及地下深度达 20 到 70 英尺的高

耸的建筑物等。这些地下结构包括形式多样的螺旋

扩桩，板桩，钢管桩。

因为脱水隧道的重量比挖掘出土体的重量轻，

如果隧道埋深不够，隧道衬砌就可能有向上浮的趋

势。对于微型隧道掘进（MTBM），为了避免开挖面稳

定性问题和泥浆型机器可能的意外，还需要有合适

的上覆土厚度。在可能的范围内，对沉没的船只在

隧道附近搁浅的情况也进行了考虑；虽然包括像大

型船舶在浅埋隧道附近下沉这样的所有已知的情

况都进行了考虑，但小型的船舶和驳船也曾经在浅

埋隧道附近搁浅。锚穿能否穿透地表取决于很多因

素，如抛锚的高度，水的深度，锚链阻力，锚的方向

和重量以及地表材料等。

6 设备选择

由于地面处的渗透性很强，另外，考虑到在地

下水位以下比较深的地方地下水压力很大，因此，

需要一台微型隧道盾构；沿定位线在 Ft. Thompson

石灰岩层中掘进时，可能会遇到不稳定地面，疏松

砂岩的情况，这时也需要这种类型的机器。盾构包

括土压平衡盾构和泥水平衡盾构两种。

泥水平衡盾构是一种全断面隧道掘进机，开挖

下来的土料悬浮在泥水中从开挖面输送出来。形式

多样的刀盘可以适应多样的的土壤条件，而且可以

和内部破碎机组合来处理卵石和小石块。泥水压力

用来抵抗地下水压力和开挖面的土压力。

土压平衡盾构也是一种全断面隧道掘进机，其

开挖下来的土料通过平衡螺旋钻或螺旋输送机从

开挖面输送出来。开挖面由前防水壁前面的开挖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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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刀盘上压力支撑。支撑压力由开挖料的输送

速率控制，后者可以通过平衡螺旋钻机或螺旋输送

机上的阀门调节。

土压平衡机械必须具有在微型隧道掘进过程

中进行灌浆的能力。土压平衡盾构可能需要广泛应

用泥浆添加剂，探针钻和灌浆能力。添加剂的选择

应当是高分子聚合物或者根据定线遇到的不同地

层情况进行配制。

此外，因为在隧道深度处可能土体疏松到中粒

砂程度的情况，所以在微型隧道掘进机反转时，需

要在沿航道的一些点处进行地面改善，以防止在开

挖过程中出现微型隧道掘进机转速减小的情况；然

而，这些地面改善活动可能在地面处提前进行。对

于这两种机器，刀盘都需要种类繁多的切削工具。

7 围堰和竖井安装

竖井的位置和定位备选方案都是基于数据审

查，与市政和当地物业管理公司的协调，以及 ROW

需要的评估等完善而来的，接着又要面临深入调查

环境和许可方面的挑战。

图 5 接收竖井的位置袁离岸 330英尺渊100m冤曰围堰管道带

压开孔和旁通计划

在设计的初始阶段，Fisher 岛并不认为是可行

的隧道建设地，因为在这里你会遇到在狭小，孤立

的小岛上施工的典型限制问题。这些限制包括，设

备和施工的空间非常拮据；调遣人力和运送货物备

受局限；此外，在这样一个专有和富裕的社区开展

重型建设，还有额外的困难，比如高昂的修复和拆

迁代价。

然后，由于已经提上日程，定位旨在最大化的

利用 Fisher 岛的现有地役权。Fisher 岛很小，仅有大

约 217 英亩，是南佛罗里达最贵的地区，若要取得

新的土地权来建设公共设施，势必会花费昂贵，施

工缓慢。因此采用尽可能利用现在地役权和 ROW

贡献的策略。因此，美国陆军工程兵团（UASCE）之

前签发的 50 英尺宽的地役权被选为微型隧道的入

口位置。

竖井的挑战包括经常出现的晶簇和空洞；Ft.

Thompson 地层中的流沙，松散；包括先前的地层，水

渗透性高达 1cm/s；难以接近水面；难以操作的脱水

活动。

承包商选择使用咬合桩沿着金属波纹管排列

作为挖掘支撑。为了抵抗浮力，设计在约 8 英尺

（2.5m）后的混凝土基础上按照图纸布嵌岩桩。

同时必须设计由压力干管取道热开孔连接的

连接。直线停止需要绕行并以其他方式转移到新的

管线中。还必须对 Government Cut 下方的部分进行

消毒和拆除。

这些连接和旁通工作将在围堰提供的干的环

境中进行。用薄板桩建造围堰。为了围堰基础的密

闭，将在约 8 英尺（2.5m）后的混凝土基础上按照图

纸布嵌岩桩以抵抗浮力。此外，穿过围堰的现存的

管道将配合开挖一条约 10 英尺（3m）长、与主压力

干管平行的坑道，并且通过浇筑混凝土来密封管道

和薄片桩。

8 概要和结论

为达到在 2014 年巴拿马运河拓宽后通行“后

巴拿马时代船舶”的目标，需要对一条主航道进行

加深。因此，现存的压力干管必须要下移。非开挖技

术的应用可以避免对珊瑚，动物栖息沙丘，海草和

海龟栖息地等深海资源的破坏，或者建立海牛保护

区域，以保证获得监督机构较快的同意。为了完成

这一目标，推荐使用微型隧道，并已经开始设计建

设。竖向定线的选择除了涉及到地下地役权，管道

排水，岩土问题之外，还要考虑计划的港口疏浚活

动，地表下障碍物，隧道浮力，潜在的沉船以及大型

船只抛锚和升锚的可能性等问题。工程的挑战包括

机械的选择，在高透水层中设计基础，在机器进洞

或出洞时密闭竖井，以及在管线穿过围堰处密闭围

堰等。

参考文献院
[1] “跨越 Government Cut 的压力干管微型隧道”

———岩土基线报告。AECOM，2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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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城市塌陷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新技术的应用

崔同悦
渊北京金洋山清洁有限公司冤

摘 要：通过分析目前中国城市排水管道修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国外研发的非开挖管道修复技

术和设备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开挖地面的问题，由此引入了“CS 接管管道修复新技术”这一全新的概念，

并从其接管方法、接管步骤等方面阐述了此项技术的优势和特点，最后将该项技术与现有的管道非开挖修

复技术进行了详细的比较。

关键词：排水管道、塌陷、修复、接管

1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城市的排水管道建

设迅猛发展，截止至 2010 年，管道总里程已接近 30

万公里。其中，Φ200~Φ600 的水泥材质管道占了很

大一部分，由于所选管材的质量良莠不齐，加之近

年来各种厨卫清洁剂的使用，致使雨污合流或纯污

水管道的腐蚀非常严重，相当一部分管道的使用年

限不足 20 年，有的甚至不足 10 年就破损塌陷了。

由于破损管道上方地面往往是路面或建筑物，若要

通过开挖地面对这些管道进行修复，通常会非常困

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一来可能影响交通；二来

可能会破坏其它既有市政设施（如电信、电力、煤

气、自来水管线等）；三来会产生较大的能源消耗和

渣土处理问题，这与当前全社会提倡的节能环保理

念相悖。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内某些公司斥巨资从国

外引进了所谓的非开挖管道修复技术和设备，其工

作原理是在塌陷管道井段的两个井室开挖基坑，然

后用固定拉力机的拉头拖拽管材进入原塌陷管道，

完成对旧管道的更换。然而，这并非纯粹的不开挖

地面，只是相对整体开挖而言开挖面积小些罢了，

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不开挖地面的问题。针对这一

现状，“CS 接管管道修复新技术”应运而生，该技术

完全不用开挖任何一寸地面，即可实现对破损塌陷

管道的修复，从而彻底解决了这一难题。其主要原

理是用安装在塌陷管道井段一端井室内的压力机，

接上数根短钻杆，短钻杆前端带上锥头，开动压力

机用锥头穿透整个塌陷管道管段。在短钻杆的导引

下，利用在另一个井室内的压力机把短钢管或塑料

短管首尾相接推入塌陷管道内，从而完成整个管道

的修复工作。此项技术已获发明专利（专利号：

200920107104.7，发明人：崔同悦），并在京津地区实

施了数十个成功案例，取得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完美

结合。

2 CS 接管管道修复技术简介

2.1 主要优势及特点

接管管道修复技术是一种节能、环保、快速、高

效的管道修复专利技术，主要用于在不开挖地面和

破坏井室的情况下，排水管道的塌陷修复、破损修

复、老城区小管换大管(￠400 以下)等工程，具有简

单实用、造价低廉等特点。所选管材为标准 PE 管。

与目前国内外普遍使用的缠管修复和翻转内衫修

复及插管修复技术相比，它能从根本上解决管道修

复工程中挖坑破路、噪音污染、造价居高、能源消耗

大和修复时间长等问题，具有明显的优势。具体表

现如下：

（1）现场施工条件简单，在施工井口旁只需

3m×2m 的面积即可，井口旁只放置液压施工机械，

发电机、车辆、钻杆和管材等均放在道路旁边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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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横道上，以不影响交通为准。施工时无需破坏路

面、井室流水槽底及排水井壁上的踏步（马蹬），只

需将管道清理干净即可；

（2）施工组织方便，仅需液压机械、中型发电机

（50kW）、钻机、钻杆和七八名专业技术工人，两台中

型面包车即可完成运输，管材随用随运；

（3）施工效率高，正常情况下，在修复塌陷管道

准备工作做好后，1 天可完成对 1 个井段的施工任

务，非常严重的可能延长一定时间，对于还未塌陷

但已破损严重的管道每天可完成 1 至 3 个井段的

修复施工任务。（不包括倒水和清淤耽误的时间）；

当塌陷井段管道埋藏较深，管道上方有电力、电信、

给水、燃气等市政设施和施工场地受限时更显此技

术的优越性；

（4）所需设备少，一台用于对 PE 管材进行分段

精加工的精密数控车床；一套高清管道内窥镜，用

于观察旧管道内的详细情况；一台 1000×260×

500mm 的大推力液压推进钻机及配套钻杆；一台运

输材料的卡车和专门运送工人、发电机、钻机等设

备的运输车；

（5）可以带水作业，只要水面不超过管道直径

（Φ600 以下）的 40%即可正常施工；

（6）在管道有缓弯的情况下仍能正常施工（弯

曲角要需大于 150°）；

（7）防水性能卓越，接口处采用密封胶和两道

密封圈封水，密封胶和每道密封圈均耐强酸、强碱，

使用寿命可达 50 年以上。

（8）可防路面塌陷。管道修复完成后，可以在管

道塌陷部位正上方空间的顶部地面打孔注浆，杜绝

路面下沉，1-5 厘米新旧管道间隙也可注浆充实。

2.2 管道接管方法

此技术的管道接管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

（1）直接接管法

主要针对 Φ600 以下的管道修复，如果管径介

于 Φ400-Φ600 之间，所选的 PE 管需要比原有管

径小 1~5cm；如果管径小于 Φ400，则所选的 PE 管

可以等于或大于原有管径。首先将 PE 管用数控车

床精加工成适合接管的短管连接单元，然后用定向

大推力液压井下水平钻机把短管连接单元推进待

修复管道，新旧管道间隙用水泥浆或其它填充物填

实。管道严重塌陷、破损和有错茬时不会影响此技

术的使用。

（2）拼接接管法

由于排水井井口直径一般为 Φ600~Φ800，所

以对管径超过 Φ600 的管道进行修复时，需采用井

下分段分块拼接法，即把 PE 管拼成结实防水的大

口径管道，再用大推力液压井下水平钻机推入管

道，最后注水泥浆或其它填充物填实。

2.3 接管简要步骤和基本参数

此项技术实施简单，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加工管材：

首先购进 HDPE 高密度高压聚乙烯管材，一般

每根 6 米，选择有检测报告和合格证的标准管材，

保证管壁厚薄均匀，管径大小均匀。然后用精密车

床把合格的 PE 管原料加工为 PE 短管接管单元，每

段 50 厘米长的公母成扎口短管，遇到井室太大或

太小的时候，也可加工成大于 50 厘米或小于 50 厘

米。各短管的公母搭接长度一般 5 厘米，管头公母

搭接部位厚度均为管壁厚的 1/2,管头公母成扎口扎

紧之后的缝隙间隙为 0.15 毫米，管头公上的密封圈

槽深为 2.7 毫米，槽宽为 2.8 毫米。

￠180—壁厚 11.8 毫米，(原管￠200)；

￠280—壁厚 13.6 毫米，(原管￠300)；

￠355—壁厚 14.7 毫米，(原管￠400)；

￠450—壁厚 17.8 毫米，(原管￠500)；

￠550—壁厚 22.4 毫米，(原管￠600)。

（2）准备密封圈和密封胶：

各种管径的密封圈均采用 3.1 毫米粗的防强酸

防强碱耐腐蚀聚氨酯材料制成，使用寿命为 50 年。

都为单开模具定做密封胶为防强酸碱液态流体胶，

硬化粘固时间为 3 个小时。

（3）倒水作业，把被修管道上游压水的井室高

水位降下来，

要使被修复管道两端的井室底部的水位高度

不超过 20 厘米，以方便安装压力机等设备。

（4）在被修复井段的两个井室安装固定压力机

底座

在井室底部井室流水槽两侧破除大约 7 厘米

宽、15 厘米、深的槽沟，然后用堵漏灵快速固定压力

机底座，半个小时就可以达到使用标准。

崔同悦：论中国城市塌陷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新技术的应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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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钻杆穿杆作业

用压力机或可旋转钻机压力机把 80﹟锰钢短

钻杆依次相接推进穿过被修复管道，直到穿透到下

一个井室。

（6）：进行拉管作业

钻杆穿过管道后，安装好拉头接带上 PE 管短

管单元，即可开始穿管作业，PE 短管依次接在拉头

后边全部被推进被修复管道后，卸下拉头从而完成

管道安装任务，拆除压力机。

（7）固定 PE 管

为了防止接好的 PE 短管将来有松脱的可能，

在相关的两个井室的 PE 管口底部用电锤打出一个

宽 10 厘米，深 10 厘米，长相当于 PE 管周长 1/4 的

长度，然后紧贴管口插进 3 根￠20，长 40 厘米的圆

钢筋以防 PE 短管往外移动，紧接着抹上和好堵漏

灵水泥浆泥，并抹平抹光，从而完成对修复好的 PE

管的固定工作，使被修管道内的各个 PE 短管形成

一根完整的整体管道，并稳定的固定好。

（8）恢复井室破损部位，留出注浆孔

在修复好的 PE 管固定好后，把拆除压力机留

下的破损流水槽恢复原来状态，并把两个井室的

PE 管头周围管缝用堵漏灵抹好，只留下注浆用的

约直径 6 厘米的孔。

（9）注浆作业

在地面的搅灰机和注浆机安装好后就可以搅

灰注浆了，注浆合格标准以水泥浆顺注浆孔从一个

井室流到另一个井室为准。

（10）对修复好的管道进行照相和录像作业

如果条件允许可对修好的管道进行照相和录

像。留好验收资料。

3 修复技术比较

CS 接管管道修复技术与其它管道修复技术的

比较见表 1 所示。

表 1 各种管道修复技术比较渊井段按 50m长尧5m深计算冤

比较项目 开挖管道 缠管(PVC) 拉管或插管(PE) 翻转内衬渊树脂冤 接管(PE)

安全性
占用马路面积很大袁
安全责任问题很重

占用马路面积稍大袁
安全责任问题较重

占用马路面积稍大袁
安全责任问题较重

占用马路面积稍大袁
安全责任问题较重

占用马路面积很小袁
安全责任问题很小

能源消耗
很大

渊开挖冤

较大

渊用大型发电机发

电袁用风镐砸井底流

水槽袁清运渣土冤

较大

渊开挖 10m 长 2~4m
宽的基坑路和清运

渣土冤

较大

渊开挖 10m 长 2~4m
宽的基坑和清运渣

土冤袁修复好以后需

加热

很小

不需要开挖基坑袁只
用一台 15kW 的发

电机

噪声污染 很大 较小 较大 较大 很小

对旧井室旧管道的

破坏
完全破坏

对井室流水槽底和

井壁马蹬完全破坏

对部分井壁有部分

破坏
很小的破坏 几乎没有破坏

对旧管道流水运行

的影响

很大

渊需要倒水冤
较小

渊无需倒水冤
较大

渊需要倒水冤
较大

渊需要倒水冤
较小

渊无需倒水冤
破坏马路程度 很大 没有 较小 较小 没有

对交通的影响 很大 较大 较大 较大 较小

施工占路面积 大面积占用 500㎡以上 300㎡以上 300㎡以上 6㎡即可

抗震性能 很差 很强 很强 较差
很强

渊可抗 15毅弯曲冤
工程造价 很高 很高 较高 较高 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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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 -17 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非

开挖技术研讨会暨展览会在武汉隆重举

行，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主席 Samuel

Ariaratnam 教授、日本非开挖技术协会会长

松井大悟先生、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

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等有关领导和贵宾

出席了本届年会的开幕式。

本届年会历时两天，共吸引了 63 家参

展企业，近 3000 人次到会参观，展出面积

突破 7000m2，创历届之最。

会议主旨报告部分除继续延续传统邀

请国内外行业专家分别就行业现状及最新

发展动态做报告外，还特地邀请了国际非开挖协会主席 Samuel Ariaratnam 做主题报告，以及日本非开挖行

业技术协会到会举行了 JSTT 专题研讨会，研讨会上还举行了 CSTT 与 JSTT 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

同时，年会还举办了 15 周年回顾图片展、15 周年招待晚宴等一系列丰富的配套活动。同期 15 日下午举

行了 CSTT 理事会，评选出王洪玲女士为中国非开挖技术 2010 年度人物。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暨展览会圆满落幕

4 CS 接管管道修复技术的应用

（1）可对塌陷管道进行纯粹的非开挖修复。

（2）可对破损和即将破损管道进行纯粹的非开

挖修复。

（3）对不能开挖一寸地面施工的情况下，单只

利用现有两个井室的有限空间就可以穿一根新管

道（30 米内，￠400 内）。

采用该技术在北京、天津和河北等地共完成了

20 余项的管径从 100 至 500mm 的管道修复。

5 结论

（1）CS 管道修复技术相对于其它管道修复技术

而言在工程造价、施工难度、施工速度等方面具有

更优良的适应性；

（2）CS 管道修复技术在某些特定环境下具有独

特的技术应用优势；

（3）在带弯管道（弧角小于 150 度情况下）此项

技术应用目前还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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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旋缠绕技术在排水管道修复中应关注的问题

杨庆余
渊天津振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00222冤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螺旋缠绕内衬修复技术的工艺原理、安装机具、修补材料和应用领域，藉此结

合我国排水管道修复的实际状况，提出了该工艺在修复应用中需要关注的技术问题，以期排水管道业界深

入地认识并选择应用。

关键词：螺旋缠绕、排水管道、内衬、管道修复

1 螺旋缠绕内衬修复技术简介

1.1 原理

使用带连锁边的加筋 PVC（也见 PE 材质的报

道）条带在原位形成一条新管。施工时，螺旋缠绕机

在井底或施工人员直接进入管道内部，将 PVC 等塑

性材料制成的条带缠绕成管道形状，随后可在缠绕

管与旧管之间的环形间隙灌浆，予以固结。

1.2 工艺过程

施工步骤：打开检查井通风—清淤—截流（导

流）—开挖工作坑—穿管—稳管—封口—注浆—工

作坑复原—拆除截流堰—通水。

1.3 技术特点

国外资料宣称螺旋缠绕技术具有材料上耐酸

碱、抗腐蚀、质量轻，施工方便、密封性能好、不渗漏

等优点，适用于排水管道的非开挖修复。

2 排水管道特征决定修复技术的选择

（1）早期的排水管道结构强度一般较差；

（2）管线上有窨井, 口径一般 650 毫米左右；

（3）管线上两窨井间隔一般在 80 米以内；

（4）管道埋设较压力管道深得多（-15 米）；

（5）管内表面处理达到干燥程度是较困难的；

（6）支管较多。

还应看到，随着城市道路的拓宽，使得排水管

道多位于主干道上，而且埋设较深。对排水管道的

开挖会给排水管线上方存在其他压力或电力管线

带来极大的隐患。有上面这些管道的存在，导致有

些时候可能根本不具备开挖的条件。

以上诸点，应该成为我们选择排水管道修复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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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时评判的依据或追求目标。

3 螺旋缠绕修复技术的几个问题

（1）国内旧管道不规则形状常会导致安装困难

实践发现，国内准备修复的旧有排水管道沉

降、错位等常见，管道不是平直的，有些还非常严

重。这种状况直接制约着螺旋缠绕内衬修复技术的

实施，这是该工艺原理决定的，除非流量损失可以

不计。

（2）旧管道渗漏严重会使注浆失败

国内外关于注浆施工的工法论述颇多，说明这

是关键点之一。主要技术难度在于内衬管安装后环

形窄空间的水平注浆。

为了保证注浆完全有封口时在管道两端分别

预留一个排气孔和一个注浆管，排气孔设在最高

处；有注浆管按间隔 1 米布置螺旋型开孔，从上游

往下游注浆会使空气无法完全排出，以单向注浆为

主，相向补浆为辅施工；有注浆方向上由下游井向

上游井施工，同一截面上注浆孔，以下部注浆管注

浆为主等。

为了保证浆液注入量可控，有先堵漏后施工

的；有外套防渗漏膜等。

另外由于雨污水管是有一定坡降的，必须防止

注浆造成内管上浮，及其他不良后果。

螺旋缠绕内衬修复技术为塑料材质，其对温度

变化比较敏感，在注浆浆液产生水化反应热时，管

材会随温度产生热胀冷缩现象严重影响注浆质量。

同样，如何保证塑料管材与注浆材料的一体性仍有

待探讨。

（3）开坑是否必需

本工艺多数情况下是要开挖作业坑的，尽管有

些小管道施工可以利用现有窨

井口。我们在上文中强调，排水管道修复技术

选型时尽可能要利用窨井口，避免

开挖是其特征之一。对排水管道来说有一个必

须重视的情况，那就是对敷设较深管道的开挖而言

其面积、深度都需要加大，因此对地层结构破坏和

周边建筑物的影响更甚，施工周期和后期恢复耗时

更久，投入会更多。

（4）如何最大幅度地避免流通量的减少

螺旋缠绕内衬修复技术一般来说流量的减少

在 10%以内，但旧排水管道内表

面状况的不确定性制约着修复后管道的流量，

一旦错位严重，缠绕管的口径会大幅减小，而且该

技术没有中间变径的能力，所以必须有思想准备。

国内实际工程中已经发现类似情况，同一段管道，

先后缩小管径缠绕推进四次得以穿过，靠的就是管

径的减小，这必然以流量大幅降低为代价。

所以如何最大幅度地避免流通量的减少，必须

引起重视。

（5）是否能够恢复排水管道的结构强度

国外资料认为螺旋缠绕内衬修复技术能够恢

复排水管道的结构强度，笔者认为可信。但具体是

在什么样的材料和施工成本下实现的，我们有待商

榷。同时，如果螺旋缠绕材料自身强度足够，注浆的

意义又在哪里？而且，塑料材料达到排水管道需要

的强度，其本身的弹性模量必然很高，它在安装时

难度肯定加大，是否还可以缠绕都在怀疑之列。

所以，需要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之。

4 结束语

我们知道，螺旋缠绕内衬修复技术在西方发达

国家有应用报道，目前在国内也有使用，但任何一

项新技术在国内使用都必须与我国管道的具体现

状相适应。我们需要在使用国外技术的过程中发现

并改进不能适应国内管道状况的部分，或在各种工

艺对比中最终摒弃之，也是正常的。

总之，排水管道业界选择应用螺旋缠绕内衬修

复技术，应关注该工艺在修复应用中的技术问题，

提前找到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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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排水管道的非损伤检测及管道状态的评估方法

孙跃平 朱丹华
渊管丽环境技术渊上海冤有限公司冤

摘 要：随着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城市污水管道的建设不断增加，大量的污水管道慢慢老化，它们就

需要修护和更新。本论文介绍了对污水管道不产生影响的管道检测和评价技术，污水管道防御性维护是非常

必要的。

关键词：污水管道、管道检测、评价技术

伴随着城市交通设施———道路、桥梁以及地下

轨道交通等的建设，用于保护公共水域水质和城市

公共环境的排水设施，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排水管道的建设总量也逐年增加，与此同时，一部

分排水管道设施开始进入老龄化。为了确保管道设

施处于正常的工作状态，需要进行及时的养护和修

复。如何及时发现存在于排水管道内部的破损现

象，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修复，成为摆在我们面

前的一大课题。

本文采用非开挖无损伤手段对排水管道进行

电视检测的技术进行说明，并就采用该检测结果对

管道的功能状态进行评估的技术方法进行阐述，提

出了对排水管道进行预防性修理的必要性。

1 排水管道电视检测方法及要求

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对排水管道的检测方

法也由以前的潜水员探摸等原始的方法，逐渐向先

进的闭路电视检测法过渡。排水管道电视检测是采

用一个闭路电视系统（Closed Circuit Television），通

过控制机器人摄像头远程采集图像，并通过有线传

输方式，把图像进行显示和记录的系统。简称为管

道 CCTV 检测系统。

1.1 管道 CCTV检测的方法和工序

在采用 CCTV 检测系统对管道进行检测时，需

要事先对管道进行必要的抽水和清洗，以确保检测

工作的正常进行。具体实施检测时，有如下的要求。

（1） 电视检测时管内水位不宜大于直径的

20%。

（2）对管道进行疏通清洗，管道内壁应无泥土

覆盖。

（3）在进行管道封堵作业时，应符合现行的行

业标准 《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维护技术规程》

CJJ/T68 的有关作业安全等的规定。

（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中止检测：爬行器无

法行走；镜头沾有水沫、泥浆等影响图像质量；镜头

入水；管道充满雾气。

管道 CCTV 检测一般由检测小组的成员共同

完成，在确保交通安全的情况下，打开井盖对管道

情况进行基本确认后，并对管道内部的毒气和可燃

性气体进行检测之后，方能开始进行检测。管道

CCTV 检测工作的概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排水管道 CCTV检测工作概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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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检测工作有内业和外业构成。内业工作

又分为二部分，一部分是检测工作进行之前，首先

要收集本次需检测管道的相关信息资料，如竣工图

等，然后对 CCTV 检测设备进行性能确认，确保在

工地能够正常工作。还有一部分是检测之后，需要

对检测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并归纳制作成检测报

告书。外业工作是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在现场对管

道内部实施 CCTV 电视检测工作。CCTV 调查工作

的基本工作程序如图 2 所示。

图 2 CCTV调查工作的基本工作程序

1.2 检测结果的归纳和整理

整个检测工程结束后，需要编写检测报告书。

检测报告书应根据检测的实际情况，文字应尽量做

到突出重点、文理通顺、表达清楚、结论明确。

检测报告书一般包括如下的内容：

（1）工程的概括：工程的依据、目的和要求、工

程的地理位置、地质条件、检测时天气和环境、开竣

工日期、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工程组织情况等；

（2）技术措施：各工序作业的标准依据、采用的

仪器和技术方法；

（3）现场的原始记录：在现场进行检测施工时

发现的问题等各种原始记录表、评估记录；

（4）评估与建议：管道状况整体评估、整改建

议；

（5）质量保证措施：各工序质量的控制情况；

（6）附图：根据必要，画出缺陷分布图、沉积状

况纵断面图等；

（7）其他：应说明的问题及处理措施。

录像光盘也是检测结果的重要资料之一，根据

拍摄的实际情况来制作。在光盘封面上写明工程的

名称、管段编号及检测单位等相关要素。

检测报告书和录像光盘是反映管道内部情况

的主要资料，是管道竣工验收和日常养护的重要依

据，因此，通过检测工作能够客观实际的反映出管

道的问题，从而为管道施工方和管理方提供准确的

管道信息。

2 排水管功能性和结构性情况评估
根据在现场对排水管道进行 CCTV 电视检测

工作得到的结果，对管道的现状进行评估。评估分

为功能性情况和结构性情况的评估，一般规定在同

一处有两种以上缺陷同时出现时，权重求和；在一

米范围内两种以上缺陷同时出现时，权重求和。管

道评估工作一般采用计算机软件评估系统进行，以

管段为最小评估单位。在对多个管段或辖区检测

时，列出各评估等级管段数量占全部管段数量的比

例。功能性情况评估和结构性情况评估分别是对管

道畅通程度和管道构造完好程度的评估。

2.1 管道功能性情况的评估方法

根据日常养护中所遇到的各类管道病害和缺

陷的情况，管道功能性情况评估包括沉积、结垢、障

碍物、树根、洼水、坝头、浮渣共 7 种。在现场对管道

检测后，对管道内部的各类功能性情况根据缺陷的

定义进行分类，并按照轻重情况确定其等级，计算

每一段管道的养护指数 MI。每个功能性缺陷的代

码，缺陷定义以及等级数量如表 1 所示。

为了求得每一段管道养护指数 MI，对管道的功

能性情况进行评估，需要对该段管道的功能性缺陷

参数 G，地区重要性参数 K，管道重要性参数 E 等

进行确定，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所述。

（1）功能性缺陷参数 G

按公式 1 或公式 2 计算。

当 Y＜40 时，G = 0.25×Y （公式 1）

当 Y＞40 时，G = 10 （公式 2）

式中运行状况系数 Y 按公式 3 计算：

（公式 3）

式中 L-- 被评估管道的总长度（m）；

Li—第 i 处缺陷纵向长度（m）（以个为计量单位

时，1 个相当于纵向长度 1 米）；

Pi—第 i 处缺陷权重，查表 2 获得；

n2———功能缺陷处总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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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功能性缺陷权重和计量单位

（2）确定地区重要性参数 K

按照表 3 的规定进行计算。

表 3 地区重要性参数 K

（3）管道重要性参数 E

根据管道的口径，按下列规定确定管道重要性

参数 E。

E=10 ﹥管道直径 1500㎜

E=6 管道直径在 1000㎜及 1500㎜之间

E=3 管道直径在 600㎜及 1000㎜之间

E=0 ﹤管道直径 600㎜或 F﹤4

（4）管道养护指数 MI

按公式 4 计算：

MI=0.8×G +0.15×K +0.05×E （公式 4）

（5）功能状况评价

依据 MI 值的大小按表 4 的规定进行等级确定

和功能状况评估，并提出管道养护的建议。

表 4 管道功能性状况评定和养护建议

2.2 管道结构性情况的评估方法

根据日常养护中所遇到的各类管道病害和缺

陷的情况，管道结构性情况评估包括破裂、变形、错

位、脱节、渗漏、腐蚀、胶圈脱落、支管暗接、异物侵

入共 9 种。在现场对管道检测后，对管道内部的各

类结构性情况根据缺陷的定义进行分类，并按照轻

重情况确定其等级，计算每一段管道修复指数 RI。

每个结构性缺陷的代码，缺陷定义以及等级数量如

表 5 所示。

为了求得每一段管道修复指数 RI，对管道的结

构性情况进行评估，需要对该段管道的结构性缺陷

参数 F，地区重要性参数 K，管道重要性参数 E 和土

表 1 功能性缺陷的代码尧类型和等级数

缺陷名称 代码 缺陷定义 等级数量

沉积 CJ 管道水中的有机或无机物袁在管道底部沉积袁形成了减少管道横截面面积的沉积物遥 3
结垢 JG 管道水中的污物袁附着在管道内壁上袁形成了减少管道横截面面积的附着堆积物遥 3

障碍物 ZW 管道内坚硬的杂物袁如石头尧柴枝尧树枝尧遗弃的工具尧破损管道的碎片等遥 3
树根 SG 单根树根或是树根群自然生长进入管道遥 3
洼水 WS 管道因沉降等因素形成水洼遥 按实际水深减去正常水位占管道内径的百分比记入检

测记录表遥 交接确认管检测时袁按结构性缺陷评估遥 百分比或 3
坝头 BT 残留在管道内的封堵材料遥 3
浮渣 FZ 管道内水面上的漂浮物遥 该缺陷不参与 MI渊养护指数冤计算遥 3

K 值 适用范围

10 中心商业及旅游区域

6 交通干道和其它商业区域遥
3 其它行车道路

0 所有其它区域或 G﹤4 时

养护指数 MI约4 4臆MI约7 MI逸7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功能状况总体

评价等级

无或有少量管

道局部超过允

许淤积标准袁
功能状况总体

较好遥

有较多管道超

过允许淤积标

准袁 功能状况

总体一般遥

大部分管道超

过允许淤积标

准袁 功能状况

总体较差遥
管道养护方案

不养护或局部

养护

局部或全面养

护
全面养护

缺陷代码尧
名称

缺陷等级
计量单位

CJ 沉积

JK 结垢

ZW 障碍物

SG 树根

WS 洼水

BT 坝头

FZ 浮渣

米

个渊环向冤或米渊纵向冤
个

个

米

个

米

1 2 3
0.05
0.15
0.00
0.15
0.01
0.50

不参与 MI 渊养护指数冤评
估计算

0.25
0.75
3.00
0.75
0.05
3.00

1.00
3.00
6.00
3.00
0.2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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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影响参数 T 值等进行确定，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所述。

表 5 结构性缺陷的代码尧类型和等级数

缺陷名称 代码 缺陷定义 等级数量

破裂 PL 管道的外部压力超过自身的承受力致使管材发生破裂遥 其形式有纵向尧环向和复合三种遥 4
变形 BX 管道的原样被改变渊只适用于柔性管冤遥 变形比率=渊原内径原最大变形内径冤衣原内径 3
错位 CW 两根管道的套口接头偏离袁未处于管道的正确位置遥 邻近的管道看似野半月形冶遥 4
脱节 TJ 两根管道的接头未充分推进或脱离遥 邻近的管道看似野全月形冶遥 4
渗漏 SL 来源于地下的渊按照不同的季节冤或来自于邻近漏水管的水从管壁尧接口及检查井壁流出遥 4
腐蚀 FS 管道内壁受到有害物质的腐蚀或管道内壁受到磨损遥 管道常水位上部的腐蚀来自于排水管

道中的腐蚀物所造成的腐蚀遥 3
胶圈脱落 JQ 管道接口材料袁如橡胶圈尧沥青尧水泥等填缝材料脱落遥 3
支管暗接 AJ 支管未通过检查井直接接入主管遥 4
异物侵入 QR 非自身管道附属设施的物体穿透管壁进入管内遥 3

（1）结构性缺陷参数 F

按公式 5 或公式 6 计算。

当 S＜40 时，F = 0.25×S （公式 5）

当 S＞40 时，F = 10 （公式 6）

式中损坏状况系数 S 按公式 7 计算。

（公式 7）

式中 L—被评估管道的总长度（m）;

Li—第 i 处缺陷纵向长度（m）（以个为计量单位

时，1 个相当于纵向长度 1 米）；

Pi—第 i 处缺陷权重，应查表 6 获得；

n1———结构缺陷处总个数。

表 6 结构性缺陷等级权重和计量单位

（2）地区重要性参数 K 和管道的口径大小重要

性参数 E

计算方法和功能性状况评估一致。（详见表 -3）

（3）土质影响参数 T 值

根据已有的地质资料或已掌握管道周围的土

质情况，按表 7 的规定确定土质影响参数 T 值。

表 7 管道周围的土质影响参数 T

（4）管道修复指数 RI

按公式 8 计算。

RI=0.7×F +0.1×K +0.05×E+0.15×T （公式8）

（5）结构状况评价

依据 RI 值按表 8 的规定进行等级确定和结构

状况评价，提出管道修复建议。

表 8 管道结构性状况评定和修复建议

缺陷代码尧
名称

缺陷等级
计量单位

PL 破裂

BX 变形

CW 错位

TJ 脱节

SL 渗漏

FS 腐蚀

JQ 胶圈脱落

AJ 支管暗接

QR 异物侵入

个渊环向冤或米渊纵向冤
个渊环向冤或米渊纵向冤

个

个

个或米

米

个

个

个

1 2 3 4
0.20
0.10
0.15
0.15
0.15
0.15
0.05
不参与 RI 渊修复指数冤

评估计算

0.75

1.00
0.50
0.75
0.75
0.75
4.75
0.25

3.00

4.00
2.00
3.00
3.00
3.00
9.00
1.00

9.00

12.00

9.00
9.00
9.00

土质 一般土层或 F=0 粉砂层

T 值 0 10

修复指数 RI约4 4臆RI约7 RI逸7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结构状况总体

评价

无或有少量

管道损坏袁
结构状况总

体较好遥

有较多管道损坏或

个别处出现中等或

严重的缺陷袁 结构

状况总体一般遥

大部分管道

已损坏或个

别处出现重

大缺陷遥
管道修复方案

不修复或局

部修复
局部或整体修复

紧急修复或

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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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排水管道养护检查和排水

防汛工作的重视，排水管道电视检测技术以其安

全、科学和有效的手段，在一些城市开始了使用，同

时也为排水管道的竣工验收、日常养护和修理提供

了依据。排水管道电视检测技术的运用，可以更及

时准确地把握管道内部的损坏情况，同时，对检测

中发现有问题的管道可以在没有形成严重破损之

前，及时进行预防性修理，把问题解决于萌芽状态。

参考文献院
[1]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排水管道电视和声纳

检测评估技术规程 DB31/T444-2009，2009 年 7

月发布

[2] 日本东京都下水道局：排水管道电视检测技术

指南（案），平成 5 年 6 月

[3] 建设部：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维护技术规程

CJJ/68-2007,2007 年 3 月发布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emphasis on environmental issue and increasing of constructions of urban sewer, a

large number of sewers are gradually aging, they need maintenance and rehabilitation. This paper illustrates

non-damage inspection technology for sewer and explains assessment technology of sewer condition which bases on

results of the non-damage sewer inspection.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that preventive maintenance of sewer is

necessary.

Keywords: Sewer, Sewer Inspection, Assessment Technology

Sun Yueping Zhu Danhua

（Shanghai Guanli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Ltd.）

Non-damage Sewer Inspection & Assessment Technology for Sewer
Condition

在 2011 年 5 月 2-5 日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 29 届国际非开挖技术研讨会暨展览会上，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兰海涛以其发表于国际期刊《隧道与地下空间技术 -Tunneling and Underground

Space Technology》的论文“Prediction of rotational torque and design of reaming program using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in rock strata”被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评为本年度“优秀学生论文奖”，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获此殊荣。论

文成果是，根据非开挖定向钻工程现场记录的数据，对相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建立了大口径水平定向钻

在穿越岩石层时所需扭矩和扩孔极差的预测模型，对相似地层下此类工程相关参数的计算预测起到了一定

的参考价值。

中美联合非开挖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马保松教授荣获国际非开挖技术协

会 2011 年度“学术研究奖”，这是中国学者首次获得此奖项。马保松教授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首次开设并

主讲的《非开挖工程学》课程 2010 年被评为国家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和该校精品课程。马保松教授目前还担任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国际期刊《管道系统工程与实践：Journal of Pipeline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Practice》编

辑、中国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社会兼职。

我国科技人员荣获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 2011年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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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膜揭除 --- 排水管道非开挖内衬修复的要素

何渊
(天津泰达市政公司)

摘 要：本文概要论述了排水管道内衬修复技术应满足的一般特征；同时从天津开发区现有排水管道

运行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分析了非开挖内衬修复工艺选择时的关注点；特别强调了内膜揭除在排水管

道内衬修复技术应用中的必要性。

关键词：排水管道、内衬修复、拉入法、内膜揭除

1 排水管道修复的迫切性

天津开发区发展壮大的 20 多年间，各项社会、

经济技术指标始终排在全国前列，成为我们天津市

乃至全国的样板。尤其开发区市容环境、市政建设

在我们的不懈努力下一直成为天津的亮点，是天津

旅游目的地之一。排水行业同仁在看似平凡的污水

输送、污水处理、下水道养护工作中享受着乐趣。但

我们已经注意到，由于天津开发区建设在沿海盐碱

滩涂，地处软土地质带，管道的严重不均匀沉降和

流沙等会引起排水管道损坏，再加上开发区产业经

济活跃，工厂里腐蚀性污水、有害气体等的影响，大

型运输车辆造成的路面振动，也会造成地下管道产

生裂缝、破损、管接头错位和管内腐蚀现象。这些现

象是互相关联的，并且会产生恶性循环，如果不及

时采取有效的方法制止，随着时间的推移，管道内

的地下水渗漏会日趋严重。一旦管道周围泥土被大

量掏空的话，其后果不堪设想。

我公司多年来负责开发区排水管道的建管业

务，一直以来都在跟踪国际上同行业的技术进步，

在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就对非开挖修复工艺有过技

术储备。近几年，我们致力于建设排水管网的科学

管理体系, 对区内在线管道进行了大范围的疏通、

CCTV 检测，对运行现状进行了评估，发现了诸多病

害事实如胶圈脱落、管身损坏、接口错位和拔出、接

口及管身渗漏等等（内部的损坏见图 1 和图 2 所

示），并予警了部分可能产生事故的管道,提出了修

复计划。

第 3 期

2011 年 6 月

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No.3

Jun.，2011

图 1 胶圈脱落

图 2 管身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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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面对已经开始损坏的管道，我们没有采

用一般的开槽式施工方法进行维修，因为这样的施

工需要对道路进行“开肠剖肚”，工期长，会产生大

量的废物，而且对道路交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我

们的生活环境带来危害，同样会影响开发区的窗口

形象。2010 年，我们着手采用新技术、新工艺作了一

些尝试，利用先进的非开挖修复技术对管道进行了

内衬修复，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2 管道特征决定技术选择

排水管道有以下几个特点: 排水管道结构强度

一般；管线上有窨井，间隔一般在 80 米以内；窨井

口直径一般 650 毫米；管道埋设较压力管道深得

多；材质多为预应力混凝土管道；支管较多等。管道

输送污水时,会经常有酸碱度变化,通常有 H2S、CO2

等酸性物质存在。运行期间,因固态垃圾经常进入下

水道，需要定期进行机械疏通。所有这些特征决定

了修复工艺的技术要求和选择。

由上可知,市政排水管道区别于燃气、供水等压

力管线的两个特点是管道敷设较深 (国内已经有达

到 15 米深的排水管道)和设有窨井，为此在进行管

道内衬修复设计时应充分利用窨井口，尽可能保证

100%不开挖路面，排水管理部门也已经将其列为修

复技术选择时的先决性条件。因为在修复时，采用

任何使周围泥土及基础发生土体位移或部分变动

的方法都有可能对周围管道的正常工作带来危害。

特别对敷设较深的排水管道的开挖而言，作业坑面

积、深度都在加大，对地层结构破坏和周边建筑物

的影响更甚，施工周期和后期恢复耗时更久，投入

会更多。

3 修复适用技术

3.1 整管修复工艺技术

目前非开挖修复所应用的施工工艺划分为两

大类：点状修复与整体修复。其中点状修复包括：局

部浸渍玻璃纤维短管密封、重力管道的局部注浆，

不锈钢发泡桶点状修复，橡胶套筒等几种办法；整

体修复包括的几种工法主要为：HDPE 穿插，CIPP

软翻或拉入；破坏原有管道的吃管法与裂管法，以

及 PVC 缠绕管片法，以下简要介绍整体修复技术在

排水管道修复方面的应用。

HDPE 穿插，指在原有管道内穿入一条 PE 管

的工艺。分异径穿插和等径穿插。优点：修复距离

长；缺点：需根据管线埋深开挖操作坑与导向槽，端

头处理等环节在工艺上还需探讨。

CIPP 软翻或拉入工艺，既原位固化法，通过拉

入或者翻转的办法为待修管道加入一条吸附了树

脂的纤维织物软管并固化的工艺。根据内衬安装办

法不同分为：水翻、气翻与拉入。CIPP 工艺的优点：

开挖小（特别是在修复排水管道时可完全不开挖），

施工周期短（现场周期一般不超过 24 小时），环境

影响小。

裂管法，通过牵引胀管头破碎旧管，并将碎片

挤入周围土壤中，同时牵引同等管径或更大管径的

新管（PE 管）即时取代旧管的位置，以达到去旧换

新的目的的工艺。优点：适用范围广，可修复各种严

重损坏的旧管道；缺点：需要局部开挖，被修管道必

须不能有弯曲。

以上是排水管道非开挖整管修复应该可以选

用的工艺。选择合理的修理方法才能有效降低工程

费用、缩短工期，减少对环境、交通的负面影响。

3.2 排水管道修复适用技术

如何选择最好的修理方法，需要我们结合前已

述及的排水管道不同于压力管道的特征来综合考

虑，因为排水管道有可以利用的窨井口，要保证

100%不开挖路面，可以选用 CIPP 软翻或拉入工艺。

需要指出的是，CIPP 软翻工艺要保证 100%不开挖

路面，只能在 DN800 以下管道上应用，因为大口径

软管无法从直径 650 毫米的井筒中穿过，所以管径

越大时，窨井口就不能满足安装需要了。另外需要

注意的是 CIPP 软翻工艺的软管材料是涤纶纤维的

无纺材料，以此要求确保各向同性的力学特征，所

以其内衬层的整体机械强度较低，美国 ASTM

F1216-03 标准规定其弹性模量的设计值只有

1725MPa，要达到我们经常需要的环刚度比较困难。

而拉入法采用的内衬材料是玻璃纤维浸渍不饱和

聚酯树脂，这种有机无机复合材料提供了极好的物

理、化学性能，如耐腐蚀性好，能抵抗酸、碱、盐、海

水、未经处理的污水、腐蚀性土壤或地下水及众多

化学流体的侵蚀；防污抗蛀；耐热性、抗冻性好；摩

擦阻力小，输送能力高；耐磨性好等。与软翻工艺对

比，其弹性模量的设计值达到 1200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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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CIPP 拉入法工艺的实施，避免了水资源

的浪费：早期，软管衬里贴紧在旧管道内壁采用的

是水做加压介质，对大口径管道来说，动辄上百吨

的自来水不仅造成水资源的浪费，而且将其加热还

会造成进一步的能源消耗，甚至这些用水来自何处

都会成为问题。该类工艺采用热空气做能源，避免

了浪费；旧管与内衬管之间紧密贴合，无环空间隙；

适应各种管道形状、口径并能通过弯头；衬管的结

构强度能够设计到现在新建管线的水平。

4 内膜揭除

现在，我们可以下结论说，CIPP 翻转或拉入法

工艺是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适用技术吗？笔者认

为不妥，这里缺乏内衬修复完成以后，新管道运行

管理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前已述及，排水管道日常

维护的过程中需要经常进行机械疏通，以清除管内

的固体垃圾，而 CIPP 翻转法工艺内衬层的内表面

是一层保护树脂外流的阻水膜，一般是聚烯烃类和

聚氨脂类的塑性材料，硬度极低，根本不能耐受机

械外力的拉刮；膜材料本身有具有极高的弹韧性，

一旦脱离本体就会造成管道的痈堵。而拉入法工艺

的内膜在固化结束后提供了揭除工序，露出巴柯尔

硬度＞40 的内表面，没有了后顾之忧，完全能够满

足管道后期养护需要，不影响今后年度除淤泥等养

护作业。

所以，综合比较，CIPP 拉入法工艺是排水管道

非开挖修复的适用技术。

5 软管拉入法内衬工艺

CIPP 软管拉入法工艺是在德国兴起的排水管

道非开挖修复技术。2005 年，天津排水管理处采用

德国 SAERTEX 修复工艺及材料对位于天津市河西

区友谊路，全长 1102.29 米，管道直径为 DN1000mm

的管道进行非开挖修复。随后，国内相关修复企业

经过研究，建立了完善的软管内衬修复技术，具备

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浸渍树脂配方、软管制作方法和

安装工法，于 2007 年起成功地应用于全国各地排

水管道修复工程实践中。

以下是软管拉入法内衬工艺的简要步骤如图

3、4、5、6 所示。

图 3 软管拉入旧管道

图 4 软管充气膨胀

图 5 软管加热固化

图 6 衬管端口切割

天津开发区市政局经过认真论证，决定于 2010

年使用该技术对区内泰丰路 DN800 污水管道进行

了修复，施工中没有动土，交通秩序如常，内衬层对

错位、渗漏水点、漏泥点、不均匀沉降等管道病害进

行了有效的封堵，表面质量经过 CCTV 检验达到了

预期目标，如图 7、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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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安装现场

图 8 成品内衬层

6 结论

我们认为，在进行地下管道养护工作时，在保

质保量地完成修复任务的同时，采用新颖的非开挖

技术，可以大幅度地缩短工期，很有效的减少对道

路交通的影响，使管道修复施工的形象大为改观，

达到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这次修复工程

的技术论证、工艺选型和安装实践，我们首先系统

地对旧管道修复技术进行了梳理，选出了适用的修

复工艺，并在实际工程中进行了验证，本次工程中

采用了 CIPP 拉入法内衬修复技术，对我们来说是

一种成功的尝试。今后，我们愿意和同行作更多的

技术交流，把在本次工程中积累的经验应用在其他

的工程之中，共同为开发区的市政事业贡献我们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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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水管道修复中的壁厚及其影响因素

Bernhard Falter Sebastian Fingerhut 著 李谦 译

摘 要：在下水道管线的修复作业中，管线的壁厚是确保结构强度安全性的一个关键因素。对小直径的

管道（比如侧管）工程，现在的趋势是采用薄壁型管材。对于大直径或者下水道出水口之间的长距离管道，其

壁厚则受到最大固化深度（如紫外线等）和道路运输重量的限制。

在本论文中建立的力学模型是根据德国规范 ATV-M 127-2:2000 和 2011 年出版的适用于所有管线和

荷载的第二版草案建立起来的。描述本模型的相关参数如下：旧管道的几何尺寸、旧管道的抗压强度和偏心

轴力、管道几何尺寸和结构缺口及其估算方法、管道半径与壁厚比、土壤性质（变形模量、横向支撑力、弹性和

非弹性特性）、内衬材料的性质，比如长时间下的抗弯强度和杨氏模量、内衬材料壁厚与规定之间的偏差。

本文的主要内容包括为了维护结构安全而进行的强度和稳定性失效的判定，通过上述参数建立管道壁

厚的模型。最后通过研究两个实例论证了对参数进行合适的检验和结构的设计的优点。

1 前言

尽管使用内衬已经修复了上千千米的管道，但

是在内衬材料、测试、安装技术和设计方法上仍然

不断有新技术面世。自 2000 年来，德国规范

ATV-M 127-2 已经被证明能够安全的应用在细小

的管道建设，甚至是完全恶化的下水道（三级状态）

修复中。即将出版的新版本规范将包括新的管道类

型，适应欧洲标准的安全要求而采用的安全因素，

采用标准 EN1991-1-7:2004 中的道路荷载，以及扩

大弯曲的玻璃钢材料和蛋形的下水道管材的计算

表格。新规范 M 127-2 将在今年发出正式的通告。

尽管在实际案例中使用的是相同的标准，但根

据同样的标准计算得到的壁厚有时却会差异很大。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不良的土层条件、完

全恶化的旧管道和重型交通荷载联合导致的。从另

一方面看，过厚的管道在安装上可能出现问题，壁

厚过厚导致固化不完全会增加项目的成本。因此问

题的关键在于管道修复时采用合理的壁厚，不要太

厚也不要太薄。在主管道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

时（部分恶化的下水管道）考虑的参数可以小一些

得到比较接近的结果【8】。当管道处于第三阶段时（完

全恶化的下水管道），设计者选择的参数应该更大，

需要更为详细的考虑。

2 缺口

在德国规范 ATV-M 127-2 中，管道缺口和临

界水压力（新规范中减小了）是内衬设计的基础。

大体说来，在理论的线性模型中应用了三种不同

的缺口：

1)局部缺口 棕v：其大小形状类似于最小的扣状

连接（比如覆盖在平面上蛋形内衬），其标准大小是

环形管道的 2%；

2)全局缺口 棕GR：其起源于旧管道被破碎为四部

分后测量缺口大小而估算得到的（最小达到半径的

3%）；

3)环形裂缝 棕S：这种裂缝起源于固化材料的萎

缩，如水泥灌浆或者温度改变达到标准值的 5%。

如图 1 所示为取得全局缺口 棕GR 安全值的方

法。对于不便进行测量的下水管道，需要利用图 1a

所示上部管线两个圆形片段，对比进行水平测量，

但这种方法所得的 d 和 D 不够精确。而如图 1b 所

示对于大直径的下水管道用圆形模板测量其宽度

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在第二版的标准 M 127-2 中定义了对于固定

的局部缺口 棕v=2%和环形裂缝 棕s=0.5%时，不同椭

圆度管道的全局缺口会随指数 Kv,s 的上升而下降

（图 2）。对于那些埋深浅而又负载过大（比如水坝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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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的管道，当其位于第三阶段时其缺口可能甚至

低于 5~6%。

使用图 2 中所示递减的指数 Kv,s，所有第一到

第三阶段管道的临界水压力可以计算如下：

（1）

式中 SL=EL·（1-μ2）-1·（t/L/rL）3，为管道的长期环

状刚度

3 损坏的管道运动学分析

在建模过程中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旧管

道构造为 4 块 90 度的拱起，在裂缝间产生轴向应

力。如下面的变形图所示，裂缝从管道内部一直延

伸到管道外部，只有一小部分旧管道仍然连接，具

有接触压力。相关文献中已经给出了针对混凝土管

道的部分压缩强度测试【3】。如图 3 所示，在接触区域

图 1 椭圆度的测量

（a- 不易进行测量的下水管道的两个测量圆；b- 可测量的下水管道用模板进行测量）

图 2 固定 棕v=2%袁棕s=0.5%时不同椭圆度不同直径长度比的管道 Kv,s的下降趋势

图 3 位于第三阶段渊完全腐蚀冤有内衬的主管道示意以及偏

心铰链 eG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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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心摩擦铰链或多或少的偏离了旧管道的中轴

线。

在具有高抗压强度良好接触的情况下，eG/t 的

值被假定为 0.45，由于逐步的腐蚀或者由于起拱区

域的剥落，eG/t的值会减小，例如表 1 的情况下

eG/t=0.15。图 4 表现了参数 eG/t、椭圆度以及全局缺

陷指数 在具有足够厚度的直径 300mm 的玻璃钢内

衬管道中会相互影响。因此可以看出仔细的测试对

寻找一种经济而又安全的设计很有帮助。

图 4 不同偏心铰链尧覆盖层厚度 h逸0.5m袁没有地下水时

需要的管道壁厚

4 土壤性质

众所周知对第三阶段的管道计算中，土壤力学

性质必须被引入到管线的设计中：

·影响被动土压力的内摩擦角 渍
·表观密度 DPr

·土壤粒径大小（沙砾、沙土、粘土等）

·变形模量 E2

·水平土压力系数 K2

参数 2 表示的是在起拱线旁边挖开的区域对

于旧管道的碎片来说是最重要的横向支撑。

图 5 不同的 E2尧tL尧棕GR,v的内衬-主管道-土壤系统的

极限承载力

图 5 所示为极限荷载 qv 的增加取决于管道壁

厚 tL 和土壤变形模量 E2。点线表示了一个没有管线

的管道 - 土壤系统（设管道厚度 tL 为 0）。当管道厚

度低于 5mm 时整个系统不能稳定。从图 5 中很明

显可以看出土壤密实程度对结构稳定性的影响。请

注意由于规范 ATV-M 127-2 的安全理念，2011 年

第二版草案中附录 d 指定将参数 EL 减小和将参数

q 增大作为安全因素，对于玻璃钢材料而言：

表 1 旧管道受压部位偏心度 eG示意揖1铱

拱起部分状况
恶劣渊可见水泥裂开脱落袁压缩

强度低袁严重腐蚀冤
正常 渊没有或零星水泥裂开掉

落袁可以接受的压缩强度袁轻微

腐蚀冤
良好渊没有水泥裂开袁压缩强度

高袁没有腐蚀的新管道冤
偏心铰链 eG/t 耀0.15 耀0.25 耀0.45

实例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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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γF=1.5

根据规范 ATV-M 127:2000 中的条款 6.3.2.3，

考虑到管道埋深较浅以及主要的道路交通导致的

土压力，需要限制旧管道旁边的土壤反力：

（2）

式中：KP=tan2（45°+1/2φ’），土壤被动反力系数

姿B=1.08，旧管道两侧的土压力集中系数

pE，垂直土压力

图 6 不同椭圆度压缩模量袁覆盖层厚度 h逸0.5m袁没有地

下水时需要的管道壁厚

图 6 所示为在非弹性土模型中中经过计算得

到的需要的管道壁厚。在弹性土模型中，即使埋深

只有 0.5m，3mm 的管道壁厚足够使用，但是根据式

2 的计算此时土壤支撑力 qh+qh
* 远远超过了土的被

动支撑力 maxqh（令 h=0.5m,E2=8N/mm2：）

5 内衬的材料特性
衬垫的主要性质包括杨氏模量 EL 和抗弯强度

滓f,B。两个参数都必须进行长时间条件下的评估。导

致杨氏模量 EL 下降的蠕变效应塑性系数 A1E 和被

看作是长时间耐久性的参数 A1滓 是不一样的，需要

经过不同的测试程序进行评估【6】。在管道设计过程

中，杨氏模量 EL 主要影响稳定性，抗弯强度 滓f,B 主

要关系到内衬的失效。比如在 PE 管道容易满扣而

灌浆管容易损坏。对于原位固化法（CIPP）两种失效

都有可能发生，这取决于缺陷指数和其他参数的类

型和数量。图 7 所示在同一段玻璃钢标本中可以观

察到为三种不同的断裂模式———在设计过程中对

剪切强度 子M 的了解是必要的。

6 内衬质量的偏差

如果管道在安装后被监测出现褶皱、沿圆周方

向的厚度不均匀或者杨氏模量的偏差，那么客户通

常会质疑其质量而不会接受。有限元分析软件

ABAQUS 进行三维分析证实，轴向的一定褶皱长度

在水压下不会影响整个结构的安全性【2】。

图 8 褶皱长度渊4倍直径冤有限的情况下圆周应力分布

7 壁厚的评价

案例 1：伦敦 11.6m 地下水位下修复直径为

610mm 原位固化法的设计。在这个项目中，钢管从

下水管道的一个入口被锤击向另一个入口。长时间

后钢管可能会被腐蚀，因此需要在管道里面加铺一

层塑料管道保证整体的水密性。考虑到水压很大，

客户决定安装两段玻璃钢内衬，每段 12mm 厚。

为了将管道的长期劳损限制为 1%，故保守的

设 计 玻 璃 钢 的 抗 弯 强 度 滓f,B=60N/mm2，

EL=6000N/mm2。管线设计地下水位 11.6m，材料厚度

tL=12mm。第二阶段下的管道有足够的强度使两段

材料各承受 50%的荷载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一段

材料承受 100%的荷载，如表 2 所示。靠近出入口的

接头密封圈将管道内衬分为承受荷载和不承受荷

载两部分。根据有限元软件 ABAQUS 的评估结合环

图 7 随时间变化的玻璃钢材料压缩测试后的断裂模式揖7铱

（buckling failure- 搭接破坏；shear failure- 剪切破坏；flexural

failure- 弯曲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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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压力，内衬的轴向应力 滓X=S11=2.36N/mm2。图 7 所示的由于外壳边界引起的剪应力必须额外检查。

表 2 第二阶段主管道袁外部水位 11.6m袁两段玻璃钢材料和一段式玻璃钢材料的对比

壁厚 弯曲应力 压缩应力 翻转变形 变形 稳定性

tL 酌=滓fB/max 滓 酌=滓fB/min 滓 win 啄v 酌=crit pa/pa

mm - - mm % -
2*12 60/6.89=8.71>2.0 60/9.53=6.30>2.0 2.84 1.5<10 10.5>2.0
12 60/15.1=3.98>2.0 60/20.5=2.93>2.0 4.77 1.8<10 5.3>2.0

图 9 直径 610mm的内衬内部轴向应力分布揖5铱

对于第三阶段的管道计算（完全腐蚀的钢管），

例如在伦敦 Lambeth 区一条埋深 13.9m 的钢管，计

算其压力及其承受荷载时则需要将当地土壤性质

和上覆土层深度均考虑在内。表 3 所示的数据在压

力和稳定性失效上有足够的安全性，但相比第二阶

段的管道其变形在增加。

案例 2：对一个三期状态的长方形下水道的研

表 3 第三阶段管道袁两段式玻璃钢内衬袁土壤类型 G2袁交通荷载 qv 情况下的管道计算

壁厚 弯曲应力 压缩应力 翻转变形 变形 稳定性

tL 酌=滓fB/max 滓 酌=滓fB/min 滓 win 啄v 酌=crit qa/qa

mm - - mm % -
2*12 60/8.53=7.03>2.0 60/13.8=4.35>2.0 13.6-4.4=9.2 2.3<10 13.5>2.0

究，以求找出一个合适的几何尺寸和最小壁厚。下

水道的两侧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没有裂缝，没有

变形）。而下水道顶部混凝土的钢筋支撑已经被腐

蚀了，如图 10 所示。

因此对地下水位 2.3m 的长方形管道设计表

明，侧壁合适的厚度是 33mm，倒马蹄部分的厚度是

31mm，两者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图 11b 所示

这种几何形状的主要优点在于将接触应力从顶部

转移到底部，石壁上的荷载将大大减小。假设钢制

大梁的损坏趋势和对三期状态管道计算过程中发

现的一样：那么如图 11b 所示几何尺寸的管道壁厚

更薄接触应力更小。

8 结论

内衬所需的壁厚影响因素很多，取决于旧管

道，周边的土壤，地下水和内衬材料的性质。偏安全

的假设是必要的，因为新的工程建设时不会已知所

有的参数。决定结构安全性能的因素包括缺陷、长

时间下旧管道的材料性质以及前文几张中管线和

土壤的特征。

下列工作需要进一步研究：

a)考虑在混凝土主管线中忽略不计的抗压强度

b)解释甚至统一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管线建造的图 10 砖石结构的下水道壁袁混凝土顶袁支撑的钢筋已被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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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方法，使管线建造越来越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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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不同形状下的带玻璃钢支撑的下水道接触应力分布

（a- 传统几何形状；b- 倒马蹄形几何形状）

2011 年 5 月 27 日，桂林市华力重工履带式锚

杆钻车系列产品生产基地项目竣工典礼在临桂秧

塘工业园举行。桂林市副市长徐锋、华力重工董事

长刘容在、华力海外事业部陈庆东等参加了竣工庆

典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据悉，桂林华力重工履带式锚杆钻车系列产品

生产基地项目是自治区全面统筹推进的重大项目

之一，项目投资达 1.8 亿元，占地 151 亩，建设标准

厂房约 3 万平方米。项目投产后，可生产包括履带

式锚杆钻车、工程机械结构件、凿眼钻车等钻车系

列产品。这些产品广泛应用于公路、铁路、水电建设

及采矿、隧道施工等领域。项目投产后，预计年产值

可达到 6 亿元规模，年创利润 6000 万元。并有利于

华力重工形成规模经济，增强竞争优势，扩大产品

出口，促使华力重工尽快进入世界工程机械先进生

产企业行列。

华力重工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机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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