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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如此多娇
— 2011 年中美非开挖行业发展回顾与展望
——
颜纯文 1 朱晓艳 2
渊1.中国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袁北京 100102曰2.浙江大宇交通工程公司袁312000冤
摘

要：
2011 年，发达国家受主权债务危机影响，新兴经济体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各国经济增速普遍下

滑在这样的大环境下，
我国非开挖行业仍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本文首先概述了 2011 年在我国非开挖行业影

d

响较大的重大事件，然后较详细地介绍了中美两国非开挖市场的调查情况，包括中美水平定向钻机情况和
美国市政管线建设投资情况，最后对未来我国非开挖行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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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领导和嘉宾

is

1 2011 年中国非开挖行业重要事项
回顾

re

关键词：
非开挖、
市场调查、
行业分析、
回顾、
展望

1.1 城镇燃气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

eg

正式实施。

应邀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本届年会历时两天，共有 63 家企业参展，近

3000 人次到会参观，展出面积突破 7000m2，创历届
之最。国际非开挖协会主席 Samuel Ariaratnam 博士

团有限责任公司主编的《城镇燃气管道非开挖修复

在会上作了主题报告，日本非开挖行业技术协会的

更新工程技术规程》
（CJJ/T147-2010） 自 2011 年 1

同行作了专题报告，另有 27 篇论文在大会上进行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交流。

nR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公告，由北京市燃气集

本规程适用于采用插入法、折叠管内衬法、缩

U

径内衬法、静压裂管法和翻转内衬法对工作压力不

会展期间，还举办了协会 15 周年回顾图片展、
15 周年招待晚宴和中国非开挖技术 2010 年度人物

大于 0.4MPa 的在役燃气管道进行沿线修复更新的

评选等活动，CSTT 和 JSTT 还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工程设计、施工及验收。本规程不适用于新建的埋

1.3 我国科技人员获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设立的

地城镇燃气管道的非开挖施工、局部修复和架空燃

年度学生论文奖和学术研究奖。

气管道的修复更新。

第 29 届国际非 开挖技 术协 会年会（NO-DIG

另外，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主编的《城镇排

2011）于 2011 年 5 月 3-5 日在德国柏林举行，协会

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技术规程》不久也将发

派员参加了本届年会。本届展会吸引了近 200 家展

布实施。

商参加了展览，
并在水平定向钻进、微型隧道 / 顶管

1.2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非开挖技术研讨会暨展览

技术、管道更换与修复、管道检查、清洗、地下管线

会在武汉召开。

探测等方面进行了技术交流。

2011 年 4 月 16—17 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非开

在本次展会上，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的博士研

挖技术研讨会暨展览会在武汉隆重召开，国际非开

究生兰海涛和马保松教授分别获得了国际非开挖

挖技术协会主席 Samuel Ariaratnam 教授、日本非开

技术协会 2011 年度“优秀学生论文”和“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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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这是我国第二次获得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的

批准成立福建省城市建设协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

年度非开挖奖，上海第二市政工程公司的管幕相涵

员会，并推荐陈勇为主任委员，张英照等 7 人为副

顶进工法曾在 2006 年获得“优秀工程奖”。

主任委员，杨奇为秘书长。

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的年度非开挖奖共有四

这是继广东、上海、北京、四川之后，在我国成

项：
工程施工、技术设备、学术研究和学生论文。

立的第五个地方非开挖行业协会。

1.4 全国多个大中城市遭遇特大暴雨：内涝严重，

1.8 第一期顶管施工技术培训研修班在中国地质

交通瘫痪。

大学（北京）举办。

2011 年，我国多个城市：武汉、北京、成都、杭

应部分会员的要求，由协会主办的第一期顶管

州、南京、南昌、长沙、乌鲁木齐、广州、上海、深圳、

施工技术上岗培训班于 2011 年 12 月 18—22 日在

合肥、南京、扬州、江阴、日照等城市分别遭遇特大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举行，课程内容涉及顶管施工

暴雨袭击，暴雨过后，积水成涝，出现“城市看海”、

的各个方面包括：土力学理论基础、工作坑施工、顶

“水漫金山”、
“地铁观水帘洞”等景象。

管设备、施工设计、施工案例等。共有 40 名学员参

据分析，排水管网建设滞后、排水系统建设标

d

加本期培训班，通过理论学习、实际实践和考试，学
员全部达到了上岗的要求。

多个城市制定了新的排水管网建设与修复规划。

1.9 20 人获协会设立的“非开挖技术”奖学金。

re

准低、管道老化是内涝频频的主要原因。暴雨过后
1.5 北京燃气集团引进高压内衬修复技术，并成立

经中国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与中

国内首个“管道修复技术实验中心”。
北京燃气集团与具有百年管道施工经验的德
国 KARLWEISS 公司合作，引进该公司的 Starline

（北京）的联合评选，共有 20 人获得了专业委员会
设立的
“非开挖技术”奖学金，
每人 3000 元。
1.10 我国非开挖行业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is

HPL-G 管道修复技术，并应用于高压管线修复，填

te

国地质大学（武汉）、成都理工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

补了国内非开挖修复技术在高压燃气管道上应用

eg

的空白。

水平定向钻机总数突破 10000 台。

2011 年，国际上受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发达

国家经济增长停滞；国内由于房地产调控政策、通

掌握新技术，检验修复效果，解决修复后管线运行

货膨胀压力上升等原因，经济增速回落。但非开挖

管理中的问题及积累原始数据，燃气集团还专门成

行业继续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

nR

为配合新技术引进后的顺利实施，更好地了解

立了国内燃气行业首个“管道修复技术实验中心”。

据协会统计，
2011 年我国共新增水平定向钻机

1.6 第九期水平定向钻进培训班在河北廊坊勘探

2141 台，比去年增加 245 台，同比增长 12.9%。到

U

技术研究所举办。

由协会主办，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承办的第九期水平定向钻进上岗培训班于 2011 年

2011 年年底，我国水平定向钻机总数已突破万台，
达 10804 台，其中：出口钻机 1125 台，进口钻机
409 台。

8 月 11—13 日在河北廊坊举行。参加本期培训的学

另外，2011 年共推出新产品 20 多种，获得省部

员 40 多名，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学员全部基本达

级科技二等奖 1 项目、三等奖 2 项，获得授权专利

到了上岗的要求。

48 项，其中发明专利 7 项。

到目前为止，9 期水平定向钻机技术培训班已
为我国的非开挖水平定向钻进施工单位培训了 350
余人，在实际施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7“福建省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成立。

2 2011 年中国水平定向钻机调查
为了全面地了解一年来我国非开挖行业的发
展情况，专业委员会按照往年的惯例继续进行了行

为提高福建省非开挖管道工程行业科技水平，

业统计工作。由于本次统计所收集到的顶管机销售

加强行业间交流，提高行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数量和管道修复工程施工量的统计数据不全，不具

2011 年 12 月 16 日，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正式

有代表性。所以，
以下仅介绍和分析第 10 次水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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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钻机的统计情况。

在新增的钻机中，国内制造商（包括合资企业）

2.1 水平定向钻机数量的增长

制造和销售的钻机共 2135 台，占 99.7%；进口钻机
的数量仅为 6 台，占总数的 0.3%；出口钻机的数量

钻机的销量经历了 1～4 月的强力攀升和随后下滑

大幅度增加，达 348 台，占 16.3%，比去年的 266 台

的两个不同阶段，市场起伏明显，但总体呈增长趋

增长 30.8%，出口的主要地区或国家有：独联体(俄

势。根据对 28 家水平定向钻机制造厂商 （含代理

罗斯、哈萨克斯坦)、东南亚(印度、马来西亚、菲律

商） 的调查表明，2011 年我国新投入市场的各类水

宾)、南美洲(巴西)、以及韩国、美国、埃及、东欧和非

平定向钻机数量为 2141 台，比 2010 年的 1896 台

洲等。历年水平定向钻机增长情况见图 1。

增加了 245 台，年增长速度为 12.9%。

2.2 钻机型号和机龄分布

te

re

d

由于受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2011 年水平定向

is

图 1 历年我国新增水平定向钻机的数量

eg

按钻机型号分类，在新增钻机中，特大型钻机

2.0%），
见图 4。

(回拖力大于 100t) 达 79 台、大型钻机 (回拖力
51~100t)166 台， 大 型和特大 型 钻机约占 总 数 的

nR

11.5%；中型钻机(回拖力 26~50t)1118 台，占总数的

52.2%；小型钻机 (回拖力小于 25t) 共 778 台，占
36.3%，其中微型钻机(回拖力小于 10t)27 台。
2011 年，销量实现大幅增加的钻机为回拖力在

U

25～50 吨之间的中型钻机，同比增加了 240 台，增
长幅度为 27.3%，继续成为主力机型；其次为回拖力
在 50～100 吨之间的钻机，同比增加了 31 台，增长
幅度为 23.0%。由此可以明显看出，
市场需求继续向

图 2 2011 年我国新增各类钻机的比例

中型钻机集中。2011 年各种类型钻机所占比例见图
2，历年各类钻机所占的比例见图 3。
在累计的 10804 台钻机中，绝大部分是 2000
年 以 来 投 入 市 场 的 ， 共 有 10724 台 ， 占 总 数 的
99.3%。从钻机的机龄（使用年限）分布上看，机龄在
2 年以内（2010 和 2011 年投入市场）的钻机为 4037
台，占 37.4％；机龄在 3~5 年的钻机有 3915 台，占
36.2％；机龄在 6~10 年的钻机数量为 2632 台，占
24.4％；机龄在 10 年以上的钻机只有 220 台 （占

图 3 历年小型、
中型和大型钻机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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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分别介绍美国第 13 次（2010 年）水平定向
钻进市场调查和第 15 次（2011 年）市政管道施工调
查的情况。
3.1 2010 年水平定向钻机调查
以前，水平定向钻进主要用于能源和电信市场
（铺设油气管道、电信电缆），以及动力电缆和燃气
管道。随着钻机的改进和配件的丰富，以及对环境
的重视，过去认为不可能采用水平定向钻进技术的

图 4 2011 年我国钻机中按机龄的比例分布

工程现在已经成为可能，因此水平定向钻进技术的
应用领域出现了多样化，如铺设自来水管道、污水

2.3 行业集中度

管道、以及在环境治理、地源热泵、地热开发、边坡

2011 年，水平定向钻机销量排名首位的企业，

加固等工程施工中，尤其是在地热开发中的应用在

百分点；位列行业前 3 位的制造商，其总销量合计

2010 年尤为突出。每年新增水平定向钻机的数量出

1134 台，市场占有率为 53.0%，同比上年增加 3.1 个

现了逐年增加的趋势，即使是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

百分点；位列行业前 5 名的厂商，销量总计 1528

机期间。

re

调查显示，2010 年美国共新增钻机 1441 台，比

台，市场占有率 73.4%，同比增加 1.9 个百分点；位
市场占有率达 95.1%，
同比下降 1.2 个百分点。市场
集中度的变化与波动说明，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

达到 1770 台（一季度已经销售 450 台）。美国历年
新增钻机的数量见图 5。

is

展，水平定向钻机行业已经进入一个相对成熟和稳

2009 年的 1052 台增加了 389 台，预计 2011 年有望

te

列行业前 10 位的企业，水平定向钻机销量为 2037。

d

其市场占有率为 21.6%，与 2010 年相比下降 0.8 个

行业集中度变化情况见表 1。

eg

定的阶段，市场格局已基本成型。2010 年和 2011 年
表 1 2010 年和 2011 年水平定向钻机的

2011 年
排名

nR

行业集中度变化

2010 年

变化

占有率

销量

占有率

（台）

（%）

（台）

（%）

第1位

463

21.6

424

22.4

-0.8

前3位

1134

53.0

946

49.9

3.1

目前，平均每家地下工程施工公司拥有 8 台各

前5位

1528

73.4

1355

71.5

1.9

类型号的水平定向钻机，而在 5 年前仅为 6 台。有

前 10 位

2037

95.1

1826

96.3

-1.2

U

销量

(百分点)

3 美国非开挖行业统计
从 1997 开始，美国 《地下施工》
（Underground

图 5 美国 1992～2011 年水平定向钻机的销售情况

关市政工程承包商预测，2011 年将有 49%的工作与
水平定向钻进有关，而到 2016 年可能达到 54.6%。
由于电信领域的复苏，水平定向钻进在电信市
场 中 的 应 用 比 例 也 由 2009 年 的 18.5% 上 升 到
22.6%；燃气管道的铺设也有所增加，由 2009 年的

Construction）杂志就开始对全国的市政管道（污水、

16.1%上升到 17.3%；由于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自

雨水和自来水管道）施工中，非开挖施工技术的使

来水管道和污水管道铺设所占的市场份额均有所

用情况进行年度调查。自 1998 年起，又开始了水平

下 降 ， 分 别 从 2009 年 的 16.6% 和 11.9% 下 降 到

定向钻进技术的市场调查。

13.7%和 10.9%，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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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机（回拖力在 22.5～45 吨之间）的比列为 23.3%，
而大型钻机（回拖力大于 45 吨）下降到 8.4%，见图
7。电信电缆铺设工程的增加和油气管道铺设工程
的减少是小型钻机增多，而大型钻机减少的主要原
因。而且在电信领域，小型钻机正在逐渐取代传统
的小型挖沟机和振动梨。
根据调查，2011 年承包商购买各种类型钻机的
意向分别为 67.1%、
23.6%和 9.3%；2010 年，每家承
包商平均购买钻机的台数为 1.4 台，而 2011 年将达
到 1.6 台。
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在过去 3 年里购买二手
钻机的数量逐年增加。2010 年，51.7%的承包商购买

图 6 2009 年和 2010 年水平定向钻进应用领域分布情况

了二手钻机，46.7%的承包商考虑在 2011 年购买二

d

在新增的钻机中，小型钻机（回拖力小于 22.5

手钻机，其中中型钻机最受欢迎（51.4%）。

吨）所占份额达到 4 年来的最高点，为 68.3%；中型

re

在水平定向钻进工程中，HDPE 仍然是使用得
最多的管材，占 43.9%；其次为 PVC（22.9%），钢管

te

和铸铁管分别为 15.5%和 12.7%，其它管材占 5%，

U

nR

eg

is

见图 8。

图 8 历年水平定向钻进所使用的管材分布情况

在考虑购买钻机的因素时，有 75%的承包商最
看重的是钻机制造商的服务水平，其次是钻机的质
量 （61%）， 其 它 因 素 包 括 ： 钻 机 的 技 术 含 量
（56.7%）、服务和钻机的价格（50%）、制造商所处的
图 7 历年钻机类型、
机龄和钻孔长度分布情况

地理位置（41.7%）、其它因素(35%)，见图 9。

6

非开挖技术

China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12 年 4 月

表 2 历年美国市政管道建设的投资（亿美元）
年度

根据本次调查，水平定向钻进承包商面临的主

铺设

修复

2004

48.5

31

24.1

7

2005

47

34

30

11

2006

47.9

33.6

30.3

11.8

2007

44

33

32

14

2008

45

33

20

14

2009

40.4

33.5

28.1

15

2010

42

33

27

14

2011

42

32

26

15

2012

43

34

26

15

is

3.2 2011 年美国市政管线施工调查

te

越来越多，
稍有不慎就会造成巨大损失。

d

修复

要问题一是施工价格低，最低仅为 5 美元 / 英尺（大
约为 100 元 / 米）；二是施工风险大，由于地下管线

供水管道

铺设

re

图 9 购买钻机时考虑的因素

污水管道

几年的经济萧条后，美国地下基础设施建设的

eg

投入降到最低点，但大多数人认为在 2012 年的后
期会出现好转。

根据本次调查，总的来讲，2011 年市政管道建

nR

设的实际投资比 2010 年有所下降。预计 2012 年，
政府对地下市政管线铺设的投资将会增加 1.3%，达
到 78 亿美元，而对旧管线修复的投资将增加 3.5%，
达到 57 亿美元。

U

具体地分，供水管道铺设和修复的投资在 2012
年回弹之前还将保持在 2011 年的水平，分别为 26
亿和 15 亿美元；雨水管道铺设的投资将增加 6%左

图 10 2011 年(实际)和 2012 年(预测)市政管道建设投资

右，而修复的投资将维持不变，分别为 8.1 亿和 9.75

干扰小，施工时不需要断流，施工成本低（尤其是爆

亿美元；污水管道铺设和修复的投资将分别增加

管法和 CIPP 法）。与传统的开挖施工方法比，采用

2.3%和 5.9%，为 43 亿和 34 亿美元。2011 和 2012

爆管法和 CIPP 法可以较少的预算进行更多的修复

年市政管线铺设和修复的投资见图 10，历年市政管

工作，而且工期更短。非开挖技术在市政管道建设

道建设的投资情况见表 2。

中的市场份额见图 11。

目前在美国全国各地，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

另一项调查内容是：按五分制标准，由市政人

城市，非开挖技术在市政管道建设中的影响越来越

员对水平定向钻进的承包商和咨询工程师进行评

大。由于可供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少，有时候非开挖

价（图 12），今年承包商和咨询工程师的得分分别为

技术是管道修复的唯一选择。

3.87 分和 3.75 分，均为几年来的最高分。道理很简

非开挖技术的优点是施工速度快，对地面交通

单，当有更多的人参与投标较少的工作时，他们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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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查中，有 24.1%的人认为非开挖管道铺设
和修复技术对市政地下管道建设具有很大的影响，
39.1%的人认为其影响中等，而 36.8%的人认为非
开挖技术的影响不大。

4 我国非开挖行业未来发展走势猜想
中国非开挖行业在过去的十几年完成了一次
自我换血和提升，产业规模迅速成长，企业实力日
益增强。在未来的十年中，我国非开挖行业将会出
现哪些变化？以下在六个方面对行业的未来发展走

图 11 非开挖技术在市政管道铺设和修复中所占的比列

势进行预测。
猜想 1、非开挖技术的市场份额

d

随着城市的发展，地下管网系统越来越复杂，
加上交通拥挤状况日益恶化，环境要求越来越高，

re

传统的开槽埋管施工方法将受到限制，而非开挖施
工方法将受到青睐。

te

在现有的地下管网中，无论是排水管道，还是
供水管道、供气管道、供热管道，普遍存在管网老
化、管材低劣、腐蚀严重等问题，城市内涝、管道爆

往会将这些工作做得更好。

裂等事故经常发生。

is

图 12 市政人员对承包商和咨询工程师的评价

因此，可以预计在未来非开挖技术的使用将越

eg

至于对承包商的要求，有 82%的人最看中的是

工程的质量，其次分别是施工的经验（66%）和按时

来越普遍，在管道铺设和管道修复中的市场可望占
有率达到 10～15%和 20～30%。
猜想 2、水平定向钻机的市场容量

最看中质量，其次分别是与承包商的关系（57%）和

过去十年，我国非开挖行业发展迅速，尤其是

nR

完工（64%）。而对咨询工程师的要求，有 77%的人
对非开挖技术的了解（40%）。

在水平定向钻进方面。2001 年，我国新增钻机约
100 台，市场保有量仅为 220 台；到 2011 年，新增钻

挖施工方法的进行了评价（图 13）。可以看出，最受

机超过 2000 台，钻机总数突破万台，年平均增速达

欢迎的五种非开挖施工方法是：水平定向钻进法

34.2%。

U

按照同样的评价办法，市政人员还对每种非开

(4.1)、翻转内衬法（CIPP,3.8）、局部修复法(3.7)、爆管
法(3.7)和插管法(3.5)。

若在“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分别按 20%和
10%的保守增速测算，到 2015 和 2020 年钻机总数
有望先后突破 2 万台和 3 万台，年增钻机数量在
2000～3000 台之间。
猜想 3、差异化和多元化成为企业发展的必然
选择
随着市场日趋成熟，特别是市场环境发生了变
化，供需关系由“短缺”迈向“平衡”，甚至“供大于
求”时，要摆脱产能过剩的桎梏，差异化和多元便是
企业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

图 13 市政人员对每种非开挖施工方法的评价

人性化、节能化、智能化是产品差异化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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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水平定向钻机出口形势喜人，2010

产业链、扩大产品的应用领域则是多元化的主要表

和 2011 年，出口钻机的比例分别达 14%和 16.3%。

现形式，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抵抗市场风险能力。

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这一比例达到 20～30%并不

猜想 4、服务型企业成为主流

是可望而不可及。但要打造稳定的市场占有率和品

我国非开挖施工设备的市场保有量已经达到

牌，要将产品、配套件、服务提到一定的高度，这是

了一定规模，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利润摊薄，竞争

实现国际化发展的基本保证。

越来越激烈，有些企业已经开始意识到市场已由产

猜想 6、
我国非开挖行业的发展前景

品的竞争转为服务的竞争，并开始为建立服务型企

未来十年，我国的城市建设将步入快速发展阶

业做准备，如：完善服务体系，增强服务意识、扩大

段，预计到 2015 年和 2020 年城市化水平将分别达

服务范围，制定合理的服务流程及标准。

到 55%和 60%，每年大约需要铺设 10 万公里的市

在美国，后市场服务业被誉为“黄金产业”；在

政管线，另外还有数十万公里的管道需要更换或修

欧洲，后市场服务也是制造产业获利的主要来源。

复，每年需要投入 3000~5000 亿元。
未来十年，为了解决我国能源短缺问题，改善

d

在我国，虽然服务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也是
发展空间巨大的领域。

城市环境，将投入数千亿元用于长输油气管线工程
建设。预计到 2015 年和 2020 年长输油气管道总长

从工程机械市场来说，国际市场容量大，总体

度将分别达到 14 万和 20 万公里。

re

猜想 5、国外市场的突破

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家，经济增长较
快，
工程机械需求量大，
市场潜力不可忽视。

城镇化、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带来的机遇，加上

te

相对稳定，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很快，如同属

我国中西部和东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与国外发展
相比所存在的差距，一系列因素意味着我国非开挖
行业仍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前进的动力依然坚实，

is

过去几年，俄罗斯已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工程
机械市场之一；印度被认为是亚洲经济奇迹的象

大势向好。

eg

征，最近 10 年来，非开挖技术发展迅速；巴西是拉

致谢：本文的编写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公司的大

世界和 2016 年奥运会） 将是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

力协助，在此特向为本次调查与统计提供数据的所

关注的热点。

有公司和个人表示的感谢！

nR

丁美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未来 5~10 年（2014 年的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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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步改革：
第 14 届年度市政调查
Robert Carpenter 著 杨宇友 译校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美国第 14 届年度市政调查情况，包括承包商和施工技术人员，重点说明了市

政中存在的问题和前景，
同时分析了非开挖技术对市政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非开挖、
市政、调查

上，
“ 资金、预算和提高利率”这些词在书面意见中

的观望之后，给水排水基础建设持续衰退，美国市

反复提到。随着政府中新的政治动态，国会有权控

政人员正在争取保持现有的服务水平，他们希望在

制支出，这将可能意味着额外的预算削减。

re

d

经过两年多下降的总收入、紧缩的预算和无助

2011 年至少要有一点提高。

当国会允许因 2009 年的刺激法案而产生的美

然是本市、州及联邦政府的财务状况。市政人员非

础设施资金遭受了重创。该项目补贴城市和郡县对
购买资助本地例如下水道的基础设施债券投资者

is

常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服务和维护基础设施的能

国建设债券（BAB）项目在 2010 年底完成后，联邦基

te

然而，市政当局顺利前进的最大障碍及忧虑仍

力是直接与州及联邦的贷款和大项目如饮用水国

eg

家周转贷款基金（DWSRLF）和清洁水法案（CWA）
资助有联系的。不幸的是，即便做最乐观的估计，
关

于资金前沿的新闻报道仍然不清楚的。而且增加联
词来形容：
消沉。

nR

邦资金的可能性，至少在 2011-12 年，可以用一个
对摆在面前的事实，即使大部分市政人员承认

今年下半年能看到较好改变—仅仅是小步改革，他

U

们还是预计在 2011 年只有轻微资金改善。
这一信息和更多信息是通过地下工程行业独
家报道第 14 届年度市政给水排水基础设施调查中
反映出来的。调查于 2010 年 10 月和 11 月进行，
调
查中对美国市政人员对 2010 年他们的实际支出与
2011 年的预算基础设施资金项目，还有他们对技
术、趋势、争议以及与顾问工程师和承包商之间的

的利率。
因此，市政的问题是：钱从何而来？创出记录水

平的联邦支出—被公众认为是失控—的建议，比方
说建议第二波联邦刺激资金就像建议建设一个基
础设施银行一样的遥不可及。对清洁水法案（CWA）
资助或饮用水国家周转贷款基金（DWSRLF）增加支
出的建议将面临严格的审查，而且最可能就保持现
有水平或者甚至减少支出。
州和城市也依然陷于衰减，而且许多面临严重
的预算短缺。加州和佛州的财务困境就是很好的
证明，甚至一些州，如最顺利度过衰退期的德克萨
斯州，正在处理一个预计两年内 270 亿美元的预算
短缺。
那些城市的同意度下，复苏的道路非常坎坷，

工作关系进行了民意测验。此次调查的结果根据细

因为他们不仅要争取预算，而且和美国环保署协商

分地区和城市人口从而形成对推测做出的一个全

的和解也没有缓解。事实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对美

国性的标准。

国环境保护署（EPA）的监管措施可能很少受国会组

1 拿钱说话
毫不奇怪，资金是市政人员首先想到的。事实

成变革的影响。由环境保护局在 2010 年加大对不
遵守环保规章的城市的执行力度，并且预期至少在
2011 年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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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会看到轻微的改善。与去年 42 亿相比，
今年

2 曙光

市政预计在新的下水道建设上花费 43 亿美元。与

然而，即便有了所有资金、监督管理和立法关

2010 年 33 亿相比，城市中计划对下水道的修复工

注，大多数市政人员相信如果他们可以在 2011 年

作投资 34 亿美元。

上半年踩水并且获得额外的稳定性，在后半年里至

意见与反馈 选择有道专业翻译，获得快速精准

少可以看到减少的支出，并牵引向 2012 年前进。

的人工翻译结果。

2011 年在地下管道基础设施（如下水道、水和
雨水排水管道等）建设与修复中总支出预计将达到
138.6 亿美元，相比 2010 年的 134.8 亿美元，增加了
3.2 亿元或 2.8%。而从表面来看，这一数字并不是一
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但是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出一个
很强的积极性以及值得鼓舞人心的原因。
在 2009 年和 2010 年中，该行业奋力拼搏才能

d

得以生存。正如缺乏项目资金导致延期一样，积压

re

的项目堆积或重大的基础设施需求的取消挫败了
各个城市的士气。被激怒的公民们对他们市政府及
顾问工程师和承包商们抓住每一个机会，大的
或小的 （往往是他们的专业舒适的安乐窝之外的）

图 1 新建管线和修复管线投资对比图

2011 年对水管的新建设将从上升一亿美元增

is

投标业务。通常，投标都太便宜。通常有六个有资格

te

部门完成管理市政工程业务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加到 28 亿美元，而水体恢复这一市场继续获得高

行业被困于幸存模式，依靠经济刺激资金将资金水

利润以及增长的潜力—即便是在经济衰退期—应

平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

该从 2009 年的 14 亿美元上升至 16 亿美元。

eg

的投标人的项目突然变为有 15 或 20 个投标者。该

2008 年 10 月份，对于城市，承包商以及工程师

nR

来说，
“经济刺激”和“准备就绪工程”或许成为最过

市政期待雨水排放设施翻修支出也大幅增长，
从 7.81 亿美元增至 2011 年的 8.52 亿美元。雨水管

度使用但依然被寄予极高期望的条款。虽然这种刺

道系统新建设支出是 2011 年增长纪录的唯一缺

激的长期影响和利益还有待确定，但这些资金的确

陷，因为资金预计从 11 亿美元下降到 9.12 亿美元。

支撑着 2009 年和 2010 年给水排水的支出。然而，

U

几乎所有的这些资金已经投资进去，
2011 年之后我
们就没有联邦政府和政策规定在不同地区的支出了。
2011 年数字的主要区别是它们代表了实际驱
动市场的美元而非 2009 年 10 月捏造膨胀的支出。

3 问题
如前所述，2011 年，城市里有许多关注的问题。
但当被问到什么是 2011 年城市面临的最重要的问
题，大部分的答案都涉及到钱。

2011 年，行业应该看出在没有从赤字支出刺激资金

佛罗里达州的市政被访者指出他们的城市仍

向市场输入美元的情况下自身生长的稳定性和自

然面临“预算短缺”
。在科罗拉多州，一个城市报道

身改善的状况。实际上，2011 年的市政预算反映出

说他们不仅是努力“保持预算”
，而且还试着去寻找

真实的美元，
实际进步，
最后看到一线希望。今年预

并且培训新员工来替代最近退休的长期雇员。

计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将超过 2010 支出水平。然

从密歇根到俄克拉何马，乔治亚到俄勒冈州，

而预计 2012 年对于下水道 / 水支出不是显著的一

受访者评论了他们本地因提高用户费用的争论。来

年，期望持续缓慢的前进，2013 年对于实质性的市

自南卡罗莱纳州的被访者说，
“ 修复我们的老下水

场逆转是突破的一年。

道和水管线是至关重要的，但不通过增加费用来负

几乎所有领域的地下污水 / 水管道支出预期在

担的话，
压力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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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萨斯州一个城市来的受访者说：
“ 有强大的

被调查者的另一个有趣的观点是，像广泛使用

财政问题存在着——
—我们有许多设施需要修理但

的非开挖建设 / 修复一样的许多方法在小城市中不

很难找到资金。于是我们持续增加收费。”来自威斯

是很常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后勤保障的原

康辛州的市政雇员强调基础设施维修资金已经变

因。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受访者指出：
“当我们遇到问

得非常困难，因为“财产价值的下降，影响市政的借

题时，即使是很小的城镇也可以很容易使用到反铲

贷能力。”

装载机。但是不可能有承包者不收取使用管爆或内
衬技术的高昂费用。”

“我们被要求用现有的资金水平来设法应付这
一困难，”一名亚利桑那州市政府官员说。“我们最
大的问题是经济预算限制和新建筑（包括商业和住
宅）的不景气的经济，
”来自华盛顿的受访者说。
“满足赞同命令的条款，
”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城
市的人指出。另一个田纳西州的城市代表强调，
“新

d

的、无资金支持的政府执行国家和州标准是一个严
重的问题。”几个受访者都反应该观点。

re

在困境中挣扎的经济对一些城市也产生了一
录的速度继续堆放。其他重大问题包括健康保险费
用，
人才短缺和的建设费用。

is

在经济衰退和由此导致的预算危机之前，产生

te

个独特问题，像是拖欠的下水道费和水费在以创纪

及获取资金用以维持、修理和扩大必需的基础设施

图 2 非开挖技术应用市场情况

eg

系统一直在困扰着城市。毫不奇怪，2011 年见证了

预算与日益剧增的需求。平均来说，城市现在估计
他们需要至少增加 33%的经费只是为了保持现有

nR

的服务水平。大约四分之一的回应说，他们需要至
少 50%或更多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虽然城市稳定地转向靠增加收费这一不幸的
方法来维持服务，市政仍然均摊了三年的用户费

U

用。大约 8.4%的城市在 10 年内没有增加费用。

图 3 今年美国给排水管道投资情况

在罗德岛的另一个城市官员解释说，
“ 我们有
一个很低的预算而且打钻公司在 100 - 英里远。”一

要问什么是影响给水排水部门的主要问题，资

个阿拉斯加受访者补充说“遥远的地理位置就意味

金居首位，82.4%的调查对象如此指出，其次是政府

着高的调动费用。我们候选人的工作绝大多数都是

/ 环境保护署的法规，占 61.1%。

相对较少的。”

4 非开挖动力
过去的二十年里，虽然非开挖应用在建设和恢
复中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在 2010 年里该方法的

非开挖建设 / 恢复在给水排水基础设施工作中
仍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增长的部分，通常被视为
和明挖法一样有效。对于非开挖和传统施工方法两
者的成本仍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使用的确有所减少。预算很紧，所以有一些传统施

“非开挖成本较低”
来自缅因州的被访者说。另

工技术又开始回归使用。人们心中的概念仍为明挖

一方面，俄亥俄城市代表强调：
“我们更喜欢使用非

法是“安全的选择”—它的风险已被证实，因此一般

开挖法，但它在价格上不如明挖法经济。”

控制比较省钱。如果工作进行比较省钱的话，一些
城市愿意处理不满的公民和混乱的街道。

非开挖施工的益处仍然得到认可。“它可以节
省我们的时间和减少道路给公众带来的不便，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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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诸塞州的受访者说。
“如果没有非开挖方法，我们

的雇员。”加州市政雇员还强调，承包商应“知道他

就不可能恢复几乎我们所有的下水道系统，减少窗

们在做什么—别对需要学习的工作投标。”

户安装和街道维修所节省的钱使我们能够做更多

来自纽约的受访者感叹道，承包商应该更“诚
实坦白—我们从新的总水管里拉出大约半吨的石

的事情”，
一个印地安那州的市政府官员强调。

头。”德州官员希望承包商“用地理信息系统（GIS）

宾西法尼亚州的被访者指出非开挖的一个好
处是“当使用明挖法时公用线路不好通过，而使用

的知识作为手段在涉及大量资产的大区域中管理

非开挖可以通过。”

项目。”
“与代理商成为工作伙伴”，维吉尼亚的一名市

仔细看看市政人员对独特的非开挖技术的观点。

政官员建议。
“在工作中展示出正直和诚实，
表现出
他们最好的能力。从长远来看，当代理商得到好的
价值，公司将受益于此。”“质量”仍然是城市最想
从他们的承包商身上期望的特点，90.5%的调查对
象如是说，紧随其后的是“经验”
，有 74.6%的人这样

re

6 工程师

d

认为，61.9% 认为是“按时完成项目”。

图 4 不同非开挖施工工艺受欢迎程度

反过来，对于顾问工程师，他们工作绩效的支

te

持率（1 是最不好，5 是最好的）从 3.59 增长到 3.72，

5 承包商

成为七年以来最高的。
“由于我们预算过紧，
致使我
们不得不更多的 依靠顾 问工 程师作 出正 确的决

is

一如既往，调查询问市政人员与承包商及顾问
工程师们的关系。

定—我们对那些决定感觉很好，”这位满意的俄克

eg

在一个 5 级分制中，5 点是最好的，承包商得了
3.82 分。虽然低于去年的纪录 3.87 分，但仍然是调

查史上第二高的分数。乔治亚州的受访者解释说，

nR

“我们普遍对我们的承包商比较满意，然而，由于经

拉何马州受访者说。
市政人员对于提高他们的关系和工作业绩也
有很多建议。
“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变革的技术，”怀俄明的受

济衰退期开始，我们有更多的承包商来招标项目，

访者建议。
“抓紧基础，
不要把钱花在不必要的复杂

在甄选他们时候需要更加小心。”

系统上，因为很难教会老龄化的生产力”，内布拉斯

市政工作人员对承包商如何更好的工作并且

加州的政府官员指出。
“这儿的工程处处长近乎完美。然而，开发工程

研究并且组织他自己工作的承包商，其工作会更有

师却很不理想—他们大多数的工作质量很差，”科

效，
”俄亥俄州受访者说。北达科塔州的一名官员说

罗拉多州的市政官员观察道。“他们不遵守地区标

承包商“应该诚实地告知代理商他们是否有资格并

准和规格而且他们不从以前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且拥有被雇佣的工作经验 - 而不是说他们知道怎

北卡罗莱那州的受访者希望工程师的工作可

U

改善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很多的建议。“一个

样做这个工作，然后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以做得更好“站在项目的顶端—现场需要一名监察

内华达州的受访者说：
“ 我认为承包商应该合

者。”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受访者建议工程师应该
“时

理竞标而非买得这份工作。在当今经济时代中，由

刻告知当地官员规则的变革，基金来源以及跟上市

于竞标过程激烈竞争的特性，未来会有潜在的保修

政需求和希望的具体要求。”

问题出现。”

调查对象压倒性的（84.2%）认为“质量”是他们

另一些从佛蒙特来的受访者建议说“在开始一

从顾问工程师那里需要的最重要的特征，紧随其后

个项目之前就先预测问题并讨论它们。”来自密西

的是“了解新技术”，占 47.6%，以及“与承包商的生

根州的建议：
“要诚实，招聘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

产关系占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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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管道轨迹检测仪的试用误差分析
张 峰 1 倪 宾 2 乌效鸣 1 邱 峰 2 路桂英 1
渊1. 中国地质大学袁湖北武汉 430074曰 2.上海佳友市政建筑有限公司袁上海 200135冤
摘

要：竣工管线轨迹的测量已经成为困扰国内水平定向钻发展的难题，新型管道轨迹检测仪的试用

极大地提升我国在非开挖领域的技术水平。将轨迹仪投入管道后，
自身携带陀螺仪等传感器和电源模块，
通
过人力牵引自由前行，同时记录数据。仪器在管线末端回收，
不携带任何附属结构，可反复测量。数据经过回
放后显示出来，
反映仪器轴线前进过程中的路径，生成曲线和坐标。这样就能测得了管道的坐标系，为施工
方提供可靠竣工管线轨迹数据，满足市政建设的要求。这种简单有效的仪器能够为管道施工提供优质、高

d

效、
可靠的数据，必将推动非开挖的规范制定和技术发展。

熟地区，市场潜力巨大，随着非开挖相关产业在中

能如表 1 所示。

2 管材对轨迹测量影响

is

国的发展，上海市电力、通信、燃气、水利等部门面

使用时间长达 50 年。电力管材的主要物理力学性

te

上海市是我国定向钻进最为普及，技术最为成

re

关键词：
HDD、
竣工管线、
轨迹测量、
误差分析

临的挑战愈来愈大[1]。上海市为适应城市发展，
近年

eg

对管线的管理和监督更加严格，尤其是对竣工管线
数据的上报，已经成为困扰大部分市政公司的难
题。为适应企业发展需要，打破国外企业对非开挖

由于高压电力铺设对管材的特殊要求，使得
表 1 管材的主要物理力学性能
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密度 g/cm3

0.91-0.96

GB1033-86

滑动摩擦系数

<0.35

GB/T3960-89

拉伸强度 MPa

≥24.0

拉伸强度 MPa

≥18.0

熔接拉伸强度 MPa

≥21.6

GB/T1040-92

弯曲强度 MPa

≥37.0

GB/T9341-2000

度等级高的套管；特殊环境（如：化工厂、发电厂等）

弯曲弹性模量 MPa

1000-2000

GB/T9341-2000

选用高环刚度管材；绿化带下、人行道下、居住区、

扁平试验(管径的 1/2，
-5℃)

不破裂

GB9647-88

维卡耐热(10N，
50℃/h) ℃

≥120

GB/T1633-2000

管，
基本规格为 Ф180×12mm、Ф200×13mm 等，满

不圆度 mm

3.6-5.0

GB/T13633-2000

足了电力部门在电器性能上的特殊要求，克服了一

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m

≤75D

材料定性

改性聚丙烯

nR

管线检测技术的垄断，某新型轨迹检测仪的研制显

得尤为重要。通过长时间的跟踪测量，我们发现了
基于光纤陀螺的电力系统轨迹仪的诸多问题，并进
行了改进，
得到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和经验。

U

1 电力管道特点

对于一般高压电力管，套管内径应大于或等于
电缆外径的 150%。电压等级越高应选用较大内径
套管。横越马路、桥梁下方、河床下方等应采用环刚

工矿企业非行车道下可选用环刚度较小的套管。
M-PP 聚丙烯 （非开挖式 / 直埋式） 电缆保护

般 PE 管在 40℃以上时不能用于电力排管的缺点，
具有耐高温、耐腐蚀、耐老化、绝缘性能强等特点，

GB/T1040-92

ASTME16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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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之后，测量轨迹右电脑生成。

尤其是在高温稳定性，韧性，抗地面沉降，抗震性方

图 1 是全站仪测量所的轨迹数据，所有数据都

面。针对轮式计程的轨迹仪，这种类型的管材在孔

被按照要求转移到固定起点和终点。全站仪在测量

型保持，马腿角度等方面具有很好的效果，但是在

过程中取点间隔比较远，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范

诸多方面还有限制。

围，坐标转换也会出现棱角现象。

2.1 滑动摩擦系数小
和瑞士 REDUCT 公司生产的轨迹仪类似，我们
采用的也是滚动轮计程，这种计程方式依赖的是滚
轮上的橡胶圈和 M-PP 管材内壁的摩擦。通过多轮
实验我们发现，在轨迹仪处于下行时，仪器自重导
致计程轮和管壁出现滑动摩擦，管壁对滚轮的约束
作用降低，仪器失速。地面标定实验时，我们对长度

d

为 9 米的管道进行了水平校正。
2.2 焊疤
M-PP 管材连接采用的是热焊接，焊接温度一

re

图 1 全站仪轨迹数据

般为 210±10℃，
可适当提高 5～10℃。合拢力的大

图 2 是进口仪器 REDUCT 所测量结果，由于

焊疤成周向沿管壁分布，缩小了管材的内径，当仪
器通过时，产生的阻尼作用会使仪器产生瞬间的高

数据即可，测量的轨迹是逆向的，这样就有效地解
决了一定的陀螺漂移问题，因为陀螺仪的漂移变化

is

加速度。这不仅仅影响了短时间内焊疤附近数据的

REDUCT 测量是不间断的，只需要在测量之后取出

te

小不仅决定了焊接的强度，更决定了焊疤的大小。

采集量，还影响了陀螺仪的数据稳定性。不规律的
影响轨迹计算。

nR

3 实验测试对比
3.1 测试方案

的地方。

eg

异常数据很有可能在后期处理时未被过滤掉，直接

率呈现线性变化规律。这点是我们需要学习和注意

为了更加精确的实现轨迹仪精度的测量工作，
我们搭建了专用的测试管道，管道采用电力管材标

U

准型号 Ф180×12mm，长度 65m，焊接也按工程要
求进行。管线的轨迹仿实际管线轨迹，
两头翘起，
中
间水平弯曲，尽量模拟实际环境。为保证测量的重
复性，管线两端用特殊加工的支架固定。
采用全站仪取轴线方向均匀取点测量，测量距

图 2 REDUCT 轨迹数据

新型轨迹测量仪的测量方法和进口设备类似，

离为 1m；进口 REDUCT 轨迹仪按照其规定的要求

内部原理测量元件大同小异，国外在微型高精度陀

进行操作；
某新型轨迹仪采取和 REDUCT 相同的操

螺仪上对我国的限制，造成仪器开发上的困难，但

作方法。全站仪测量一次，某新型轨迹仪和

是我们已经从多方面进行了修正。采用加速度计进

REDUCT 进行 3 次测量，以剔除无效数据。

行修正后的参数也极大地提高了仪器的整体性能。

3.2 测试结果

我们也在采样频率上进行了努力，通过有效的数据

对于测量数据，均采用相同的方案进行处理，
所有数据保存方式为空间绝对坐标。采用相同的软
件进行出图，和全站仪进行精度比较。经过后期处

避免积分时产生的误差。
3.3 测试误差
我们参照全站仪的数据对进口和某新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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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得到，无论是某新型还是进口仪器，所测深度都
比实际深度偏小，规律明显。这对实际管道的轨迹
上报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4 误差分析
4.1 陀螺
我们采用的是进口光纤陀螺，它是一种转动传
感器，其输出电压与角速率成比例。其中包含有相
位调节器是一个压电陶瓷圆柱，其表面有光纤覆
盖。光纤连接器通过熔解技术做成，被固定在石英

进行了误差分析，取全站仪采样点的坐标做圆周方

感光底层上，它被用于全温和振动中提供稳定的性

向误差比较，最大误差圆便是仪器的误差。简单对

能。光纤偏光器（偏振滤波）是削减轴漂移的关键部

比发现某新型仪器和进口仪器性能和精度差别不

件。SLD 发光模块由软焊技术制成。该型号陀螺仪

大，远远满足实际施工要求。三条轨迹的曲线对比

的基本性能参数如表 2 所示。

d

图 3 某新型仪器轨迹数据

如下图所示。

re

表 2 陀螺仪性能

g

45

供电电压

V

5±%5

启动时间

s

0.01

零偏重复性

deg/s, 1sigma

0.01

零偏变化

deg/s, 1sigma

0.003

比例系数

mV o/S

7±20%

比例系数重复性

1sigma

0.1%

噪音

o/s sqrt Hz

eg

is

te

重量

nR

图 4 三条轨迹曲线的趋向对比

全站仪采取有效数据为 56 组，对比的节点不

0.0015

包括起点和终点，
即是 54 组。沿全站仪轨迹轴线画

U

出误差圆，
保证所有点都位于其中。

陀螺的性能直接决定了轨迹仪测量过程中方
位角的精度，根据其零漂可以判断出轨迹在水平面
上沿 X-Y 平面的图形。在开环工作环境下的光纤
陀螺，其输出电压和转动函数的正弦函数成正比，
对于小转速范围可以看出线性关系，而对于大范围
的输入角速率，正弦函数的非线性关系将严重影响
仪器精度。
我们按照一条长度为 L 管线的测量时间进行
分析，假如仪器仅仅沿 X-Y 平面移动，漂移方向为

图 5 进口和某新型仪器的误差对比

对比结果我们发现，REDUCT 仪器精度比某新

正向，速度恒定为 v，仪器工作的时间即为 t=L/v，按
照积分关系角度

型精度稍高一些，误差在 10cm 之内，某新型仪器精
度在 20cm 之内。由于是在南北方向上取固定坐标

其中 啄 为漂移量，棕 为测得角加速度。通过式子

进行的对比，所有的点都在准确值偏上方。对比我

可以看出角度和漂移是线性关系。如果陀螺仪的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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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漂移具有一定的规律，通过训练就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缩小误差。
光纤陀螺的核心部分是由光纤线圈组成的干
涉仪，它对旋转角速度的测量是通过萨格奈克效应
完成的。然而在实际系统中，萨格奈克效应非常微
弱，这主要是因为构成光纤陀螺的每个元件都是噪
声源，而且存在各种各样的寄生效应，它们都将引
起陀螺输出漂移和标度因素的不稳定性，从而影响

图 6 计程轮结构简图

光纤陀螺的性能。

接受的长度误差为 3~4 个脉冲间隔，理论误差距离

Allan 方差的估计与实验所用光纤陀螺的类型

即为式 1 所示。

和实验数据获取的环境有关，数据中可能存在各种

ΔL=（3~4）× 仔R =60~80mm
6

成分的随机噪声，其来源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1）

4.3 采样频率

光源是干涉仪的关键组件。光源的波长变化、

d

式中 R 为计程轮直径。

（1）光源噪声。

对 REDUCT 数据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其采样率

涉的效果。另外，返回到光源的光直接干扰了它的

不大，保守估计在 30Hz 左右，这样就能增加轨迹的

发射状态，引起二次激发，与信号光产生二次干涉，

密度。虽然增加了后期处理时间，但是其积分获得

te

re

频谱分布变化及输出光功率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干

的坐标点通过拟合之后更加接近实际轨迹，异常数

并引起发光强度和波长的波动。

据的剔除也不会影响整体轨迹的趋势。在数据回放

（2）探测器噪声。

（3）光纤线圈噪声。

eg

器灵敏度外，调制频率噪声、前置放大器噪声和散
粒噪声都是至关重要的噪声源。

过程中，仪器在采样的同时进行了硬件滤波，加装

is

探测器是检测干涉总效果用的器件。除了探测

了电压跟随电路，使采样的有效率大大提升。
REDUCT 采用相应频率也是在比较分析之后

的，从取样时间来看，在所有的频率下，取样时间增
加了 1.5 倍时，算法(四元数法)偏差大概上升了七

时又对各种物理量极为敏感。光纤的瑞利后向散射

倍，取样时问增加两倍时偏差上升了三十倍，取样

效应、双折射效应、克尔效应、法拉第效应及温度效

时间增加三次时偏差上升了二百倍。所以这表明了

应等都将使光纤线圈传输的光信息发生变化，引起

偏差是随着取样时间的增加而上升。然而取样时间

陀螺噪声，这是光纤陀螺最大的噪声源。

的增长率是逐渐下降的。例如，考虑在△t=0.005s,虽

U

nR

光纤线圈是敏感萨格奈克相移的传感元件，同

（4）光路器件噪声。

为了构成光纤干涉光路、保证光路互易性以及

然频率从 2.5Hz 增加到 5Hz 时，偏移上升 15 倍，但
频率从 17.5Hz 增加到 20Hz 时，偏移仅仅上升了

灵敏度的最优化，在光路中引入了各种器件。然而，

1.5 倍。按照试验结果我们可以作出结论，在低频时

由于这些器件的性能不佳以及器件引入后与光纤

算法正规化和偏差是可靠的，精度比较高的。并且

的对接所带来的光轴不对准、接点缺陷引起的附加

随取样时间越小算法精度越高，也就是偏移越小，

损耗和散射等，将产生破坏互易性的新因素[2]。

特别是在较低频率时[3]。

4.2 计程
滚动计程轮依靠一定的张力压紧在管壁内侧，

我们为了弥补陀螺仪精度上的不足，在采样率
上提高了要求，这样就能通过前后数据的比较获得

压力和摩擦系数决定了仪器的计程的准确性。在结

最精确是结果。为后续软件进行算法计算提供更多

构上我们进行了最优的设计，来保证仪器最大限度

的数据基础。采样具有同步性，这就要求仪器具有

的减少漏点现象发生。后轮结构如图 6 所示。

很小的采集保存周期。仪器测量轨迹精密，属于微

滚动轮的周向六脉冲计数，我们推断出仪器可

变量变化，机器周期的长短直接决定了变化量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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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在保证采样频率固定的前提下，尽量缩短采集

算法在国内外都有研究，尤其是在航空航天领域应

周期在仪器运转周期中的比重，能够提高数据有

用颇多。

效性。

由于四元数算法要比方向余弦矩阵算法的所

4.4 异常值处理

需时间少，产生的误差也小，所以四元数姿态法可

仪器在使用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周边环境的影

以得到更加准确的精度，也是该仪器一直研究的方

响，抖动等不良动作会造成传感器采集数据的异

向。为了使在仪器坐标系测量的加速度转换到惯性

常，程序在计算和存储过程中也会生成异常值。这

坐标系，匹元数姿态在每一个步骤都要进行修正，

就要求对采集数据进行过滤，对于尖锐的异常值，

所以要进行四元数传播微分方程的计算。陀螺仪的

我们要进行剔除或者是消减，保证其数据组合中其

数据输出速度比姿态算法计算过程要快，为此使用

他有效数值的保留。对于数据的滤除和消减，有两

预补偿算法。预补偿算法的另一个优点是使用实际

种要求。

计算值和预计值可以评估计算修正四元数法误差。
虽然 Adams-Moulton 方法的预测步骤和修正步骤

M-PP 管线最小弯曲半径，计算出极限条件下轨迹

是等效的，但一般情况下修正步骤的截取值的误差

仪在管道内行进的最大速度变化率，反推传感器输

比预测步骤的小，因为它们的原始多项式插值点相

出值的范围区间。提出合适的安全系数，为仪器保

差不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漂移误差，
并以此分

留一定的拓展空间，就能防止异常值对关键点轨迹

析修正算法的性质[3]。针对算法的研究和精度的提

的影响。

升，还需要更长时间探索[4]。

值。传感器在工作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数据不具有

re

5 结论

我们首次在国内将管道轨迹测量仪投入实验

is

干扰性，这就要对某些异常值所反映的数据进行修

te

（2） 利用拟合的方法选择性的保留数组有效

d

（1） 选择合适的带宽直接剔除错值。考虑到

和工程测量，通过牵引实现水平定向钻进轨迹的测

在异常值长度不可预计的情况下，保留的数据对于

量要求。通过反复的改进，我们在传感器选型，结构

某些轨迹参数的计算还有很大价值，如俯仰角，可

设计，电路设计，算法编制，仪器加工等诸多方面取

以通过特定的传感器进行针对性的测量。

得了很大的进步。受限于传感器进口限制，在一些

eg

正，而对于其余传感器的采样值要尽量保留。如果

U

nR

经过处理后的数据曲线更加平滑，
如图 7 所示。

关键元器件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但是我们在其
余方面进行了弥补。新型管线轨迹检测仪已经反复
试验，满足了上海市电力系统对非开挖拉管规范的
要求，并且在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下进行了多轮
反复验证。在精度上该型号仪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现在已经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相信经过我们
的不懈努力，该新型轨迹测量仪必将在精度和市场
上取得更大进步。
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上海佳友市政建筑有限
公司在仪器研发，实验，定型，生产等方面的支持和

图 7 数据处理后数据回放

协助。

4.5 算法
算法直接决定了轨迹曲线的结果，采用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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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 Analysis for the New Type of Pipeline Trajectory Detector
Zhang Feng1 Wu Xiaoming1 Lu Guiying1 Ni Bin2 , Qiu Feng2
( 1.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2.Shanghai JiaYou City Construction Co .LTD,
Shanghai 20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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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easurement of completed pipeline trajectory has become a trouble for HDD, the trial of the new
pipeline trajectory detector greatly enhanced the level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trenchless technology. Putted the
trajectory detector into the line, carrying gyro sensors and power modules, with human traction it will record data. The
instrument will be recovered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line, without any other subsidiary structure, used by many times.
The data will be shown to see the path of the instruction axis in the process, to generate curves and coordinates.
Finally we can gather the trajectory of pipeline to satisfy the need of city construction. The simple and effective
instruction will provide the high quality, efficient, reliable data for pipeline construction, surely promote the trenchless
normative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Keywords: HDD, Completed Pipeline, Measurement of Trajectory, Error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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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孔器结构设计探讨
李 山
渊成都理工大学中国四川成都市二仙桥东三路 1 号冤
摘

要：
扩孔是水平定向钻进铺管的重要工序。对大直径管道铺设，扩孔施工所需的时间和经费，常常

会占到全部工程的绝大部分比例，成为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施工工作。扩孔器的性能直接影响施工的效
率、
效益与安全。在研究扩孔器的功能与结构关系基础上，提出：大、小直径相异的工作空间，决定扩孔器的
总体结构应当以导向 - 切削 - 扶正三段式为佳；环状台阶式的破碎工作面，决定其切削段结构应以最小切
削量设计布置切削具；水路设计的流体运动方向，应向着钻机一侧的孔口；为使碎屑尽快排出切削面，应以

d

保证高速流动为原则。对常见的软土及松散地层扩孔，
建议采用带挤压护壁功能的新型扩孔器。

用“导向孔钻进→扩孔→管道回拖”施工工艺。在这

性能要求出发，对扩孔器的结构设计原理及方法展
开讨论，以与同行进行技术商榷。

is

种“三步法”工艺中，位于第二步工序的扩孔施工，

一个重要的难题。笔者试图从扩孔器的工作环境和

te

在非开挖水平定向钻进铺管工程中，一般都采

re

关键词：
水平定向钻进、扩孔器、
岩土破碎

因技术难度低于前道工序，技术风险又低于后道工

eg

序，
所以在施工时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但是，
在
大多数情况下，扩孔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工序。特

别是对大直径管道铺设，扩孔施工所需的时间和经

nR

费，常常会占到全部工程的绝大部分比例，成为最

1 扩孔器的工作环境与性能要求
1.1 扩孔器的工作环境
扩孔器工作环境如图 1a 所示。这是一个通孔，
扩孔器所需要破碎的是一个环形台阶。
从运动学看，扩孔器必须同时要在两种不同直

重要、也是最主要的施工工作。

扩孔器是扩大导向钻孔直径的专用器具，其技

径的孔洞约束下，边回转边沿着已定的直线（入、出
口段和水平段等直线段）或曲线钻孔轨迹（造斜段）

与安全。在目前的非开挖技术产品市场上，扩孔器

移动。

U

术性能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扩孔施工的效率、效益
的材料种类五花八门、尺寸系列千差万别、品种形

从静力学和动力学看，扩孔器在工作中的受力

式千奇百怪，如何评价其技术性能，科学合理地设

情况如图 1b 所示，其要在钻机一侧的驱动钻杆所

计制造或选择应用，这对许多施工单位来说始终是

传递的轴向回拖力 F1 和周向回转扭矩 M1 的带动

a.钻孔扩孔台阶段

b.扩孔器运动及受力状态
图 1 扩孔器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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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主要克服破碎环形台阶岩土的轴向阻力 F'1 和

第三，为满足扩孔器动力学要求，扩孔器除应

回转阻力矩 M'1，沿已有钻孔轨迹以加速度 a 或匀

当具备以合理载荷获取最佳破碎效果之外，还需具

速 v 运动；在破岩同时，这一运动过程在不同的钻

备以最小阻力回转且严格沿着已有钻孔轨迹移动

孔轨迹段，由于 F1 和扩孔器重力 W1 及浮力 W'1、拖

的力学性能。这也就是说，应当尽可能地减少非破

带钻杆重力 W2 及浮力 W'2 等的影响不同，可能发

碎岩土所需的动力，例如，扩孔器自身由于重力所

生偏扩情况，
对扩孔轨迹产生影响 。

产生的摩擦力。降低扩孔器自身重力（包括其充满

[1]

另外还有个重要因素要考虑：在这一工作环境

冲洗介质的附加重力），不但有利于降低其回转和

下，受钻孔入、出口位置和孔内各流体力学参数的

移动时的摩擦力，还有利于降低其在直线孔段扩孔

控制，钻孔冲洗介质及其所携带碎屑的运动方向会

时产生的偏扩力。

有所不同。合理的钻孔轨迹设计及扩孔器结构形

最后，为满足扩孔时的扩孔器冷却和岩土碎屑

式，
可以在控制流体运动方向上发挥很大作用。

排出需要，扩孔器还必须具备良好的流体力学特

1.2 扩孔器的性能要求

性，以使孔内冲洗介质在满足冷却和排屑需要的同
时，
能够以最小阻力流动。

d

首先，扩孔器应当具备能够破碎岩土的性能。
岩土有软有硬，一般把构成地球岩石圈的天然矿物

在控制孔内流体运动方向的问题上，毫无疑

集合体称为岩石 ，把地球岩石圈风化带的松散岩

问，从钻杆中心送入的冲洗介质最好是从钻机一侧

层称为土壤[3]。通常所说的岩石，往往是固结的、坚

（即导向孔入口）返回，因为这样才可方便地对冲洗

re

[2]

是粘接的，但其粘接强度比矿物颗粒本身强度小得
多，一般称为土层。岩层和土层在被外力破碎时反

另一方面，在钻孔轨迹近水平的状态下，岩土碎屑
在排出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沉积在钻孔下帮，返回
通道放在扩孔器运动方向之前而不是之后，也有利

is

映出显著的特性差异。如：岩层的破碎机理一般是

介质（特别是冲洗液）进行回收、处理和循环利用。

te

硬的岩层；而土壤则是非粘接的、松软的，或者虽然

于扩孔器将这些碎屑进一步破碎和推挤出孔。因

切削，这对选择破碎工艺方法具有决定性作用；岩

此，好的扩孔器应当具备能够在孔内建立临时孔底

层的研磨性往往较强，而土层的研磨性则往往较

（类似滑动式止水塞）的功能，以迫使冲洗介质始终

eg

压裂压碎或者磨削，而土层的破碎机理一般是剪切

向扩孔器回扩运动方向返回。

非开挖水平定向钻进铺管工程钻遇的地层千差万

1.3 扩孔器的总体结构与功能

nR

弱，这对扩孔器切削具寿命具有决定性影响。由于

扩孔器的总体结构，是指扩孔器作为一个孔内

的，这也就是目前市场上扩孔器的产品种类五花八

钻进单元，其组成整体的各部分的搭配和安排，包

门的根本原因。要设计或选用扩孔器，首先应当根

括其构成的外部形状、尺寸配比和与前后孔内工具

U

别，所以对扩孔器的破碎性能要求也是大不相同

据钻进地层的岩土硬度（强度）、完整性和研磨性三
[4]

的连接关系等。

方面技术指标，对其地层的适应性进行准确评价 。

按照扩孔器性能要求，其首先要有一个具有良

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扩孔器所破碎的是“环

好破碎岩土能力的结构装置，在该装置上应当安装

形台阶”上的岩土，由于已经解除了多向应力状态，

有耐磨切削具；为保证扩孔器沿着已有钻孔轨迹前

岩土的强度与硬度有所降低，与导向孔钻进时的孔

进，其前方应当有一个导向装置，该装置能使扩孔

底多向应力相比，破碎更较容易，或换句话说，破碎

器破碎功能段在回拖钻杆的牵引下严格沿着已有

所需的载荷更低。

钻孔运动；作为一个孔内钻进单元，扩孔器整体应

其次，为满足扩孔器运动学要求，扩孔器应能

当是刚性的，按两点确定一条直线的原理，在扩孔

在回转破碎时保证沿已有钻孔轨迹移动，这也是确

器破碎功能段之后，还应当有一个能在新扩成钻孔

保对称均匀破碎“环形台阶”，不发生偏心扩孔的必

中起扶正（或稳定）作用的装置。因此，扩孔器在总

要条件。要满足这一要求，扩孔器必须具备受已有

体结构形状上显然应当是一头小、一头大的塔形结

钻孔和扩出新孔约束的性能。

构，其功能相应分成导向、扩孔破碎和扶正三个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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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段；在各段尺寸上，为保证导向与扶正的需要，直
径应当分别与已有钻孔和新扩成钻孔孔径相适应，
长度应当能确保扩孔器即使在沿曲线轨迹运动时，
依然能够保持自己的直线状态 （与轨迹曲线相切）
顺滑自如。

2 扩孔器导向段的结构设计
前已述及，导向性能对任何扩孔器来说都是必

图 2 刚性钻具在弯曲孔断的通过性

不可少的，但毋庸讳言，当前的水平定向钻进行业，

要保证最佳的导向效果，其直径应当与引导孔

在市售的扩孔器上几乎看不到具有导向段结构设

直径相当，因为这样才能提供可靠的孔壁支撑。但

计的产品，这在扩孔器系列产品的第二级以后，更

是，考虑减小导向段的摩擦阻力（它是非破碎岩土

可说是完全未见。究其原因，可能是一些人认为回

所需的），并且考虑扩孔器在弯曲轨迹中的运动需

拖钻杆就是对扩孔器的最好导向，而另一些人则认

d

求，其应当与引导孔壁之间留有一定间隙。确定这

为扩孔器破碎段结构可以起到导向作用，这也就是

一环状间隙的大小应当根据以下两个因素：

re

大量扩孔器采用锥形、子弹头形等结构的重要原

●引导孔的孔壁状态（不圆度）和泥皮厚度；

因。其实，
观察图 1.1 所示扩孔器的工作环境，就能

●刚性扩孔器在弯曲钻孔轨迹中的通过性。

因此，要改变行业的这一现状，必须对扩孔器导向
段的设计加以重视。

对这种通过性，可参照如图 2 所示方法计算确

te

很好地解释这些做法是不能避免偏心扩孔现象的。

定。设一刚性钻具长度为 L，直径为 D，要确保其在
弯曲钻孔中运动（其孔径为 D0，弯曲半径为 R），其

is

2.1 导向段的外形

由于导向段只能依靠已有钻孔（导向孔或前级

eg

扩孔）的孔璧作为强制导向支撑，所以，导向段外形

应当是与钻孔同形状的圆柱形。但是，
前已提到，
孔

自由通过时的必需间隙为 t。R 由水平定向钻孔轨
迹设计时主要考虑所铺设管道的安全弯曲半径确
定。其最大长度可采用以下关系式确定[5]：
（2.1）

内冲洗介质的最佳流动方向应当是向前（扩孔器前

从式 2.1 可以看出，扩孔器在弯曲钻孔轨迹中

介质流动的阻挡。这样，导向段的结构型式就最好

的通过性不但与自身直径大小有关，还与长度有

是由多条轴向布置的翼片组成，这些翼片在回转时

关。同理，
导向段的直径确定也与其自身长度有关。

形成圆柱形支撑，翼片之间的空间即作为冲洗介质

导向段的结构尺寸也可采用经验方法确定。导向段

的流通通道。

长度不宜太长，否则容易在扩孔中发生断裂，一般

U

nR

进方向），这也就要求导向段结构不能形成对冲洗

有两种翼片结构可供选型：一是直线形翼片，
结构简单，加工容易，成本低廉；二是螺旋型翼片，
其导向支撑效果好，如果螺旋升角与冲洗介质的流
动速度及钻杆回转转速相适应，排粉效果更佳。
另外，为提高导向段的使用寿命，翼片可采用
耐磨材料制造，或在它们与孔璧接触处的表面堆
焊碳化钨硬质合金粉或镶嵌硬质合金之类的耐磨

取 200mm 左右即可；其直径一般比引导孔直径小
10~20mm。
这里还需再次强调：扩孔器必须有尺寸系列配
套，任何一级扩孔器都必须设计有与前级孔洞相适
应的导向段。
2.3 导向段的水路设计
导向段的水路即冲洗介质的流通通道，其设计

元件。

的主要依据是孔内的流体力学特性。一些人直观地

2.2 导向段的结构尺寸

认为，流通通道的断面尺寸越大越好，以为这样才

导向段的结构尺寸设计主要是确定其直径和
长度。

可方便地排出扩孔器破碎段所破碎下来的任何尺
寸的碎屑，避免岩粉堆积。从流体力学观点看，这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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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面图 1 可知，扩孔器所需要破碎的仅是一

冲洗介质的排粉能力主要取决于流体的运动

个“环形台阶”
。因此，如图 3a 所示的切削具回转所

速度（即流速）和流体携带碎屑的能力（如结构流）。

成平直线型轮廓线最短，也即其破碎量最小、能量

在水平定向钻进中，由于钻孔轨迹形态决定，其流

利用率最高。如果扩孔器级差大，采用如图 3b 所示

速不能像垂直钻孔（井）那样以上返流速大于岩屑

的阶梯式轮廓线也能具有良好的性能。而采用图 3c

沉降速度来确定，所以，应在保证孔壁受冲刷破坏

所示的曲线（如回转为球头形、子弹头形等曲线形）

不大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提高流速。

或斜直线（回转为锥形）则造成许多环状面积上的
破碎工作量并不是扩大孔径所必须的，这既无谓地

分布的翼片之间的空间截面尺寸大小，应以扩孔器

增加了能量消耗，也大大增加了切削具的磨料消

破碎下来的任何尺寸碎屑都不受重复破碎即可方

耗。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外许多扩孔器都采用了这

便排出为准，累计的过流面积应当远小于回拖钻杆

样的结构设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笔者分析，可

与引导钻孔之间的环状空间面积，以保证冲洗介质

能是一些人出于提高切削具强度和耐磨寿命的考

在导向段的流速数倍于环空流速。当然，为保护孔

虑，而另一些人则是想象这样的轮廓线在松软地层

壁，
软地层流速应低，完整硬地层流速可高。

中会起到所谓“挤扩”的效果。

d

因此，导向段的流通通道面积不宜大，其对称

其实，无论扩孔器破碎段的基体外形采用何种

re

3 扩孔器破碎段的结构设计

轮廓线形状(包括锥形、球头形、子弹头形、抛物线形

扩孔器破碎段的功能是破碎“环形台阶”上的
碎上，同时具有尽可能长的工作寿命。这一寿命至

3.1 破碎段的外形

eg

由于地层原因或驱动钻杆方向原因，一般不应在扩
孔过程中更换扩孔器。

布置切削具，都能容易地做到使所有切削具回转形
成的轮廓线，达到图 3a 和图 3b 所示的平直线或阶
梯折线两种最佳轮廓线形状。

is

少要保证每次扩孔都能够一次回扩完成，因为往往

等形状)，只要正确地选用切削具形状和科学地合理

te

岩土，设计要求是将得到的能量最大限度地用在破

3.2 切削具的布置
用于不同地层的扩孔器，其选用的切削具材料

和形状不同，安装位置与安装方法也不相同。所以，
每一种扩孔器都有自身切削具布置要求。但是，与

分，其外形都是其回转形成的轮廓线形状，它们可

所有钻头切削具一样，扩孔器的切削具布置也应遵

以相同，也可不相同。这里主要讨论切削具回转所

守以下原则：

形成的轮廓线形状。

nR

扩孔器破碎段一般可分成基体和切削具两部

切削具回转所形成的轮廓线可采用如下方法

U

得到：分别以扩孔器轴线和半径线作为纵、横坐标，
将扩孔器上的每一片切削具按照其尺寸大小和安
装位置重叠投影到同一剖面，其全部切削具（主要
是刃部）构成的该剖面轮廓线，即为扩孔器实际破
碎段轮廓线，
如图 3 所示。

①切削具必须充满破碎段轮廓线，不能留有空
白，并且应有足够的重叠。
②最好让每颗切削具破碎岩石工作量相同，即
做到等磨损。
③切削具（或切削具组）之间应当留有足够间
隙，便于冷却和岩粉排出，
避免重复破碎。
④前切削具为后切削具创造更多的自由面，有
利于碎岩。
3.3 破碎段的结构尺寸
切削具破碎段是在“环形台阶”上工作，其小端
尺寸显然受引导孔直径限制，而大端尺寸则受所需
要铺设的管道直径或分级扩孔直径限制。

a.平直线形

b.阶梯线形
图 3 切削具环状孔底击碎图

c.曲线形

对多级扩孔来说，要确定终级扩孔器的直径比
较容易，因为它与欲铺设管道的直径密切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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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规定，前者与后者的直径比关系为 1.2~1.5[6]；专题

应当是向着钻机一侧（即导向孔入口）方向，所以，

研究也证明，这一比值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验数

其在破碎段的流向也应当是从大端流向小端。其流
动路径，也就只能在切削具安装的空位之间。

[7]

据，而是有充足的理论依据 。另外，有人进一步提
出，可考虑钻孔长度因素，具体细化在此比值范围

对于其流通断面的结构尺寸设计，也同样应遵

[8]

内的经验定值方法 ，这一方法的实质是考虑钻孔

循前面导向段水路设计的两条原则，即：流通断面

清洁度和弯曲强度对拉管阻力的影响，实践中具有

结构尺寸的下限，应当大于扩孔器破碎下来的任何

一定的参考价值。

尺寸碎屑；其上限，应当满足累计的过流面积小于

但是，对多级扩孔的中间级扩孔器直径确定却

导向段的流通通道面积。这样做的理由，还是尽力

较为困难，因为目前我们还提不出科学的扩孔系列

减少重复破碎，尽量提高流动速度，最终达到提高

分级级差理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不但与钻进地层

效率、减少扩孔器的泥包问题。
回顾国内外扩孔器的发展进程，可清楚地证明

关。长期以来，
一些人主张为加工制造方便，扩孔器

这些设计理念的正确性：水平定向钻进的发展初

直径系列应采用等直径差分级；另一些人却主张为

期，扩孔器水路设计千差万别，评价各有千秋；但近

追求破碎效率，采用等破碎面积差分级；还有人主

年来如图 4 和 5 所示的“流道式”扩孔器大行其道，

张充分发挥钻机的能力，采用等扭矩原理进行级差

其它流道类型扩孔器市场已日益萎缩。

re

d

的软硬多样性有关，还与岩土破碎的不均匀性相

分级 -[9]。我们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找到

4 扩孔器扶正段的结构设计

te

最科学合理的扩孔级差系列分级方法已经指日可

根据前面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设

待了。

计理念：扩孔器扶正段的功能应当有两个，一是在

3.4 破碎段的水路设计

新扩成钻孔中对扩孔器破碎段起扶正（或稳定）作

is

扩孔器破碎段的水路设计，也就是冲洗介质在

用；二是在孔内建立类似滑动式止水塞的临时孔

计问题。

底，以迫使冲洗介质始终向扩孔器回扩运动方向

eg

破碎段的流动方向、路径和流通断面结构尺寸的设

U

nR

前已提到，冲洗介质在孔内的最佳流动方向，

图 4 硬地层用流道式扩孔器

返回。
4.1 扶正段的外形
从满足扶正的功能来看，其设计原理也应与导
向段外形设计一样，即圆柱形。为节省材料和减小
摩擦磨损，宜采用多条轴向布置的直线形或螺旋形
翼片结构。同样，
为提高扶正段的使用寿命，圆柱或
翼片的外表面也可采用堆焊碳化钨硬质合金粉或
镶嵌硬质合金之类的耐磨元件。
为满足其形成人工孔底的功能，无论是整圆柱
形还是由翼片构成的圆柱，其靠近破碎段一侧的端
部，应当是一块圆形的整片式封底。
4.2 扶正段的结构尺寸
扶正段与导向段共同组成控制破碎功能段的
两个支点。扶正段直径和长度，完全可以采用前面
导向段相同的设计计算方法，只是在应用式 2.1 时，
可以对扶正段单独计算，亦可将扩孔器作为扶正段
等径的整体进行计算。

图 5 软地层用流道式扩孔器

同样，其结构尺寸也可采用经验方法确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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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导正扩孔器运动轨迹。

端直径小 10~20mm。为保证其形成止水塞的临时孔

扩孔头主要由扩孔器壳体 6、扩孔翼片 22 和切

底，最好在其端部采用直径稍大的橡胶或其它柔性

削具 3 等组成。扩孔器壳体 6 上镶焊若干扩孔翼片

材料。

22，扩孔翼片 22 上又镶焊若干切削具 3，主要用于

4.3 扶正段的水路设计

切削破碎孔壁岩土。扩孔器壳体 6 上还开有若干水
眼 7，
用于导出芯轴 8 上的水眼 2 的钻进液，对扩孔

对于要形成止水塞临时孔底的扩孔器，其扶正

器进行冷却和冲洗。

段应当没有大量的流体流动，故也就无需水路的设

可变径孔壁挤压装置主要由滚轮 14、支架 16、

计了。钻孔内的水位或沿扶正段轴向漏失的冲洗介

定位套 17 和紧定螺母 18、
19 组成。滚轮 14 的小轴

质，
可对扶正段起到足够的冷却和润滑作用。

上安装有滚动轴承（或滑动轴承）13，并有密封压盖

如需采用向钻孔出口方向的冲洗循环方式，

15 密封润滑。滚轮小轴的两端分别采用铰支轴承安

可，当然，此时应当在导向段一端形成止水塞的临

装在扩孔器壳体 6 的后面和支架 16 的前面。扩孔

时孔底。

器工作时，滚轮既随扩孔头和支架公转，又可绕小

4.4 带挤压护壁功能的扩孔器扶正段设计

轴自转，
以滚动挤压孔壁，
大大减小挤压摩擦力。支

d

则扶正段的水路设计比照前面导向段设计方法即

架 16 为轮辐状（辐条数量与滚轮数量相等）或轮盘

自身不具备导向能力、可能使钻孔扩偏的问题；还

状，其中心套筒为六方（或其它多边形），安装在芯

存在扩孔器只具有使钻孔扩大能力，而不具备保护

轴 8 的对应六方（或其它多边形）部位，用于可靠传

te

re

在软土及松散地层中，已有的扩孔器普遍存在

动芯轴 8 的扭矩。支架 16 可沿芯轴 8 轴向滑动，从

孔壁的护壁能力。

而可根据土层压缩性调整滚轮组的最大滚压直径。

is

调整时，通过改变定位套 17 在芯轴 8 上的轴向位

nR

eg

置，并通过定位销钉 21 销定芯轴 8 上的若干定位

图 6 带挤压护壁功能的扩孔器

图 6 所示的带挤压护壁功能的扩孔器 （专利
号：200910167970.X），其技术核心是使扩孔器自身

孔而定位。定位套 17 定位后，采用紧定螺母 18 和
防松螺母 19 将支架 16 固定在芯轴 8 上。
扩孔器左端的连接耳 11 用于连接分动器和钻
杆（或成品管道）。

5 结论
经研究分析，水平定向钻进行业目前所用扩孔
器存在一些不足，建议在今后的扩孔器设计制造工

平定向钻进弯曲轨迹的扩孔工况，减少钻孔偏扩问

作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U

具有导向能力和挤压护壁能力，它能更好地适应水
题；并能够大大提高在软土及松散地层扩孔时的钻
孔护壁能力，
使孔壁更加光滑、
不易坍塌。

（1）一套扩孔器或组合式扩孔钻具应当同时具
备“导向 + 扩孔破碎 + 扶正”三个功能；

该型扩孔器的主要结构是在扩孔器的扩孔破

（2）扩孔破碎段的切削具设计布置，应当以大

碎段之前增加了一个导向头，在其之后增加了一套

小两孔之间的环状破碎带面积最小为原则，以尽量

可调节直径的孔壁挤压滚轮，使用时可根据软地层

减少能耗与切削具消耗；

的可压缩性，实时调节最后的铺管孔成孔直径或扩
孔直径。
导向头主要由接头 1 和导向器 2 组成。接头 1
用于与钻杆连接，导向器 2 外表面安装有若干耐磨
肋条 23，其直径略小于导向孔或前级扩孔器直径，

（3） 为提高钻孔冲洗效果和重复利用冲洗介
质，扩孔器最好能在孔内形成移动式阻水装置，以
强制冲洗介质向钻机一侧返回；
（4）由于扩孔器位于人工孔底，应合理设计冲
洗介质的流道尺寸与面积，一方面保证各种尺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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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屑不受重复破碎，一方面保证其尽快排出；

非开挖技术，2008（1）：
39-44

（5）对常见的软土及松散地层扩孔，建议采用

[5] 吴光琳，汤顺德．钻孔弯曲与定向钻探[M]．成

带挤压护壁功能的新型扩孔器。

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
[6] 李山，朱文鉴主编．水平定向钻进管线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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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al Aspects of Reamer for HDD

is

Li Shan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U

nR

eg

Abstract: The Reamer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the HDD hole opener. A properly engineered reamer should be
consisted of several factors following: 1) three parts:leading + crushing or shearing + stabilizationcontrolling; 2)
minimizing the size of the annual hole bottom; 3) forming a moving plug in hole to force the drilling fluid toward the
rig; 4) waterways could be removal whatever size cuttings by the reamer as soon as fast; 5)also being extrusion in soft
formation reaming.
Keywords: HDD, Reamer, Borehole Dr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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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D 工程管理软件的应用举例
李 炯 1 郑忠贤 2 乌效鸣 1 朱永刚 2
渊1.中国地质大学袁武汉袁430074曰2.上海佳友市政建筑有限公司袁200135冤
摘

要：
HDD 工程管理软件的应用极大地方便了工程信息的管理。本文对软件的设计、功能及使用方

法进行了介绍，并结合实际工程案例对软件的操作进行示范。通过一年来的实际应用，总结软件存在的问
题，
并提出优化措施，
对今后软件的进一步开发奠定基础。

d

关键词：HDD、
管理、
应用

出等操作。该软件利用 VBA 技术直接将所需的相

re

1 HDD 工程管理软件简介

关内容输出到 Word、Excel 中，
方便了工程进展情况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高效环保的节约
传统的开挖地表的施工方法逐步遭到了淘汰，非开

统下运行，
具有操作方便、
运行可靠等优点。
本软件应上海佳友市政建筑有限公司要求开

发后，经过在该公司一年来的使用，管理记录了大

is

挖水平定向钻进技术(HDD)应运而生。由于 HDD

的查看和资料的整理。软件可在 Windows9X 操作系

te

型社会理念对地下管线的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是一种高速快捷、环保的施工方法，对人们的生活

eg

影响很小，因此在地下管线的铺设过程中显得越

来越重要，工作量也日益增加。为了方便快捷地管

理所有的 HDD 工程，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与上海
软件。

nR

佳友市政建筑有限公司联合研发了 HDD 工程管理

量 HDD 工程信息，能够对工程管理过程中所涉及
的所有问题提供详细的记录，并能及时调取查看和
修改，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获得了该
公司广大员工的一致好评。下面具体介绍该 HDD
工程管理软件的应用情况。

本软件是根据上海佳友市政建筑有

限公司实际工程管理状况及需求，在利

U

用该公司 HDD 工程施工管理过程中所
形成的已有 Word、Excel 的基础上，采用

可 视 化 编 程 技 术 Microsoft Visual Basic
6.0 与 SQL SERVER 2000 数据库联合开
发的一套工程管理软件。该软件从整个
HDD 工程管理过程着手，对其涉及到的
前期准备、合同签订、施工记录以及竣工
报告的编写等都实现了程序化。软件总
界面包括用户管理、项目信息、项目前
期、
项目设计、项目施工、竣工管理、项目
统计、
帮助等 8 个模块。可视化的编程语
言可以方便地在主界面对项目及其相关
信息进行添加、修改、删除、选择以及输

图 1 系统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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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软件实现工程信息管理
登陆系统后，通过总界面进入系统
主界面（图 1），可以实现信息的添加、保
存、
删除和选择。单击“添加”按钮可以录
入项目信息和图纸信息。其中项目信息
包括项目名称、项目编号以及工程各工
段的具体数据，还可以对有需要特殊说
明的项目进行相关信息的备注。图纸信
息包括图号、设计单位以及计划开工和
竣工日期，同时可以添加相关的 CAD 文
件。信息录入完毕后，
单击
“确定”按钮进
行保存。界面左侧的“工程选择”
栏，
可以

d

实现对已有项目的浏览、修改和删除操
作。

re

图 2 工程进程窗口

该界面是整个软件信息录入的主要
界面，后面界面信息的部分信息会自动

te

调取该界面的数据，减少了数据的重复

eg

3 软件实现工程进程的实时
显示

is

录入，提高了工作效率。

由于非开挖施工周期短，风险大，监
管责任重大，因此必须时刻注意工程的
实施进展情况，而“工程进展”界面可以

nR

实时显示每个工程已完工的阶段和正在
施工的阶段。根据施工班组和行政业务
班组对每个工程信息的实时录入，该界

U

面通过对已录入数据和未录入数据的分

析判断，可以实现工程从前期准备到实
际施工到竣工验收，再到工程结算等一

图 3 水平导向钻进记录窗口

系列过程的实时监测，降低了管理过程

不同数据同时记录。例如水平导向记录可以记录实

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风险，使得每个工程都可以按

际深度、方位角和倾角等，钻机回扩记录可以记录

部就班地进行。

扭矩、拖力、泥浆压力和泥浆用量等数据，通过现场

4 软件实现施工作业记录

的实时反馈可以很方便地由施工班组录入，方便工

该软件可以实现施工过程中各阶段数据的记
录，如水平导向钻进记录、钻机回扩记录、钻机清孔
记录、钻机回拖记录、泥浆配比记录、管材焊接记
录、实时监察记录、压密注浆记录、管道疏通记录、
水平导向孔测量记录等，可以对每个工程每个工段

程师根据现场实时数据判断施工情况，及时做出正
确的指令，实现远程操控。

5 结论
该软件在应用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对工程信息进行输入并保存后有时调用过

28

非开挖技术

China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12 年 4 月

程中出现数据丢失，
还要重新录入，增加了工作量。

需求，我们接下来将主要在以下方向努力：
（1）将软

（2）Access 数据库的安全性不高，对高强度的操

件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反馈回来的信息进行收集整

作适应性差，不能将 VBA 代码开发的软件系统直接

理，结合用户需求对软件功能界面进行优化升级；

编译成 EXE 可执行文件，
对环境的依赖程度高。

（2）解决软件产品化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例如美

（3）网络版软件在运行过程中，会提示某句代

化软件界面、程序模块化等问题，以便于不同企业

码附近有语法错误或指向 Adodc 控件的错误，而导

根据自己的需求订制不同的版本。

致某项功能无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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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HDD Project Management Software

nR

Li Jiong1 Wu Xiaoming1 Zheng Zhongxian2 Zhu Yonggang2
(1.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430074；
2.Shanghai JiaYou City Construction Co.LTD，
Shanghai，200135)

U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HDD project management software was greatly convenient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project information.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software form three sides，such as the design，
the features and the
applications，and introduced how to use the software by a project example.Through one more years' use，the paper
summarized the problems of the software，and came up with the solutions an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Keywords: HDD, Management,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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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定向钻进地层冒浆计算模型
陈 锋
渊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冤
摘

要：地层极限压力和地层流体渗流模型并不是土层的某种压力特性，而是针对冒浆问题提出的一

个概念，
本文通过运用土力学，岩石力学，弹塑性学，流体力学的的原理分析计算，结合摩尔库仑破坏准则进
行压裂冒浆计算模型的建立，分别考虑了地层破坏极限压力和泥浆在地层中的渗流规律并建立了相应的计
算模型。

随着管道建设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水平定向

能性。

水平定向钻进施工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问题，
如：
地层上覆安全性问题、断钻杆问题、卡钻不进尺

实际现场施工中的认为操作也对地层冒浆的

影响也非常的大，如泥浆压力过高，造成孔壁渗漏；
在地质松软地层中钻进速度过快，造成钻进压力时

is

问题等。其中地层上覆安全性问题既对工程进度造

（3）人为因素

te

钻进成为管道铺设必不可少的技术之一。在实际的

re

d

关键词：
水平定向钻进、地层冒浆、
计算模型

孔壁破裂；施工人员操作不稳定，产生瞬间冲击力；

上覆安全性问题包括冒浆，地面隆起，地陷等，本文

钻进时间过长，钻井液长期浸泡地层，对地层造成

主要针对地层冒浆问题。冒浆问题主要是由于泥浆

一定影响。

eg

成一定的影响，也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

压力大于地层所能承受的压力时，泥浆会沿着土层

nR

中的裂缝通道流动，最后从地表冒出来。

1 地层冒浆问题影响因素分析

U

（1）地层因素

水平定向钻进经常在不同的地层上施工，不同

2 地层极限压力计算模型
地层极限压力并不是土层的某种压力特性，而
是针对冒浆问题提出的一个概念。通过运用土力
学，岩石力学，弹塑性学的原理分析计算，结合摩尔
库仑破坏准则进行压裂冒浆计算模型的建立，建立

地层对冒浆可能性的影响最大，文中选取三种水平

了多层地层组合的极限压力计算模型。

定向钻进中典型地层经行分析，包括多层地层组合

多层地层组合的临界压力计算公式：

类型、河床地层类型、上部密闭地层下部渗流地层
类型。地质土层本身存有裂隙，或地下植物根系发
达也会一定程度上提高地层冒浆的可能性。

（1）

（2）泥浆因素
泥浆的性能参数也会对地层冒浆产生一定的

当穿越河床时，
相应的临界压力计算公式：

影响，其中失水量过大会造成地层软化坍塌，地层
应力发生变化；粘度过大或造成相同泵量下泥浆压
力高，增加了冒浆发生的可能性；泥浆里加入一定
的堵漏材料能有效的封堵裂隙，减小冒浆发生的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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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钻遇地层中，最下一层是渗流地层，以上
是密闭地层，考虑形成浆液柱压力，得到临界压力

（4）

计算公式：
式中：
（3）

（5）

式中各参数意义如下：
n：
密闭地层层数；
Ki：各层土体的静止侧压力系数，无量纲，可由
试验测得，一般压实填土在 0.8~1.5 之间，正常固结

Pm 为泥浆在封堵面的压强；籽w 为水的密度；hw

粘土在 0.5~0.6 之间；

d

为水位线到封堵面的距离；籽s 为土层的密度；
h0 为封

Ci：
各 密 闭 层 土 体 的 内 聚 力 （kPa）， 粘 土 在

堵面到地表的距离，也就是封堵面以上土层的厚

re

20kPa 左右，粉质粘土 15kPa 左右；粉土在 5kPa 左

度；子 为侧面所受的剪应力。

φi：
各密闭层土体内摩擦角(毅)，一般砂土在 30毅
左右，粘土在 14毅左右，粉质粘土 17毅左右，粉土在
20毅左右；

3

eg

在地下水以下取土体土体的有效重度 酌’
，酌’=酌－酌
(水的重度 kN/m )；
3

水平钻孔内泥浆压力计算方法的主要是通过

计算泥浆在孔内的流动阻力损失，从而可以算出钻

is

酌i：各层土体重度(kN/m )，表示水的重度，其中

4 圆管内流动阻力计算模型

te

右，
对无粘性土，c＝0；

Pmax：
钻孔中泥浆得临界压强（kPa）；

孔内任意一点的流体压力。根据流体流型特征的区
别，分别可以建立牛顿、宾汉、幂律、卡森 4 种泥浆
流型在圆管内流动阻力计算模型。
（1）牛顿：

nR

Hi：各层土体厚度(m)，其中 Hn 为钻孔上壁到钻
孔所穿越地层层顶的距离，
H 水表示水深 ；
r：
圆柱体地面半径(m)；

酌 泥浆：泥浆重度（kN/m3）；

U

H0：渗流地层高度（m）。

（6）
式中：浊：绝对粘度，为旋转粘度计 300 转读值，
毫帕秒（mPa·s）；Q：流量，立方米 / 秒（m3/s）；R：钻杆
内半径，
米（m）；l：流经距离，米（m）。
（2）宾汉：

3 地层流体渗透模型

冒浆的产生是由于钻井液在受到一定压力的
情况下，从钻孔渗流到地表面的过程。所以研究钻
井液的渗流情况，对于冒浆发生的可能性有着重要
的作用。通过对地层进行一定的简化抽象如：假定
钻孔内压力稳定，且忽略钻井液对于孔壁和渗流通
道的软化作用，假定钻孔壁泥皮完整，渗流前渗流
通道被泥皮封堵。
运用流体力学知识结合摩尔昆仑破坏准则即
可得出地层渗流模型：

（7）
式中，浊p：塑性粘度，为旋转粘度计 600 转读值
和 300 转读值的差，毫帕秒（mPa·s）；子d：动切力，值
为 子d =0.511（2Φ300-Φ600），帕（Pa），Φ600 为旋转粘度
计 600 转读值，Φ300 为旋转粘度计 300 转读值；
Q：
流量，立方米 / 秒（m3/s）；R：钻杆内半径，m；l：流经
距离，m。
（3）幂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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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锋：
水平定向钻进地层冒浆计算模型

式中，n：流性指数，
n=3.322·lg Φ600 ，无因次，
Φ300

深加大和降低泥浆在钻孔中的压力等措施。
结合地层渗流模型，在考虑渗透率稳定且地层

Φ600 为旋转粘度计 600 转读值，Φ300 为旋转粘度计

较为单一的情况下，泥浆从钻孔渗透至地表的渗流

600
300 转读值；K：稠度指数，
K= 0.511×Φ
，帕秒的
511n

通道在堵塞的情况下，冒浆主要形式是泥浆的压力
对土体造成破坏，此时冒浆取决于上覆土体所能承

n 次方（
（Pa·s）n）；Q：流量，立方米 / 秒（m3/s）；R：钻

受的临界压力与实际泥浆作用在土层的压力比值

杆内半径，
米（m）；l：流经距离，
米（m）。

大小的关系。因此防治冒浆可以从封堵渗流通道和

（4）卡森：

降低泥浆压力两方面入手。
（9）
参考文献：

式中，浊肄 极限高剪粘度，

[1] 刘佑荣，
唐辉明. 岩体力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

，

毫帕秒 （mPa·s），Φ600 为旋转粘度计 600 转读值，

版社，2009.1.

Φ100 为旋转粘度计 100 转读值；子c：卡森动切力，值

d

及对策[J],石油工程建设,vol.33 No.2(41)

，帕（Pa）；Q：流量，立

[3] 方云，林彤，
谭松林.土力学[M].武汉：中国地质大

re

为

[2] 孙宏全,詹胜文,张洪洲.定向钻穿越的冒浆分析

方米 / 秒（m3/s）；R：钻杆内半径，米（m）；l：流经距

学出版社，2002.10.

离，米（m）。

5 结论

te

[4] 鄢捷年，钻井液工艺学[M].山东:石油工业出版
社,2001,18-20;

[5] 黄荣樽，邓金根，陈勉.井壁坍塌压力和破裂压力
的计算模型[J].钻井工程井壁稳定新技术[M].北

is

结合地层极限压力模型，在考虑渗透率稳定且
地层较为单一的情况下，泥浆从钻孔渗透至地表的

eg

渗流通道在不堵塞的情况下，
。因此防治地层冒浆

U

nR

可以采取降低土层的渗透率、将水平定向钻水平埋

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99，104~112；

第2期

32

非开挖技术

非开挖技术 China
China
Trenchless
Technology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12 年 4 月

No.2

2012 2012
年4月
Apr.，

对非开挖工程钻井液速溶问题的前期探索
杜 晶 1 乌效鸣 1 朱永刚 2 张晓静 2
渊1.中国地质大学曰2 上海佳友市政建设有限公司冤
摘

要：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应用情况，非开挖钻井液越来越多的在应用过程中需要添加高分子处理剂。

在本文中对两种常用的提高高分子处理剂溶解质量的方法的实际效果进行探讨，提出发展速溶性高分子处
理剂的必要性。

d

关键词：非开挖、
高分子处理剂、速溶

液所能起到的效果十分有限，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

re

1 非开挖钻井液速溶问题

减轻土体扰动对周围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因此，在

非开挖钻进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松散性地层
粉砂层以及流砂层）等复杂、难以钻进的地层。钻进

钻井液体系性能的重要措施。高分子处理剂的溶解
速度是一个大问题，从上述钻井液的消耗速度来
看，钻井液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并不能完全溶解，就

is

这类地层时，由于地层存在颗粒分散、胶结程度差、

普通钻井液中添加适当的高分子处理剂成为改善

te

（包括第三系、第四系地层，砂质粘土，砂质泥页岩，

孔壁及其附近区域的力学平衡易受到破坏，因此易

eg

发生缩径、超径、
坍塌等严重问题。此类问题会引起
非开挖水平孔的失稳破坏，不仅会影响非开挖钻进
施工的顺利进行，甚至会引发垮孔等严重事故。

nR

由于在非开挖穿越过程中，有很大的几率会在
市中心繁华地区、老城镇保护地区、密集的居民区

等地区进行施工。沿线有很大的可能存在历史保护
建筑，而且地下管线情况可能会十分复杂。出于对

U

地面上的建筑以及地下管线的保护目的，在非开挖
施工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通过钻井液的作
用来尽量维持施工区域的地面稳定性，并且尽量降
低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
在非开挖钻进过程中，钻井液的作用是非常关
键的，简单的来说有以下几点：①扩孔钻进。②悬

限制了钻井液作用的发挥。由此看来，发展速溶非
开挖钻井液非常迫切。

2 典型高分子处理剂性状简析
如前所述，普通钻井液中添加适当的高分子处
理剂成为改善钻井液体系性能的重要措施。
典型的高分子处理剂有以下几种：
（1）CMC。钠羧甲基纤维素（CMC）常用于石油、
天然气的钻探、掘井等工程。CMC 具有改善泥饼质
量，降低钻井液失水量、提高钻井液耐盐性的作用。
CMC 的分子结构如图 1 所示。
（2）瓜尔胶。瓜尔胶在钻井液中常用作增稠剂，
能够调节钻井液的粘度，改善钻井液的稳定性，提

浮、携带钻屑。③冷却、润滑钻具。④稳定孔壁、平衡
地层压力。
在具体的非开挖工程实施过程中，往往泵量能
够达到 600 升 ~700 升 / 分钟，在现场布置的泥浆池
的容量至多能够达到 2 立方米 ~3 立方米，按照上
面已知的数据，现场一次配制好的钻井液可以在 4
分钟 ~5 分钟之内就全部用完。而目前普通的钻井

图 1 CMC 分子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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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钻井液的耐盐能力。

3 熟化时间对高分子处理剂溶解质量
的影响

（3）田菁胶。田菁胶在钻井液中使用能起到提
高钻井液粘度、胶联性能以及耐盐性能的作用。

研究高分子处理剂的速溶具有十分重要而迫

（4）PAC。PAC 在钻井液中使用能提高钻井液

切的应用意义。在此之前，首先要对高分子处理剂

的粘度、降失水性、抑制性、
耐温性以及耐盐性。

实际的溶解情况做出一定程度的了解。

在钻遇松散层等复杂地层情况时，为了保证孔

提高高分子处理剂溶解质量的一个常用的方

壁的稳定性，需要在钻井液中加入上述如瓜尔胶、
田菁胶等可以提高钻井液粘度的高分子处理剂。总

法就是延长钻井液的熟化时间。为了确定这种常用

体而言，高分子处理剂除了能提高钻井液的粘度，

方法的实际效果，特选择了几种常用的高分子处理

达到稳定孔壁的效果外，还能够提高钻井液的切

剂，
进行了几组不同配方的钻井液性能测试实验。测

力，提高钻井液悬浮钻屑的能力；同时还能够降低

试的内容包括钻井液的旋转粘度以及 API 失水量。

钻井液的失水量，进一步提高钻井液稳定孔壁的作

实验结果如表 1、表 2、
表 3 所示。

用；高分子处理剂还可以改善泥饼的质量，提高钻

从表 1、表 2、表 3 的测试结果中均能够看出，
随着熟化时间的延长，钻井液的旋转粘度不断增

钻具的磨损。

加，
而 API 失水量在不断降低。因此，可以得出实验

re

d

井液的润滑性能，降低钻具在孔内的摩擦力，减少

结果分析：延长熟化时间，确实有利于提高高分子

虽然高分子处理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钻

处理剂的溶解质量。

控制。高分子处理剂的溶解质量问题成为其在非开

虽然延长熟化时间能够改善高分子处理剂的

te

井液的性能，但是高分子处理剂的溶解质量却难以

溶解质量，但是在非开挖工程中，钻井液的应用强

挖钻井液中应用的制约因素。

调实时性，延长熟化时间的方法的具体实施中会遇

is

尤其是在解决复杂地层问题时，高分子处理剂

到很大的阻力。

越来越突出，最难避免的问题就是高分子处理剂加

4 表面活性剂对高分子处理剂溶解质
量的影响

eg

的应用规模扩大，高分子处理剂的溶解问题就变得
入到水中后，
会形成内部干燥而外部湿润的胶泡。胶
泡一旦形成，
内部很难再进行溶解。因此，高分子处

另外一种改善高分子处理剂溶解质量的方法

因此高分子处理剂速溶问题的研究就显得异

就是在钻井液中加入适量的表面活性剂。同上，为

nR

理剂在钻井液中所起到的作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性能

U

常重要。

了验证这种方法的实际效果，在实验室内对添加了

表 1 延长熟化时间的实验一
API 失水量

Φ600

Φ300

Φ200

Φ100

Φ6

Φ3

原始性能

23.0

12.0

8.0

4.0

0.5

0.5

23.0

经过 1 小时

27.0

14.5

9.5

5.0

0.5

0.5

22.0

经过 2 小时

29.0

16.5

11.0

5.5

0.5

0.5

20.0

经过 3 小时

32.0

18.0

13.0

6.5

0.5

0.5

20.0

经过 4 小时

34.0

19.5

14.0

7.5

1.0

0.5

20.0

经过 5 小时

36.5

21.5

15.5

8.5

1.0

1.0

18.0

时间参数

注：钻井液配方为：4%粘土 +4%碱 +0.5%CMC+0.5%瓜尔胶。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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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延长熟化时间的实验二
API 失水量

Φ600

Φ300

Φ200

Φ100

Φ6

Φ3

原始性能

25.5

15.5

11.5

7.0

1.0

0.5

60.0

经过 1 小时

32.5

22.0

17.0

11.0

1.5

1.0

46.0

经过 2 小时

38.5

27.0

21.0

14.0

2.0

1.5

40.0

经过 3 小时

46.0

33.0

26.5

18.0

3.5

2.0

32.0

经过 4 小时

49.0

36.0

29.0

20.5

4.5

3.0

30.0

d

性能

Φ6

Φ3

2.5

1.5

11.0

28.0

3.5

2.0

11.0

34.0

4.5

3.0

11.0

时间参数

（mL）

注：钻井液配方为：4%粘土 +4%碱 +0.5%田菁胶 +0.5%瓜尔胶。
表 3 延长熟化时间的实验三
性能

API 失水量

Φ300

Φ200

Φ100

原始性能

63.0

44.0

34.5

22.0

经过 1 小时

75.0

53.0

42.0

经过 2 小时

88.0

63.0

51.0

经过 3 小时

97.0

70.0

57.0

38.5

5.5

3.0

10.0

经过 4 小时

101

72.0

59.0

41.0

6.0

3.5

10.0

经过 5 小时

106

76.5

63.0

43.5

6.5

4.0

10.0

te

is

eg

时间参数

re

Φ600

（mL）

nR

注：钻井液配方为：4%粘土 +4%碱 +0.5%PAC+0.5%瓜尔胶。
适量表面活性剂以及高分子处理剂的钻井液进行

性能

U

了相应的性能测试，测试的内容同样是旋转粘度以

及 API 失水量。实验结果如下。
对比表 3 和表 4 的实验数据：添加了适量表面

表 4 添加表面活性剂的实验
API 失水量

Φ600

Φ300

Φ200

Φ100

Φ6

Φ3

原始性能

42.0

30.0

22.5

13.5

1.5

1.0

19.0

经过 1 小时

63.0

42.0

33.0

20.5

2.0

1.0

13.0

经过 2 小时

69.0

46.5

37.0

24.0

2.5

1.5

11.0

经过 3 小时

77.5

54.5

44.0

28.5

3.5

2.0

11.0

经过 4 小时

89.0

62.0

50.5

33.5

4.5

2.5

9.0

经过 5 小时

98.0

69.0

56.5

38.0

5.5

3.0

9.0

时间参数

注：钻井液配方为：4%粘土 +4%碱 +0.5%PAC+0.5%瓜尔胶 +0.1%K12。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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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剂的钻井液，在相同的熟化时间下，粘度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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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表面活性剂对钻井液的性能有其它影响，
其中最明显的反应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钻井

明添加适量的表面活性剂确实能改善高分子处理

液的 API 失水量。另外，添加了表面活性剂的钻井

剂的溶解质量。

液中会产生大量的泡沫，具体情况如下图所示。

re

d

加幅度要明显高于不添加表面活性剂的钻井液。说

图 3 I 熟化之后

nR

eg

is

te

图 2 I 熟化之前

图 4 II 熟化之前

U

注：①图 2、图 3 所采用的钻井液配方为：I：
4%
粘土 +4%碱 +0.5%PAC+0.5%瓜尔胶。
②图 4、图 5 所采用的钻井液配方为：II：4%粘
土 +4%碱 +0.5%PAC+0.5%瓜尔胶 +0.1%K12。
③图 3 是在图 2 的基础上经过了两个小时的
熟化时间。
④图 5 是在图 4 的基础上经过了两个小时的
熟化时间。

图 5 II 熟化之后

两个小时的熟化时间，钻井液表面依然存在大量的
泡沫。
钻井液中存在的大量泡沫会降低钻井液的比
重，
削弱钻井液在稳定井壁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5 结论
常用的改善高分子处理剂溶解质量的两种方
法——
—延长熟化时间、添加适量表面活性剂，均具

对比图 2、图 3，可以看出，经过两个小时的熟

有不足之处。而在非开挖钻井液的使用过程中，要

化，高分子处理剂胶泡的体积明显缩小，说明延长

求高分子处理剂能够很快的溶解，使钻井液的整体

熟化时间可以改善高分子处理剂的溶解质量。对

性能能够尽快达到正常使用要求。由此，高分子处

比图 2、图 4，可以看出，添加了表面活性剂的钻井

理剂的速溶性具有一定的开发价值。高分子处理剂

液表面会形成大量的泡沫。图 5 说明，即使经过了

的自身具有速溶性，可以克服现有处理方法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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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提高应用效率。因此，发展速溶的高分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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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淤泥质地层的泥浆比重设计及配方调整
许晓琳 1 张晓静 2 乌效鸣 1 倪 宾 2
渊1.中国地质大学袁武汉袁430074曰2.上海佳友市政建筑有限公司袁上海袁200135冤
摘

要：要使淤泥质地层孔内泥浆的压力应与孔深处的地应力相平衡，并保证循环中的泥浆快速形成

致密的泥皮，
需要配制合理比重的泥浆，利用泥浆的压强来平衡地层压力。配制大比重泥浆时应合理选用加
重剂和悬浮剂，
并对加重剂的参数进行确认。研究得出了几种加重泥浆的配方，有较好的加重效果。

re

d

关键词：
淤泥质地层、
加重泥浆、
配方

淤泥及淤泥质土是在静水或非常缓慢的流水

比重效果不显著。因此，一般采用专门的加重剂对
泥浆进行加重。

就其成因来看，有滨海沉积、湖泊沉积、河滩沉积及

1.1 泥浆常用加重剂

沼泽沉积四种。在天津、上海和广州等沿海城市，
长

加重剂又称加重材料，由不溶于水的惰性物质

经研磨加工制备而成。可加入钻井液中以提高钻井

is

江中下游、珠江下游、淮河平原、松辽平原等平原地

te

环境中沉积，并伴有微生物作用的一种结构性土。

液密度，起到稳定井壁等作用。加重材料应具备的

滇池地区，都埋藏有厚度达数米至数十米的淤泥及

条件是密度大、磨损性小、易粉碎、不与钻井液中的

eg

区，洞庭湖、洪泽湖、太湖和鄱阳湖四周，以及昆明
淤泥质土。天然含水量大于液限、天然空隙比大于

或等于 1.5 的粘性土为淤泥。天然含水量大于液限
或粉土为淤泥质土。

nR

而天然空隙比小于 1.5 但大于或等于 1.0 的粘性土

其它组分发生相互作用。
泥浆常用加重材料有重晶石粉、石灰石粉、铁
矿粉和方铅矿粉等。
1.1.1 重晶石粉
重晶石是一种以 BaSO4 为主要成分的天然矿

内撑压力不足而缩径，又要防止超平衡造成地层软

石，经过机械加工后而制成的白色粉末状产品。按

化而缩径，孔内泥浆的压力应与孔深处的地应力相

照 API 标准，其比重应达到 4.2g/cm3，粉末细度要求

平衡。因此需要配制合理比重的泥浆，以保证循环

过 200 目筛子，筛余不大于 3%。重晶石只溶于浓硫

中的泥浆快速形成致密的泥皮。利用泥浆的压强和

酸，不溶于水、有机溶剂、其他酸和碱溶液，一般用

强韧的泥皮，来平衡易可引起塌陷的地层压力。

于加重密度不超过 2.30g/cm3 的水基或油基钻井液，

U

淤泥质地层具有流塑性，既要防止欠平衡造成

1 泥浆比重设计

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钻井液加重剂。
1.1.2 石灰石粉

非开挖铺管时泥浆比重宜控制在 1.02g/cm3～

石灰石粉主要成分是 CaCO3，密度为2.2g/cm3～

1.25g/cm 。由于淤泥质地层质软，泊松比大，扩孔时

2.9g/cm3，易与盐酸等无机酸发生反应，因而适用于

缩颈程度明显高于常规地层，因此淤泥质土的比重

在非酸敏性而又需进行酸化作业的产层中使用，以

应尽量取上限值。要配制大比重泥浆，可直接用增

减轻钻井液对产层的损坏。但由于其密度较低，一

大膨润土加量的方法来加重，但过量的膨润土会使

般只能用于配置密度不超过 1.68 g/cm3 的钻井液。

泥浆粘度、切力增大，导致泥浆在流动性方面不符

1.1.3 铁矿粉

3

合要求。而且膨润土的重度不高，用来增加泥浆的

铁 矿 粉 的 主 要 成 分 为 Fe2O3， 密 度 一 般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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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g/cm3～5.3g/cm3，为棕色或黑褐色粉末。密度大于

2012 年 4 月

重剂的悬浮稳定性。

重晶石，可用于配制密度更高的钻井液。选用铁矿

考虑到石灰石加重效果较低，铁矿粉磨损性较

粉将某种钻井液加重至某一给定的密度，加重后钻

高、方铅矿粉成本较高，而重晶石粉货源广、价格适

井液的固相含量比选用重晶石时低。加重后固相含

中等因素，实验室进行实验时通常采用重晶石粉。

量低有利于调节流变性和提高钻速。此外，由于铁

1.3 泥浆加重剂的加量

矿粉具有一定的酸溶性，因此可用于需进行酸化的

配制加重泥浆时，加重 1m3 泥浆所需加重剂的

产层。

重量 W(Kg)为：
B
2-酌0）
W = 酌（酌
×1000
酌B-酌2

由于铁矿粉硬度约为重晶石的两倍，因此耐研
磨，在使用中颗粒尺寸保持较好，损耗率较低。但

（2）

式中：酌B ——
—加重剂的比重，g/cm3；酌2 ——
—加重

另一方面，对钻具、钻头和泵的磨损也较为严重。

泥浆的比重，g/cm3；
酌0 ——
—原浆的比重，g/cm3。

在我国，铁矿粉是用量仅次于重晶石的钻井液加

根据公式算得用比重为 4.0g/cm3 的重晶石加重

重材料。

1m3 泥浆，所需重晶石粉的重量如下表所示。表中泥

1.1.4 方铅矿粉

d

浆的比重单位均为 g/cm3。由于实际操作的误差，以

方铅矿粉是一种主要成分为 PbS 的天然矿石

及测试时搅拌不够均匀等因素的影响，计算出来的

re

粉末，一般呈黑褐色。由于其密度高达 7.4 g/cm3～

加重材料用量与实际所需用量存在一定差别，在实

7.7g/cm3，可用于配制超高密度钻井液。由于该加重

际应用时可结合经验对计算结果进行一定调整。

极高的特殊情况下使用。我国滇黔桂石油勘探局在
官 -3 井曾使用方铅矿配制出密度为 3.0g/cm3 的超

2 加重泥浆悬浮剂
加重泥浆涉及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保持加重

is

高密度钻井液。

te

剂的成本高、货源少，一般仅限于在地层孔隙压力

剂的悬浮状态，以保证加重泥浆的悬浮稳定性。因

1.2 泥浆加重剂的优选

eg

同一种加重剂，粒度分布不同，其临界密度和

摩阻系数也不同。显微电镜观察显示：
石灰石、重晶
石颗粒表面为球形，有利于滑动，摩阻较小；铁矿粉

nR

颗粒表面为四面体，有阻碍滑动的作用。加重剂的

纯度、粒度分布和颗粒表面形状都会影响钻井液的

此，
要选择合适的悬浮剂对加重泥浆进行处理。
表 1 加重 1m3 泥浆所需重晶石粉的重量(kg)
所需比重
原浆比重
1.20
1.30

匀、比表面积小、颗粒表面为球形，都会使钻井液的

1.40

U

润滑性能，加重剂的纯度高、杂质少、粒度分布均
摩阻减小，润滑性能提高。

另外，根据斯托克斯公式，重晶石颗粒下沉速
度与其颗粒半径，也就是与其目数有关。斯托克斯
公式如下所示：
V=2gr2(籽1-籽2)/(9浊)

（1）

式中，V：悬浮颗粒的沉降速度，
m/s；g：重力加

速度，
m/s2，r：悬浮物颗粒的半径，
mm；籽1：悬浮颗粒
的比重，kg/m3；籽2：分散介质的比重，kg/m3；浊：散介质
的粘度，s。

所以，重晶石目数越大，悬浮物颗粒半径越小，

1.30

1.40

1.50

1.60

148

308

480

666

154

320

500

160

333

1.50

167

2.1.1 羧甲基纤维素钠（CMC）
羧甲基纤维素是一种阴离子、直链、水溶性纤
维素醚，可使大多数常用水溶液制剂的粘度发生
较大变化。在食品工业中具有实用价值的是它的
钠盐，因此通常称 CMC 就是指羧甲基纤维素钠。
CMC 为白色或微黄色粉末、粒状或纤维状固体，在
水中溶胀时可以形成透明的黏稠胶液。Na-CMC 为
一种抗盐、抗温能力强的降滤失剂、增粘剂、胶体

悬浮物沉降速度也就越小，悬浮效果就越好。建议

保护剂。

采用 400 目以上的加重剂进行加重，以保证现场加

2.1.2 瓜尔胶（GU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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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尔胶是一种天然高聚物。它由胍尔植物种子

题。
3.2 HV-CMC 与瓜尔胶体系

胍尔豆中提取。胍尔豆中的胶体含量可达 40％。瓜
尔胶用于配制钻井液，可以降低滤失量和提高井壁

配方 1：
2%土 +4%纯碱 +6‰HV-CMC+4%腐殖

的稳定性。瓜尔胶在温度高于 65.55℃时会很快降

酸钾 +80%重晶石

解，
粘度降低。因此，
只能在浅井应用。

配方性能：表观粘度：53 MPa·s；塑性粘度：28

2.1.3 黄原胶（XC）

MPa·s；动切力：25.6pa；滤失量：
13（ml/30min）；
PH

XC 生物聚合物又称做黄原胶，是由黄原菌类

值：10；比重：
1.52 g/cm3。

作用于碳水化合物而生成的高分子链状多糖聚合

配方 2：
2%土 +4%纯碱 +6‰瓜尔胶 +4%腐殖

物，
相对分子质量可高达 5×106，
易溶于水。是一种

酸钾 +70%重晶石

适用于淡水、盐水和饱和盐水钻井液的高效增粘

配方性能：表观粘度：97 MPa·s；塑性粘度：62

剂，加入很少的量即可产生较高的粘度，并兼有降

MPa·s；动切力：35.8pa；滤失量：
13（ml/30min）；
PH

滤失作用。

值：10；比重：
1.47 g/cm3。
可见瓜尔胶的提粘效果优于 HV-CMC，而二者

d

2.1.4 田菁粉、
田菁胶（SG）
田菁胶属于天然多糖高分子化合物，根据其在

的降滤失效果相差不大。两种泥浆体系比重分别达
到 1.52 g/cm3 和 1.47 g/cm3，
加重效果明显。

水不溶性部分。水溶性部分占田菁胶的 63%～68%

3.3 某两种成品土加重效果

re

常温下的水溶性能可分为两部分，即水溶性部分和

表 2 某两种成品土加重效果

分。水不溶性部分约占田菁胶的 27%～32% ，大部
纤维、蛋白质、
脂肪和其他物质等组成。
2.2 加重泥浆悬浮剂的优选

土样

is

分是由分子量较大的半乳甘露聚糖胶和少量的粗

te

,主要是半乳甘露聚糖胶，是工业上使用的有效部

eg

选择加重泥浆悬浮剂时，应综合考虑不同悬浮
剂的特性，选出若干种进行实验。对其所配制成的

高端土

低端土

重晶石加量 /%

泥浆比重 /g/cm3

0

1.045

30

1.193

0

1.045

30

1.193

泥浆进行测试，通过对比分析泥浆的粘度、切力等
配方。

nR

数据和悬浮效果，得出最适合相应工程施工情况的

3 加重泥浆配方举例

U

3.1 XC 与田菁粉体系

XC 型：基浆 500ml+0.8%DFD+0.05%XC+50%
重晶石

这两种配方比重均在 1.02g/cm3 ～1.25g/cm3 范
围内，符合非开挖铺管的要求，重晶石的加重效果
与表 2 中比重为 2.9g/cm3 的重晶石相似，可见该配
方中使用的重晶石比重应在 2.9g/cm3 左右。

4 结语
本文研究了淤泥质地层的泥浆比重设计及配

田菁粉型：基浆 500ml +0.8%DFD+0.05%田菁
粉 +50%重晶石

方问题。总结出配制加重泥浆时应合理选用加重剂
和悬浮剂，并对加重剂的比重等参数进行确认。文

3

两种浆液比重均为 1.31g/cm ，重晶石的悬浮稳
定性能良好。对 XC 型和田菁粉型加重效果进行比

章提供了几种加重泥浆的配方，为生产实际提供一
定的参考。

较，实验结果显示：加入重晶石粉并充分搅拌后，田
菁粉型浆液下部没有明显沉淀物，而 XC 型浆液下

参考文献：

部有近 50ml 的沉淀物。可见田菁粉型浆液悬浮能

[1] 乌效鸣，胡郁乐，贺冰新等. 钻井液与岩土工程

力比 XC 型浆液好。在淤泥质地层中，按此配方可将
比重调至 1.31g/cm ，有助于解决孔壁蠕变缩颈问
3

浆液[M].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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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D 扩孔钻具组合三维小挠度运动规律浅析
何计彬 1 余 莉 2 张 瑛 3
渊1.成都理工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袁四川省 成都 610059曰2.中国地质大学渊武汉冤袁湖北省 武汉 430074曰
3.成都理工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袁四川省 成都 610059冤
摘

要：
以 HDD 铺设管道直线段轨迹中的扩孔钻具组合为研究对象,将扩孔钻具简化为质量均匀分布

的转子模型，
对扩孔钻具进行了详细的受力分析。以转子动力学理论为基础, 通过对扩孔钻具所受力及力矩
表示并建立了力和力矩平衡方程, 采用矢量分析方法推导出了在小挠度情况下扩孔钻具的三维控制微分方
程。

re

d

关键词：扩孔钻具、
转子动力学、
矢量分析、
控制微分方程

对于位于直角坐标系 Oxyz 中简化为质量均匀分

非开挖施工方法中，水平定向钻进技术也占据了最

布转子的扩孔钻具组合，其运动状态可以用其质心

大的市场份额。目前，在天然气管网和城市污水管

Oc 的坐标（xc，yz，z c）和相应的空间欧拉角（渍，鬃，酌）以
及这些变量的导数来表示。为此，引入一固结在圆

is

网等大型非开挖工程中已得到广泛应用。水平定向

te

与世界非开挖行业发展总趋势一样，在我国的

盘上的惯性主轴坐标系 Oc x3 y3 z 3，假设转子经过某

管线的孔洞应当将水平定向钻孔的水平直线段设

一时间 t 后到达如图 1 所示位置。

eg

钻孔的轨迹型式由直线段和曲线段组成，作为铺设

计为铺管段，而将曲线段做为钻孔施工工艺段。为
促进我国水平定向钻进技术的健康发展，国内李山

nR

教授就水平定向钻进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深
入分析，并对扩孔中的管孔比设计取值方法和扩孔
是否与导向孔同轴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践证明。理

论分析与施工实践皆证明：水平定向钻进扩孔中，

U

同心扩孔的现象几乎是不存在的。扩大后的钻孔，
一般都会呈现出椭圆形状，扩孔中形成的这种椭圆
图 1 转子模型的空间位置

形钻孔，对扩孔器工况、钻孔轨迹控制、相邻管线安
全等等，都有很大影响[1]。为此，笔者在文献[1]的基
础上对铺管段的扩孔钻具组合运动规律进行理论
研究。在铺管段扩孔钻具组合处于小挠度状态，将
扩孔钻具组合简化为质量均匀分布的转子模型，应
用转子动力学理论推导扩孔钻具的三维控制微分

1.2 旋转参考坐标系
图 1 中转子的空间位置可以通过以下旋转步骤
完成，
Oc x'y'z' 为 Oxyz 的平移坐标系，转子先绕 y'（y1）
轴转过 渍 角到达 x1y1z 1，在绕 x1 轴反向旋转 鬃 角后
到达 x2y2z 2，最后在绕 z 2 轴以频率 w 在 x2y2 平面内按

方程与工程实际相符合，且对水平定向钻进施工有

逆时针方向旋转 酌 角度，最终到达 x3y3z 3 位置。如图

一定的指导意义。

2 所示。

1 坐标系的建立

2 HDD 扩孔钻具组合动力学分析

1.1 固定参考坐标系

按照上述旋转运动，转子质心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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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6）投影形式为：
（9）

3 HDD 扩孔钻具组合小挠度运动微
分方程的建立
把扩孔钻具组合假设为质量均匀分布的刚体，
且不考虑扩孔钻具组合的偏心及内外阻尼的影响，
应用转子—轴承系统动力学理论推导扩孔钻具组

图 2 空间坐标系旋转示意图

合三维小挠度运动微分方程：
（1）

取 Oxyz 坐标系如图 3 所示，扩孔钻具组合的几

转子绕质心转动的角速度 ：

何中心沿 z 坐标轴方向，令扩孔钻具组合的弹性模
（2）

量为 E；扩孔钻具组合在两惯性主轴方向上的截面

将转子绕质心转动的角速度 Ω 在 Ocx2y2z 2 坐标

d

惯性矩分别为 Ix，
Iy；单位长度的扩孔钻具组合在泥

系中的投影形式表示如下：

浆中的有效质量为 m；mr2 为单位长度的扩孔钻具
组合绕几何中心线的转动惯量；r 为回转半径；
w为

re

（3）

扩孔钻具组合的自转频率与 z 坐标轴的正方向同

动坐标系 Ocx2y2z 2 一起的牵连运动和转子绕 z 2 轴以
的相对运动，此时坐标系

为 dz 的扩孔钻具组合微元，如图 4 所示。

is

角速度

向。为了推导方便，
令 Ix=Iy=I。在图 3 中取一段长度

te

公式（3）的物理意义是把转子的转动看成随同

Ocx2y2z 2 的转动角速度为：
转子的角速度为：

eg

（4）

（5）

nR

令 Jx，Jy 和 Jz 分别为圆盘绕各惯性主轴的转动

U

惯量，则转子的动量矩为：

图 3 长度为 dz 的扩孔钻具组合微元示意图

（6）

此微元绕 x 坐标轴和 y 坐标轴转动的角位移分
别为：

由于转子随同动坐标系 Ocx2y2z 2 一起转动 渍 和
鬃 产生了陀螺力矩，所以由动量矩定理得：

（10）
（7）
对应的角速度和角加速度分别为：

Mc：转子所受外力对中心 Oc 的矩，
公式（5）投影形式为：

（1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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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力的横向分量；
（12）

：P 的分量在 dz 段的矩；

m：微元在泥浆中的有效质量。

公式（10），
（11），
（12）中 渍 的旋转正方向规定
和 y 坐标轴的正方向相同；鬃 的旋转正方向规定和
x 坐标轴的正方向相反。此微元的惯性力矩在 x，
y
坐标轴的投影分量分别为：
图 4 扩孔钻具组合微元段受力示意图

（13）

根据“达郎贝尔”原理列平衡方程如下：
由力平衡条件得：

Jd：微元的赤道转动惯量；
Jp：微元的极转动惯量。当转轴截面为圆形时，

d

，代入参数化简整理得：

Jp=2Jd。

re

惯性力矩分量 Mzx，Mzy 的正方向规定和 x，
y坐
同动坐标系一起转动 和 产生的陀螺力矩项。
微元在 xoz 平面内的挠度曲线的曲率为：

eg

有几何关系得：

（19）

由力平衡条件得：

is

（14）

te

标轴的正方向相同，
Jp棕渍，Jp棕鬃 为扩孔钻具组合随

，代入参数化简整理得：

（15）

将公式（10）代入公式（15）化简整理得微元的

nR

弯曲变形挠度曲线的微分方程为：

（20）
（16）

U

同理，微元在 yoz 平面内的弯曲变形挠度曲线
的微分方程为：

将公式（13），
（18）代入 公式（20）化简 整 理后
得：

（17）

因为微元在两惯性主轴方向上的截面惯性矩

（21）

相等，即 Ix=Iy，将公式（16），
（17）化简整理得：
将公式（21）两边对 z 再取一次微分后整理得：
（18）
（22）
微元在 xoz 平面内和 yoz 平面内所受力，力矩
情况如图 5 所示。
Tx：剪力；

：剪力微元段增量；P：平均轴

将公式（19）代入公式（22）化简整理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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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曾在 Ocx3y3z 3 坐标系对方程进行推导，因表达式
所含（wt）项无法消去，外力矩分量互相耦合使方程

（23）

变得十分繁琐，导致无从下手；而后，笔者认为坐标
系的选择对运动微分方程的推导有很大的影响。

公式（23）为在不考虑扩孔钻具组合的偏心及
内外阻尼影响下的扩孔钻具组合三维小挠度运动

参考文献：

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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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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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转的叠加，可以直接运用动量矩定理对方程进行推

eg

Analysis on Three Dimensional Motion Behavior of HDD Reamer
Assembly under Small Deflection

U

nR

He Jibin1 Yu Li2 Zhang ying3
(1. College of Enviroment and Civil Engineeri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 College of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Hubei, 3. College of Enviroment and Civil
Engineeri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In this paper, reamer assembly which in Straight section trajectory of HDD laying pipes was seemed as
rotor mode of the uniform distribution of the quality. And a detailed force and deflection analysis has been given for i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otor dynamics, the force and moment equilibrium equations are established by the technique of
3-D rotational coordinates transform matrix. From the force and moment equilibrium equations mentioned above and
by the use of vector analysis method, 3-D differential equations for reamer assembly of HDD under small deflection
have been developed through a close and complex mathematical substitution process.
Keywords: Reamer Assembly, Rotor Dynamics, Vector Analysis, Control Differential 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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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钻穿越扩孔施工中钻机架设问题的探讨
徐良奎

苗冀清

寇辰旭

渊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穿越分公司袁河北廊坊冤
摘

要：在长距离定向钻扩孔施工中，由于无法一次性完成扩孔，需要将扩孔器退出更换新的扩孔器。

而扩孔器的退出需要在以扩孔一侧采用钻机将钻杆拖出，
钻机架设的角度会直接影响施工的而质量。在
“正
钻反扩”
施工中，由于扩孔时套管中中心定位器被拔出，
导致钻杆角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此时，
钻机架设的
角度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以适应钻杆角度的变化，本文结合实际施工结果，主要讨论了如何计算钻杆角度
的变化，
然后通过钻机位置和角度的调整，
达到比较好的施工效果。

re

d

关键词：定向穿越、
钻机架设、扩孔、钻杆弯曲

不考虑钻杆轴线位置的变化（实际上即便钻杆偏离

水平定向钻作业中，在导向孔打完之后，要进

调整主要是根据钻杆的角度来决定的，即钻机架设
的角度应该等于钻杆的角度。

is

行扩孔作业。在长距离岩石扩孔中，无法一次完成

轴线也可以通过外力调整到轴线上）。钻机角度的

te

1 前言

扩孔，扩孔器退出以更换新的扩孔器的时候，为了
安置新的钻机将钻杆拖出。

eg

保证施工安全，不能采用钻机推出，只能在管线段
此次讨论以某工程长江主管穿越实际施工为
依据，工程概况是：在长江南侧打套管，套管直径

nR

1219mm，主管穿越完毕后，主钻机挪至长江北侧，
进行扩孔作业，在南侧架设副钻机配合扩孔作业。
此次施工过程为典型的“正钻反扩”施工工艺。

U

在打导向孔的时候套管孔中有中心定位套管，
钻杆几乎不发生弯曲，钻机的架设的角度可以与钻
孔角度很好的配合起来，即钻机的钳口中心在钻孔
轴线上，钻孔中钻杆与钻机钳口轴线不形成夹角，
钻杆可以顺利的卸开。而在扩孔的时候，中心定位
套管抽出，由于重力作用，出套管后的钻杆角度产
生了一定的变化，钻机架设的位置和角度都需要有
所改变以适应钻杆角度和位置的变化。
此次讨论主要是为了计算钻杆变化后的角度，
从而调整钻机的角度，以达到施工的要求。

2 方法原理
为了计算上的简化，只考虑钻杆角度的变化，

本次只计算套管中的钻杆，由于钻杆较长，为

了计算方便特做以下假设：
（1）钻杆为粗细均匀的细长杆，其内部结构和
力学性质均匀。
（2）将钻杆接头重量平均到杆体中，钻杆规格
为：
5 1/2" 钻 杆 ， 平 均 重 量 25kg/m， 杆 体 外 径
139.7mm，
壁厚 9.17mm。
（3）计算的杆体长度等于套管长度加上钻机钳
口到套管口的长度，套管长度 126m，钻机钳口到套
管口的长度为 4m，则钻杆长度也为 130m，即钻杆
长度 l=130m。套管的角度 琢=16毅，钻杆未发生形变
前的角度也为 琢，即 16毅。
（4）杆体的力学参数统一为：杨氏弹性模量
E=4.49×109 N／cm2，泊松比 浊=0.3。
（5）设钻杆从套管底端中部进入，设为铰连接；
钻杆通过钻机的钳口处，也简化为铰连接，总体为
静定结构，结构图见图 1（其中 A 点为套管底端，B
点为钳口）。
杆体主要受到的力是自身的重力，将重力分解
为两个方向的力，即：垂直于杆的方向力 q v=q·cos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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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采用压杆稳定的方式分析。以下分两部分进行
推导分析。
2.1 采用结构力学分析垂直钻杆方向力产生的作
用效果
通过结构力学的方法分析钻杆受力情况，参照
图 1，
可以推导出以下几点：
图 1 钻杆弯曲力学分析图

2
① 弯矩 M= q vl x- q vx
2
2

（1）

最大弯矩 Mmax= q vl
8

（2）

4
3
4
② 挠度 y= ql ( x -2 x3 + x4 )
24EI l
l l

（3）

2

（4）

3
2
3
③ 转角：θ=- ql (1-6 x2 +4 x3 )
24EI
l
l

（5）

re

d

4
最大挠度：
当 x=1/2 时，
最大挠度 ymax= 5ql
384EI

最大转角：
当 x=0 或 1 时，最大转角
3
θmax=± ql
24EI

（6）

te

图 2 钻杆前后变化对比图

其中：l—杆体长度；

平行于钻杆的方向力 。

x—沿杆体距离 A 点的长度；

is

垂直于干体的力对杆体产生的作用效果采用

将杆体的力学参数代入以上公式，可得以下

结构力学的方式分析，平行于干体的力产生的作用

eg

内径(mm)

外径(mm)

惯性矩(m4)

130.53

139.7

4.44641E-06

nR

钻杆参数

垂直钻杆力（N/m）

平行钻杆力（N/m）

235.5

67.5

杨氏模量(N/cm) 平均力 q（Kg/m） 未弯曲前角度(毅)
4.49E+13

最大挠度 ymax（cm）
4.4

U

计算结果

数据：

25

16

最大转角 兹 (毅)

钻杆最终角度

148.5

164.5

琢+兹 (毅)

通过三角函数可计算出钻杆未弯曲前的角度 琢=22.

由于钻杆弯曲部位不可能超越套管壁，所以套
管壁作为钻杆弯曲的边界条件，即挠度 y<0.61m，
通过公式（3），采用最小二乘法解一元四次方程，

39毅，其余参数计算结果见下表：
通过计算，得知通过结构力学分析，垂直钻杆

可计算出当 x=124.56 时，挠度为 0.61m，故采用同

力使得钻杆弯曲后的最终角度为 22.4°。

样的力学方法分析从 124.56m 到 130m 的钻杆弯

2.2 采用压杆稳定方式分析平行钻杆方向力产生

曲情况。

的作用效果

在进一步计算钻杆转角时，钻杆的角度已经发

平行于钻杆的力作用在钻杆上，可能会产生干

生了变化，见图 2，直线 A0B 为变化后的钻杆位置。
垂直钻杆力

平行钻杆力

（N/m）

（N/m）

226.5

67.5

体的不稳定，使得钻杆产生一定的弯曲，以下采用

计算钻杆长度(m) 未弯曲前角度(毅) 最大挠度 y（cm）
5.44

22.39

1.3E-05

最大转角(毅)
0.01

钻杆最终角度
琢+兹(毅)
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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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根钻杆的丝扣造成了破坏，
见图 3。

产生的作用效果。

为了解决钻机角度不能与钻杆角度相配合的

由压杆稳定相关知识分析可得，产生杆体失稳

问题，将钻机后移，在钻杆角度由于重力弯曲作用

的临界压力为：

变小后，钻杆角度按需要降低到 10毅~18毅，调整钻机
Pcr= 仔 EI
l2
2

角度使得其与钻杆角度相等。在实际施工中采用此

（7）

种方法调整了钻机位置，达到了很好的施工效果，

而平行于钻杆的实际压力为：
Qh=q·l·sin琢

见图 4。

（8）

将杆体的力学参数代入公式（7）、
（8），可以得
到以下结果：
临界压力 Pcr =116473.9N，实际压力 Qh=8779N，
由此可得
Qh<Pcr，平行于钻杆的力并未达到使得杆体失稳

d

稳定的临界压力，故杆体不发生压杆失稳现象。

re

综合考虑以上分析，可以得知此次钻杆弯曲的
主要原因为垂直于杆体的力产生的效果，杆体弯曲
后的最终角度为 22.4毅，此角度可以作为钻机架设的

te

依据。

3 实际施工过程

is

图 4 钻机角度与钻杆角度一致

通过计算，得知钻杆最终的角度为 22.4毅，而钻

eg

机的角度可架设范围是 10毅~18毅，故钻机若还在原
来的位置（即地锚位置不变）架设，则至少与钻杆的
成钻杆丝扣的破坏。

nR

角度将相差 4.4毅，
在实际上卸钻杆过程中，可能会造
但是开始钻机架设时，并没有考虑到钻杆角度
的变化，钻机架设的角度还是以入土角为依据，即

U

钻机架设角度为 16毅，结果在卸扣的过程中连续有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讨论了采用“正钻反扩”方法后钻杆

角度变化的计算方法。结果表明，本文对于钻杆角
度变化的计算对施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采用本文提出的计算方法，可以初步计算
出在中心定位套管拔出后，套管中钻杆角度的变化
情况。
（2）通过计算出的钻杆角度，来调整钻机的角
度，对施工过程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消除了施工的
盲目性，从而降低不必要的损失。
本文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还需要从以
下几个方面努力：
（1）平行于钻杆的方向力若使得杆体产生了不
稳定变形，本文并没有讨论其挠度的计算，故其挠
度的计算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推导计算。
（2）若杆体角度变化较大，钻机必须通过移动
位置才能满足施工的要求，其需要移动的具体距离
需要进一步的推导计算。
（3）本文提出的计算方法需要经过多次实际施

图 3 钻机角度与钻杆角度不一致

工的验证，然后在实践中不断调整计算过程，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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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D 在沉船打捞穿千斤作业中的工艺研究
张海丰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对于沉船打捞作业，
穿千斤工序是关乎其成败的重要一步，但目前我国的沉船打捞穿千斤作业

主要采用潜水员水下手持攻泥器攻打大直径千斤洞作业，劳动强度大，效率低，至今已有 10 多名潜水员因
穿千斤作业伤亡。在对比
“攻泥机器人”和已应用的 HDD 技术穿千斤作业的优缺点后，
论文提出了 HDD 技
术穿千斤作业的新工艺，
以高效服务于沉船打捞穿千斤作业。

re

d

关键词：沉船打捞、
穿千斤、
水平定向钻进（HDD）

的潜水员发现气泡时，将钢丝绳栓接在攻泥器上，

1 引言
船底部利用人工或机械的方法穿引一定直径的钢

它要求潜水员在每攻入一跟管节时确定一次

管节的方向，以防发生偏斜，
如图 1 所示。该技术已
相对成熟，但它工程量大，其作业时间可能占整个

is

丝绳（千斤），然后利用浮力原理提拉千斤，实现打

然后回拉攻泥器，
完成穿引千斤作业。

te

沉船打捞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在陷入淤泥的沉

捞沉船的目的。其中穿引千斤作业是打捞工程中
成败。 [1]

2.1 拴钢丝缆绳法

nR

2 穿千斤作业方法对比

eg

的一项非常关键的技术，往往直接关系到工程的

先利用挖泥船将沉船船头下的泥沙挖出空隙，

打捞时间的一半以上，如 2007 年“银锄”号打捞，河
水浑浊，每打一道千斤就需每天至少潜水 4 人次，
每天作业大约 4 小时,共耗时七八天；
且当水深超过
30m 或沉船位置地质较差时，施工困难，潜水员的
作业强度大大增加，据统计在我国穿千斤作业史上
已有 10 多人伤亡。[3]

再由两艘拖船用细钢丝缆绳套入船头下部的空隙

U

处来回拉动，将细钢丝缆绳勒入沉船底部，再用粗
链条拓宽出空隙，然后在细钢丝绳上拴上一根粗钢
丝缆绳，从沉船下部穿过。这种方法适用于相对松
软的海底，以及一艘没有被刺穿或可能阻止钢丝绳
前进的底部损坏的船只。[2]该种方法由于应用受限，
现已很少使用。
2.2 潜水员持攻泥器水下作业法
潜水员利用攻泥器 （利用高压水射流冲击泥

图 1 水下人工攻打千斤洞

2.3 仿生机器人水下作业法

沙，孔中冲散的泥沙随喷射头上的反射水流向后喷

2000 年，孟庆鑫、
魏洪兴等人[4] [5] [6]首次提出

出，形成反冲，提供向前的动力流），在靠近沉船底

了拱泥机器人的概念，他们借鉴非开挖地下穿孔机

部的两侧先冲刷出两个工作坑，然后一节一节的向

的冲击原理和蠕动机器人的爬行原理，提出了一种

前攻进。当预计需要穿引的攻泥器管节数已全部通

头部冲击式的拱泥机器人，该机器人由拱泥头、前

过船底时，向管中通入高压气体，在对侧工作坑中

支撑足、后支撑足三部分组成。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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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机还未接受实践的检验，在水下工作的可控性、
耐压性、持久稳定性等还需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
践检验。
2.4 HDD 穿千斤作业法
水平定向钻进(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简
称 HDD)是采用安装于地表的钻孔设备，以相对于
地面的较小的入射角钻入地层形成先导孔，然后将
先导孔扩径至所需的直径大小，然后采用钻机回拖
图 2 攻泥机器人

牵引的方法将管道（线）铺装入钻孔的一项技术。[10]

2000 年，王志林提出了节杆式拱泥机器人的原

该种法方现已广泛应用于市政管道、大型油气管道

理方案，并设计了位姿检测系统和专用倾角传感

铺设。

器，该机器人由多节刚性杆靠铰链连接而成，每节

2.4.1 理论研究
2002 年同济大学的徐宝富教授 [11] 初步研究了

用非开挖气动潜孔锤和蚯蚓蠕动爬行原理，研制了

水平定向钻进技术在穿千斤作业中的工艺应用。他

仿蚯蚓拱洞机器人，
并进行了三维模拟。

d

2004 年，李燕利
[9]

总结了四种可能的工艺：工作船上单机钻进方案、

re

杆长 lm 左右，整个长度约 30m。

[7] [8]

单机水下钻进方案、单机水下工作舱钻进方案和双

广东打捞局邀请研制了一台能在水深 60 米以下的

钻机方案，并对单机水下工作舱钻进方案进行了工

淤泥、粘土、沙砾及其混合埋深 10 米以内作业，穿
越距离达 30m 左右，钻进速度约为 5m/h，遇到障碍

艺设计。

工作船上单机钻进方案是利用一台安装在工

作船上的定向钻机,直接进行钻孔。该方法存在发射

is

物能绕开或退回，千斤直径在 10～14mm 的水下仿

te

2005 年武汉理工大学“水下穿千斤”课题组应

生蠕动机器人。[4]如图 3 所示。

题及摇摆补偿问题，原理图如图 4 所示。

U

nR

eg

点到接触点间的钻杆压杆稳定问题、钻杆的晃动问

图 4 单机工作船上作业

单机水下钻进方案是将一台定向钻机安放在
图 3 蠕动机器人

水下作业,工作人员在船上操作。该方案无压杆稳定

自开展拱泥机器人研究以来，我国学者利用非

问题,但需要电缆卷筒和软管卷筒等辅助设备，且

开挖技术和生物蠕动原理，研制了多种机器人，从

对钻机的防水防腐性能要求较高，尤其是液压元

理论上可以看出拱泥机器人可以有效替代潜水员

件，仍需潜水员水下辅助接管工作，原理图如图 5

水下作业，工作人员可以在工作船上进行遥控指

所示：

挥，
也可以规避障碍物，实现智能穿千斤作业；但由

单机水下工作舱钻进方案是将微型定向钻机

于蠕动机器人体积小，能提供的动力小，致使蠕动

安放在密封工作舱内,工作杆穿过舱壁在水中工作,

机器人的运动幅度和攻穿能力受限，且现有的研究

工作人员在舱内进行接杆操作。该方案无压杆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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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单机水下作业
图 7 双钻机方案

定、钻杆晃动问题，但对密闭工作仓的抗压强度、密

系统、钻机操纵控制台和导向系统移至水面。第一

封等问题要求较高，且在淤泥层上，要解决稳定性

种思路是在水下利用钻杆自动装卸系统在水下实

和移动问题，该装置机构复杂、技术要求高，仍需潜

现钻杆的自动装卸，若采用有线控向，对于潜水员

水员水下作业，原理图如图 6 所示。

d

水的技术要求仍然很高，类似于单机水下作业；第
二种思路是利用大型绞盘，将预先连接好的钻杆盘

re

在绞盘中，实现自动钻进，但由于钻杆的曲率半径
在 30m 以上，需要超大型的绞盘，这在现实中是难

te

以实现的。

2.4.2 工程应用

is

最近几年烟台打捞局、上海打捞局和广州打捞

局先后成功将水平定向钻进应用于沉船打捞穿千

图 6 单机水下工作舱中作业

斤作业，2010 年在第六届中国国际救捞论坛上，张

双钻机方案是在工作船上安装一主钻机, 在水

伟等人 [1]详细介绍了烟台打捞局在 2008 年和 2009

点的调整。该方案无压杆稳定

年利用 HDD 技术配合导向管作业 （工作船上单机

eg

下按放一台简易钻机, 用以实现对入射角和工作地

理图如图 7 所示：

nR

问题,但仍须解决钻杆晃动和自动补偿问题，原

钻进方案）成功穿引千斤的成功经验方法和存在的
不足。现将近几年利用 HDD 技术穿千斤作业的案
例列表 1 如下。[12][13][14]

2005 年，上海打捞局[12]提出了在现有的水平定

2.5 攻 / 拱泥机器人方案和 HDD 方案的对比分析

向钻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装，他们提出了两种设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生产施工单位对攻泥机

U

计思路。总体设计思路是将钻机的回转给进系统、
自动装卸系统、锚固系统、行走系统、循环系统放在

器人和 HDD 穿千斤工艺进行了初步的理论和工程

水下，液压动力系统、柴油机驱动系统、钻井液配送

应用研究。拱泥机器人可以实现在较深的水域自动

表 1 HDD 技术在沉船打捞中的应用案例
事例

时间

施工单位

船宽

水深

入泥深度

施工方案

华勇 06

2007.05

烟台打捞局

畅通艏段

2008.07

烟台打捞局

26m

18m

淤泥 5.4m

工作船上单机作业

畅通尾段

2009.06

烟台打捞局

26m

18m

淤泥 10m

中昌 118

2007.12

上海打捞局

31m

17m

奥圣 65

2009.07

上海打捞局

20m

13m

HDD 机型

控向

效率含辅助作业

HT-12

盲打

1 条 /2 天

工作船上单机作业

HT-12

无线

1条/天

淤泥 4m

不详

ZT—15L

无线

2条/天

软泥 5m

不详

不详

有线

3条/天

失败（因船底地层石块较多等原因）

第2期

张海丰：HDD 在沉船打捞穿千斤作业中的工艺研究

化穿引千斤绳，但机器人的运动幅度和穿引千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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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牙轮钻头进行钻进。

能力受限，
还需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

采用有线式导向系统，实现精确控向。

水平定向钻进技术现已广泛应用于地表的市

因在软弱地层中钻进，很难成孔，且工程不需

政管道和大型油气管道穿越，深度达几米到几十

要成孔，所以采用海水作为冲洗液，无需添加任何

米，穿越长度从十几米到 2000 多米，无论是淤泥地

添加剂，也有利于环保。

层还是软砾石层均可钻进，且钻机国产化程度较

因千斤直径较小 （最大直径在 100mm 左右），

高，
价格便宜。HDD 钻机现已应用到穿千斤作业中，

一次成孔，直接回拉千斤。

它可以在水面上进行作业，减轻潜水员的工作强

3.2 穿千斤工艺过程设计

度，最重要的是它作业速度快，在“奥圣 65”船的穿

施工工艺基本同陆地上的铺管工艺工程，主

千斤作业中，平均 45min 就能穿引一条千斤。上海

要为：

打捞局在成功打捞“中昌 118”后，对 HDD 技术穿千
斤作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 这种非开挖钻机使用

d

非常的方便，工作效率高、精度高，让传统打捞技
术——
—攻千斤有了一个质的飞跃。节约了大量的人

re

力、财力，大大压缩了施工工期，保证了工程质量。
我局正和国外专业公司接触，引进一台真正用于水
但现有的研究尚未将更为先进的水平定向钻
进技术应用到穿千斤作业中，比如泥浆马达的使用

is

可以降低因钻杆弯曲引起的钻杆晃动问题。鉴于

te

下打捞的非开挖钻机。”[14]

此，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 HDD
和工艺完成穿千斤作业。

eg

技术穿千斤作业的新工艺。以更为简便的钻进设备

3.1 总体设计思路

nR

3 HDD 技术穿千斤作业的新工艺

将水平定向钻机安放在工作船上进行单机作
业。利用固定在水面上或固定在水底的钻杆支撑桁

U

架将钻杆引导至水底的入射点，以解决因长距离引
起的钻杆压杆稳定性问题。见图 8。

3.3 关键技术研究
HDD 穿越轨迹可以分为两部分进行设计，位于
水底以下的部分可以按照路面钻进轨迹曲线进行
设计，位于水中的轨迹，可设计成直线段，由入射角
和水深求得，进而得到整个穿越轨迹，具体公式可
参考引文[10]和[15]中的相关计算公式。
3.3.1 回拖力计算
考虑到千斤（钢丝绳）直径较小且为柔性材质，
钻孔多处于淤泥质粘土或砂土层中，成孔困难。假

图 8 HDD 穿千斤新工艺

采用泥浆马达和斜掌式钻头，解决导向钻进过
程中的晃动问题。若淤泥层中含有较多的砾石，改

设在回拖千斤过程中，整个的钻杆和千斤在淤泥质
底层的包裹中，回拖阻力主要由围压引起的摩擦阻
力构成。回拖力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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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p2

线导向系统的时钟值、斜度值是由传感器后端的电

p1=f滓仔（D1L1+D2L2）

缆线直接传到显示器，使得信号更加稳定可靠，探

p2= 1 仔（D12籽1L1+D22籽2L2）g
4

测深度也大于无线导向。[17]钻头的当前深度和位置
可以通过俯仰角和方位角计算，导向电缆可以采用

其中 p 为回拖力，p1 是钻杆和千斤在钻孔内受

嵌壁式和穿接式。[10]应用较多的设备有 DCI 公司的

到的摩擦阻力，p2 是在水中悬挂着的钻杆或千斤的

Eclipse 跟踪式有线导向系统和美国凯斯 （Case）公

重量。滓 是钢丝绳或钻杆受到的抱管应力，近似等于

司的产品。

钻杆或钢丝绳上部的地层压力和水压之和。

3.3.5 钻杆支撑桁架

由于回拖力公式较多，针对不同的工程情况可

钻杆支撑桁架用于增加钻杆的稳定性，减小有

以选用不同的计算公式，若沉船底部地层性质较

自重、水流和船体晃动引起的钻杆摆动问题。桁架

稳，可以成孔，则可以选用绞盘计算公式，见参考文

有桁架体和支撑腿构成，支撑腿的伸长和位置由液

献[16]。

压缸进行调节。支撑桁架有两种形式：水上支撑和

3.3.2 钻井液与泥浆马达

水下支撑，可以根据水流大小、风浪大小和水底地

d

穿千斤作业多数是在淤泥层中进行，很难成

形、地质条件进行选择。若水流速度和风浪较小，水

孔，传统的冲洗液会造成污染，所以建议就地采用

re

上支撑容易通过锚索固定，如图 8；若风浪较大，水

海水或河水作为冲洗介质，对环境无污染。

底地势较平，可以选用水底固定式桁架。

题，设计采用泥浆马达为钻头提供回转动力，进行
穿千斤作业。泥浆马达是由动力部分(包括定子和转

此种工艺和上述 4 种 HDD 穿千斤作业有以下

优点：

is

子)、传动部分(包括用于转向的弯接头)和轴承部分

3.4 HDD 工艺优点

te

为减小悬挂在水中的长距离钻杆的稳定性问

(它承受整个马达的载荷)，如图 9。

（1）采用单机工作船上作业，比单机水下工作

nR

eg

仓内作业简单，成本低、作业效率高、对潜水员的作

图 9 泥浆马达

泥浆马达紧靠在钻头的上部，在钻进的过程

U

中，钻杆中的泥浆带动泥浆马达转动为钻头提供回
转的动力，
而上部的钻杆不动。需要造斜时，通过缓

业技能要求低。
（2） 采用泥浆马达和钻杆支撑桁架可以解决
因钻杆转动引起的钻杆晃动问题和钻杆强度不足
问题，且对钻机的扭矩要求低，可以降低对钻机的
要求。

4 结论与展望
HDD 技术现已成功应用于沉船打捞作业，其作

慢转动钻杆，通过导向仪测量钻头的面向角等，使

业的高效率和广泛的适用性要优于传统的人工手

弯接头的弯曲方向达到指定方向，开泵输送钻井液

持攻泥器水下作业和攻泥机器人，这一先进的施工

推动泥浆中，若钻孔处于淤泥地层中，可以选用较

工艺已得到了国内三大打捞局和沉船业主的认可。

大的斜掌式钻头，增加造斜的能力；若淤泥层中含

本文详细对比分析了几种穿千斤作业工艺的

有大块的砾石则选用牙轮钻头。马达带动钻头回转

优缺点，并提出了 HDD 技术穿千斤作业的新工艺，

实现造斜。[10]

将泥浆马达和钻杆支撑桁架应用到穿千斤作业中，

3.3.4 导向仪

这可以减少水流和波浪钻杆晃动影响，改善钻杆的

水平定向钻进导向技术主要有三种方式：无线

受力状况，可提高穿千斤作业效率。

导向、跟踪式有线导向和地磁有线导向。由于无线
导向的电磁信号会受到沉船的强烈干扰，地磁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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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reading Technology Using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in Wrecked Ship Salvageling

U

Zhang Haifeng
(College of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reading technology is one important step in wrecked ship salvage ,it decide the success sometimes.
But now most work of was finished by divers using mud-penetrator by hands. This method is very hard for divers, and
always waste lots of times, and up to now, more than ten people were killed or injured. We present a new method for
threading technology using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after analyzing the mud-penetrator and traditional HDD.
This new method will serve the threading technology more effective.
Keywords: Wrecked Ship Salvage, Threading Technology,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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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距离岩石水平定向钻进中的难点分析
徐良奎

苗冀清

寇辰旭

渊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穿越分公司袁河北廊坊冤
摘

要：
在长距离岩石水平定向钻进施工中，许多在短距离穿越中的施工技术和以往的施工经验，往往

已经不能完全符合实际施工情况，本文从定向钻穿越中导向孔钻进，扩孔，管道回拖这三个阶段分析了长距
离岩石水平定向钻进的难点，并根据以往的施工经验和对相关资料的总结，对这些难点提出了相应的解决
方案，
这对实际施工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re

d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长距离钻进、
岩石钻进

压泥浆驱动泥浆马达中的涡轮高速旋转，进而带动

1 前言
展，定向钻穿越从最初只能进行小河流作业到现在

料的总结，在长距离岩石层中进行导向孔钻进，所
遇到的难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1）长距离岩石钻进地层变化大，造成地层情

is

可以穿越大江大河，钻孔口径越来越大，从 200mm

钻头旋转破碎岩石。经过对实际施工经验和相关资

te

从水平定向钻技术发明至今，经过几十年的发

到 1500mm，甚至可以达到 2000mm，钻进长度从最

eg

初的几十米到现在的几千米，钻进地层从砂土层即
第四纪覆盖土层，愈来愈倾向于岩石地层。

一般穿越长度超过 2000m 的钻进，我们称之为

nR

长距离水平定向钻进。在长距离岩石水平定向钻进
施工中，许多在短距离穿越中的施工技术和以往的

施工经验，往往已经不能完全符合实际施工情况。
所以对长距离岩石水平定向钻进的施工技术研究
指导意义。

U

是十分有必要的，这对实际施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
水平定向钻进安装地下管线答题可以分为三
个阶段，即钻导向孔，扩孔，管道回拖。在长距离岩
石水平定向钻进中，这三个阶段许多的施工工序

况复杂，钻进过程困难。水平定向钻进的岩石层主
要为河流相沉积岩，主要是砂岩、砂砾岩、泥岩、页
岩等地层，由于多数岩层都会经过多次的地壳运
动，河流变迁，风化等地质作用，导致地层出现褶
皱，断层，裂隙，层间角度不整合等地质构造，地层
情况复杂多变，这就给水平定向钻进造成了许多困
难，主要表现为：
① 在细砂岩，中粗砂岩等风化程度比较小的坚
硬岩石中钻进，由于此类岩石抗压强度大，且切削
下来的岩屑对钻具的磨损比较大，导致钻进功效比
较低。
② 较软岩层中，如破碎风化程度比较大的岩层

及方法较之短距离钻进都有了一定的变化，以下

钻进，由于钻具本身自重比较大，钻头会趋向于重

从这三个阶段分别对长距离岩石水平定向钻进进

力方向钻进，导致钻进角度比较难调整。

行分析。

2 导向孔钻进阶段
2.1 长距离岩石水平定向钻中导向孔钻进的难点

③ 软硬交互地层，钻进趋势会趋向于软岩层，
造成钻进曲线偏离设计曲线。
④ 裂隙、断层岩层中钻进，主要是钻井液的漏
失，导致钻井液无法满足施工，钻进功效降低。

在岩石层中进行导向孔施工，一般采用泥浆马

（2）钻井液对复杂地层的适应性不足。由于钻

达，即动力钻具作为动力源，其工作原理是使用高

进距离长，可能经过的地层比较多，钻井液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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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根据不同的地层采取不同的配方，如切削的岩

② 软岩地层解决方案

屑比较大的地层，主要考虑钻井液的携带能力。但

此类地层往往破碎程度比较大，风化程度较

是由于实际施工需要同时保证施工质量和进度，

高，裂隙较多，且岩石中粘、粉含量较多，往往强度

还要控制施工成本，如果单纯从钻井液要符合地

很低，甚至于比土层承载力都要小。在这样的岩层

层情况角度考虑，则付出的成本过高，且不利于施

中钻进，由于钻具自身重量较大，钻进曲线会逐步

工进度。

向下弯曲，偏离设计曲线，主要解决方法是：
（1）采

（3）钻进距离长，作用于钻头上的压力不易控

用小直径钻头，使马达工具面角向上，快速向上顶

制。由于钻进距离长，
孔中钻杆发生多次弯曲变化，

进；
（2）采用弯度较大的泥浆马达，快速向上顶进；

钻杆应力及所受外力十分复杂，钻机操作台上的读

（3）如果以上两个方案无法解决问题，可以考虑在

数可能与实际情况相差比较大，这对司钻人员的施

软岩地层中快速顶进，使钻进曲线尽量靠近设计曲

工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线，等穿过此地层后，再进行角度的调整。或者在未
钻进软岩层时，先将钻进曲线调高，以对冲在软岩

多，马达工具面角越难调整。②钻杆内信号线每隔

地层中下掉的角度，此方法由于未知软岩地层的可

几十根钻杆需要上一个线夹进行固定，线夹越多越

钻性情况，采用时应慎重考虑。

d

（4）其他困难：①钻进距越长，孔内钻杆弯曲越

③ 软硬交互地层解决方案

2.2 长距离岩石水平定向钻中导向孔钻进难点解

根据软硬地层的交互情况，以及岩层的岩性，

re

阻碍钻井液的通行，造成憋压。
决方案
针对以上提出的在长距离岩石水平定向钻导
结以及查阅相关资料，特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1）地层问题解决方案

软岩层抗压强度达到 10MPa 以上，可以考虑在软岩
层中钻进。若软岩层抗压强度太小，则尽量在硬岩
层中钻进。

is

向孔钻进中遇到的困难，通过对实际施工经验的总

te

在尽量接近设计曲线的原则下，采用以下方法：若

④ 裂隙、
断层地层解决方案

eg

针对复杂地层，首先要根据勘察资料，详细分

此类地层主要问题是钻井液的漏失比较严重，

析地层情况，主要从钻进岩石的岩性，强度，破碎程

可以在钻井液中加入一定量的堵漏剂进行堵漏，以

度等方面入手研究分析岩石的可钻性，主要从以下

解决钻井液漏失问题。

nR

几个方面采取应对方案：

① 坚硬地层解决方案

（2）钻井液问题解决方案
钻井液是水平定向钻进的“血液”，具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而钻井液是否符合地层情况，在很大程

60MPa 以上的岩石属于坚硬岩石。在实际钻进施工

度上也决定了钻进的成功与否。根据以往施工经验

U

在水平定向钻进中，一般认为抗压强度达到
中，经常遇到的坚硬岩层一般是风化程度比较小的

和相关资料，同时考虑在长距离岩石中钻进施工，

细砂岩，中粗砂岩，石灰岩等岩层，此类地层钻头压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入岩石困难，导致钻进十分困难，且砂岩地层在破

① 在砾岩、石灰岩等经过切削后产生较大块碎

碎后岩屑对钻具磨损十分严重。针对此类地层解决

屑（粒径一般大于 20mm）的岩层中钻进，此时钻井

方案是：1)首先考虑使用硬质合金镶齿牙轮钻头，此

液的携带能力成为最主要的考虑方面，主要是提高

类钻头的耐磨性和韧性都可以较好的适应坚硬岩

钻井液的动塑比，静切力等指标，以使得钻井液具

石地层。2)对于微风化且石英质含量较高的砂岩层，

有较大的携带能力。

由于其硬度较高，岩屑耐磨性高，使用牙轮钻头可

② 在砂岩等破碎后岩屑（粒径一般小于 2mm）

能磨损较快，使用寿命较短，此类地层可以考虑使

比较小的岩层中钻进，钻井液的携带能力不再是主

用金刚石钻头，此类钻头抗压强度高，抗磨损能力

要的考虑方面，而对钻具降温则成为主要的考虑方

强，
但也有一定的脆性，抗弯能力不足，且成本相对

面，这时需要适当的降低钻井液粘度，增强其流动

较高，使用时应当综合考虑。

性，使钻井液可以更好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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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在泥岩、页岩等粘粉类成分较多的岩层中钻

3 扩孔阶段

进，由于此类岩石易遇水软化，出现“泥包钻”现象，

3.1 长距离岩石扩孔难点

而页岩又有吸水膨胀现象，在此类岩石中钻进尤其

长距离岩石水平定向钻进扩孔阶段所遇到的

要特别注意钻井液的配制，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1)

问题比打导向孔更多更难，以往在短距离岩石扩孔

尽量降低钻井液的滤失量，使钻井液滤失的水量尽

中的一些技术在长距离扩孔施工中将不再适用，甚

量小，减少泥岩的水化程度。2)在页岩中钻进，可加

至会导致比较严重的后果。通过对实际施工经验和

入适量 KCl，可有效抑制页岩膨胀。

相关资料的总结，在长距离岩石水平定向钻进扩孔

④ 钻井液中的固相含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施工中主要有以下几个难点：

钻进速度，一般情况下钻石随着固相含量升高而下

（1） 地层问题

降，所以要除去固相。在以往短距离水平定向钻施

现在地下输油输气管道直径越来越大，相应的

工中，一般只采用回收系统进行钻井液的回收，但

穿越成孔的直径也越来越大，长距离岩石扩孔中遇

是在长距离岩石钻进中，由于钻井液经过地层较多

到的地层问题比短距离扩孔要复杂得多，主要有以

且用量比较大，考虑到更换新钻井液的成本比较大

下几个难点：

的问题，可以增加离心机除固相设备，可以较好的

① 在细砂岩，中粗砂岩等风化程度比较小的坚

re

除去钻井液中的固相成分，提高钻速以及钻井液的

硬岩石中扩孔钻进，由于此类岩石抗压强度大，而

携带能力。
钻进中使用量比较大，如果单纯为了与地层相适

岩石，所以比较难钻进，且切削下来的岩屑对钻具
的磨损比较大，导致钻进功效比较低。
② 较软岩层中，如破碎风化程度比较大的岩层

is

应，频繁的更换钻井液，则钻进成本会大幅度提高，

扩孔是靠钻机拉着扩孔器顶入岩石然后旋转切削

te

⑤ 由于钻井液配制成本比较高，在长距离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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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进，由于钻具本身自重比较大，扩孔器会沿着重

对主要地层确定钻井液配方，在特别重要且对钻井

力方向逐步掉落，导致在软岩中形成比较大的陡

eg

并且会增大工期。在长距离岩石钻进中可以考虑针
液要求比较高的地层（如页岩层）中钻进要专门配

坡或扩孔“键槽”，这对下一级扩孔和回拖管道都

制与之相适应的钻井液。

不利。

nR

（3）钻压问题解决方案

③ 一般情况下，在穿越的两岸都有土层和岩石
层的交接处，当从土层扩孔进入岩石层时，由于岩

论计算尚未十分成熟，在粗略计算的基础上，司钻

石层扩孔时间长，会导致在土层和岩石层的交接处

技工可以根据以往施工经验和实际地层情况，适时

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陡坎，这对下一级扩孔会造成一

调整钻进压力，以保证钻进功效。一般认为钻井液

定困难，回拖时管道从陡坎进入岩石孔洞也是十分

携带出的岩石碎屑较多，则成孔性较好，实际钻压

困难的。

U

由于对水平定向钻进中的实际钻进压力的理

接近压力表上的读数，反之，则差别较大，应适当增
大钻压，以保证钻速。
（4）其它问题解决方案
① 钻进距离越长，孔中钻杆弯曲情况越复杂，

④ 在裂隙、断层岩层中钻进，主要是钻井液的
漏失，导致钻井液无法满足施工，钻进功效降低，成
本增加。
（2）钻井液问题

马达的工具面角越难调整，这时需要司钻人员根据

钻井液在扩孔施工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

施工经验多次调整，尽量将工具面角调整至需要的

中的岩石碎屑需要由钻井液携带出，在长距离岩石

角度，如果钻进角度偏差大，则立即查找原因，排除

扩孔中，钻井液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问题。

① 由于扩孔钻进距离长，高压钻井液在返流一

② 线夹过多导致憋压问题，可以适当减少线夹

定距离后，流速将逐步降低，导致距离扩孔器比较

数量，也可以采用镂空比较大的线夹，尽量保持钻

远的孔中的岩屑比较难以携带出，因而孔中碎屑会

井液流通顺畅，减少憋压程度。

逐渐堆积，形成滞留层等现象，导致扩孔器退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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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器的使用寿命。针对此类地层解决方案是：
（1）首

② 钻井液对复杂地层的适应性不足。扩孔钻进

先考虑使用硬质合金镶齿牙轮扩孔器，此类扩孔器

可能经过的地层比较多，钻井液原则上需要根据不

的耐磨性和韧性都可以较好的适应坚硬岩石地层。

同的地层采取不同的配方，如切削的岩屑比较大的

（2）对于微风化且石英质含量较高的砂岩层，由于

地层，主要考虑钻井液的携带能力。但是由于实际

其硬度较高，岩屑耐磨性高，使用牙轮钻头可能磨

施工需要同时保证施工质量和进度，还要控制施工

损较快，使用寿命较短，此类地层可以考虑使用含

成本，如果单纯从钻井液要符合地层情况角度考

金刚石的扩孔器，但是制成的扩孔器成本相对较

虑，
则付出的成本过高，
且不利于施工进度。

高，使用时应当综合考虑。

（3）扩孔工序问题

② 软岩地层解决方案
破碎程度比较大，风化程度较大，裂隙较多，且

采用一台钻机进行扩孔，在推出换扩孔器的工序

岩石中粘、粉含量较多的地层，往往强度比较下，甚

时，直接采用钻机推钻杆，将扩孔器推出孔后更换

至于比土层承载力都要小，在这样的岩层中钻进，

新扩孔器，然后进行下一次扩孔。而在长距离岩石

由于扩孔器自身重量较大，扩孔器会在导向孔的底

扩孔过程中，由于扩孔距离特别长，在推扩孔器的

部扩成较大的空洞，形成扩孔“键槽”，这对下一级

过程中，由于扩孔器自重比较大，钻杆受力过程十

扩孔和管道回拖都不利，主要解决方法是：
（1）扩孔

分复杂，钻杆在受到推力和扭力之后，会发生旋转

过程中，加大回拖力，增加牙轮的“吃入”岩石程度，

和弯曲，距离越长，孔中钻杆变形弯曲越复杂，钻杆

增加单次旋转切削量。（2）适当降低转速，
防止出现

然有一些学者有了一定的研究，但还不能完全符合

re

较大的扩孔“键槽”。（3）适当降低钻井液排量，防止
由于高压泥浆的作用使孔洞出现部分坍塌。
③ 土层和岩石层的交接处解决方案

is

实际情况，所以说在长距离岩石扩孔中如果采用钻

te

所受应力越复杂，对此种情况下钻杆应力的计算虽

d

在以往短距离钻进扩孔过程中，一般情况下只

在土层和岩石层的交接处，由于扩孔形成的陡

用下，有可能经过长期的疲劳破坏，产生塑性形变

坎会对对下一级扩孔会造成一定困难，回拖时管道

或者是发生断裂的严重后果。

从陡坎进入岩石孔洞也是十分困难的，许多次管道

eg

机将扩孔器推出的方法，则孔中钻杆在复杂应力作

3.2 长距离岩石水平定向钻中扩孔难点解决方案

无法正常回拖就是由这种陡坎所造成的，所以对土
层和岩石层的交接处的处理一定要特别重视，主要

到的困难，通过对实际施工经验的总结以及查阅相

有以下几点方案：
（1） 如果有条件在穿越两岸进行

关资料，特提出以下解决方案：

夯套管作业，将松散土层隔离开，则采用这种最有

（1）地层问题解决方案

效的方法。（2）如果无法在两岸都进行套管作业，
则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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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以上提出的在长距离岩石扩孔钻进中遇

针对复杂地层，首先要根据勘察资料，详细分

进行扩孔作业时，一般可以从有套管的一侧进行扩

析地层情况，主要从钻进岩石的岩性，强度，破碎程

孔，从而使得在扩孔器可以从岩石层扩入土层，降

度等方面入手研究分析岩石的可钻性，同时根据导

低在土层中的作业时间，减小陡坎的严重程度。（3）

向孔钻进过程的记录和经验总结，仔细分析地层情

如果穿越两岸都无法进行夯套管作业，则可以在打

况，确定扩孔方案，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应对

导向孔的过程中调整马达的工具面角，使得与岩石

方案：

交界处土层中钻孔曲线的曲率半径小于岩石孔的

① 坚硬地层解决方案

曲率半径，即人为的在导向孔作业时在土层中做一

在实际扩孔施工中，会沿着导向孔的轨迹进行

个梯形的“陡台”，从而在扩孔作业中可以对冲掉可

扩孔，经常遇到的坚硬岩层一般是风化程度比较小

能会形成的“陡坎”，但是此种方法必须计算好土层

的细砂岩，中粗砂岩，石灰岩等岩层，此类地层牙轮

中导向孔的曲率半径，如果无法计算应该以多大的

压入岩石困难，导致钻进十分困难，且砂岩地层在

角度进行钻进，则对此方法要慎重使用。

破碎后岩屑对钻具磨损十分严重，极大地降低了扩

④ 裂隙、
断层地层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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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地层主要问题是钻井液的漏失比较严重，

2012 年 4 月

加离心机除固相设备，可以较好的除去钻井液中的

可以在钻井液中加入一定量的堵漏剂进行堵漏，以

固相成分，提高钻速以及钻井液的携带能力。

解决钻井液漏失问题。

⑥ 由于钻井液配制成本比较高，在长距离岩石

（2）钻井液问题解决方案

扩孔中使用量比较大，如果单纯为了与地层相适

钻井液是水平定向钻进的“血液”，在扩孔作业

应，频繁的更换钻井液，则钻进成本会大幅度提高，

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钻井液是否符合

并且会增大工期，扩孔距离越长，更换钻井液时间

地层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了扩孔作业的

越长。在长距离岩石扩孔钻进中可以考虑针对主要

成功与否。根据以往施工经验和相关资料，同时考

地层确定钻井液配方，在特别重要且对钻井液要求

虑在长距离岩石中扩孔施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比较高的地层（如页岩层）中钻进要专门配制与之

考虑：

相适应的钻井液。

① 针对由于钻井液流速不够导致孔中碎屑堆

（3）扩孔工序问题解决方案

积，形成滞留层的现象，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解决：

在长距离岩石扩孔过程中，如果采用钻机直接
将扩孔器推出的方式，则由于钻杆受力过程十分复

力，增大其起始流速。（2）每个几十根钻杆安装一个

杂，孔中钻杆在复杂应力作用下，有可能经过长期

喷浆短接，使得孔中泥浆可以实现二次加速，可以

的疲劳破坏，产生塑性形变或者是发生断裂的严重

使整个孔中都可以较快返浆。

后果。所以针对这种情况，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

re

d

（1）在不憋压的情况下，适当加大钻井液的输出压

屑的岩层中钻进，此时钻井液的携带能力成为最主
要的考虑方面，主要是提高钻井液的动塑比使得钻

钻机的主要作用就是负责将扩孔器拉出，而钻杆的
抗拉强度比较高，作业过程相对于推钻杆这一过程

is

井液在行进过程中具有较大的携带能力，同时要适

在进扩孔器的一侧也安装一台钻机，辅助钻进。此

te

② 在砾岩、石灰岩等经过切削后产生较大块碎

当增大钻井液的静切力，使得钻井液在不流动时，

将会安全的多。

4 管道回拖阶段

带量。

4.1 长距离岩石水平定向钻进管道回拖难点

eg

其所携带的钻屑可以悬浮在其中，保证钻井液的携

③ 在砂岩等破碎后岩屑比较小的岩层中钻进，

nR

主要的考虑对钻具降温，这时需要适当的降低钻井

液粘度，增强其流动性，
使钻井液可以更好的循环。
④ 在泥岩、页岩等粘粉类成分较多的岩层中钻

U

进，由于此类岩石易遇水软化，出现“泥包钻”现象，
而页岩又有吸水膨胀现象，在此类岩石中扩孔钻进
尤其要特别注意钻井液的配制，可以采取以下两
点：
（1）尽量降低钻井液的滤失量，使钻井液滤失的
水量尽量小，
减少泥岩的水化程度。（2）在页岩中钻
进，
可加入适量 Kcl，可有效抑制页岩膨胀。
⑤ 钻井液中的固相含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
钻进速度，一般情况下钻石随着固相含量升高而下
降，所以要除去固相，这一点在扩孔作业中尤为明
显，在以往短距离水平定向钻施工中，一般只采用
回收系统进行回收钻井液，但是在长距离岩石钻进
中，由于钻井液经过地层较多且用量比较大，考虑
到更换新钻井液的成本比较大的问题，可以考虑增

管道回拖阶段一般情况下只有几十个小时，相
对于打导向孔和扩孔来说十分短暂，但却是十分重
要的阶段，是定向钻穿越的收尾，
成败的关键。在长
距离岩石水平定向钻进中，管道回拖的难点有：
（1） 管道回拖力相对于短距离管道回拖力要
大的多。
（2） 回拖距离长，钻孔中情况复杂多变，出现
异常情况的概率大。
4.2 长距离岩石定向钻进中管道回拖难点解决方案
（1）对于管道回拖力大的问题，可以在管道回
拖前，采用管道发射沟，滚轮架等方法降低管道回
拖的起始回拖力，使得管道顺利进入孔洞中。在钻
孔中回拖时，可以在钻井液中加入润滑剂，降低管
道与孔壁的摩擦力。如果孔洞过大，可以采用注水
降浮的方式，使得管道不卡在孔壁上部，进一步降
低摩擦力，进而降低回拖力。
（2）管道回拖距离长，孔中情况复杂多变，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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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岩屑堆积导致回拖不顺的现象，可以加大钻井液

射沟，架滚轮架，注水降浮，加润滑剂等方法降低回

排量，将岩屑带出孔中，
孔中碎屑越少回拖越顺利。

拖力，使得回拖顺利进行。

实际上，管道回拖阶段的最主要的工作在导

（4）水平定向钻进施工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系

向孔和扩孔阶段，导向孔钻进的曲线平滑，扩孔过

统工程，各个阶段环环相扣，紧密联接，需要每个阶

程顺利且孔中岩屑比较少，则管道回拖相应会比较

段都要精细施工，各工种紧密配合，尤其在长距离

顺利。

岩石钻进中更是如此。

5 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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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拖阶段是十分关键的阶段，要采用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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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阶段，一定要仔细研究岩石的可钻性，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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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岩石非开挖穿越
沈荣锦
渊上海上水自来水特种工程有限公司冤
摘

要：
本文介绍了上海上水自来水特种工程有限公司采用奥格 DD-440 钻机在湖南成品油管道二期

湘江定向钻成功穿越地下复杂岩层铺管的施工情况，重点介绍了施工存在的难题和解决办法。
关键词：非开挖、
穿越、
岩石

红色、砖红色网纹状粘土、粉质粘土，呈现明显的

道二期湘江定向钻穿越铺管过程中，成功解决地下

差异性升降，水文地质条件复杂，而此类地质构造

复 杂 岩 层 穿 越 的 困 难 ，2011 年 8 月 24 日 直 径

复杂地段往往是岩溶异常发育地带，岩溶塌陷发

323.9×7.9mm 主管线钢管 1180 米拖管成功，2011

育不完全，既有多条断裂交汇，促使岩层破坏和裂

年 10 月 7 日直径 121×8mm 光缆钢套管 1180 米

隙发育。

re

eg

伍的经验及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圆满完成了任务。

1 施工地点及工程概况

2 工程特点

is

中新的业绩，钻机及各种设备经受了考验，施工队

te

拖管成功，创下我公司钻机在岩石穿越超长段施工

d

采用奥格 DD-440 非开挖钻机在湖南成品油管

湘江定向钻穿越设计曲线上，需穿越部分粉砂

层和卵石层，主要穿越地层为第四纪中风化灰岩
层，岩石段长度近 1000 米，岩石最大硬度 30Mpa 左
右，期间有未发育完全溶洞，且穿越路由岩石软硬

省不同地区，入钻点在湘江东岸，位于衡阳市衡东

变化大，这些都给施工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于地

nR

本次成品油管道穿越横跨湘江两岸，分属湖南

质情况复杂，工程地勘报告提供地下信息有限。我

393566.465，入土角 10毅，
出钻点在湘江西岸，位于相

们知道非开挖铺设管道的可行性，主要由 3 个基本

湘 潭 市 湘 潭 县 茶 恩 寺 镇 龙 井 村 ， 坐 标 X:

因素所控制，即钻进长度、铺管直径、穿越地层状

3030331.378，
Y:392445.383，出土角 8毅。

况，就本工程来说，由于对穿越地层情况了解有限，

U

县 三 樟 乡 长 江 村 ， 坐 标 X:3030477.695，
Y:

穿越主管为 Ф323.9×7.9mm 三层 PE 加强级

将给该穿越铺管工程带来较大的风险。建设方又要

外防腐，设计穿越水平长度为 1127.2 米，穿越管段

求尽量加强和提高穿越管道的安全和可靠程度，确

实际长度 1130.1 米；Ф121×8mm 光缆钢套管同孔

保穿越段的施工质量，力争做到一劳永逸，要求保

穿越，施工时根据现场情况，出钻点多穿越一小池

证管道铺设在河床稳定地层中。且穿越地域跨度

塘，
实际穿越长度为 1180 米。本工程为湖南省成品

大，
协调工作困难。

油输送管道铺设二期工程，建设单位是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成品油管道项目经理部。工程
建设成功将会使中石化湖南长岭分公司的成品油
用管道输送，
贯穿湖南省，为湖南省重点工程。
该施工地区为第四纪沉积，丘陵地貌，各类构
造形迹在组合形态、平面展布特征上，具有明显的
分区性，沉积厚度不等，下部为砂砾石层，上部为棕

3 穿越主要设备
（1）钻机：美国奥 格 DD-440；动力：275kw ×2
电控环保双发动机；最大输出扭矩：72000 牛·米；额
定最大推拉力：200 吨；结构形式：轮载式；控制标
准：
推拉 2 档，旋转 3 档。
（2）控向系统：美国 sharewell MGS 地磁导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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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倾斜角±0.1毅；
方位角±0.3毅；工具面±0.1毅。

裂缝及溶洞附近，更是细心操作，认真谨慎，多次回

（3）泥浆泵：兰州盛达 3HS-250 型撬装泥浆泵；

抽钻杆洗孔，尽量消除导向孔内的台阶，同时尽可

动力：沃尔沃柴油机 340kw，
TAD1241 电喷式；最大

能多的排除钻屑。良好的设备在我们精湛的技术操

排量：2.27 升 / 分钟；控制系统：远距离控制系统；泥

作下，一根泥浆马达，中途没更换完成岩石导向工

浆输出最大压强：25MPa。

序，导向穿越过湘江后，在接近出钻点地表铺设线

（4）钻杆：Ф127mmS135 钢级标准石油钻杆。

圈，布置人工磁场引导地磁导向系统工作，提高导

（5）全站仪：NTS-352R。

向的精确性，
最终钻头在出钻点顶桩出土。

（6）柴油发电机：
180 kW 沃尔沃柴油机。

5 扩孔、
洗孔及卡钻的处理

4 导向技巧及体验

导向工作完成后，为进一步清除孔内的钻屑，
主要是大小不等的岩石碎屑，用自制的 Ф250mm

越段湘江水面宽近 800m，水流急，江面上行船、采

洗孔短节洗孔，然后用 Ф400mm 的掌式岩石扩孔

砂船、淘金船较多，这些都给测量放线带来一定难

器扩孔，扩进岩石不久，离出钻点 200 多米处扭矩

度，
我们就采用守候的方法，利用中午、下午江面雾

逐渐增大，根据现场分析，估计进入岩石破碎带或

气较小，视线较好时，抓紧时间测量，并在江两岸穿

卵砾石层，最终卡住，用前场钻机向后推也退不出。

越线路上竖起长标杆，同时在江两岸重复测量，数

施工队首先用滑轮组在后场强力回拉，没有成功，

据相互验证，以保证测量放线的准确性和精确度。

主要是不敢使拉力超越钻杆的抗拉极限，以免损坏

因推力过大而使钻杆发生过度弯曲，从而折断，导

re

钻杆。后调用一台与前场钻机拉力相当的国产履带
式钻机到后场，与前场钻机配合，一台正转，一台反
转，角速度保持一致，最后回拉解卡成功。有了前面

is

向前在入土点下 Ф325 钢套管，具体做法是：在第

te

为使钻机导向时推动、扭矩更好的传递，避免

d

现场确定出入土点后，用全钻仪放线测距，穿

卡钻及解卡的经验教训，在后继的 Ф400mm 的岩

用钻机推力把套管推入入土点中，钻机推进时注

石扩孔过程中，后场钻机一直予以配合，遇到复杂

入泥浆，缓慢旋转，直至把套管推至钻机前端对接

地层或卡钻时，配合前场钻机洗孔和解除卡钻，一

位置，然后再切割套管连接，
重复焊接套管，
直至把

直到 Ф400mm 扩孔器扩孔成功。实践证明，当回扩

套管下至钻机推不动，接近岩石层为止，此次穿越

器卡钻时，利用钻机在出钻点与入钻点主钻机配合

下套管长度达 100 多米。极大的保障了导向的顺利

解卡，效果很好，此方法也适用土层、沙层回扩钻具

进行。

被卡的解救。

nR

eg

一节套管处焊装短节，以便与动力头短节相联，利

从第一道岩石扩孔的体验中，认识到针对这样

拖管均不返泥浆，泥浆无法回收处理重复使用，除

的复杂地层，掌式岩石扩孔器工作效率不高，且易

增大泥浆使用成本外，还给本工程带来很大的难度

卡钻，在第二道 Ф550mm 的扩孔时改用国内知名

和风险，这在非开挖长距离穿越中也不多见。导向

品牌的滚刀式岩石扩孔器，为使钻机的大扭矩有效

孔钻进是穿越的关键，为保证导向的成功，采取了

传 送 ， 扩 孔 前 把 孔 内 Ф127mm 钻 杆 置 换 成

以下措施：

Ф140mm 钻杆，此后扩孔速度明显加快，7 月 27 日

U

由于前面所述的地质原因，施工中导向至最后

（1）首先选用国内知名品牌的三牙轮钻头和泥
浆马达；
（2）导向、司钻、泥浆三个方面密切配合，以导
向人员为中心，做好各个方面工作；
（3）因为不返浆，对孔内情况了解甚少，采用多

Ф550mm 扩孔器扩孔结束，紧接着再用 Ф550mm
岩石扩孔器洗孔，8 月 11 日洗孔顺利结束。经过导
向、扩孔、洗孔等工序，对穿越地层有了进一步了
解，为回避风险，提高效率，现场决定对主管线和通
信钢套管进行分孔回拖铺设，形成方案后上报上级

次回抽钻杆，提高泥浆浓度等方法，尽量排除孔内

主管及设计部门，经建设方组织专家论证会论证，

钻屑，将别在土壤与岩石交界面、软硬岩石交界面、

同意分孔回拖方案，按此方案 Ф550mm 孔即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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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铺设 Ф323mm 主管线，然后再打一导向孔回拖

方，回扩、洗孔时泥浆的粘度均大于 60 秒。泥浆的

铺设 Ф121mm 通信钢套管。至此非开挖铺管结束，

正确运用为此工程的顺利完成起了较大的作用。

经试压等检验，管道铺设合格。

7 后记

6 施工中泥浆的应用

对长距离、复杂岩石地层的非开挖铺管工程，
一定要事先做好地质勘查工作，按要求在穿越路由

着导向、扩孔、洗孔、拖管施工的全过程，故人们常

两边布点打好工程钻，取岩芯，搞清楚不同点地质

把泥浆比喻为定向钻穿的血液，在岩石穿越施工过

状况，如遇疑难点，还需增加工程勘查钻孔的密度，

程中更是如此，且用量很大。施工中泥浆将钻孔中

做出详实的岩土工程勘查报告，特别是岩石强度，

岩石置换，这就要求泥浆必须具有足够的携带岩石

溶洞状况，卵砾石分布等，施工前要进行风险评估，

碎屑的能力和流动性，才能将岩屑悬浮并排至孔

制定应急预案，准备好应急工具、设备等，一旦施工

外，保证成孔的完好，拖管的顺畅。泥浆悬浮钻屑的

中出现卡钻、塌孔等问题，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可大

能力越强，粘度则越大，这样流动性也就越差，故一

大降低工程风险，提高工程成功率。

d

泥浆在水平定向钻穿越施工中极为重要，伴随

般情况下泥浆的悬浮性与流动性往往是一对矛盾，

世界人口增加、资源短缺、环境形势险恶，地表
及地表以上空间拥挤之极，当前人类懒以生存的地

的流动加快，但这对泥浆泵要求较高，且也是有限

球表面已不堪重负，世界各国都愈发重视地下空间

度的，如在土层施工，往往会使地面隆起，对钻孔附

的开发和地下工程的施工。中国人口众多，当然也

高，携带量也会下降，所以掌握好泥浆的粘度至关

不例外，而非开挖管线穿越施工就是充分利用地下
空间、
保护环境资源、提高工作效率的好方法。随着
近年来该技术的飞速发展，岩石非开挖穿越施工从

is

重要。

te

近土层扰动较大，再说过粘的泥浆，固相成份含量

re

虽然在施工过程中提高泥浆泵的压强，可促使泥浆

在导向时，配制约 50 秒粘度泥浆，回扩、洗孔

以前的研究性的逐渐面向管线铺设领域发展起来，
在非开挖施工中所占份额逐年提高，岩石非开挖穿

钻孔，这就要求我们所配泥浆粘度更大，流动性也

越技术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在非开挖穿越领

要好，此时我们运用了较先进的正电胶泥浆系统，

域水准的重要方面，对设备质量、人员素质要求高，

尽量制出符合上述要求的泥浆，现场用泥浆比重

极具前瞻性和挑战性，难度大，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计、马氏漏斗粘度计、PH 试纸等测试工具，按要求

这也需要从事非开挖穿越研究、设备制造、施工技

及及时检验所配泥浆，根据检验结果调整泥浆配

术等各方面同仁的不懈努力。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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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携带比导向时量更多，颗粒更大的岩屑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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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bricant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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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1048894116@qq.com
Abstract: The lubricating Performance for drilling fluid become one of the key factors which affect drilling speed
and downhole safety. The thesis recommends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on comparison and evaluation of drilling fluid
lubricant. A series of comparison and evaluation tests have been made to select the most effective materials and get the
optimum combination formula and reasonable lubricant technica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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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钻施工中泥浆在流沙地层的运用
—流沙层风险控制不是个困难的问题
——
包 鑫
渊江苏十方工程设备有限公司袁南京 210036冤
摘

要：
本文以介绍了定向钻穿越流沙层如何控制流沙层施工风险。

re

d

关键词：
水平定向钻、
流沙层、
泥浆、
风险

带能力是指泥浆对砂屑所表现的悬浮输送能力，如

的成孔手段，往往施工方会加大钻机吨位、增加膨

果泥浆没有良好的悬浮性能，停钻时流沙很容易沉

润土或添加剂用量，以期能降低风险，即使这样，仍

淀堆积在孔底，当泥浆泵重新启动时，钻孔压力猛

然没有把握。

te

在目前定向钻施工遇流沙层时，由于缺少有效

增，孔壁或周边地层存在被挤压裂开的可能，引起
漏浆或渗漏；输送能力通常用浆屑比表示，即泥浆

is

笔者参与过流沙层工程的泥浆使用服务，有些

对钻屑的携带比例。笔者对市场现用的数十种膨润

和添加剂选择原则与使用方法、泥浆与设备在工程

土，做了携沙性能的浆屑比对照，其中 Mi-swaco 膨

eg

实践和体会，在风险控制、降低成本增加效率、泥浆

润土在美国制造，它对细沙、粉砂浆屑比值为 1:1，

最大的感受是设备和辅助配套满足条件后，对于工

即用 1 立方米泥浆携带 1 立方米沙；其它膨润土泥

程风险，如何选择性能符合要求的泥浆品种和合适

浆的浆屑比值均为：3～6:1，即用 3 - 6 立方米的膨

nR

风险控制中的相互关系，愿与大家共同探讨。笔者

的泥浆配方，才是解决问题的钥匙。

流沙的“流”是指沙子处于半流体状态，水减小

润土泥浆，有可能携带出 1 立方米流沙；尚不考虑
这类泥浆形成的泥皮对孔道的保护效果。
膨润土作为泥浆基材，它的性能是影响成孔效

之间的水分达到饱和时，沙子会翻滚起来，流动的

果和携带性能的重中之重,笔者对同一品种、不同批

地下水向上流动，产生的力克服了重力，使得沙粒

次的膨润土、不同来源的膨润土十几种样品测试得

更易漂浮；地面的振动增加了浅层地下水的压力，

到一批结果：

U

了沙粒间的摩擦力，沙子变得非常易“流动”。当沙

从而使沙子和淤泥沉积发生液化形成流沙。流沙现

实验条件：膨润土:25g，清水:500ml（pH 值 7.5）

象主要发生在细砂、粉砂及轻亚砂黏土等土层中。

低速搅拌 10min，
高速搅拌 20min。

那么在流沙层中，控制沙层的松散、提高成孔强度、

实验仪器：马氏漏斗、
API 标准筛、范氏低温压

增加成孔泥皮层的胶结性、防易渗透等，就是流沙
层成孔的关键要素。
由此可以看出，对流沙层泥浆配方作用的关键

滤机。
实验目的：检测各膨润土相关参数
用膨润土配泥浆，形成概念上解决流沙层的泥

要点是扣住泥浆的护壁性和携带能力。护壁要保证

浆配方不难；但要能切实保证在钻进时取得持续、

在流沙层和孔道间形成有很好粘附力、强度、韧性

稳定的携沙效果、不塌孔，没有性能好的膨润土和

的泥皮，以阻止流动泥浆对它们的相互影响，防止

有针对性的添加剂那就会是困难的问题了。从表一

沙层吸取泥浆中的水分，造成塌孔和膨胀缩孔。携

可以看出，泥浆粘度越高对穿越工程而言，膨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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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Mi 高效土

滤失量

与 Mi 高效土

比值

ml/30min

比值

3‰

1

5

1

2.13

5%

16.7

13

2.6

61

2.48

5%

16.7

14

2.8

西南土

52

2.9

8%

26.67

106

21.2

5

湖北土

52

2.9

8%

26.67

46

9.2

6

华北土

50

3.02

5%

16.7

22

4.4

7

新疆土 B

48

3.15

9%

30

29

5.8

8

广东土

46

3.28

8%

26.67

23

4.6

9

华东土 B

44

3.43

6%

d

表 1 各膨润土泥浆测试参数
与 Mi 高效土

20

20

4

10

安徽土

43

3.51

11%

36.7

33

6.6

11

新疆土 A

41

3.68

8%

26.67

25

5

12

河南土

37

4.08

9%

30

37

7.4

13

东北土

36

4.19

8%

26.67

25

5

膨润土名称

漏斗粘度 S

1

Mi- 高效膨润土

151

1

2

合资土

71

3

华东土 A

4

含砂量

is

te

比值

re

序号

钠、钙和镁离子。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发现不同

力弱，形成的泥皮无韧性和粘附力，易沉淀失水,降

纯度含量的蒙脱石土，但是在纯度上还是和俄怀明

低机械钻速,诱发沉砂卡钻；泥浆滤失量指泥浆在孔

膨润土差异很大。很多价格低廉的膨润土蒙脱石

径内受压差的作用后,部分水渗入地层,这种现象称

含量很低，或者采用其他粘土矿物如：高岭石、伊

泥浆的失水性能或滤失特性，滤失量越大说明泥浆

利石、海泡石、绿泥石等作为膨润土原料，这些虽

护壁性能差、
携带能力弱。易引起地层坍塌、泥浆沉

属于粘土矿物，但在阳离子交换能力、水化膨胀、

淀、
漏浆、冒浆等风险。

分散、流变性及滤失特性效果和天然钠基蒙脱石

U

nR

eg

需求量就越少；含砂量高会致使泥浆密度升高,携带

笔者在市场看到泥浆产品资料中，对造浆率、
漏斗粘度、旋转粘度计粘度等参数的表述都未说明

性能没有可比性，针对流沙层施工所需要的性能
显然不适合。

基本测试条件 — 膨润土和水用量，这极有可能出

比如：膨润土吸附阳离子的总量，对膨润土的

现资料表述的参数都符合使用要求，而实际使用时

造浆率起很重要的影响：以 100g 膨润土交换的阳

携沙能力弱，孔道易坍塌，因此让用户遇流沙工程

离子当量表示基本交换容量（BEC），各种粘土矿物

时，因为对风险控制没有把握，尽量放弃这类工程，
放弃不掉时，被迫用提高设备规格、过分加大膨润
土和添加剂的用量等治表不治本的办法规避。有效
的办法是选择性能符合的膨润土和添加剂；性能好
的膨润土的基本特点：天然纳基土。最纯的蒙脱石
（膨润土主要粘土成分）产生于初期的沉淀，美国怀
俄明的膨润土蒙脱石含量不低于 85%，基本取代

图 1 粘土矿物的基本置换容量（mg 当量 /100g 干膨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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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换能力如图 1 所示。

功的必要元素。易沉淀说明泥浆护壁能力低，滤失

还必须说及钠化膨润土，这是现在市场使用最

量大，携带能力差。泥浆中的水分易和地层发生水

广泛的膨润土，很多风险的产生也是由它而起。钠

化作用，加速地层膨胀和坍塌，
增加多余钻屑量。

化膨润土是通过钙基膨润土 （非蒙脱石粘土矿物）

泥浆另一个重要性能就是流变性，这个词语被

只 是 简 单 的 添 加 了 一 些 碱 （烧 碱 - 氢 氧 化 钠

很多人提及，但是真正了解的并不多，所谓流变性

(NaOH)、纯碱 - 碳酸钠（Na2CO3），能看到的效果是

是指外力影响较大时泥浆粘度会下降，流动性变

只提高了泥浆表面粘度；而对携砂力、凝胶粘度、护

大，
以增加钻进效率、降低泥浆泵的负荷。在外作用

壁性这三个流沙层风险控制非常重要的性能毫无

减少时粘度会增加，不影响携带能力，不易造成停

帮助，还易发生分离沉淀,也许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

泵和停钻时钻屑沉淀孔径底部。笔者对表 1 的膨润

施工难度，对钻机和泥浆泵及配套设备的寿命影响

土做了塑性粘度及相对、绝对粘度测试；

也很大。

实验目的：检测不同膨润土泥浆各转速值，计

我们看看国内主要使用的膨润土和来自怀俄

算塑性粘度、
动切力、静切力、
绝对粘度。
实验器材：ZNN-D6 六速旋转粘度计、高速搅拌

d

明州 Mi-swaco 高效膨润土之间的区别和对比。
取 Mi-swaco 高效膨润土 14g，华北土 37g，华东

器、量杯、
天枰。

实验步骤：各膨润土 20g 加清水 500ml，高速搅

re

土 A 46g 分别加清水（PH7.5）500ml，低速搅拌 3min,
高速搅拌 10min，配制出粘度均为 60s 的泥浆，之后

拌 30min。

表 2 不同转速值下泥浆的粘度

te

添加细沙 200g，低速搅拌 3min 后的情况，下面相对
应的是静止一小时后的变化情况。

膨润土名称 MI- 高效

U

nR

eg

is

试验参数

膨润土

合资土 A 华东土 A

600r/min

53 Pa.S

34 Pa.S

22 Pa.S

300r/min

42 Pa.S

24 Pa.S

16 Pa.S

200r/min

36 Pa.S

20 Pa.S

14 Pa.S

100r/min

30 Pa.S

15 Pa.S

11 Pa.S

6r/min

18 Pa.S

7 Pa.S

6 Pa.S

3r/min

16 Pa.S

5 Pa.S

5 Pa.S

所有钻进变量都是相互联系的，改变其中任何
一个变量都会影响其它变量。膨润土不能仅仅只保
证工程完成，还要保证抵御所有施工风险，缩短施
工周期和设备损耗。
再者添加剂的使用。笔者与很多客户做过现场
沟通，得到的印象是对添加剂性能和效果了解不

图 2 不同泥浆性能对比分析

够，转而关注添加剂的价格，而没有感觉到适合的

我们可以发现膨润土性能的差别明显 A：未发

添加剂，对一个风险难以控制的工程而言，能起到

生任何沉淀，砂屑均匀 B：泥水分离，砂屑大部分沉

“救心丸”的效果；在流沙层加了合适的添加剂，不

淀。C，泥水严重分离，砂屑严重沉淀。实验证明：
衡

仅可以提高施工的进度，还可以降低不同的施工风

量一种泥浆的适用性不仅能仅仅看泥浆粘度，尤为

险，这里主要指降低泥浆滤失量、提高成孔稳定性

不能忽略的是包裹携带能力和护壁性，这是确保成

和泥皮强度与韧性，保持管径畅通，无漏浆冒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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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返浆一致。还可以减少膨润土消耗及资源的浪
费，缩小施工成本。目前市场添加剂功效的说法比
较混乱，满足以上功能 的 主要有 羧甲 基纤维 素
（CMC），聚丙烯酰胺（PAM），正电胶等，这些都是在
石油钻井中所经常使用的，在定向钻施工中虽有一
定的作用，但不是最理想的，不具有专业的针对性，
石油钻井面对的以岩石为主，而非开挖定向钻则以
土、砂居多，定向钻施工中还要更多的考虑泥浆的
润滑性和流变性。流沙层如果选择了不适合的添加
剂，将会造成孔径坍塌和缩径等现象致使出入土点
图 4 出土点返浆情况

返浆不一致，甚至不返浆和地表冒浆等危害性。值
得注意的是选用添加剂要充分了解所使用的膨润

共用时不足 16 小时。

土参数及成分，不是所有添加剂都可以在任何膨润

d

无数成功和失败的定向钻施工经历反复的说

土泥浆中发挥作用。

明了以下条律：

（1）
“好泥浆”并不仅仅是粘度；

工程位于南京市鼓楼区中山北路与大桥南路

（2）流沙工程中采用“大排量”、
“ 高泵压”、
“多

re

下面是一个流沙层合理使用泥浆的实际案例。
交叉口，距离长江仅两公里，工程分为五扩一洗两
沙、粉砂）为主，根据现场采样测试：地层含砂量
卵石）。

（3）不论是流沙层还是其它地层，一定要有“活

孔”的概念，保持孔径畅通、稳定，钻屑和泥浆可以
自由流动环形空间，还可以发挥钻机的最大性能，

is

78%，含水率 16% ，土质 4%，其他杂质 2%（小颗粒

te

托。根据现场地层调查，发现层位主要以流沙（细

加”膨润土等手段比较盲目，不能有效降低风险；

拉管会变的无风险和容易，完成更多的工作量，可

3

eg

泥 浆 方 案 ： 用 PH > 7.5 的 清 水 ，1m 水 加

以获得更大利润。

25-30kgMi-swaco 高效膨润土,0.3kg，
Mi-swaco 的添

（4）没有相同的地层，就没有相同的泥浆配方。

加剂：白金派克 （泥浆粘度为＞60S）。穿越长度

任何泥浆配方都应根据地层、施工要求，结合设备、

80m，回扩至 Φ1100mm，钻屑量：约 75m ，管径距离

工具等一系列因素考虑到合适，不能简单的依葫芦

地仅约 2～4m。

画瓢。

nR

3

从图可以看到，返出的砂屑和泥浆形成的携带

U

环，砂屑均匀的被泥浆所包裹，清理和携带能力充

（5）科学使用膨润土及添加剂，不可以滥用和
混用及不用，对工程来说是增加风险、增加成本。

分；两边返浆一致，管径非常畅通，未发生任何塌孔

（6） 使用质量好的膨润土和添加剂不是成本

及漏失情况，也就是常说的形成了“活孔”，工程总

增长、而是成本的下降。对工程而言可以说是事半
功倍。
以上是笔者在实际工作中的拙见，愿与行业内
的同仁们进行交流，帮助定向钻业在规避工程风
险、提高效益出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 H.C.H.达利，G.R.格雷著，钻井液和完井液的组
成与性能，
石油工业出版社 1994
[2] Randy Robert，水平定向钻施工研究 -- 建立“活

图 3 入土点返浆情况

孔”，
减少工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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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测量大口径 HDD 环空泥浆固结特性新方法的研究
祝 赫 解经宇 张 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水平定向钻进(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简称 HDD)是采用安装于地表的钻孔设备。对于大

直径管道来说，
工程竣工后在钻孔和管道之间要留下 300mm~400mm 的环状间隙。要对泥浆固结后进行应
力应变的分析，
前提是要知道环空泥浆的固结时间。而传统测量环空泥浆的固结时间的方法存在着很多问
题与缺陷，这也导致了时间检测上面误差较大，从而耽误了研究泥浆固结后受力分析的最佳时间。因此，弄
清泥浆固结时间的变化规律非常必要，而目前国内在判定泥浆固结时间的方法上仍处于空白阶段。针对这

d

一状况，本人设计采用两种方法进行固结时间的判定，通过湿度传感器测量环空泥浆间隙的水蒸气含量进
行泥浆固结时间的判定。

te

1 引言

re

关键词：
水平定向钻进、环空泥浆、
固结时间、
研究

结时间的变化规律非常必要，而目前国内在判定泥
浆固结时间的方法上仍处于空白阶段。

is

水平定向钻进(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简

2 试验原理

地面的较小的入射角钻入地层形成先导孔，然后将

2.1 设计原理

eg

称 HDD)是采用安装于地表的钻孔设备，以相对于

先导孔扩径至所需的直径大小，然后采用钻机回拖
牵引的方法将管道（线）铺装入钻孔的一项技术。对

nR

于大直径管道来说，工程竣工后在钻孔和管道之间

水是一种极强的电解质。水分子有较大的电偶
极矩，在氢原子附近有极大的正电场，因而它有很
大的电子亲和力，使得水分子易吸附在固体表面并
渗透到固体内部。利用水分子这一特性制成的湿度

石油钻井工业，经演变之后目前广泛应用于油气管

传感器称为水分子亲和力型传感器。而把与水分子

道和市政管道的建设。

亲和力无关的湿度传感器称为非水分子亲和力型

U

要留下 300mm~400mm 的环状间隙。该技术起源于

水平定向钻进技术（HDD）已经成为油气管道

传感器。在现代工业上使用的湿度传感器大多是水

和市政管道建设中必不可少的关键技术。但无论是

分子亲和力型传感器，它们将湿度的变化转换为阻

市政管道还是油气管道的铺设，预扩孔直径都要达

抗或电容值的变化后输出。湿敏电阻的特点是在基

到穿越管段直径的 1.2~1.5 倍，钻孔和管道之间的

片上覆盖一层用感湿材料制成的膜，当环空间隙中

泥浆固结后会形成环状空隙，对于河堤的穿越，环

的水蒸气吸附在感湿膜上时，元件的电阻率和电阻

状空隙的存在会影响河堤的安全性，为防洪带来隐

值都发生变化，利用这一特性即可测量湿度。传感

患。要对泥浆固结后进行应力应变的分析，前提是

器的湿敏电容一般是用高分子薄膜电容制成的，常

要知道环空泥浆的固结时间。而传统测量环空泥浆

用的高分子材料有聚苯乙烯、聚酰亚胺、酪酸醋酸

的固结时间的方法存在着很多问题与缺陷，这也导

纤维等。当环境湿度发生改变时，湿敏电容的介电

致了时间检测上面误差较大，从而耽误了研究泥浆

常数发生变化，使其电容量也发生变化，其电容变

固结后受力分析的最佳时间。泥浆固结强度不够的

化量与相对湿度成正比。

话, 可能因变形过大而出现问题。因此，弄清泥浆固

当饱和土受压后，其附加压力由有效压力和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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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水压力共同分担，分担的情况随时间而变化。最

附在氯化锂电湿敏元件的感湿膜上，此时元件的电

初，由于土中孔隙水不能及时排出，附加压力几乎

阻率和电阻值都发生变化，这样就可以将湿度的变

全由孔隙水压力承担，产生超静水压力水头。孔隙

化转换为阻抗或电容值的变化后输出。传感器的输

水在此水头作用下由孔隙中排出，土骨架受压缩，

出端设在地面上，人们通过转换后的数值变化就可

附加压力逐渐转移到骨架上，有效压力逐渐加大，

以知道环空泥浆间隙的湿度，从而得知环空泥浆的

而孔隙水压力逐渐减小，最后附加压力全部由有效

固结时间。

压力承担，土的压缩过程就结束。这整个过程，即称

3 试验方法

固结。故固结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孔隙水压力消散的

3.1 试样制备

过程，土固结的快慢取决于土中水排出的速度。

将泥浆含水量控制在浮限，即悬浮液态与粘滞

2.2 工作原理

液态之间的界限含水量，这里取相应液限含水量的

此传感器的湿敏电阻采用氯化锂电湿敏元件，

2.0～2.5 倍，
以避免离析现象的发生。本试验选用的

其它成分有关。将此传感器放置于环空间隙，当环

土料物理性质指标见表 1。

空间隙内的水蒸气密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水蒸气吸

3.2 施加渗压

re

d

氯化锂元件的测量范围与湿敏层的氯化锂浓度及

表 1 土的物理性质

塑限 Wp（%） 液限 WL（%）

粘土 2

31.6

49.2

0

0.1-0.05mm

0.05-0.005mm

<0.005mm

<0.001mm

5.0

25.5

69.5

42.5

is

2-0.1mm

te

颗粒含量（%）

土类

8cm 时，通过侧壁传感器测得此时的孔隙水压力分

满水，
盖好盖板。打开盖板上的排水孔，调整压力传

布。固结完成之后，将底部传感器导管向上贯穿到

感器的初读数，关闭盖板上的排水（注水）孔，施加

试样中，测得相应位置孔压值，直到传感器顶部到

水压力，记录压力传感器读数，最后打开底板上的

达试样顶部为止。

nR

eg

试样制备好后，固结仪中沉积物以上的空间充

渗流出水孔，
渗压固结试验开始。
试验施加的渗压为 50kPa。

的分布如图 1 所示。

U

3.3 量测过程

稳定状态时，试验得到孔隙水压力沿相对深度

固结期间，每间隔一定时间量测相应的试样变
形值。当达到稳定状态时，测定孔隙水压力分布和
试样含水量的分布。

4 试验结果
4.1 孔隙水压力分布
试样制备之前，将孔隙水压力传感器与固结仪
的底板和侧壁连接，底板处传感器导管端部位于透
水石上的滤纸处。侧壁处传感器的位置分别位于距
底部 2cm、4cm、6cm 和 8cm 处。施加恒定水压之后，

图 1 孔压沿深度分布曲线

4.2 含水量分布
测量孔隙水压力后，释放水箱中的压力，打开

打开开关之前，底部传感器的输出值为所施加的恒

固结仪盖板上的注水排气孔，迅速移去盖板，将取

定水压力数值。固结进行过程中，当试样厚度为

样管竖直插入土层然后拔出，用推进活塞将圆柱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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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薄层土样从取样管推出，将土样按一定厚度切

面距离远，且传感器与地面监控装置需用导线连

片，
测量土样中含水量的分布。

接，故不易下放和固定。

含水量沿深度分布曲线如图 2 所示。

（2） 在管道回拖的过程中容易对传感器造成
损伤。

4 结论
为确定大口径 HDD 环空泥浆固结时间，设计
渗压固结试验，介绍了该试验装置、试验方法，并对
试验结果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HDD 是管道穿越施工的一项高新技术，目
前在我国大型长输管道工程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

图 2 含水量沿深度分布曲线

用，攻克了很多管道工程项目的控制性工程。但国

比与含水量的关系，确定出试样中孔隙比的分布情

内外研究人员对环状空间内混合泥浆的变化规律

况，
如图 3 所示。

这一重要领域的研究非常缺乏。

d

由于试样自始至终均处于饱和状态，根据孔隙

re

（2）通过渗压固结试验，得到孔隙水压力、孔隙
比、含水量沿深度非线性分布的关系曲线，直观地

te

描述了有限应变固结特性。
（3）采用测量仪法判定大口径 HDD 环空泥浆

固结时间可以很方便的测出环空间隙的湿度，省

is

时省力，而且大大提高了计算固结时间的准确性，
耗电少，分辨率高，适用于长期监测。但不易下放

eg

图 3 孔隙比沿深度分布曲线

先收集国内外的相关资料，然后进行环空泥浆

和固定，且在管道回拖的过程中容易对传感器造
成损伤。
（4）如何揭示管道和钻孔孔壁之间的环空间参

到环空间隙内湿度的变化曲线，根据变化曲线选取

数，对评价工程潜在危害和影响性至关重要，而固

合适的氯化锂电湿敏元件作为湿敏电阻。然后开始

结时间是研究其固结变化规律的一个很重要的参

制作湿度传感器，传感器制作并调试完毕后，用导

考量，因此具有重要工程实际意义和科学价值。

nR

的相关试验，通过实验数据进行分析计算，从而得

杆将其镶嵌住，送至环空间隙，到达目的地后将导
参考文献：

备，
从而可以通过传感器进行对湿度的监控。

[1] 马保松. 非开挖工程学[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

U

杆取回。由导线连接地下传感器与地面的监控设
2.4 可行性分析

该测量方法的优点是：
（1）可以很方便的测出环空间隙的湿度，省时
省力，而且大大提高了计算固结时间的准确性，耗
电少，又节约了能源。
（2） 传感器的湿敏电阻采用耐用材料制成，可
长期埋设在样地中，耗电少，分辨率高，适用于长期
监测。
该测量方法的缺点是：
（1）尽管测量仪的体积小，但是由于管道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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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New Survey Method of the Solidification Time of
Mud in Annular Heavy-caliber Space in the Process of HDD

is

te

Zhe He Xie Jingyu Zhang Wei
(College of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U

nR

eg

Abstract: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HDD for short) is a drilling process depending on the machine installed
on the ground, and 300mm ～400mm annular clearance is left between drilling and pipeline when the engineering
project is completed. We analyze on the stress change after mud solidification on the premise that the solidification
time of mud in annular caliber space is known. There was many problems and defects using traditional survey method
of the solidification time of mud in annular caliber space, and it brings larger error of time monitoring. The best time is
delayed on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the force after mud solidification.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change law of the
solidification time of mud fully is necessary. The judgment method of the solidification time of mud is in blank spot In
the domestic at present. Considering this, The two judgment methods of the solidification time of mud are designed by
myself.To make a survey meter and the solidification time of mud is judged by measuring water vapor content in
annular caliber space using a humidity sensor.
Keywords: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Mud in Annular Space, Solidification Tim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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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液润滑材料性能对比评价研究
祝 赫

解经宇 张 伟 甄丹丹

(中国地质大学工程学院袁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钻井液润滑性能是影响钻井速度和井下安全的关键因素之一。本论文介绍了钻井液润滑材料

对比评价实验仪器及方法，对钻井液体系中常用润滑材料的性能进行对比试验分析，选择效果最好的润滑
剂品种和最优的复配方案,制定合理的配套润滑技术措施。

d

关键词：
钻井液、
润滑、
对比评价、研究

600r/min, 待读值稳定后读取读数（记录为 Φ600）并

re

1 引言

记录。把转速调至 300r/min, 待稳定后读取读数（记

钻井液润滑技术伴随钻井技术而发展。钻井液
剂两方面来实现。目前，对各类润滑材料的作用规

10 秒钟后，在 3r/min 下读取并记录最大读值。再在
600r/min 下搅拌 10 秒钟，静置 10 分钟后读取并记
录最大读值。钻井液的塑性粘度 滋PV=Φ600 -Φ300。钻

is

律没有开展系统研究，对单剂加量和复配加量缺乏

录为 Φ300）并记录。600r/min 下搅拌 10 秒钟，静置

te

润滑技术主要由体系润滑能力和添加润滑性改进

正确认识，不掌握最优的使用方法，使润滑剂的使
成不必要的浪费。

2.1 实验仪器

nR

2 实验仪器及方法

eg

用带有盲目性，不能得到最佳的润滑效果，同时造

实验仪器有密度计、
ZNN-DH4 型旋转粘度计、
定仪等。
2.2 实验方法

U

失水仪、GGS71-A 型高温高压滤失仪、摩阻系数测

井液的表观粘度 滋AV=Φ600/2。钻井液动切力 子d=0.511
(2Φ300-Φ600) 。
（3）API 滤失量测定。采用失水仪。检查仪器
后，关闭减压阀，调节调压器，使压力在 30 秒内升
至 690±35kPa。从开始加压时开始计时。实验进行
30 分钟，待实验结束时记录滤液的体积。关掉调压
器的通路，打开减压阀，记下滤液液体体积，以 cm3
为单位，读数精确到 0.1 cm3，作为 API 的滤失量，并
记录此时的温度，单位为℃。从框架取下容器之前，
首先要检查压力是否完全泄压。将滤纸小心取下，

（1）钻井液密度测量。使用密度计。用清水校正

尽量保持滤饼的完整性。拆开泥浆盒，清除掉泥浆

密度计游码读数为 1.00。卸开平衡柱，平衡柱内加

后，用清水小心冲洗滤纸上的滤饼。测量滤饼的厚

入铅粒，使其游码读数为 1。装入待测泥浆，该泥浆

度，
精确到 0.1mm。

的密度为加铅粒后测量泥浆时的游码读数与调整
密度计时加铅粒后游码读数的差值之和。

（4）高温高压滤失量。采用 GGS71-A 型高温高
压滤失仪。把温度计插入钻井液压滤器外加套的插

（2）钻井液流变性测量。采用 ZNN-DH4 型旋转

孔中，预热至略高于所需温度。用高温搅拌器将待

粘度计。钻井液的流变性主要包括钻井液的表观粘

测钻井液高速搅拌 1 分钟后，装好滤纸，将钻井液

度，塑性粘度以及动切力测定。所用仪器为

倒入容器中，使钻井液液面距顶部约 13mm，盖好杯

ZNN-DH4 型旋转粘度计。将待测泥浆倒入样品杯

盖。将上、下两个阀杆关紧，并放入加热套中，把另

后放置在仪器的样品杯托架上，调节高度使泥浆液

一只温度计插入钻井液容器上部温度计的插孔中。

面正好在转筒的测量线处。将粘度计的转速调到

连接到气源管线，分别把顶部和底部压力调节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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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kPa(API 标准)，
打开顶部阀杆，维持压力直到所

的 比 值 ， 即 ： 泥 饼 摩 阻 系 数

需的温度稳定为止，样品总加热时间不能超过 1 小
时。试样到达规定温度 后 ，将顶部 压 力调节至

扭矩×1.5×4.448/0.113 = 扭矩×8.45×10-3。
3.14×500×4.448

4704kPa(API 标准)。打开底部阀杆并记时，收集 30

3 各类润滑剂润滑性能对比评价

分钟的滤出液。记录 30 分钟收集的滤液体积(单位

室 内 对 冀 中 地 区 常 用 润 滑 剂 RH-8501、

为 mL)、
压力(单位为 kPa)、温度和时间。滤液体积应

RT-9501、RH-1、
BRH-1、极压润滑剂、石墨进行评

被校正成过滤面积为 4580mm2 时的滤液体积。如果

价。基浆采用常用的黑色正电胶聚合物方案，配方

所用滤失仪的过滤面积为 2258mm2，则将所得结果

如下：清水 +5.0%膨润土 +0.3%KPAM+1.0%NPAN

乘以 2 即得高温高压滤失量。

+1.0% SMP-1+1.0%FT-103 +0.3%BPS。在基浆中按

（5）摩阻系数测定。采用摩阻系数测定仪。在钻

不同加量（0.5%、1.0%、
1.5%）加入以上各种润滑剂，

井液杯滤网上放好滤纸，橡胶垫圈以及聚四氟乙烯

测定钻井液的摩阻系数，
试验结果如下：

垫圈，并将提放环拧紧到垫圈上。将阀杆拧紧在钻

3.1 各种润滑剂在不同加量下的摩阻系数

井液杯底部的中心孔，并向钻井液杯内倒入试样至

d

测量各种润滑剂在不同加量下的 45min 摩阻

主刻线。将钻井液杯放到支架板上，并使杯底四个

系数见表 1，
摩阻系数降低率列入表 2。

re

销钉插入支架上的圆孔中。将粘附盘从钻井液杯盖

表 1 各种润滑剂在不同加量下的摩阻系数

的里面穿过盖子中心带有垫圈的中心孔。把钻井液
杯盖上紧到钻井液杯上。将另一阀杆拧在钻井液杯

加量

1.0%

1.5%

RH-8501

0.075

0.060

0.055

RH-1

0.085

0.070

0.060

RT-9051

0.145

0.125

0.105

BRH-1

0.070

0.055

0.040

石墨

0.130

0.090

0.085

间。本文中实验要求滤失时间为 45 分钟。用力压下

极压润滑剂

0.070

0.060

0.035

粘附盘杆，使粘附盘粘附到泥饼上。用粘附盘粘住

基浆

插上插销。用高压软管把气瓶和减压阀连起来。在

名称

is

钻井液杯的下方放一个量筒，并反时针转动阀杆

te

0.5%

盖的上方孔内并上紧。在阀杆的顶端装上减压阀，

1/4 圈，打开阀门。拧紧调压器把手进行加压，使压

eg

力表读数达到 3.44MPa。反时针转动钻井液杯上方
阀杆 1/4 圈，打开阀门，并记录开始时间。当泥饼厚

nR

度或滤液体积达到要求后，记录滤液体积和滤失时

5min 或更长时间，并将套筒放于扭矩扳手上，调整

U

扭矩扳手下的刻度盘至零值。将扭矩扳手套筒套在

0.185

表 2 各种润滑剂在不同加量下的摩阻系数降低率

粘附盘杆的六角形顶端。用一只手把压杆卡住在支
架的两个立柱间，用另一只手转动扭矩扳手。记录

=

加量
名称

0.5%

1.0%

1.5%

扭矩扳手刻度盘的最大读数。松开调压器调节螺

RH-8501

59.46

67.57

70.27

钉，打开放气阀，排除钻井液杯内的气体，抽出锁紧

RH-1

54.05

62.16

67.57

RT-9051

21.62

32.43

43.24

粘附盘并擦干。摩阻系数计算公式如下：将扭矩（N·

BRH-1

62.16

70.27

78.37

m）换算成滑动力（N）：当粘附直径为 5.08cm 时，滑

石墨

29.73

51.35

54.05

动 力 N= 扭 矩 × 1.5×4.448 ； 当 粘 附 盘 面 积 为
0.113

极压润滑剂

62.16

67.57

81.08

2
20.26cm（3.14
in2）时，粘附盘上的差动力 N’=3.14×

将以上各种润滑剂降摩阻效果对比试验结果

销，并取下加压装置。卸开盖子，倒出钻井液，卸开
提放环，取下泥饼和滤纸，并卸下阀杆。清理仪器及

500×4.448；泥饼摩阻系数即滑动力 N 与差动力 N’

整理成图，
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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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加入各种润滑剂对钻井液常规性能的影响
表 3 至表 8 列出了加入不同润滑剂对钻井液
常规性能的影响。
表中，籽 代表钻井液密度，单位 g/cm3；
滋AV 代表
钻井液表观粘度，单位 mPa·s；
滋PV 代表钻井液塑性
粘度，
单位 mPa·s(下同)
从以上结果看出：各种润滑剂在不同加量下
对基浆的 API 滤失量、高温高压滤失量、流变性影
响均不大，说明这几种润滑剂与钻井液的配伍性
良好。
图 1 各种润滑剂降摩阻效果对比

4 结论

从上图可以看出：相同加量下极压润滑剂降摩

在室内基浆中，极压润滑剂降摩阻效果最好，

d

阻 效 果 最 好 ，BRH-1、RH-1、RH-8501 次 之 ,

re

BRH-1、RH-1、RH-8501 次之, RT-9501 最差。各种

RT-9501 最差。

表 3 加入 RH-8501 后的常规性能
加量

籽/(g/cm3)

滋AV/(mPa·s)

滋PV/(mPa·s)

基浆

1.05

10.5

0.5%

1.05

11.5

1.0%

1.05

11.5

1.5%

1.05

11.5

2.0%

1.05

10.0

0.5

10.0

17.0

11.0

0.5

10.5

22.0

10.0

1.5

11.0

20.0

11.0

0.5

10.5

18.0

10.5

0.5

10.5

19.0

is

te

API 滤失量 /(mL)

eg
11.0

高温高压

动切力 /(Pa)

滤失量 /(mL)

高温高压

加量

籽/(g/cm3)

滋AV/(mPa·s)

滋PV/(mPa·s)

动切力 /(Pa)

API 滤失量 /(mL)

基浆

1.05

10.5

10.0

0.5

10.0

17.0

0.5%

U

nR

表 4 加入 RH-9051 后的常规性能

1.05

13.5

13.0

0.5

10.5

17.0

1.05

11.5

11.0

0.5

10.5

17.0

1.05

10.5

10.0

0.5

10.5

17.0

1.05

11.5

11.0

0.5

10.5

17.0

1.0%
1.5%
2.0%

滤失量 /(mL)

表 5 加入 RH-1 后的常规性能
高温高压

加量

籽/(g/cm3)

滋AV/(mPa·s)

滋PV/(mPa·s)

动切力 /(Pa)

API 滤失量 /(mL)

基浆

1.05

10.5

10.0

0.5

10.0

17.0

0.5%

1.05

23.0

22.0

3.5

11.0

16.0

1.0%

1.05

23.0

20.0

3.0

11.0

16.0

1.5%

1.05

23.0

20.0

3.0

11.0

16.0

2.0%

1.05

23.0

20.0

3.0

11.0

21.0

滤失量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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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加入 HC-103 后的常规性能
高温高压

加量

籽/(g/cm3)

滋AV/(mPa·s)

滋PV/(mPa·s)

动切力 /(Pa)

API 滤失量 /(mL)

基浆

1.05

10.0

10.5

10.0

0.5

17.0

0.5%

1.05

11.0

10.5

10.0

0.5

19.0

1.0%

1.05

11.0

10.0

10.0

0

19.0

1.5%

1.05

11.0

10.0

10.0

0

19.0

2.0%

1.05

11.0

11.5

11.0

0.5

19.0

滤失量 /(mL)

表 7 加入石墨后的常规性能
滋AV/(mPa·s)

滋PV/(mPa·s)

动切力 /(Pa)

API 滤失量 /(mL)

基浆

1.05

10.0

11.0

11.0

0.5

17.0

0.5%

1.05

10.5

11.0

10.0

0

19.0

1.0%

1.05

11.0

10.5

10.0

0.5

19.0

1.5%

1.05

11.0

10.5

10.0

0.5

19.0

2.0%

1.05

11.0

10.5

10.0

0.5

19.0

te

re

籽/(g/cm3)

d

高温高压

加量

滤失量 /(mL)

滋AV/(mPa·s)

基浆

1.05

10.0

0.5%

1.05

1.0%

1.05

1.5%

1.05

2.0%

1.05

动切力 /(Pa)

API 滤失量 /(mL)

10.5

10.0

0.5

17.0

10.5

22.0

19.0

3.0

16.0

10.5

22.5

19.5

3.0

16.0

10.5

23.0

20.0

3.0

16.0

10.5

23.0

20.0

3.0

18.0

润滑剂对基浆的 API 滤失量、高温高压滤失量、流

U

变性影响均不大，说明这几种润滑剂与钻井液的配
伍性良好。

高温高压

滋PV/(mPa·s)

eg

籽/(g/cm3)

nR

加量

is

表 8 加入 BRH-1 后的常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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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失量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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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定向穿越泥浆净化回收系统的重要作用
来博士
渊唐山冠能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袁河北唐山冤
摘

要：
本文阐释了现阶段水平定向穿越泥浆回收系统原理，方法以及使用，是现阶段广大用户在施工

过程需要多加以重视的。

d

关键词：
水平定向钻进、泥浆回收、
泥浆净化、
固控系统

上式即为 Stokes 定律，这一定律是分析沉淀

题，
水平定向穿越泥浆回收是业主对施工的首要要

池、水力旋流器和离心机等凡利用重力场进行分离

求，因此水平定向穿越施工单位纷纷购置泥浆固相

的基本公式。

控制设备，将废泥浆固相分离后再利用，取得了可

1.2 国内水平定向穿越泥浆固控的常用方法
水平定向穿越在国内乃至世界发展的时间不

长，
在钻孔和泥浆方面没有自己的完善体系，目前

is

固控系统的大发展，选择配套过程中能够更好地结

te

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国内水平定向穿越泥浆

re

水平定向穿越固控设备。环保是个敏感的话

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油田的工艺体系改进后吸收应

杂结构处理要求，
优化建议。

用。在国内水平定向穿越泥浆的固相分离方法与

eg

合自身需要设计不同方案，满足不同钻机及地质复

1 穿越泥浆固控原理和常用方法

水平定向穿越所谓泥浆固相控制（通常简称固

油田有些类似，主要有稀释、沉淀和机械清除三种
方法。
（1）稀释：
将穿越返出的泥浆回收到泥浆罐中，然后加入

和技术方法。通过固控技术以清除泥浆中的有害固

水、钠土和添加剂调配到穿越所需的泥浆性能，达

体，保留有用固相，满足穿越工艺对泥浆性能的要

到降低泥浆固含的目的。优点：方法简单，成本低；

求。水平定向穿越泥浆中的有害固相主要是指对设

缺点：固相清除不彻底。

U

nR

控）工艺就是对泥浆中的固体颗粒进行控制的原理

备磨损、影响泥浆流变性能的钻屑。
1.2 水平定向穿越固液分离的基本原理

（2）沉淀：
在穿越出、入土点各挖一个泥浆池或更多，将

水平定向穿越固相分离遵循斯托克司定理，该

返浆导入池内，经过一定时间的自然沉降后，抽取

定律阐明了球形小颗粒在液体中自由沉降的数学

上层液相进入泥浆循环，抛去底层的固相。优点：
操

关系。

作简单，成本低，能耗少；缺点：场地占用大，沉降分

V=g(籽S-ρ)d2/18浊

离速度慢，并且底层的固相难以清除，此类方法现

式中：V——
—颗粒沉降速度，cm/s；
3

d——
—颗粒直径，g/cm

（3）机械清除：

g——
—重力加速度，981cm/s ；
2

浊——
—液体粘度，cP

已不适用也不符合环保要求。

籽S——
—颗粒密度，g/cm ；
3

籽——
—液体密度,g/cm3。

就是采用固相控制系统分离固相的方法。所谓
固控系统，是指振动筛、除砂器、除泥器、微型除泥
器以及除砂清洁器、除泥清洁器或泥浆清洁器、离
心机及循环大罐等，即根据固相控制的要求，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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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套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以机械清除最有效、

型的，随钻机进口时配套的；国产的主要是大型的，

最经济。

是根据用户需要配制的。无论是国产的还是进口

采用固相控制体系进行水平定向穿越泥浆回

的，系统的选择主要根据以下原则：

收是主要的、
常用的方法。但在大型穿越施工中，
经

（1）需要清除或抑制的颗粒类型和尺寸；

常在不知不觉也用到了前面的 2 种方法。

（2）穿越需要维护的泥浆的质量；
（3）钻机能力的大小、
固相清除速率及循环速率；

2 固相控制系统在穿越中的应用

（4）设计理念及要求上是否符合环保及人性化

目前国内使用的水平定向穿越泥浆固控回收

要求考虑。

系统由国产和进口各占半壁江山，进口的主要是小

U

nR

eg

is

te

re

d

详情请登录：www.tsgnjx.com。

图 1 唐山冠能固控系统（处理量为 200m3，
最大处理量 240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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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非开挖施工中钻孔塌孔的原因、
预防与处理
刘德强
渊西安秦华天然气有限公司冤
摘

要：
随着非开挖技术的日趋成熟，非开挖施工越来越被广泛的应用于各种基础建设中，本文简要阐

述了非开挖施工中最常出现的塌孔事故的原因、
塌孔的预防与泥浆类型选择，
以及塌孔的处理办法。

d

关键词：
非开挖、
塌孔、
泥浆、
处理

塌孔，是现阶段非开挖施工中最常见的事故。

孔壁，
带动泥浆冲蚀孔壁。

导向孔上部地层漏失，地层压力释放，孔内泥

re

施工中如果出现泥浆粘度、密度增大；岩屑、含砂量
增多；扭矩、切力加大；回拖钻杆受阻等现象，这就
管道抱死、
工程施工失败。

泥浆液流动，长时间浸泡冲蚀孔壁，降低土层

te

说明钻孔孔壁不稳定。继而会导致孔壁坍塌、回拖

浆液柱压力降低，导致塌孔。
内聚力和内摩擦角。内摩擦角在力学上可以理解为
块体在斜面上的临界自稳角，在这个角度内，块体

is

1 塌孔的原因

是稳定的；大于这个角度，块体就会产生滑动。
子=c+tan渍,即摩尔剪切理论，c 即为内聚力，渍 为内摩

1.1 地质因素

eg

非开挖施工的地层主要是在第四纪沉积层，第
四纪沉积物是由地壳的岩石风化后，在风、地表流

擦角，子 为摩擦力。

2 塌孔的预防与泥浆选择

砂层、杂填土层、卵砾石层、淤泥等地层均为不稳

2.1 塌孔的预防

定地层，当泥浆压力不能平衡地层压力时，就会发

塌孔的预防措施应首先满足两个条件：泥浆液
柱压力≧岩土孔隙压力；尽量减少水渗入岩土或孔

nR

水、湖泊、海洋等地质作用下形成的松散沉积物。

生塌孔。

U

土层被钻具钻开时，孔壁被挤压产生的应力与
泥浆液柱压力产生压差，当压差大于岩土屈服强度
时就会产生剥落、掉块和坍塌，泥浆浸泡下这些现
象更加严重。

壁四周的水渗出。
对于地质因素造成的塌孔预防措施有：
（1）增
大泥浆密度，提高泥浆液柱压力以平衡地层压力；
（2）使用较大动塑比值的泥浆来保护孔壁。在钻井

当钻孔所在地层中含有泥页岩时，由于泥页岩

液工艺中，常用动切力与塑性粘度的比值（简称动

具有独特分层特性及高粘土含量，泥页岩水化一方

塑比）表示剪切稀释性的强弱，动塑比值越大，剪切

面造成力学强度降低，另一方面由于产生水化膨胀

稀释性越强，为了能够在高剪率下有效地破岩和在

压而诱发或加剧孔壁受力不平衡，泥页岩水化膨胀

低剪率下有效地携带岩屑，要求钻井液具有较高的

和裂解造成塌孔。

动塑比。一般 情况下将动 塑比控 制在

1.2 物理因素

0.36~0.48Pa/mPs 是比较适宜的。

扩孔速度过快，泥浆泵压力过大，钻孔内泥浆
液柱压力骤增。
导向孔曲率半径过小，钻杆或扩孔器旋转挤压

对于物理因素造成的塌孔预防措施有：
（1）开
泵避免过快，让钻杆尽量保持在恒定张力下工作，
以避免液柱压力骤增以及钻具对孔壁的猛烈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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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
有效预防塌孔。

孔程序，以避免因导向孔曲率过大引起的钻具回转

3 塌孔处理

挤压孔壁；
（3）合理控制泥浆密度和流变性能，使泥
浆具有一定的液柱压力，保持泥浆的低返速，呈平

当塌孔不严重时，适当增大泥浆密度，减少失

板流型的状态。泥浆在钻孔中流型有三种，絮流、
层

水，小排量循环，使泥浆呈平板型层流或塞流，将塌

流和平板型流，层流具有环空断面上流速分布不均

块和岩屑带出。当塌块尺寸较大时，选择高切力、高

呈尖峰型，中间流速快而钻杆与孔壁间流速慢的特

黏度泥浆，保持泥浆在环形空间层流状态下，适当

点，因此层流不利于携带泥屑但利于孔壁稳定，絮

加大冲洗排量，
以便将大塌块带出。

流时，泥浆流速均匀，孔内净化好但孔壁冲刷作用

4 结束语

大，不利于孔壁的泥皮形成，平板型流具有絮流与

总的来说，为了更好的提高施工成功率，降低

途径是，使层流中心部分的流速相等，即剪切速率

施工成本，更加有效的预防塌孔事故，在定向钻施

为零；
（4）提高钻进速度，减少泥浆浸泡冲蚀时间，

工前应做好以下几点：
（1） 施工点地层地质详细勘

同时保持泥浆均匀、性能稳定，严禁出现泥浆性能

察；
（2）优化设计导向轨迹；
（3）针对穿越地层科学

大幅度变化的情况。

配制泥浆；
（4）合理选择钻机、钻具；
（5）耐心操作，

2.2 泥浆选择

精心施工。

re

d

层流的优点，克服了各自的不足。实现平板型流的

配制泥浆应适当降低失水量，减少渗入孔壁的

参考文献：

te

水 分 ， 适 当 增 大 泥 浆 滤 液 黏 度 ，pH 值 控 制 在

[1] 黄光明 《泥浆性能对定向钻进铺管孔壁稳定性

8.5~9.5。

的影响》 非开挖技术，2008 年第 3 期

is

针对泥页岩易水化、膨胀、分散的特性，可选用

低失水高矿化度泥浆、石膏泥浆、钾基泥浆。高矿化

eg

度泥浆有氯化钠、氯化钙泥浆，都属于抑制性泥浆，
可显著的控制泥页岩水化膨胀，防止坍塌。石膏泥

浆性能稳定且流动性好，300~500mg/L 浓度的钙离

[2] 邵明利 乌效鸣 《非开挖水平孔的孔壁稳定性分
析》 非开挖技术，2008 年第 5 期

[3] 王一雄 译 《水平定向钻进的钻进液使用指南》
非开挖技术，2008 年第 6 期
作者简介：刘德强，男，助理工程师，2004 年毕业于

离子 K+ 易嵌入氧原子六角环，可以使结构更加紧

长安大学，长期从事非开挖施工管理工作及技术研

密，亦可使黏土负电荷减少，从而减弱泥页岩水化

究工作。

U

nR

子能防止泥页岩地层的膨胀坍塌。钾基泥浆中的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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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土层中非开挖的应用
张 瑛 何计彬
渊成都理工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冤
摘

要：
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
非开挖技术已在各个领域中广泛应用。其中有在特殊土层中的

施工，
此类土对工程危害性大、对施工技术要求高。因此本文结合工程实例，得出在此类特殊土层中应用非
开挖技术的经验教训，以便在以后的同类施工中予以鉴借。

不稳定。

re

近几年来,非开挖施工技术在天然气、给排水、

物理力学特性：
（1） 天然含水量接近塑限，棕≈

电力、电信部门中运用的相当广泛。众所周知，非开

等等，膨胀土具吸水膨胀、失水收缩的特性，含水率

比 e 为 0.5~0.8；
（3）液限 棕L 为 38%~55%，塑限 棕p

为 20%~35%；塑性指数 Ip 为 18~35；
（4）d<0.005mm
的粘粒含量占 24%~40%；
（5） 自由膨胀率 啄ef 为

is

的变化易使建筑物产生不均匀的竖向或水平的胀

棕p 为 20%~30%，一般饱和度 Sr>0.85；
（2）天然空隙

te

挖技术施工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地层，其中不乏会出
现一些分布广泛的特殊土层如膨胀土、湿陷性黄土

d

关键词：
特殊土、
非开挖、
应用

缩变形，造成位移、开裂、倾斜甚至破坏，地面则出

eg

现纵向长条和网格状的裂缝；湿陷性土具有大孔隙

和湿陷性，在一定压力下浸水，土的结构则迅速被

破坏，发生显著沉陷的特性，钻进中成孔困难，容易

40%~58%，最高可大于 70%，膨胀率 啄ep 为 1%
~4%。膨胀压力 pe 为 10~110kpa；
（6） 缩限 棕s 为
11%~18%；根据自有膨胀率 啄ef 的大小，膨胀土的
膨胀潜势可分为弱、
中、
强三类，见表 1。
表 1 膨胀土的膨胀潜势分类

nR

发生塌孔。因此，对工程威胁性大，需要时刻关注地
层变化，并对非开挖施工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特殊土层性质

U

由于我国地理环境、地质成因和地质历史等因
素的不同，形成了具有一定规律性和区域性的特殊
地层如膨胀土、湿陷性黄土，施工中遇此类土时应
注意其特有的特性，以便工程顺利进行。

膨胀浅势

40≤啄ef＜65

弱

65≤啄ef＜90

中

啄ef≥90

强

1.2 湿陷性黄土

1.1 膨胀土
膨胀土主要分布在Ⅱ级以上河谷阶地及丘陵

自有膨胀率 /%

湿陷性黄土在中国分布广泛，面积约 45 万
km 。其中陇西、陇东陕北、关中及山西地区的湿陷
2

地区，大部分生成于第四纪晚更新世 Q3 及其以前。

性黄土湿陷性强度较强，对工程危害性大。黄土外

土的颜色呈黄色、黄褐色、红褐色、灰白色或花斑色

观颜色呈淡黄至褐黄，具有大孔隙和湿陷性；在一

等。其结构致密，呈坚硬或硬塑状态。膨胀土的矿

定压力下浸水，土的结构则迅速被破坏，并发生显

物成分主要是蒙脱石,为一种高塑性粘土，一般承

著的沉陷。

载力较高，具有吸水膨胀、失水收缩和反复胀缩变
形、浸水承载力衰减、干缩裂隙发育等特性，性质极

物理力学性质：
（1）以粉土为主，粉粒含量一般

大于 60%；
（2）含水率低，一般 棕 为 10%~2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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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密度小，籽 为 1.40~1.65g/cm；
（4）空隙比大，通常
e>1.0；
（5）塑性指数中偏低，
Ip 为 7~13，属粉土或粉
质粘土；
（6）压缩系数 琢 为 0.2~0.6MPa-1，属中、高
压缩性，遇水急剧下沉，
具湿陷性[1]；

2 工程实例
为满足电力发展需要，某电力局需沿大件路建
设一条供电线路。按设计要求，该线路采用埋地电
缆方式，其中，对农田等主要地段采用开挖直埋方
式，对少量道路和建筑物障碍等处，采用非开挖水
平定向钻进穿越铺设电力套管方式。
经查阅资料、现场勘查得各穿越段地层情况

d

为：表层为第四系人工素填土（Q4ml），灰黑色为主，
稍密，稍湿，主要由粘性土组成，街道、院坝内表层

图 2 地面变形

re

为混凝土路面，沿线均有分布；其下为第四系中更
新统冰水沉积（Q2fgl）黏土层，褐黄色、棕红色，稍湿，
粘粒组成，含较多锰质氧化物和钙质结核，裂隙较
发育，沿线均有分布。如图 1 所示地层分布。总的情

is

况看，褐黄色黏土层将是本次工程主要的施工地

te

摇振反应无，有光泽，干强度高，韧性中等，主要由

层，采用的是水平定向钻进施工。定向钻孔入出土

eg

段将基本位于人工素填土层中，管道铺设段基本位

nR

于褐黄色黏土层中。

图 1 地层分布

U

水平定向钻进铺管过程中，先经定向钻机钻进
导向孔，再经扩孔，连接 Φ219 扩孔钻头、分动器和

图 3 地面开裂

钻杆，先进行预扩 孔一次；再换用 Φ300mm 和

值为 42.60%。根据 《膨胀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

Φ400mm 扩孔钻头各扩孔一次；然后换用 Φ400 清

（GBJ112—87），室内土工试验结果及膨胀土胀缩变

孔钻头清孔一次；最后用 Φ400mm 清孔钻头、分动

形量计算结果表明：该穿越地段内黏土属弱膨胀性

器、拉管头连接 Φ200mmHDPE 电力套管，进行拉

土；在其他各方面操作确认无误的情况下，此次地

管铺设。定向钻进、扩孔、
拉管施工均采用清水做冲

面发生开裂的原因确定为膨胀土层在使用清水泥

洗液。这一系列的施工过程中都未钻遇任何明显地

浆冲洗时发生吸水膨胀所致，还是没能充分认识地

下障碍物，但在施工完毕后见院坝内混凝土地面上

层性质所致的失误。

出现基本沿钻孔轨迹走向的隆起及裂纹，影响范围
长约 15m，宽约 4m，如图 2,3 所示。
事后，因褐黄色粘土干强度高故取地表下黏土
土样做室内膨胀试验，测出土试样自由膨胀率平均

3 工程取得的经验和教训
（1）充分重视地层性质
非开挖钻进的对象为岩层或土层，在施工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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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对地层进行勘查，掌握其自然、力学、非力学性

尺寸大 12mm 以上。

质，其次再根据地层的硬度（或强度）、完整程度及

冲击矛施工法是使用的最早和最广的一种非

研磨性三方面技术指标分别对钻进破碎难易性、成

开挖铺管方法。该法对施工长度没有限制，一般用

孔及孔壁稳定性和钻具寿命等进行选择相应的钻

于长度为 10—60m 的管线施工，广泛运用的是气动

[2]

进器具与钻进工艺 。

冲击矛，在压缩空气作用下，矛体内活塞往复运动，

湿陷性土、膨胀土这类水敏性强的土层，成孔

不断冲击矛头，矛头在土层中挤压周围土层，形成

性差、孔壁稳定性低，不宜设计施工大直径管道铺

钻孔并带动矛体前进。冲击矛的矛头结构根据土质

设工程；易水蚀化，在钻导向孔和扩孔时应当采取

条件选择，均质土层适用锥形矛头。为防止冲击挤

专门的钻孔护壁堵漏工艺措施。如根据地层压力调

压造成地面隆起，一般施工时要求冲击矛以上地表

节泥浆比重和流动性，严格控制失水量，注意平衡

土层厚度应大于冲击矛直径的 10 倍 [3]。

孔壁应力和地下水压力，防止孔壁坍塌。当不得不

4 结语

在这类地层中施工大直径管道时，对此类土层则换

透过这次工程失误，深刻认识到了对地层性质

d

用空气（包括泡沫）、油基泥浆、以及有机高分子聚

认识的重要性，特别是根据地层的硬度（或强度）、

管时，一方面要注意尽量缩短孔壁裸露时间，扩孔

完整程度及研磨性三方面技术指标对选择钻具参

及清孔完成后立即拖管，并且严格控制速度，防止

数，钻进工艺方面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建议性的

孔内压力激荡；另一方面还应注意尽量缩短清孔钻

提出两种在膨胀土及湿陷性土中的非开挖工艺，这

is

由于特殊土层的性质适合钻挖小口径钻孔，因

eg

导向钻进即小直径定向钻进，在钻导向孔和扩
孔时为避免钻井液改变膨胀土、湿陷性土中含水

量，
导致土体性质发生变化，采用干式成孔，干式钻

具有挤压钻头、探头室和冲击锤组成，靠冲击挤压

nR

两种工艺均靠挤密土体成孔，避免了遇水性质发生
显著改变后引发的各种工程状况。

（2）特殊地层中非开挖技术的选择
此管线铺设时可选用导向钻进、冲击矛法。

te

头与拖管头之间的间距，防止孔壁垮塌造成阻塞。

re

合物、甲酸盐等专门冲洗介质。另外，在这类地层拖

参考文献：
[1] 陈希哲. 土力学地基基础.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4．
[2] 李山. 水平定向钻进地层 适应性的评 价方法
[J]．非开挖技术，
2008（1-2）．

成孔。在干燥的软粘土中施工，采用中等尺寸钻头

[3] 叶建良，蒋国胜，窦斌. 非开挖铺设地下管线施

一般效果最佳；在硬粘土中，较小的钻头效果比较

工技术与实践.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0．

U

理想，但在施工中要保证钻头至少要比探头外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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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钢夹砂管顶管施工的顶力分析
邓培清 朱方东
摘

要：
本文通过介绍玻璃钢夹砂管顶管顶进过程情况，
以图表形式将顶力变化图现出来。根据图表反

映的顶力变化趋势，结合砂性土地质的特性，对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展开讨论，分析原因，并得出解决方
法。总结了玻璃钢夹砂管顶管在施工中的一些经验和方法。

d

关键词：顶管、
玻璃钢夹砂管、
砂性土、
顶力

2 顶进的准备工作

re

乐昌市城区污水收集截污提升系统扩建工程，
位于富湾电厂（原昌山水电站）西侧，土质多为粗砂

根据管材轴向抗压能力，密切关注顶进过程的

长度为 86m，设计采用管径 1400mm、管长 3m 的玻
璃钢夹砂管。施工方案采用德国产海瑞克泥水循环

（1）顶进重点放在顶力控制上，操作手要细心

观察顶进参数和土质的变化，真实、客观做好原始

is

顶管设备，
顶管施工。本文结合工程实例，针对玻璃

顶力变化，做好顶进的准备工作

te

和砂质粘性土，其中 2#~3# 井段位于河岸一侧，总

1 玻璃钢夹砂管优点

eg

钢夹砂管顶管过程出现一些情况作出分析和探讨。

本段使用的新型管材——
—玻璃钢夹砂管，是以

nR

树脂为基体材料，玻璃纤维及其制品为增强材料，
石英砂为填充材料而制成的新型复合材料。它以其
优异的耐腐蚀性能、水力性特点、轻质高强、输送流
量大、安装方便、工期短和综合投资低等优点,成为

U

化工工业及排水工程的最佳选择。相比混凝土管有
其不同的特性，在顶管施工中具有以下一些优点：

记录。
（2）注浆工作做到定岗定人，保证注浆效果。为

防止注入浆液被泥水循环带走，注浆从第 2 节管开
始，注浆管排列顺序为 2、3、5、
7、9、11、14、16、18、
21，根据具体情况对部分管段进行补浆。
（3）保护好止水圈胶皮，防止因胶皮破损和外
翻导致漏水漏沙及漏浆的情况发生。
（4）每班在顶进过程中描绘顶力曲线图，并做
好关键点的事件记录。

3 顶进过程顶力曲线图及阶段分析

（1）比重小、质量轻（重量为同管径混凝土管道
的 1/10）、对地基要求低，对吊装、下管机具要求低，
操作方便。
（2）优良的耐腐蚀性能 产品选用耐腐蚀极强的
树脂，
使用寿命长。
（3）外表光滑，减少顶进过程摩擦阻力，土壤的
内聚力对玻璃钢夹砂管道作用小；顶力小，对顶进
设备要求低，
管道纠偏容易。
（4）水力学性能优异、节省能耗 夹砂玻璃钢管
具有光滑的内表面，
磨阻系数小，水力流体特性好。

图 1 顶力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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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⑤～⑥阶段

根据实际顶力数据，描绘顶力曲线图。图中真
实反映出每节管顶力的变化情况，将曲线分为九个

这一阶段的曲线变化频繁。如图所示，第 11～

阶段进行叙述，其间结合关键点的事件记录，分析

12 节管顶力持续上升，达到 100t，而此时的循环水

曲线波动的成因，
以及各因素之间的内在关系。

浓度已达到砂砾悬浮的标准，注浆量和浓度也符合

3.1 ①～②阶段

实际要求，为何顶力仍保持一个较高水平呢？

工具头从工作井出洞时出现第一个顶力上升

分析原因：观察仪表参数发现，此时的进水压

高峰，峰值接近 50t，此时的摩阻力很小，主要是工

力 0.2MPa，排泥压力 0.15MPa，两者均高于正常状

具头通过洞口砖墙和止水旋喷桩时产生的正面阻

态下的数值。考虑到此前排泥泵使用时间较长，叶

力。需要注意的是保护止水圈胶皮，刀盘的旋转和

轮磨损严重，泵的抽吸能力有所下降，导致泥水循

破碎砖块都有可能将其挤烂。

环不能正常进行。

3.2 ②～③阶段

解决方法：决定在第 13 节管开始安装中继泵，

顶完第一节管顶力稍许下降，判断出工具头已

提高排泥能力，将滞留在前方的砂土带出，加了中
继泵之后，顶力有所下降。

d

通过旋喷桩位置，正面土压力减小，工具头开始进

但第 14 节管时顶力又急剧增加，达到峰值的

入土体，察看出土情况，基本组成为中砂。由于注浆

110t，
半节管的时间内上升了 20t。

re

从顶进第 3 节管开始（第 2 节管为注浆管），顶进第

分析原因：第 13 条管顶完后，退油缸的同时管

2 节管时摩阻力逐渐增大，开始注浆后，摩阻力减

也跟着后退，止水圈胶皮被管带出，呈外翻状态，使

3.3 ③～④阶段

te

小，
顶力稳定在 60t。

得大量润滑浆液流失，之前形成的浆套被破坏，导

从图上看，4～7 节管顶力增加了 40t，另据顶进

解决方法：对止水圈胶皮进行处理，将其塞回，

is

数据记录 ， 工具头在④ 点的位置 比 ③点抬高 了

致摩阻力增大。
但因管壁与前导墙间距很小，复原难度大，停机时

质影响所致，察看出土情况，发现砂土颗粒明显变

间长，导致顶力增长过快。之后对管道及时补浆，
顶

大，主要组成为粗砂，且夹杂着部分 0.5～1cm 粒径

力逐渐稳定。

的砾石。

3.6 ⑥～⑦阶段

eg

15cm，刀盘电流较大，指针上下摆动明显，应是土

顶力降幅很大，根据现场数据记录显示，此时

环不易将其带出，落下的砂砾不断在工具头下方沉

的电流值已稳定在 20A 左右。判断应是前方土质发

积，导致工具头不断走高。同时堆积的砂土对管道

生变化，进而察看出土情况，已有细沙分出，以中砂

外壁形成挤压，造成机身及管壁的摩阻力不断增

为主要组成，工具头正面阻力减小，于是决定换清

U

nR

分析原因：沙砾质量和体积均有增大，泥水循

大，
顶力迅速上升。

解决方法：对循环水进行浓度处理，在沉淀池

水用做循环，
提高顶进速度。
3.7 ⑦～⑧阶段

中加入一定量的膨润土，提高泥水浓度，加大水的

从图上看，第 18 节管顶力上升了 20t。

比重。泥水循环时，砂砾外表被膨润土絮凝体包裹，

分析原因：由于土质发生变化，顶速加快，两台

泥水循环时砂砾呈悬浮状态而被带出。此措施从顶

主顶油泵同时开至最大，通过分析顶进记录，第 16、

进第七节管开始施行。

17 节管约 20 分钟就完成顶进，顶速过快，注浆速度

3.4 ④～⑤阶段

跟不上顶进速速，浆液不能及时填充工具头超挖部

顶力下降趋势明显，在 3 节管的过程中顶力降
了 20t，工具头抬升的趋势也得到了控制，可见提高

分，管壁被砂层重新包围，调整注浆压力后也很难
将其穿透，管壁摩阻力迅速增大。

泥水浓度的措施得当，有效的避免了顶力和纠偏问

解决方法：调整顶速，使之与注浆量平衡，同时

题的进一步扩大，但同时也要注意纠偏控制，避免

控制注浆环节的管理，提高注浆效果。具体有以下

因纠偏过度导致局部受力或管缝漏水现场。

几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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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稀释浆液，提高注浆压力，直至砂层覆盖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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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因土质变化导致的顶力变化，土质发生变

段被打通，之后再提高浆液浓度。

化后，不仅顶进过程的泥水循环受到影响，各种顶

（2）提高浆液浓度时，膨润土和水的比例增至 2

进参数也随之变化，如刀盘电流、工具头正面土压

3

包 /m（25kg/ 包），在渗透能力较强的砂层可添加万

力、管道摩阻力等。在图上主要表现在③～④和⑥

用王，
提高其絮凝力，减少浆液在砂层中的渗透量。

～⑦两个阶段。

（3）要求注浆工作做到全程监控，除浆液的合

（3）注浆环节对顶力影响很大，体现了注浆减

理渗透损失外，每节管顶进时派专人进管查看注浆

阻的重要性，在图上主要表现在②～③、⑤～⑥、⑦

情况，跟踪检查管道借口，注浆口完是否好，减少人

～⑧、⑧～⑨四个阶段，

为因素造成的浆液损失。

（4）针对泥水循环不正常采取一定措施，如提

3.8 ⑧～⑨阶段

高循环水浓度和加中继泵提高排泥能力，达到了减

顶力稳定一段时间后开始下降，降至波谷时的

阻和纠偏目的，在图上表现在④～⑤、⑤～⑥两个
阶段。

与土层之间的浆套已经形成。

4 小结

3.9 ⑨～⑩阶段

d

60t，表明注浆已达到减阻目的，管壁润滑较好，管壁

顶管施工过程客观因素的影响主要来自地下

re

第 27 节管顶力开始直线上升，曲线变化幅度

土质和地下水等的情况，结合顶进技术水平高低，

（工具头 4m），此时正通过旋喷桩和砖墙位置，正面

施工过程的顶力变化也不相同。玻璃夹砂管在不同

阻力增大，磨砖墙时更是达到了 140t，砖墙破碎后，
顶力迅速降至 100t。由此看来，刀具的完整性在工

土质情况下顶进出现的顶力变化，都有其内在原
因，这需要现场技术人员及时发现问题，研究分析，
结合施工经验，做出正确判断，不断地总结，提高施

is

具头进出洞时显得特别重要，所以在开顶前，要对

te

很大。按测量距离 86m 计算，第 28 节管工具头出洞

刀具进行全面检查，修复破损刀片，磨损严重的将

工技术。

eg

其替换，保证周边刀的完整性，确保工具头进出洞
顺利。
个方面：

nR

从上述 9 个阶段来看，顶力变化体现在以下四
（1）因地质情况采取的洞口处理方式，造成对

顶力的影响，如洞口砖墙，起止水和加固土体作用

U

的洞口旋喷桩，工具头在进出洞口时顶力增加值约
在 40t～60t 之间，在图上表现在①～②和⑨～⑩两
个阶段。

参考文献：
[1] 余彬泉、陈传灿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顶管施
工技术》
[2] 孙连溪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实用给水排
水工程施工手册》
[3] 马保松、蒋国盛主编，人民交通出版社《顶管和
微型隧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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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非开挖顶套管穿钢管的技术保障措施
朱绿成
渊天津振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300222冤
摘

要：
本文概要介绍了南水北调市内配套供水管线工程中大口径钢管安装采用先顶混凝土套管后穿

钢管的施工方法，
叙述了施工各节点的技术措施。

d

关键词：
非开挖、
顶混凝土管、
穿钢管

果要确保钢管的管中心高程在设计允许的偏差范

1 前言

re

围之内，需要采取以下技术处理：

经济建设快速发展带动水业需求量不断增加，

在套管内安装两条轨道（根据设计的砂垫层的

原供水量已不能满足现经济建设的需要，必然要重
不少的障碍穿越，如公路、铁路、河流、房建、地下管

利用轨道的高低控制钢管的管中心高程，这样操作
起来比较方便，也易于控制，同时，安装完轨道再铺
砂垫层，也易于垫层成形。

is

线等等，特别是高速公路、铁路等为了保护路基的

厚度确定轨道的材质，可以用细钢管和“工”字钢），

te

新扩建供水线路（管线施工），而管线的施工就存在

稳定，一般都采用非开挖顶管施工。同时，
为便于今

具体轨道的安装如图 1 所示。

eg

后的供水管线的日常维护，公路建设管理单位都要

求采用先顶混凝土套管或箱涵形式，再在套管或箱
涵内穿拉钢管。

nR

那么，对于大口径混凝土管内穿钢管施工如何
确保施工质量，给设计和施工单位提出了一个值得
探讨的施工课题。本文将以 2010 年度天津市南水

北调市内配套工程尔王庄水库至津滨水厂供水管

U

线工程中垂直高速公路非开挖顶 DN2600 混凝土套
管、
穿 DN1800 钢管施工实践为例，提出相应的技术
保障措施。

2 非开挖穿管施工工艺

图 1 导轨安装施工图

以往的施工方法是直接在套管内铺砂垫层，由
砂子垫层来控制钢管的管中心高程，这种方法实际
操作中是无法控制的，钢管短可能还行 （10m 以

非开挖穿管施工工艺如下：非开挖顶混凝土套

内），如京津塘高速公路顶套管 120m、津滨高速

管——
—清理基坑及套管内杂物——
—安装轨道（高程

180m 是无法满足这类技术要求的，必须采取以上

控制）——
—铺设砂垫层——
—铺设防划膜——
—安装牵

技术处理，方可满足管中心高程在设计允许偏差的

引设备——
—焊接钢管——
—穿拉钢管。

要求。

3 穿管技术措施
3.1 高程的控制问题
套管内钢管的高程控制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如

3.2 钢管外防腐层保护
以往的施工中钢管外防腐层的保护方法是采
用麻袋包裹、双股 8# 铅丝绑扎竹片等方法来实施，
此种方法有一定的弊端，因为套管穿完钢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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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可操作的空间较小，人完全无法在里面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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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轮组和变速卷扬机的施工方法成功实施的。

更别说拆除麻袋和竹片。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我

（3）采用顶管设备直接顶进施工方法。一般在

们采取了在垫层之上铺设一层防划膜，既可避免防

穿钢管长度比较长，重量很大情况下，具体安装见

腐胶带的划破，同时，又可减小钢管穿越时的摩擦

图 4 所示。

阻力，因为防划膜比较光滑，摩擦阻力几乎为零，唯
一阻力就是钢管的总重量。防划膜两头可以固定在
轨道两头的金属夹具上，防划膜的技术指标要满足
以下要求：
厚度 25c；抗拉强度 200MPa ；硬度 10。
3.3 钢管穿拉方法
根据钢管的总重量和摩擦阻力选择以下几种
方法来实施：
（1）采用机械设备直接拉和推相配合的施工方

d

法，一般用于钢管总重量相对比较小的情况下，见
图 2 所示。

re

图 4 套管内直顶钢管示意图

在天津市南水北调市内配套工程尔五一庄水
库至津滨水厂供水管线工程施工（第 7 标段）中津

te

塘公路及模板厂（270m）的穿越施工中套管穿钢管
是采用以上施工方法成功实施的。

图 2 套管穿钢管施工图

eg

is

4 穿管工程简述

在天津市南水北调市内配套工程尔五一庄水

混凝土顶管完成并经监理公司检验合格后铺

设管内垫层，开始穿拉输水钢管工作。在顶管段出
口与入口两侧根据设计图纸给定的输水管中心线
和高程，进行测量放线，然后采用挖掘机开挖沟槽，

十路（30m）和环东二干道(16m)的穿越施工中套管

沟槽长度不小于 20m。钢管在顶管入口侧沟槽底部

穿钢管就是采用了以上施工方法成功实施的。

进行组装、焊接施工。焊接及检验方法同钢管焊接

nR

库至津滨水厂供水管线工程施工（第 6 标段）中纬

（2）采用滑轮组和变速卷扬机的施工方法。具

U

体安装见图 3 所示。

及检验方法。同时在准备牵拉的钢管端，焊两个钢
拉环，使用厚 20mm 钢板制作。所有焊口经检验合
格后，进行钢管接口防腐，
并用电火花仪进行检测。
在混凝土顶管出口侧挖土锚坑装圆木地锚，并安装
5T 慢速卷扬机，通过两套滑轮组，将卷扬机钢丝绳
与加工好的钢管段的拉环连接。后用 30T 汽车吊将
钢管段的另一端头吊起 30~40cm，准备穿拉施工。
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向混凝土管内穿拉钢
管。整个穿拉钢管工作由 5t 卷扬机拉钢管的同时，

图 3 套管内拉钢管示意图

在天津市南水北调市内配套工程尔五一庄水
库至津滨水厂供水管线工程施工（第 6 标段）中纬

30t 吊车相应予以送管。穿拉工作一气呵成，
直至设
计位置。
钢管穿拉就位后，拆除钢拉环。自检完成后，

八路（107m）、京津塘高速(120m)、津北公路（50m）和

报请监理人复验。合格后，再进行两端管道的正常

津滨高速（180m）的穿越施工中套管穿钢管是采用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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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绿成：
浅议非开挖顶套管穿钢管的技术保障措施

图 5 接收坑

图 6 拉管绳索

顶管后，用 M7.5 水泥砂浆和 Mu10 机砖砌墙，

津滨水厂供水管线工程招标文件》
[2] 《2010 年度天津市南水北调市内配套工程尔王

d

将混凝土套管两端口进行封堵。

re

庄水库至津滨水厂供水管线工程施工 （第 6 标
参考文献：

段）施工组织设计》

te

[1] 《天津市南水北调市内配套工程尔王庄水库至

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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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llow Debate on Safeguard Technology Measures Pipejacking Case
and Crossing Steel Tube
Zhu Lvcheng

U

nR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n the project of city water supply pipe
matching the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 after the first top of the concrete casing pipe, the large diameter steel
pipe pulled-in, describes the construction each node of the technical measures.
Keywords: Trenchless, Top Concrete Tube, Wear Steel Pi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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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顶管工程施工风险分析及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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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市政顶管工程在城市建设中承担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论文针对给排水管道顶管工程施工中

存在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预防和处理措施，对于进一步推动给排水管道的顶管施工应用具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d

关键词：顶管、
给排水管道、
风险分析、
应对措施

在下沉较慢的一侧多挖土，逐步挖掉刃脚处的

的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各级政府都致力于新区开

土台，使量脚悬空，其高度控制在 20cm，沿刃脚四

发和老城区改造。而城区水污染的治理和水资源的

周长度宜为沉井直径的 1/2，
促使该侧下沉。同时下
沉较快的一侧沿刃脚四周长度宜为直径的 1/2 多保
留刃脚处土台的宽度；如该处土体松软时，应夯实

is

管道纵横交错，技术复杂，施工条件苛刻等情况时，

te

保护又是重中之重。但在繁华的城市施工中，如遇

re

随着城市建设的大规模发展，人们对生活环境

或填碎石作为加固处理；并在该处井筒外部地面推

能会给周围建筑、道路带来危害。此时采用非开挖

土夯实，
以增加其抗力和摩阻力。采用上述方法，如

eg

采用普通的施工方法，很难完成预期的目标，还可

技术的顶管方案必能解决以上众多不利因素所带

果一次不能全部纠正偏斜，可按上述的方法重复进

来的影响。但是伴随着顶管技术的投入使用，在运

行至符合规定误差为止。而后按正常下沉挖土。
b、射水纠偏。沉井在下沉过程中发生偏斜而用

技术施工中容易出现的技术问题和相应的预防和

挖土纠偏仍不见效时，采用向下沉较慢一侧沉井井

处理措施，值得施工技术人员重视，并以此和同行

筒外部沿外壁四周注射压力水，使该处的土成为泥

共享。

浆，以减小土的抗力；泥浆还起润滑作用，减少沉井

nR

用中也经常出现一些问题，本文主要提出在顶管

U

1 沉井下沉施工风险分析及处理措施
沉井在下沉过程中，时常出现井筒倾斜，沉井
位置偏移等情况时，
应立即分析原因，
进行纠偏。
（1）沉井倾斜，这是沉井下沉中出现频率最高
的问题，
原因分析：
（1） 沉井四周土质软硬不均；
（2）没

外壁与土之间的摩阻力，促使沉井较高的一侧迅速
下沉。当纠偏到接近正常位置时应停止射水，并应
将沉井外壁与土之间的空隙用细土或砂填充。
c、
局部增加荷载纠偏。当井筒在下沉过程中出
现倾斜时，可在井筒较高一侧增加荷载，
（一般采用
铁块、砂石袋加压力）或用震动机震动，促使井筒较
高一侧较快下沉。

有均匀挖土，使沉井内土面高差悬殊；
（3）刃脚一侧

（2）沉井旋转，园沉井因土质不够均匀或受到

被障碍物拦值；沉井外面有弃土或堆物，井上附加

切向力作用（如在切线方向安装梯子等）而发生旋

荷重分布不均造成对井壁的偏压。

转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沉井上的顶管进出洞口是事

纠正倾斜的方法

先预留的，过多的旋转将直接影响顶管进出洞口的

a、挖土纠偏，即通过调整挖土的高差，及调整

方向，故应避免。沉井旋转的预防措施是使沉井不

沉井刃脚处保留土台的宽度，
进行纠偏。

受切向力或切向所受的力矩基本平衡。已发生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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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方法是在下沉过程中施加一个与旋转方向

正机体，顶进过程中，不断正、反转刀盘，顶管机的

相反的扭矩，如切向的牵引力。该力不需要很大就

旋转就可得到有效控制。

足以使已旋转的沉井转回来。

（3）采取配重法，顶管机内的设备布置注意了

（3）不沉，沉井内泥土已挖到刃脚以下而沉井

重量对称分布，以防顶管机旋转，但顶进中的机体

不沉，则可能是地质情况的变化或刃脚遇到了障

旋转仍常有发生，处理方法是在顶头内摆放配重，

碍，应采取井顶压载增加下沉重量，井外壁注入膨

若顶管机左旋，即在机内右侧摆放配重，若右旋，配

润土泥浆或压缩空气减小下沉摩阻力等措施。不

重就摆左边，效果良好，因顶管机内设备已考虑了

宜采用井内大量抽水以减小水对沉井的浮力，从

重量对称分布，故所用配重的数量较小，配重一般

而增加下沉系数的方法，因井内水位降低会使地

用废铁板、钢筋等。但是采用此方法，应注意轴线的

下水夹带泥砂从井底涌入，造成井周地面沉降，建

控制，以免造成轴线偏差过大形成弯曲，给以后的

筑物破坏。

施工造成困难。

（4）突沉，突沉是指沉井在瞬间突然下沉，如在

2.1.2 机头出洞时磕头
顶管机出洞时机头往下偏差较大。

生在下沉中断后又重新开始挖土下沉或刃脚下遇

原因分析：由于土体承载力较小，且机头本身

d

几秒或几十秒内下沉数十公分或更多。突沉往往发

较重，
出洞时容易产生磕头（即机头前倾）。

re

到障碍物时，预防措施一是连续挖土下沉，二是刃
脚遇到障碍物时，挖土要更强调均匀，且放慢挖土

防治措施：

时，
要逐步实施，不可一次加载、注浆过多过猛。

2.1 顶管机失控

（2） 机头出洞时，将机头预抬一个数值 （2～

3cm）。

（3）将出洞口导轨接长至井外壁，或在洞口止

eg

2.1.1 顶管机旋转

机头向顺时针或逆时针方向旋转一个角度，有

时后续管道也随之旋转。顶管机在顶进过程发生旋

nR

转几乎在每条顶管中都会出现，将影响管内设备的
使用，甚至使液体外溢等。
原因分析：

10cm，
也可视实际情况，
灵活采用千斤顶个数。

is

2 顶管掘进过程风险分析及处理措施

（1） 千斤顶安装时，将其合力作用点下降 5～

te

速度。采用井顶压载、井壁外注膨润土泥浆等措施

（1）工具管前端土层软硬不均匀，使工具管受

U

力不均匀，
造成工具管向土层软的方向旋转。
（2）顶进千斤顶及油路布置不合理，千斤顶之
间存在着顶进时间差，使顶进合力线偏移，造成工
具管旋转。
（3）纠偏量过大，纠偏频繁，往往也使管节产生
偏转力矩，
引起管节偏转。
处理方法：
（1）出洞时，在顶管机及其后续管节上，焊方偏

水圈下部用混凝土浇筑一个弧形托块。
（4）第一节管与机头拼装时，尽量加长机头在
导轨上的长度。
（5）在工作井外洞口下部注浆加固土体。
2.2 管节漏水
钢筋混凝土管节裂缝现象，管节纵向和环向有
明显裂缝，造成管道渗水、
漏水。
原因分析：
（1）管节质量不合格。
（2） 顶进过程中顶力超过管节的承压强度使
管节损坏。或轴线偏差过大，致使管节应力集中而
损坏。
（3）运输、装卸、码放安装方法不当，造成管节
损坏。
预防措施：

转铁板，卡在导轨两边，也可用其它防偏转的措施

（1）严格执行各管节质量验收标准。

阻止顶管机出洞时偏转。

（2）顶进时应严格控制管道轴线偏差，控制顶

（2）顶进时控制刀盘的旋转方向，将刀盘向机
体旋转的反向转动，使顶管机受反向扭矩，从而纠

力在管节允许的承压范围以内。
（3） 在管节运输过程中应采取管垫等保护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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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相应的加固保护措施。

处理方法：

（2）设置测力装置，以便掌握顶进压力，保持顶

应认真分析裂缝产生的原因和性质，根据不同

进压力与前端土体压力的平衡。

受力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比如可采用

（3）严格控制顶管轴线偏差，执行勤测量、勤纠

环氧水泥砂浆或化学注浆的方法进行处理，处理后

偏、小量纠的操作方法。

应能保证结构原有的承载能力、整体性。

（4）在顶进过程中应及时足量地注人符合技术

2.3 后背开裂、位移、变形

标准的润滑支承介质填充管道外围环形空隙。施工

原因分析：

结束及时用水泥或粉煤灰等置换润滑泥浆。

由于后背承载力过小，或顶进顶力过大，超过

（5）严格控制管道接口的密封质量，防止渗漏。
2.5 泥水管产生沉淀、
堵塞

沉井后背的极限荷载。后靠背可能被主顶油缸顶得
严重变形或损坏，或与后座墙一起产生位移，无法

泥水管内泥水流动不通畅，顶管顶进不顺利。

承受主顶油缸的推力，顶管被迫中止。

原因分析：
（1）在泥水管内产生沉淀大多数发生在砂土层

d

应对措施：

中。一是排泥泵效率低流量不足，在泥水管内的流

移、开裂情况，以便及早采取措施。发现后靠背有变

速小于临界流速而使泥沙产生沉淀。如果是粉细

形或开裂的预兆或顶力即将达到后靠极限顶力时

砂，一旦沉淀在泥水管内，时间一长板结起来就比

及时加设中继间，避免后靠损坏。如果后靠背已经

较难冲洗干净。

团，如果泥团过大，或者遇到回填土，而在回填土

（1）加大后靠钢板，
增加后靠受力面积。

（2）在后座墙后的土体采用压密注浆加固土体。

eg

2.4 地层沉降或隆起

地面沉降与隆起现象，顶管施工过程中或施工
后，在管道轴线两侧一定范围内发生地面沉降或隆

nR

起，使管道周围建筑物和道路交通及管道等公用设
施受到影响，
甚至危及到正常使用和安全。
原因分析：

U

（1）开挖端面的取土量过多或过少，使工具管
推进压力与开挖士体压力不平衡，造成地面沉降或
隆起。

（2） 在含水量少的粘土中，粘土容易变成泥

中有砖块等垃圾，它在管道弯头处或阀门处会把管

is

措施：

te

出现位移或开裂现象，应立即停止顶进，采取以下

re

顶进时必须对后背加强观测，及时了解后背位

（2）管道轴线偏差，或纠偏不当造成的地层土
体损失。

道堵塞。
防治措施：

（1） 如果排泥泵达不到所需的流量要求时，就
应该更换。
（2）停止推进前必须对排泥泵管道在旁路状态
下进行较为彻底的清洗。
（3）如果在含水量较少的粘土中推进，应减小
刀口开闭量，减小刀盘每转一圈时所切削的泥土厚
度，同时适当加大送水量。
（4） 在排泥管道与基坑旁通之间加一只沉淀
箱，可让土块或卵石在该箱里沉淀下来，过一段时
间只需打开箱底将其排出即可。

（3）管道外围环形空隙（工具管外径与管外径

（5）如果泥砂已经沉淀在泥浆管中，而冲洗又比

之差）引起的地层上体损失，或顶管完成后未置换

较困难，
此时，
可将排泥管与进水管交换，
反向冲洗。

泥浆造成的全体损失。

2.6 地面冒水、
冒浆

（4）管道接口不严密，
造成的水土流失。
防治措施：
（1）施工前应对工程地质条件和环境情况进行
周密细致的调查，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正确
选用工具管，并对距离管道近的建筑物和其它设施

顶进时泥水及压注的触变泥浆冒出地面，机头
过后，地面产生沉降。
原因分析：
（1）遇到渗透系数较大的土层，泥浆及触变泥
浆很容易冒出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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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管道接头处用混凝土和砖块进行修补、摸平。

防治措施：

（3）顺套管法(拖管法)：在工作井顶进内径大于

（1）控制泥水舱的泥水压力，保持在 1～1.1 倍

管道外径的钢管，从而确保土体不坍塌或管壁摩阻

正面静止土压力为宜。

力降低，再将掘进机头回拖出来的方法。

（2）要注意土层土质特性，施加性能适当的护

（4）内套管法：在原来的管道内顶入一支直径

壁浆液，增加进水的泥浆比例，
提高泥水比重。

稍小的钢管并与机头连接，从而达到重启机头的

2.7 掘进机卡死

目的。

在顶管施工过程中，无论在何种地层，都可能

（5）引导洞法：在接收井中，逆向顶入同口径管

会出现掘进机无法正常启动、前方遇阻、顶力突然

道，使两机头对接，然后此顶彼拉，将掘进机取出。

增大等问题，造成掘进机卡死。如果处理不当会造

3 结语

成后背墙破裂及管道破损，
无法完成顶进工作。

顶管施工技术在市政工程中大量采用，避免了

原因分析：

明挖技术受施工现场条件的大幅度影响，对穿越道

d

（1）由于设计或施工前对地质情况认识不足造

路、河流、建（构）筑物的情况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

曲使摩阻力增大。

体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环境效益。但

re

成顶进过程中摩阻力过大，或管道轴线偏差形成弯

顶管属于地下工程，复杂程度较高，不确定因素多，

（2）由于施工中注浆减阻效果不理想，或因中

存在诸多风险。因此在工程施工前应该综合了解工

te

途停止顶进时间过长，润滑泥浆失水后造成管壁阻

程地质情况、水文特征，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

力过大。
（3）由于管道自身强度缺陷，顶进过程中造成

情况，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和解决措施，以保证
工程施工的安全和顺利进行。

is

管身碎裂。
工作井后座严重开裂或变形。

eg

（4）由于工作井井身或后背墙强度不足，造成

（5） 由于掘进机机头自身机械传动出现故障，
造成掘进机无法正常启动。
解决方法：

nR

（6）由于管位处出现难以逾越的障碍物。

（1）开天窗法：若掘进机卡死位置上方无房屋、

U

铁路、等不易拆迁性构筑物时，可在掘进机头上方
地面通过开挖取出掘进机而解决问题。
（2）逆套管法：在接收井反向顶进内径大于机
头外径的钢管或其它管道，然后把机头从接收井拉

参考文献：
[1] 马保松等. 非开挖工程学 [M]. 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8.
[2] 余彬泉，陈传灿. 顶管施工技术[M]. 人民交通出
版社,1998.
[3] 马博如等. 顶管施工中的安全管理要点[J]. 建筑
安全，2007，
(10).
[4] 李健. 顶管施工法的技术特点分析[J].筑路机械
与施工机械化，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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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隧道掘进机在不同沉积地层中的转向特点
James C.Ni Wen-Chieh Cheng 著 王立超 译
摘

要：
为了使污水管线运作正常，
在修建过程中，
操作微型隧道掘进机（MTBM）时需准确并且持续地

沿着预定的轨迹在允许偏差的范围内运行，一个有经验的机手在操纵 MTBM 时能够避免快速或经常性的
改变掘进方向，此外，MTBM 的转向能力和施工地层条件都是影响掘进精度的重要因素，
本文提出了一种通
过分析管与管之间校准偏差和转角记录的简单模型来评估 MTBM 在不同沉积层施工的转向特点，三种类
型的 MTBM 通过九项测试得到的转向结果表明:平均调整量与平均偏差量在某一确定的地层中是呈线性关

d

系的。平均调整与平均偏差的比值由在坚硬的鹅卵石地层及砂岩基岩中掘进时的 1 变化到在柔软的粘土中
掘进时的 0.2，将地层看做是均匀介质的情况下，对于某一种特定的 MTBM 平均调整量与平均偏移量的比

re

值完全取决于路基弹性模数，缺乏经验的机手操作所导致的转向特征同样服从平均调整量与平均偏差之间
的关系，但是相对比值要大，然而在非均质沉积层中这种转向特征不服从由路基弹性模数决定的转向线性
机手的失误或者两者同时导致的较差转向结果。

is

关键词：微型隧道、
可控性、
偏移量、
调整量、
校准

te

关系，
但会显示出相对较小的比值，因此，该模型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法用以评估掘进地层的非均质性或是

eg

1 引言

正确操纵微型隧道掘进机（MTBM）是一项成功

nR

隧道施工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精确调整精度
的具体体现，工程规范规定对于微型隧道施工转向

修正率为 1:250 或 1:300，偏差在±30mm 范围内，
考虑 MTBM 与土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机手的错误操

U

作以及意外障碍物共同作用引起与预定掘进方向
的偏差(Bruce, 2002)。松软的冲积土地层在荷兰广泛
分布，且其地下水位一般较浅，基本接近地表，在这
样复杂的地层条件下，地面沉降及微型隧道施工设

时由土层提供给机身的径向应力是尤为重要的，若
MTBM 周围的土层刚度较小，那么土层对机身的应
力就会很小或者没有，这样就会直接影响 MTBM 的
转向操作，Broere et al.（2007） 提出了一种基于以下
假设的分析模型 （如图 1），MTBM 的运动可以分解
为平移和转动两种模式，机身周围的摩擦力不被认
为是影响因素。此外，假设土壤为线弹性介质，
从而
由两种运动模式引起的应力叠加，这样运动平衡条
件与力学平衡条件为解析方程的求解提供了依据，
有五项参数共同影响 MTBM 和路基之间的相互作

备的控制成为技术难点 (Broere et al., 2007;Bruce,
2002; Oreste et al., 2002; Mok et al.,2007)，对于一些
含有较大鹅卵石或大卵石困难地层，尽管 MTBM 能
够压碎掘进机半径 30%的鹅卵石或大卵石，但很难
保证在掘进过程中的校准精度要求 (Schrank et al.,
2009;Fuerst, 2008)，夯管法成为一种快速、有效、低
成本的安装模式。
当 MTBM 需要改变掘进方向或是沿曲线轨迹
掘进时，MTBM 的前部会与后部形成一定角度，此

图 1 掘进机转向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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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较重的部分会有下沉的趋势。
在隧道施工当中避免 MTBM 的过度转向保持
沿着正确的方向掘进不是件容易的工作，尤其遇到
软粘土地层或是大小接近于 MTBM 直径的鹅卵石
地层时更是如此，在本文的研究中设计了一个可以
有效的评估可操纵性的简单模型，此模型是通过描
述 MTBM 的位置及管与管之间液压千斤顶的冲程
来实现的，并得到了 MTBM 前半部分的平均调整与
后半部分的平均偏差之间的关系的两条包络线，进
而得到了这些 MTBM 在不同地层中掘进特征。

2 案例分析

d

一般情况下，相对于大直径 MTBM，小直径
MTBM 能否保持校核公差范围内掘进受到地层介

re

质的非均匀性以及鹅卵石的大小的影响更大，所以
选择了直径 400mm 的 MTBM 来对不同地层中其操

图 2 根据路基响应模量 k 得出的不同转向角 琢 条件下的
运动方向角 棕

te

纵特征进行研究(Ni and Tsai, 2009)，为探讨由于不
同种 MTBM 的性能所产生的对转向结果可能的影
响 ， 选 择 了 三 种 机 型 ：COBRA（TRH-400）、

is

KOMATSU （TP75SCL-400）、ISEKE （TCS-400）。
COBRA 与 ISEKE 为泥水平衡式，KOMATSU 为土

的长度、路基响应模量、偏心顶力还有 MTBM 的自

压平衡式，三种 MTBM 所有与操纵性能相关的特征

重，通过对 Broere 的分析模型参数研究可以得出以

例如最大调整范围、MTBM 前半部分及后半部分的

下结论，通过增加 MTBM 前半部分的长度会提高

长度、
自重见表 1。

eg

用，它们分别为 MTBM 前半部分的长度、后半部分

原始记录的收集包括校准偏差、转向千斤顶的

量和土壤刚度的作用结果，当 MTBM 遇到硬质土层

冲程、管与管之间的节距及间隙，其中管与管之间

时它的可操控性就越好，在曲线隧道施工当中，顶

的节距及间隙在本文研究中没有帮助 (Ni and Tsai,

力将会朝向曲线的里侧，导致掘进机可控性降低，

2010)，转向千斤顶的冲程用来计算 MTBM 前半部

此外，MTBM 的自重并非均匀分布于机身，MTBM 的

分与后半部分转向角度，Φ 和 θ 分别表示垂直和

U

nR

MTBM 的可操纵性（见图 2），可控性是路基响应模

掘进机类型 平衡模式

表 1 MTBM 的各项参数

转向千斤顶 最大调整范 刀盘直径
数

围（mm）

（mm）

（mm）

47

575

560

566

560

555

550

COBRA

泥水平衡

3

ISEKI

泥水平衡

3

KOMATSU

土压平衡

4

20（垂直）
23（水平）
52

长度（m）

机身直径

前部（%）

后部（%）

0.740

1.894

28

72

1.072

1.728

38

62

1.299

1.938

40

60

总重（t）

浮重（t）

1.275

1.278

1.700

1.311

2.320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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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等于前半部分的长度分别乘以 sinΦ 和 sinθ，如
图 3 所示。本文通过三个案例提出了转向结果：
（1）
在鹅卵石地层中的掘进，
（2） 在砂岩基岩地层中的
掘进，
（3）在粘土及砂土中掘进，进而研究在非均质
地层以及粘聚力系数同机手的操作技术如何影响
校准特征，本文的研究中九条掘进路线都是直线，
每条路线校核数据见表 2。
2.1 案例Ⅰ在鹅卵石地层中掘进
施工场地位于台北盆地东部边缘地区，该地区
上层覆盖较薄的由松山组粉质粘土及粉砂和景美
组卵石层组成第四系地层，下覆层为砂岩基岩(Chen

图 3 MTBM 的调整量与偏移量

et al., 2007)，通过三种 MTBM 沿五条线路（C-A、

水平方向的角度，
MTBM 前半部分垂直和水平的调

d

C-B、C-C、
I-D、K-E）掘进，
所穿越地层为卵石地层，

C-C

2.2

ISEKI

I-D

0.5

KOMATSU

K-E

0.3

K-F

0.8

K-G
I-H

ISEKI

I-I

整量（mm）

移量（mm）

整量（mm）

15.41

6.970

9.980

2.930

12.35

6.590

5.180

2.350

53.66

6.320

4.060

1.560

鹅卵石地层

24.84

6.260

12.87

13.65

鹅卵石地层

8.440

10.29

7.040

8.390

10.71

12.22

8.810

8.100

8.730

6.910

5.230

6.260

鹅卵石地层

0.8

U

ISEKI

te

2.2

TBM 的平均偏 TBM 的平均调 TBM 的平均偏 TBM 的平均调

is

C-B

X 方向

移量（mm）

nR

1.7

KOMATSU

地层

计等级（%）

C-A
COBRA

Y 方向

各条路线的设

路线

eg

掘进机类型

re

表 2 各类地层中掘进机可操纵性评价

砂岩基岩

1.4

粘土

30.43

4.950

17.59

3.440

1.8

砂土

11.23

3.270

9.660

0.880

表 3 鹅卵石地层、
砂岩基岩、
软土地层的物理性质指标
级配分析

地层类别

土壤分类

含水量

（美国）

（%）

干比重

碎石及碎 砂石及砂
石土（%） 质土（%）

无机质沉
泥及极细
砂（%）

无机质粘

液性限度 塑性指数

土（%）

重度

（%）

（%）

（KN/m3）

鹅卵石地层

GP-GM

7.3

2.70

73

17

9

1

_

_

21.56

粘土地层

CL

26.0

2.73

0

17

66

17

27.4

8.3

17.64

砂土地层

SM

13.6

2.67

0

78

16

6

_

_

19.11

地层类别

含水量（%）

抗压强度（kg/cm2）

破坏应变（%）

重度（KN/m3）

砂岩基岩

6.2

18.6

1.86

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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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案例Ⅲ：
在粘土和砂土地层中掘进

该地层碎石含量为 73%，砂土含量 17%，其余为粘

距台北盆地边界的距离越远，第三系岩层上覆

结果，分别得出了他们的调整量与偏移量之间的关

的第四纪冲积物就越厚。因此，将等级范围为 1.4％

系并列于图 4-8 中，因为 COBRA 型掘进机的自重

至 1.8％（见表 2） 的线路 I-H 和 I-I 设计在松山组

远小于浮重度，机身在高路基模量的卵石地层有向

地层，该地层为粉质粘土（CL）和粉砂（SM）互层，其

上抬头的趋势，此外，COBRA 型掘进机前部机头的

物理指标见表 3。两条线路的地下水位接近地表，从

长度仅占机器全部长度的 28%，所以其调整方向的

图 11 和图 12 可以看到 ISEKE 在粘土和砂土层中

能力在三种 MTBM 当中是最差的，所以 COBRA 掘

的转向效果。在砂层中掘进时，排出的渣土悬浮在

进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去遵循转向角，尤其在掘进过

泥浆中，分离设备很容易将切削下的渣土从泥浆中

程中遇到粒径接近掘进机直径的卵石地层时这种

分离出来，留下干净的水或膨润土泥浆可以重新被

情况更为明显，像这种非均匀地层将会导致比较大

利用。因此，泥水平衡式掘进在颗粒土壤中具有较

的垂直偏移量（对照图 6 与图 4、
5），然而，在水平方

好的效果。图 12 给出了纵向最大偏差和最大横向

向上的最大偏移量却不到 10mm，这表明在非均匀

偏差分别为 30mm 和 20mm。

d

土，通过研究分析三种掘进机在卵石地层中的操纵

的卵石地层中，地层坚硬程度对水平方向的偏移影

re

响要远小于对垂直方向的偏移影响。
同时我们可以看出由于相对较小的最大调整
KOMATSU，由图 7 可以看出 ISEKI 的最大垂直偏
移量接近 61mm，最大水平偏移量为 41mm，这表明

is

较大的水平偏差可能归因于操作员缺乏经验。另

te

量 以 及 自 重 ISEKI 型 掘 进 机 的 转 向 性 能 仅 次 于

外，在图 8 中反映出 KOMATSU 较小的垂直偏移量

eg

（仅 31mm），这很可能由于 KOMATSU 相对于其他
两种 MTBM 具有更重的自重，更长的前部机头和更
大的调整量（见表 1）。

nR

2.2 案例Ⅱ：在砂岩基岩中掘进

由于上部冲积层通常是少量的，甚至在施工场
地并不可见，因此，等级为 0.8%（表 2） 的 K-F 和

图 4 COBRA 掘进机在路线 C-A（鹅卵石地层）中的
调整与偏移量

U

K-G 两条线路被设计在砂岩基岩中，工程人员通常
采用 18.6 kg/cm2 的无侧限抗压强度（UCS）作为这种
基岩的可切削指数（CIS）
（见表 3）。由于砂岩基岩是
均质的，而且掘进速度慢，在掘进过程中，MTBM 在
掘进方向上基本不会发生任何不稳定变化，除非
MTBM 机手十分缺乏操作经验。此外，由于砂岩基
石刚度很高，并能提供足够的反应，因此，相比不均
质体的卵石结构或者软粘土层，它可以相对容易地
保持在指定的路线上前行。图 9 和图 10 所示的几
乎对称的偏差和调整曲线，表现出机手良好的操控
技术，
（图 9 和图 10 中最大偏差分别只有约 30mm
和 20mm）。 从而显现出 KOMATSU 在砂岩基岩中
的良好转向效果。

图 5 COBRA 掘进机在路线 C-B（鹅卵石地层）中的
调整与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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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粘土地层采用泥水平衡工艺切削下来
的渣土不能通过初筛和沉淀池从置换出的泥浆中
分离出来，由于泥浆中粘土颗粒含量偏高，其运输
切削下来的渣土的能力就会降低，从而导致顶进缓
慢(Shiells and Zelenko, 2004; Pigott, 2003)。在这种情
况下，由于某些原因，施工人员并没有采取任何其
他更有效的措施来减少泥浆中的粘土颗粒含量，而
是仍每天持续向前掘进，因此造成机头向上抬升，
如图 11 所示，最大纵向偏差和横向偏差分别为
65mm 和 35mm。

图 8 KOMATSU 掘进机在路线 K-E（鹅卵石地层）中的

nR

eg

is

te

re

d

调整与偏移量

图 6 COBRA 掘进机在路线 C-C（鹅卵石地层）中的
图 9 KOMATSU 掘进机在路线 K-F（砂岩基岩）中的
调整与偏移量

U

调整与偏移量

图 7 ISEKE 掘进机在路线 I-D（鹅卵石地层）中的
调整与偏移量

图 10 KOMATSU 掘进机在路线 K-G（砂岩基岩）中的
调整与偏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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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不同沉积层中掘进机的转向性预测

在高路基回弹模量的条件下，地层会提供较好的响

图 11 ISEKE 掘进机在路线 I-H（粘土地层）中的

应使得 MTBM 前部机头的调整量导致在后部机身

调整与偏移量

d

产生相同数量级的偏移量。调整量和偏移量一一对

re

应的关系，可以很好的表征 MTBM 不同地层介质中
的可操控性，我们将这条线命名为上部包络线。另
一方面，在低路基回弹模量的砂土和粘性土地层中

te

调整量与偏移量的比值同样服从线性关系，我们将
之称为下部包络线，
如图 13 所示。这可以解释为软

is

土地层不能有效地为 MTBM 的转动提供足够的响

nR

eg

应，所以 MTBM 前部机头的任何调整对其后部机身
的偏移量不一定成正比。
对于任何具有一定的弹性模量的地层介质而
言，如果假设该地层是均匀的，在其中掘进时我们
会得到一条斜率在上部包络线与下部包络线之间
的调整量与偏移量的关系曲线，我们如何评估由于

调整与偏移量

卵石地层的非均质性以及缺乏经验的操作造成的

3 讨论

U

图 12 ISEKE 掘进机在路线 I-I（砂土地层）中的

较差转向结果呢？对于路线：C-C（见图 6），由于卵
石地层的非均匀性，尽管采取了 14mm 的垂直调整

在各条路线中，我们通过将所有校核所得偏移

量，小直径的 MTBM 还是在刚刚驶出起始井的时候

总量除以管线总长度得到 MTBM 后部机身的平均

就偏离了预定轨道。因此，在图 13 中我们可以看

偏移量，将所有校核所得调整总量除以管线总长度

到：路线 C-C 的数据点偏向于上部包络线的右侧，

获得前部机头的平均调整量，表 2 列出了九条路线

从而也表明，造成这种类型偏移的真正原因是地层

所有转向结果，图 13 为其综合成果图。

介质的非均质性。同样，在路线 I-D 中垂直方向的

砂岩基岩和卵石层的路基回弹模量高于砂层
和粘土层。高路基回弹模量为 MTBM 的转向或者获

转向结果（见图 7）反应了相同特征，即路线 I-D 的
数据点偏向于上部包络线的右侧。

得更好的可控性提供了良好的响应。卵石层的路基

在图 13 中，所有砂岩基岩的转向结果都以非

回弹模量砂岩基岩很接近，通常介于 800 和 1000

常微小的变化落在了上包络线上，原因如下，因为

kg/cm2 之间（Chen et al.，
2000）。可以看出，在砂岩基

K-F 和 K-G 这两种线路很接近，MTBM 周围的路基

岩和卵石层中的转向结果近似服从以平均调整量

回弹模量非常相似，因此，这些转向结果显示出了

与平均偏移量的比值为斜率的线性关系。这意味着

相同的平均调整量和平均偏移量的关系。此外，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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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基岩的构造远 比鹅卵 石地 层构造 均匀 ，导致

（3）在一个有障碍物的地质介质或土壤沉积层

MTBM 能够沿着直线平稳的前进，并且如图 13 中

的不均匀介质中，转向结果将不遵循平均调整和平

所示，转向行为遵循由路基回弹模量所决定的平均

均偏差的关系曲线，得出的平均调整和平均偏差的

调整和平均偏差关系曲线。

比值较小。

于是，我们会得出用同样的 MTBM 在砂岩基岩

（4）简单模型的开发为管理人员提供了一种简

中掘进时，哪条路线是有经验的机手操作的。通过

单的方法来评估分析由于掘进地层的非均质性或

观察图 9 和 10 中的转向结果，我们会发现偏移量

是机手的失误或者两者同时作用导致的较差转向

和调整量曲线的对称性，从而看出两种路线都是

结果。

由经验丰富的机手操作的。然而，图 10 中 K-G 路
线中的转向结果比图 9 中的 K-G 这条路线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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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ovement Measures of Underground Pipeline Construction Using
No-Dig
Tan Xiangdo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U

Abstract: Trenchless Technology has many way to construct underground pipeline, 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it and must be improved. In addition we can use new methods instead of the existing methods. First is the projection
of new local connection way during the drag pipeline working procedure when overweight underground pipeline under
No- Dig construction. Second is the selection of PE pipe joint connection way when underground electric power
pipeline under construction in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Third is the use of tube drawing in the suitable layer to
replace the old pipelines.
Keywords: No-Dig, Drag Pipeline, Pipeline Replacing, Tube Dra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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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隧道盾构技术在输水管道中的应用
王田青 译
摘

要：
本文简要介绍了英格兰连接默西赛德郡(Merseyside)的普莱斯考特(Prescott)水库的 WELM 管道

施工情况。

d

关键词：隧道、
盾构、
输水管

联合公用事业公司承担的东西连接 (WELM)管

WELM 工程中用到的 TES 的设备包括：
TES 生 产 的 1800mm 机 械 化 挖 掘 机 ， 由 J.

re

道是一个 1.25 亿美元的项目，隧道工程服务(英国)
有限公司为完成各种隧道路段的施工提供了一系
管道的施工。在这一隧道施工中，不仅用到了传统
的开挖设备，
非开挖设备也得到了应用。

J. Murphy & Sons 公司购买并用于施工的 TES

te

列掘进机器，可以在不同地层条件下完成各种直径

Murphy & Sons 公司施工；
生产的 1500mm 机械化挖掘机；
B&W 隧道施工公司购买并用于施工的 TES 提

供的 1800mm Akkerman 隧道掘进机 TBM；

is

WELM 管道连接默西赛德郡(Merseyside)的普莱
斯考特 (Prescott) 水库和柏莉 (Bury) 的伍德盖特

eg

(Woodgate)水库，
横穿英格兰的西北部。J. Murphy &

Sons 公司是这一工程的总承包商。该工程需要安装

1200mm 直径的焊接钢管 54.5km，这些焊接钢管每

B&W 隧道施工公司购买并用于施工的 TES 提

供的 1500mm Akkerman 隧道掘进机 TBM；
B&W 隧道施工公司购买并用于施工的 TES 生
产的 1800mm 土压平衡掘进机 EPB TBM。

nR

天要在这两个水库之间来回输送一亿公升的饮用
水，
以保障水资源的供给。
技术选择

U

由于管道不仅要穿过各种道路、高速公路、河
流和铁路这些常见的障碍，还要穿过受污染的环境
敏感区，所以有必要进行技术选择。
通过对各隧道路段地层条件的仔细调查，认为
开挖的几种方法可以用来完成个别隧道路段的施
工。一些路段的施工采用了隧道工程服务(英国)有
限公司(TES)提供的挖掘设备，这些挖掘设备可以安
装 1500mm 和 1800mm 内径的混凝土管道。
不同施工地点的地层条件差别很大，这就意味
着要使用 TES 生产的不同设备进行不同直径管道
的施工。TES 不仅有生产施工设备的奥尔德姆工厂，
总部 Akkerman 采掘系统有限公司也是英国唯一委
任的代表机构。

图 1 带有岩石掘进配置的 TES 1800 EPB TBM 应用于
WELM 工程第二道的施工

1 EPB TBM
B&W 隧 道 施 工 公 司 购 买 并 用 于 施 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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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成功的完成了施工，避免了在地面更换刀盘的麻
烦。即使在坚硬地层，TBM 仍可以达到每天 25 米的
速度。
第二个顶管隧道完全是在一个巨大的坚硬岩
块中施工，使用 TES 1800 EPB TBM 施工时考虑到
这一点，并对刀盘重新进行了配置，之前的圆盘刀
具换成了嵌入式硬质合金刀具，施工长度为 660
米，施工速度约为每天 20 米。迄今为止，该工程所
有的隧道施工都已顺利完成。
TES 总经理杰夫.克拉克(Geoff Clarke)说：
“提供

图 2 第一道采掘施工中清除废物

充分符合客户需求的采掘设备是我们始终坚持的

TES1800mm 掘进机 EPB TBM，是隧道掘进设备多

宗旨，TES 1800 EPB TBM 在 WELM 施工中体现了

方面、模块化设计的发展。TES 系统是为了在标准

自身的灵活性和耐久性。在第二隧道的施工证明了

d

模式 / 配置或正确率模式下处理从软岩到硬岩的

针对不同地层条件更换掘进配置的有效性。但是，

各种地层条件而专门设计的。TES 可以按照客户要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最值得高兴的是设备对第一隧

re

求的具体的直径系列，功率、转矩、掘进配置进行

道中超硬岩的顺利施工，证明了基本设计中强大的

生产。
方便的在正确率模式(双螺杆)或开放模式(带式输送

B&W 隧道施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史蒂夫.威廉士

(Steve Williams)说：
“很高兴 TBM 具备如此的性能和
可靠性。TES 给了我们优异的设备，并灵活的保证

is

机)下进行 WELM 的施工，包括为 1800mm 内径的

潜力”
。

te

根据 TES1800 掘进机 EPB TBM 的说明书可以

带适应装置的顶管施工做准备，管道支撑设备可以

了设备运送到施工现场”。网址：www.tesuk.co.uk

eg

在管道内壁安装部分衬里。EPB TBM 包括一个嵌入
式的硬质合金混合地面盾构刀盘和一个备用的钻

头，推进器，夹持器，以及管道支撑设备，功率为
195KW，刀盘转速为 0~9.5rpm。从接到订单到将产
设备的设计和生产。

U

2 WELM 隧道

nR

品送至施工现场，TES 仅用了 16 周就完成了整个

WELM 工程的第一个隧道主要岩层是泥岩和
弱砂岩，使用 TES1800mm 掘进机 EPB TBM 安装了
470 米管道。TBM 安了一个嵌入式硬质合金刀盘，
用于处理不同的情况。尽管施工过程中，遇到了设
计时未考虑到的超硬岩，TBM 以其高转矩和掘进能

图 3 EPB TBM 被放入第一隧道的升降井

译自 < Trenchless Works> 201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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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口径式法旋缠绕管道内衬修复技术
刘 涛 葛延超 张严甫 王永红
渊河南中拓石油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457000冤
摘

要：
本文结合国外的螺旋缠绕管道修复技术，对一种成本低、完全非开挖、不停产、容易实现的固定

口径法螺旋缠绕内衬技术进行探讨，
包括施工设备和施工工艺。

d

关键词：管道修复、
螺旋缠绕、管道内衬、非开挖修复

随着我国城市内铺设的管道时间增长，长期深

绕机，在原有的管道内将其旋转缠绕成一条新的内
衬管，并在新管和旧管之间的空隙灌入水泥沙浆，

道被埋压在重要道路、建筑物等设施下面，这些带

从而实现旧管道修复目的的方法。此技术专门用于

病管道若不进行及时维修更新将对这些设施造成

修复和更新污水、雨水等重力流无内压管道。这种

管内腐蚀等原因造成不同程度的泄漏，给城市建设

方法具有占地少、施工快、可完全实现非开挖修复
和不停水修复、修复后管道无需养护、PVC 材料抗
腐蚀性好、特殊板材结构环刚度高、承外压能力强

is

和居民出行造成了很大不便，甚至改变了局部的地

te

严重隐患和危机。因管道裂缝、
破损、管接头错位或

re

埋城市街道下面的排水管道逐渐老化。很多老旧管

等优点；缺点是目前只用于排水管和自流管无压力

是近些年来快速发展和应用的新行业，也有多种非

管线，每段施工长度不超过 200 米。这种技术主要

开挖修复旧管道技术得到成功应用和发展，螺旋缠

有扩张法（Expanda）和固定口径法（Ribsteel）两种工

绕管道内衬修复技术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艺。本文针对固定口径法缠绕技术做一些探讨。

U

nR

eg

质结构，造成了地面沉降。采用非开挖修复旧管道

图 1 排水管道泄漏侵蚀形成的天坑

2 主要施工设备及材料
2.1 螺旋缠绕机
缠绕机是整个工程的核心设备，固定口径法缠
绕机也叫移动式螺旋缠绕机，结合国外的缠绕机的
使用特点，可以设计一种简单轻便的缠绕机，如下
图 2 所示。

1 螺旋缠绕内衬修复技术简述
螺旋式缠绕内衬技术由澳大利亚发明，目前国
内只有香港其士普鲁斯亚洲集团公司拥有此技术
（Rib Loc 工法），国外日本 SPR 工法协会专业从事
此项技术（SPR 工法）工程，目前国内应用此技术的
案例比较少，都是采用国外的设备和技术。螺旋式
缠绕内衬技术概括说 该技 术是将 带状 聚氯乙 烯
（PVC）型材放在现有的人孔井底部，通过专用的缠

图 2 螺旋内缠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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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螺旋缠绕内衬作业三维模拟图

此缠绕机通过增减滚筒的数量来适应不同的
管径，在进入管道前可径向收缩，进入管道后再径

图 4 管道 CCTV 视频检测机器人

向张紧使 PVC 管紧帖原管道。缠绕机既有压紧

2.6 发电机或配电箱

PVC 板带的功能，也对将要缠绕的板带起导向作

d

为施工设备和照明提供电力，此设备必需由具

用。缠绕机上装有大扭矩低转速液压马达，可通过

有电工证的人操作，使用前进行安全检查。

re

调节液压马达流量调节速度。缠绕机上的滚筒依靠

2.7 PVC 板带

自身的旋转，推动缠绕好的 PVC 管边缘，使缠绕机
1m/s。液压马达要配双通道液压旋转器，让液压管不
产生扭劲现象。

PVC 板带两边必须有能互锁的锁扣, 最好可以
焊接。国内无相关标准，大多参考国外标准 ASTM

te

连续的螺旋式向 前移动 ，制 管速度 一般 不超过

F1697-2009《现有排污管和导管的机械螺旋缠绕衬

is

管修复用聚氯乙烯(PVC)异型带的标准规范(英)》。

2.2 板带送料机

eg

在施工前要把板带按一定的方向缠绕到送料
机上，并把送料机放到合适的位置，防止板带产生

扭劲现象，在施工中送料机会连续不断地把板带送
到井下管口。送料机要用可调电机带动，让送料机

nR

的旋转速度与板带的前进速度相配合。
2.3 CCTV 管道爬行车

爬行车与缠绕机同步前进，实时监控缠绕机的

U

运行情况。也可以在施工完成后检验 PVC 管的成型
情况。此设备可根据需要使用。
2.4 液压泵系统

包括液压泵站和盘管机两部分，液压泵站为缠

下图为一种国内常见的 PVC 板带，
国内现在还没有
厂家生产管道修复专用板带，目前市场上的板带能
否用于内衬修复还需要试验。
2.9 密封剂
根据需要，在施工时用注胶泵把密封剂注入到
锁扣之间。

3 施工工艺及过程
3.1 勘察现场
由于本技术只能在较直管道段施工，在某些地
方可能需要开挖操作坑。一般情况下可利用现有的

绕机上的液压马达提供动力，要具有节流、调压和
压力保护功能。盘管机配有液压旋转器，负责在施
工时不间断地回收液压管，并盘卷整齐。
2.5 监控系统
包括 CCTV 成像系统和通信设备。监控人员是
整个工程的总指挥，通过视频图像以及各工位反馈
信息实时监控和统一指挥施工过程。目前管道爬行
器已经较成熟，只需对现有的爬行器进行改进就能
使用。

图 5 PVC 缠绕板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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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PVC 管形成
在开动设备前要先检查监控系统和通信系统，
各工位听从项目经理统一指挥。开动机器后，缠绕
机会依靠自身的旋转推力不断前进，管道爬行车同
步前进，
直到管道末端，PVC 管形成。剪断板带取出
缠绕机。
3.6 管道的灌浆
按固定尺寸缠绕新管完成后，在母管和新管之
间可能会留有一定的间隙，如果必要的话，这一间
图 6 移动式螺旋缠绕设备工作示意图

隙可以用水泥浆或者聚合物水泥砂浆来填满，管道
两端必须密封好。

窨井，在周围做好防护即可。
3.2 管道清洗和检测

4 技术研究前景及应用展望

d

施工前通过 CCTV 管道检测系统或潜望镜仪

螺旋缠绕管道内衬修复技术在国外已经比较

器等方式对管道进行检测，检测内容重点包括：确

成熟，国内还处在引进消化阶段。目前国内还没制

re

认管道的直线度；确认管道内是否有影响施工的障

造专用设备的厂商，也没有从事此技术的工程公

碍物；是否有影响施工的管道缺陷（如：错口等）；并
法对管道进行清扫，
视情况对管道进行两次检测。

非常适合应用在无压力直线管道修复中。在借鉴国
外技术基础上再更进一步发展和推广应用，让这项
技术广泛应用在国内众多城市排水管道非开挖修

is

3.3 水流改道

司。由于此技术自身拥有的一系列优势，这项技术

te

确定是不是需要清洗管道。可采用高压水法和通球

通常情况下，螺旋缠绕管技术可以带水作业

eg

（最高允许 30％水位），施工中并不需要特别泵水来

改变水流。但当水流过大或过急影响工人安全，以
及在业主要求下，需要进行水流改道或泵水。
3.4 缠绕前准备工作

nR

把送料机放置到首端，把液压泵系统和监控系

统放置到末端。然后让管道爬行车从末端先进到首
端，之后把缠绕机从首端井口放入到管道内，如果

U

井口太小可以在管道口组装缠绕机。人工把板带在
缠绕机上缠两圈，再把缠绕机的螺帽拧紧，让 PVC
管紧贴原管道。最后把液压管接头连接好。

复更新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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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管道选用非结构性修复法之前的论证
董久樟
渊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冤
摘

要：本文重点论述了非结构性修复法的定义与功能；探讨在运行燃气管道的检验规则、评价方法；

首次建立了使用翻转内衬法修复后管道的安全运行寿命计算的理论。

d

关键词：
非结构性修复、管道检验和评定、修复后寿命

原管道力学结构的情况下，针对原管道的体积型缺

1 非结构性修复法的定义与功能解释

re

陷（腐蚀穿孔和“亏肉”
）、裂纹型缺陷（焊口开裂等）

在运行燃气管道面临技改大修时，通常有两种

和将来还要发生的体积型缺陷进行现状修复和预

不同修复工法的特点和修复后的效果，又分为结构
性修复（或更换）和非结构性修复。结构性修复（或

翻转内衬法是典型的非结构性修复法。即对原

管道的力学结构改变很小，又能针对上述两种缺陷

is

更换）技术有 PE 管折叠内插法、PE 管缩径内插法、

防性修复，以达到不泄露效果的方法。

te

选择，既开挖换管和非开挖修复。非开挖修复根据

PE 管插入法、复合材料胆式内插法、裂管更换法

eg

等。非结构性修复技术主要指柔性的翻转内衬法。
管道缺陷的分类平面型缺陷：裂纹型缺陷；体

U

nR

积型缺陷：
腐蚀缺陷。

进行由内向外的封堵式修复，从而达到保障管道安
全运行的目的。

2 在运行燃气管道的检验、评价
本文所涉及的检验、评价区别于埋地管道防腐
层的检验、评价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腐蚀管
道评估的推荐方法》SY/T10039-2002 是由海洋石油
总公司提出并归口管理。2005 年，中国石油天然气
总公司管材研究所的专家完成了《油气输送管道安
全评价技术及其应用研究》课题并申报了国家科技
进步奖。城市燃气管道属于市政公用管道，是工业
管道中的一种，在还未出台市政公用管道独立的检
验规程之前，我们先借鉴《在用工业管道定期检验
规程》
（国质检锅[2003]108 号）中的原则和方法，用

图 1 典型的体积型缺陷

来参考并规范化我们的检验工作。应该指出的是：

管道的完整性管理理论将管道的缺陷主要分

无论是油气长输管线还是城市燃气管道，针对它们

为以上两类，机械损伤型缺陷和几何不完整型缺陷

的检验、评价、安全评估、剩余强度、剩余寿命的研

通常不在考虑范围内。图 1 显示了典型的体积型

究是非常复杂和艰深的，目前形成的理论、成果、

缺陷。

规程、成熟的技术解决方案也是局部的和动态发展

所谓非结构性修复法的定义是：在基本不改变

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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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2 在运行燃气管道安全状况的分级标准

在运行燃气管道的全面检验参数项见表 1 所
示。表 1 仅供参考，可以根据各城市燃气公司修改

《压力管道使用登记管理规则》中指出，压力管

d

表 1 燃气管道基本参数和综合性能表

现了频繁漏气，例如，平均每公里出现了一个漏点，

re

道安全状况分为四级。

而该管线的位置处于重要的不能开挖的地段，折点

质量符合规范；在设计条件下能安全使用的压力

较多，不适合于结构性修复（或更换），最适合使用

管道。

te

一级：设计、安装资料齐全；设计、制造、安装

翻转内衬法这种柔性的非结构性修复技术进行非

二级：设计、安装资料不全；设计、制造、安装质

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考量原管道的剩余强度能否

is

量基本符合法规与标准。有缺陷，但不危及安全，使

开挖修复。如何判断能否采用非结构性修复法，主
满足现状运行压力而产生的现状应力。

和规定的使用条件下使用。

3.1 管道腐蚀减薄后的强度校核

eg

用单位采取有效措施的，可在 3~6 年的检验周期内

三级：管道材质与介质不相容；设计、安装使
用不合规范。存在严重缺陷，但使用单位采取有效
使用。

nR

措施的，可在 1~3 年检验周期内和限定的条件下

四级：缺陷严重，难于或无法修复的管道，无修

U

复价值，修复后难以安全运行。

3 在运行燃气管道安全状况评定、强
度校核
管道缺陷与安全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从管材、

滓= P [D-(啄-C)] ≤[滓]
2(啄-C)Ea

式中：滓：工作管材的现状应力，MPa；[滓]：管材

的许用应力，MPa；P：运行压力，MPa；
D：
外径，mm；啄:

现状实测壁厚最小值，mm；Ea ：质量系数，无缝钢管
为 1，螺旋焊管为 0.6；C：预期使用周期的两倍腐蚀
深度，
mm。

当 滓≤ [滓]时，管道仍能安全运行。

3.2 连成片的腐蚀区域最大容许纵向长度：
10% 啄 n < 腐蚀深度 < 80% 啄 n

焊接、连接、裂纹、腐蚀等方面进行评定。如果管道
结构没有变化，管材明确清晰，强度性能校核合格，
满足原设计要求，属于一、
二级。如果管材在理化检
验时，有材料劣化，化学成分改变，强度降低，塑性
与韧性降低，金相组织改变等情况发生，应评定为
四级。城市燃气管道除由极端外力破坏所引起的机

式中：L：腐蚀区域的最大容许长度，mm；
d：实
测腐蚀区的最大深度，mm；D：管道的公称外径，
mm；啄n :管道的公称壁厚，mm。

当实测连成片的腐蚀区域纵向最大长度 <L，管

械损伤之外，重要的安全隐患主要是由腐蚀引起

道仍能安全运行。

的。当一段管线运行了十几、二十年，运行巡检时出

3.3 案例强度校核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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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二环路某燃气管线起点为东直门桥

在原管道强度校核始终处于合格范围的前提

西南地铁口，终点为建国门桥中闸 1#，设计压力

下，翻转内衬修复后管道的安全运行寿命取决于内

0.4MPa，全长 3450m。

衬材料封堵体积型缺陷的失效时间，既当内衬材料

该管段建设投产年代为 1987 年开始，至八十

由内向外封堵了一个腐蚀点，该点从“亏肉”发展到

年代末完成，管径为 DN400，
DN500，管材当时使用

较大穿孔，最终发展到内衬材料在内压作用下无法

了 Q235，
16Mn 两种。

封堵该孔洞而破裂，这时的腐蚀孔洞叫临界孔洞。

查阅当时 1987 年的竣工资料，虽然不全，但材

产生这种失效既修复后管道运行寿命终止。产生临

质 单 上 依 然 有 16Mn 钢 管 的 数 据 ， 屈 服 强 度 为

界孔洞时间与内衬材料性能强度的衰减失效时间

336.3MPa， 抗 拉 强 度 为 460.9MPa， 许 用 应 力 为

的交叉点就是修复后管道安全运行寿命的终点。

153.6MPa。

4.1 固有强度

查阅当今压力管道规范，工业管道第 2 部分材

首先，我们引入固有强度的概念，这是美国宾

料得：16Mn 钢管抗拉强度 490~500MPa，屈服强度

夕法尼亚大学在研究内 衬 材料的机 械 性能时原

356MPa， 许 用 应 力 163MPa；Q235 抗 拉 强 度 420

创的。
S= 圆面上受力 =
圆周长

re

在该管线上随机开挖三个工作坑，选择 4 个点
测 管 顶 、 管 底 的 壁 厚 ，1# 坑 北 侧 管 段 管 顶 壁 厚
6.1mm；2# 坑管段管顶壁厚 5.5mm，管底壁厚 6mm；

面上的受力，kgf/cm。

is

3# 坑管段管顶壁厚 4.5mm，
管底壁厚 5.5mm。8 个数

式中：S：固有强度，kgf/cm；D：孔直径，cm；P：圆

te

6mm，管底壁厚 5.7mm；南侧管段管顶 6.4mm，管底

仔（D ）2伊P
2
= PD
仔伊D
4

d

MPa，屈服强度 235 MPa，许用应力 125 MPa。

据平均，现状壁厚平均值为 5.71mm，
最小值 4.5mm。
进行强度校核计算：

eg

滓= P [D-(啄-C)]
2(啄-C)Ea

P 取 中 压 A0.4MPa，
D 取 426mm，啄 取 4.5mm，

nR

Ea 取 0.6，C 取 2mm 时；现状应力：滓=56.5MPa。

拿得出的现状工作应力与较弱的材质 Q235 的

许用应力 125MPa 比较，
滓<[滓]，
管道仍可安全运行。

U

下面再计算一下，连成片的腐蚀区域最大容许

纵向长度是多少：

当 啄n=8mm，d=3mm 时，B=0.8819，L=60mm；

当 啄n=8mm，d=4mm 时，B=0.6525，L=44.47mm。
在抢修和技改施工中还未见该管线成片腐蚀
区的长度超过以上两个 L 值。
结论：由于该管线自身结构强度校验合格，可
以采用非结构性修复技术即翻转内衬法进行非开
挖修复。

4 使用翻转内衬材料修复管道的安全
运行寿命计算

图 2 试验管

内衬材料在封堵孔洞时，受力点主要集中在孔
洞的周边上，所以，固有强度值 S 很形象也很实用，
图 2 显示了三个孔洞，两个已经被内衬封堵住。经
过多年的研究和数据收集，笔者选取三个不同来源
的某种内衬材料 S 值：
158 磅 / 英寸：
NTS，美国国家测试中心实测值，
1999 年；
186 磅 / 英寸：北京建工学院材料实验室实测
值，2000 年；
294 磅 / 英寸：美国 MILLER 管道修复公司提
供值，2001 年；
三个不同测试结果取平均数确定 S 值：

108

非开挖技术

China Trenchless Technology

S= 158+186+294 =212.7（1b/In）=37.68（dgf /c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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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g/dm2.a。
建立某腐蚀点模型等式：

在近 10 年中，天津工业大学纺织材化学院等
单位的测试，都证明该种内衬材料的固有强度值均

c×t= 仔Dt ×啄×籽
4

在此范围浮动。

式中 c：土壤平均腐蚀速率；t：时间，年份数；Dt：

2

t 年后的孔洞直径，mm；
啄：原钢管厚度，mm籽：钢管密

注：该试验均为 Φ50 法兰夹住材料，从一侧打
水压或气压，
记录爆破时压力值。

度，g/cm3。

5×t= 仔 ×0.8×7.8×Dt2
4

P 值选择次高压 B（8bar）时，爆破失效的临孔
直径为：

（1）

∵St= PDt
4

D（光孔）= 4S = 4×37.68 =18.84（cm）
P
8

∴Dt= 4 St
P

注：笔者在北京建工学院材料实验室实验测得
不规则孔的衰减率为 0.8962。

（2）

4.2 固有强度随时间的衰减率公式

d

P=0.8MPa 次高压 B

D（不规则孔）=18.84×0.8962=16.88(cm)

re

又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用同一种内衬材料即聚
实验，经分析数据得出，该种材料 S 值随时间衰减

（4）

te

氨酯和聚酯纤维复合材料做了 5000 小时钢球顶破

（3）

将式（4）带入式（1），可以得到 t=47（年）。

率为：

S(10min)取 37.68kgf/cm。

S邑T

用这个结论计算一下 50 年后的 S 值：

is

（ -0.06）

eg

S(50 年）=S(10 分钟）×（10/26×106）0.06=0.41×
S(10 分钟）=15.45

结论：考虑内衬材料是由聚氨脂与聚酯纤维合

成的塑性材料，
塑性材料的安全系数 Ks 取 1.4~1.7，
47 年 /1.4~1.7=33.5~27.6 年，经翻转内衬法修复后
的管道在自身结构强度校核合格的情况下，理论安

考虑不规则孔洞的衰减率 R=0.8962；临界孔洞

全运行寿命是 30 年左右。

nR

D(50 年）=4×S(50 年）/8=7.72(cm)
D(50 年）=7.72×R=6.92(cm)。

结论：
50 年后，经内衬修复后的管道，当运行压

参考文献：
[1]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内衬材料研究报告 1999

径为 D=6.92(cm)。

[2] 董久樟 《翻转内衬法用于我国燃气管道修复的

U

力为 8bar 时，该种内衬材料能封堵住的最大孔洞直
4.3 临界腐蚀孔洞产生时间与内衬材料失效时间
交叉点计算

《城镇燃气埋地钢制管道腐蚀控制技术规程》
CJJ95-2003 中规定，土壤腐蚀性评价为强、中、轻、
较轻、极轻五级。现取中级的平均腐蚀率值

应用研究》2001
[3] 江孝禔 主编《城镇燃气与热能供应》2005
[4] 《在用工业管道定期检验规程》(国质检锅[2003]
108 号)
[5] 《腐蚀管道评估的推荐法》SY/T1003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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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P 紫外线固化施工的质量验收方法
强一香
渊天津泰达创业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冤
摘

要：本文概要论述了排水管道 CIPP 拉入法内衬修复技术采用紫外线固化的工艺过程、技术优势；

并根据紫外线固化工艺存在的技术缺陷，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可操作的质量验收方法，希望对管道业主同仁
们在紫外线固化工程验收时有所助益，
以进一步促进管道非开挖修复事业在我国的健康发展。

d

关键词：
排水管道、
内衬修复、
拉入法、紫外光固化

re

1 拉入法 CIPP 紫外线固化工艺的优劣
拉入法 CIPP 紫外线固化工艺的主要施工步骤
与常规 CIPP 拉入法一样，也是以玻璃纤维布、玻璃

is

纤维毡等做成软管，只是在玻璃纤维里浸润的树脂

te

1.1 拉入法 CIPP 紫外线固化工艺简介

为可用紫外光固化的。也采用拖曳的方式将修复材

eg

料送入管内，然后把紫外光灯链车安装在已经膨胀

的软管内，在恒定的气压下，以每分钟 1 米左右的
速度拖动灯链，随着灯链的移动到位，将紧贴在原

nR

有管道内部的树脂修复材料逐一固化。

1.2 拉入法 CIPP 紫外线固化工艺的技术优势
UV 工法与常用热固化工艺相比较，树脂材料

图 1 软管拉入旧管道

体系不同；固化工艺不同。这种工艺的固化时间更

U

短，施工设备更紧凑，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对地面交
通的影响。不用燃油锅炉，降低了施工作业中的
CO2 排放,更符合环保要求。

1.3 CIPP 软管拉入法内衬层技术性能
ASTM F2019-03 规定了玻璃纤维浸渍树脂的
拉入法内衬修复技术能够达到的技术性能指标如
表 1 所示。
1.4 CIPP 紫外线固化工艺存在的技术障碍
紫外线固化是指在紫外线作用下，其体系中的
光敏物质可通过光化学反应产生自由基或活性离
子，从而引发体系中的活性树脂进行交联聚合，产
生交联网状结构。但是，紫外光固化工艺应用在管
道 CIPP 修复领域也存在弊端，那就是紫外光线在

图 2 软管撑圆胀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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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内衬层壁厚。即随着内衬层壁厚的增加，其不
同深度树脂的固化度是不同的，根据 ASTM 标准计
算需要内衬层厚度较大时就不能采用紫外光固化
工艺。

2 CIPP 紫外线固化工艺的质量保障
2.1 保证紫外线固化工艺性能的设计
这里，我们列出全球都在共同执行的美国工程
师协会关于内衬层壁厚设计的 ASTMF1216-05 标
准中关于管道全部损坏和部分损坏两个计算内衬
层厚度计算公式：
3 1/2
管道全部损坏：Qt= C [32RW·B'·E'·(E·
i I/D) ]
N

图 3 紫外光固化

d

式中：Qt：管道承受的全部外压；B'：弹性支撑

re

系数；E'：地层应变模量；Rw：水力漂浮因子；Ei：
CIPP 的远期弹性模量；I：惯性矩；C：椭圆度衰减因
子；N：安全系数；D：旧管道的实际内径；q：旧管的

te

椭圆度。

is

管道部分损坏：P= 2KEL2 · 1
·C
(1-υ ) (SDR-1) N
式中：P：
地下水压力 ；
K：
强化因子；EL：CIPP 衬

图 4 端口切割后运行

eg

层远期弹性模量；
υ：坡松比；SDR：CIPP 的标准尺

弯曲强度
弯曲模量

测试方法

据此，设计时先要确认管道属于部分损坏还是
全部损坏；然后一定切记，根据 ASTMF2019 标准，
拉 入 法 CIPP 紫 外 线 固 化 工 艺 弹 性 模 量 取 值 为
5000MPa，即使是进口材料也不允许取 12000MPa，

最小值

Psi

（MPa）

D790

6500

45

D790

725000

5000

D3039/D3039M

9000

62

D638

9000

62

U

性能

nR

表 1 ASTM F2019-03 玻璃纤维浸渍树脂的技术性能指标

寸。

拉伸强度

注：以上指标是紫外光固化和加热固化工艺都

因为拉入法 CIPP 紫外线固化工艺不同壁厚处性能
不同，所以弹性模量性能指标若笼统使用 12000
MPa 这个设计值是错误的。
2.2 拉入法 CIPP 紫外线固化工艺的硬度测量
拉入法 CIPP 紫外线固化工艺对厚制件的固化
是不完全的，其原因是制件越厚，紫外线光通量越
低，
树脂固化度就不足，内衬层性能随之越低。我们
管理和监理部门在现场要测量光通量是很难做到
的，其实要实现质量监控也很简单，就是用硬度仪

必须共同遵守的。

测量内衬层不同深度处的巴氏硬度。如果现场取样

内衬层（包括树脂和玻璃纤维或涤纶纤维）中的穿

更好，因为光固化树脂只要见光就能发生固化反

透能力对厚制件固化存在技术障碍，不是靠简单增
加照射时间或增大光量就能实现的，它一直是国际
材料学界尚未解决的重大课题，所以，一定要严格

应，而地下管道里内衬层外壁是不可能见到光线
的，取样时只需要用不透光材料包好拿到实验室进
行测量，简单测量一下内衬层外壁的巴氏硬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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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40 就是合格，也就说明固化度合格，若低于 40

致命缺陷，
如果对于这一世界性难题能够尽快找到解

其所有力学性能和化学抗性都会存在问题。一旦出

决办法，
该工艺一定会获得业界的青睐和广泛应用。

现上述情况，在衬管内再怎样加大紫外光量和强度

目前，采用紫外线固化工艺时，衬管在 5 毫米

都不会对固化性能起作用了。

厚度内质量是能够保证的，超过 8 毫米的内衬修复

应该注意的是，现场取样时一定要做好防光照

工程就不能再采用紫外光固化工艺了，只能采用热

措施，因为在地下，内衬层外表面是无法见到光线

固化工艺进行施工。所以，吁请管道业界对超过 8

的，而内衬层外表面未固化的部分一旦遇到光线就

毫米厚度的 CIPP 紫外线固化修复施工，一定采用

会继续发生固化反应，随后检测的性能就不再是旧

硬度和环刚度测量进行密切质量监控，以确保业界

管道内原内衬层的性能了。

修复资金投入的效能。

2.3 拉入法 CIPP 紫外线固化工艺的环刚度测量
参考文献：

拉入法 CIPP 紫外线固化工艺性能检验还有一
个直观的方法，就是对 DN600 以下管道的修复施工

[1]

ASTM F1216-05

Rehabilitation of Existing

Pipelines and Conduits by the Inversion and Curing

以上城市都有检测单位可以做环刚度测试，看能否

of a Resin-Impregnated Tube
[2]

对于 DN600 以上管道修复时，
因为样品无法从

ASTM F2019-03

re

达到设计标准要求即可。

d

后，在管端直接截取 20 厘米样品，在国内所有地级

Rehabilitation of Existing

Pipelines and Conduits by the Pulled-in-Place
Installation of Glass Reinforced Plastic (GRP)

te

井底取出来，环刚度测试无法进行。

Cured-in-Place Thermosetting Resin Pipe (CIPP)

3 结束语

[3] 杨宪云 等《非开挖技术》2006 年 第 02 期 138—
141 玻璃纤维软管内衬工艺在排水管道修复中

is

CIPP 紫外线固化工艺优点是固化时间更短，施
工设备更紧凑，更符合环保诉求，但紫外线在白色

的应用

eg

玻璃纤维中的穿透能力造成深度固化不完全是其

nR

Quality Inspection Method for UV Curing Process of CIPP

U

Qiang Yixiang
（Tianjing Taida Chuangye Real Estate Developing Co.）

Abstract: This paper briefly discusses the UV curing process and the technical superiority of pull-in method
CIPP for drainage rehabilitation. According to the UV curing process existing technical defects, offered the
corresponding quality inspection method, hope that the pipe owners have the help, to further promote the pipeline
trenchless repair in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Keywords: Drain Pipe, CIPP, Lining Rehabilitation, Pulled-in-Place, UV 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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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地下管线修复与更换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前景
毛大平
渊成都理工大学冤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部分城市抓住发展契机都在搞建设，但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地下管道在

建设过程中缺乏长远考虑，
遗留了诸多问题。当前，部分管道老龄化，破损严重，
急需修复与更换。我们国家
多采用明挖法进行施工，而国际上很多国家则运用非开挖地下管线修复与更换技术，与明挖法相比有保护
环境，
不影响交通，
施工隐蔽，社会效益高，技术先进等优点。这项技术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技术经验不
足，
大多需要借用国外的设备。由于我国大城市管道陈旧和道路交通拥堵现象日趋严重，
发展该技术迫在眉

d

睫。国际上常用的修复技术有内衬插入法，
模压内衬法，
折叠内衬法，螺旋缠绕法等。这些方法各有优点，
而
“刮痧法”
和“穿衣法”
能兼并其中几种方法的优点。在我们国内市场，运用以上方法成功的案例也有，
但并未

re

得到推广。非开挖地下管线修复与更换技术出了应用于市政工程外，还可用于石油管线工程，地质工程等，
在国内有巨大市场前景。

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is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非开挖修复与更换技术

te

关键词：非开挖、
地下管线、
修复与更换

（1） 部分城市的地下管线自改革开放以来已

引进中国。事实上，它的出现有必不可少的因素，
必

服役 30 余年，出现了老龄化问题，致使部分管道

定是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晶。此类技术在城市

漏电漏水，相应管理部门也尚未及时采取合理措

的后期发展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目前已被英

施处理；

nR

国、
美国等国家广泛应用。

eg

兴起于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约在九十年代初期

（2）由于在城市早期快速发展过程中，管理部
门对地下管线工程未做出统一的规划与安排，加上

断加快，各种线路，排水管道从地面到地下。都市路

我国城市的发展速度令人出乎意料，正所谓计划没

面的下方已经是一个庞大的管道网络系统，它们有

有变化快，所以难免出现这一类问题；

U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地下管线建设步伐不

条不紊地为整个城市的运转工作着。在国内部分城

（3）国内生产制造的管线材质良莠不齐，加之

市建设规模日趋平衡的情况下，地下管道基础设施

近年来各种厨卫清洁剂、洗面奶、牙膏等的使用，致

需求急剧萎缩，然而对公共设施的修复与维护工作

使里面所含化学物质腐蚀管道，在长期有害化学制

量却与日俱增。单就排水管道而言，截止 2010 年总

剂作用下，相当一部分管道使用年限不足 20 年，有

里程已经达到 30 万公里了。

的甚至不足 10 年；

1 国内城市地下管线存在的问题
据新华网资料显示我国近七成城市供水管道
由于材质问题，每年漏水 60 亿立方米；平均每年因
为地下管线漏电，天然气泄漏引发的安全事故也为

（4）埋设在地下的任何管道，都会受到各种机
械外力的作用。例如，地层变形对管道挤压扭曲；车
辆碾压；植物生长的根伸进管道内等。时间一长，管
道都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损伤或损坏。

数不少。管道损坏后水电气供应不给力，影响城市

2 选择非开挖修复与更换技术的必要性

居民生活的问题也相继出现。发生这些事故,我认为

工作中的管道一旦被损坏，修复又选取开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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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方式则可能会带来以下问题：

113

兼容几种技术优点的工艺呢？不妨尝试下列的方式：

（1）破坏环境。开挖时所带出的泥土影响城市

1）刮痧法。是一种新型管道修复方法，针对内

卫生，城市的整体形象也会因此大打折扣；

衬插入法存在衬管外径与旧管内径之间留有空隙，

（2）破坏既有其他市政设施（军用光缆，电信，

管径偏小，受力状态不均等问题，尝试“刮痧”法。所

电力，燃气管线，自来水管道等）。在开挖时倘若操

谓“刮痧”法即在管道内部用“刮痧”机削减管壁厚

作不当，挖掉别人的管线，后果不堪设想；

度，然后再把新管拖入旧管内。

（3）影响城市交通。在市区修复地下管道，开挖

（1）工艺原理

地面将会使得车辆绕道而行，造成巨大的社会效益

采用新型设备刮痧机，其工作原理类似于 TBM

损失；

机，但仪器外形尺寸较之要小。操作时将刮痧机置

（4）地下管线若处于重要保护文物建筑或者居

入管道内，根据管道内径选择合适的刀盘并将其安

民社区住宅地下，这种情况下是严禁开挖修复的。

装在机器前端。刮完后用加压水冲洗管道，然后铺
入新管。刮痧过程中要用到千斤顶 （便于机械前

一矛盾。采用非开挖勘测等方法定期对管道进行检

进），测量仪器（测量管壁刮削厚度），加压机（清洗

查以提前发现问题，在管道还没有造成巨大损失之

管道）等辅助设备。

d

这就“迫使”我们采取其他适当的措施解决这

（2）工艺流程

re

前进行修复。非开挖管道修复更换技术在国外的成
功应用，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为城市管道修复提供

①先对旧管进行勘察、清洗，为后续工作做准
备；②采用刮痧机按照操作规程刮削管壁；③用高

te

了宝贵的经验。

压水再次清洗管道；④穿入钢绳或者拉杆，连接新

3 国内非开挖修复与更换技术现状

管，回托铺入；⑤环形间隙灌浆处理。
（3）技术特点

is

国内管道修复技术还处于初级阶段，技术经验

不足，大多需要借用国外的设备。就目前形势来看，

此法优点在于可适应大曲率半径的弯曲管道，

且能够保持过流断面积基本不变；缺点是新管外径

现象日趋严重，发展该技术迫在眉睫。

与旧管内径之间留有空隙，对操作员技术要就高，

eg

由于我国大城市管道陈旧老化和道路交通拥堵的

在国际上非开挖管道修复技术有多种分类方

nR

法。按修复后管道结构分为：自立管，复合管，双层
构造管三种类型；按管道成型来分有翻转法，牵引

法，
制管法，短管法，缠绕法，爆管法等。根据对旧管

操作不当容易造成削破管壁后果。
（4）适用范围
管径：60mm~2500mm；管线长度：最长可达
300m；管道材质：柔性或刚性管材。
2）穿衣法：

压法，钻削法三种。不同国家对管道修复和更换的

通常所说的管道修复工作都是从管内施工的，

U

道采用的破碎方式不同，管道替换法有静压法，动
方法分类不同，相应的处理技术也有所差异。在我

研究从管外修复或许是未来的发展方向。该法可称

国，这些工艺还处于摸索阶段，虽然上述方法在我

之为“穿衣”法，采用特殊材质制成管径更大，管壁

们国家也成功应用过，但是还不太成熟。部分城市

更薄的管道，在管道损坏部分像穿衣服一样，对管

和地区的研究者组织专家团体对该项技术进行研

道损坏部分进行全面
“封锁”。

究讨论过，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要想取得长足发

（1）工艺原理

展，
还需要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截止 2011 年 8 月

在应对小管径管道运用常规的管内修复方法

29 日，国内才有首个“管道修复技术试验中心”
。可

对机器的限制难以避免，
“穿衣”法另辟蹊径从管外

喜的是，今年（2012 年）北京天环燃气有限公司从合

着手。采用特殊材质制成管径更大，管壁更薄的管

作伙伴德国卡尔维斯公司引进了高压翻转内衬修

道，在管道损坏部分像穿衣服一样，将管道损坏部

复技术，填补了国内同行业的空白。

分封装好。

现有的众多修复技术，
各有优点，是否还有其他

（2）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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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先对旧管进行勘察，查清管道损坏部位，管

2012 年 4 月

更换技术在中国巨大的市场前景。

道走向，为后续工作做准备；②制作修复所用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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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

Trenchless Underground Pipeline Renovation and Replacement of
Technology Prospect in China
Mao Taiping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U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most cities in China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for development are
engaged in construction, but plans to keep up with changes fast, underground pipe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lack
of long-term consideration, leaving behind a lot of problems. At present, the aging part of the pipeline, badly damaged
in urgent need of repair and replacement. Our country to use more open-cut method of construction, many countries in
the international use of trenchless underground pipeline repair and replacement of technology, compared with the
open-cut method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does not affect traffic, hidden construction, social, advanced technology
advantages. This technology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lack of technical experience, most of them need to borrow
foreign equipment. Due to the large cities in China pipeline is old and road traffic congestion is worsen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chnology is imminent. On repair technology lined insert molding method of lining, fold lining
method, spiral winding method. These methods have their advantages, while the scraping method and dress law
merger in which the advantages of several methods.
Keywords: Trenchless Technology, Underground Pipeline, Renovation and Replacement

第2期

No.2

非开挖技术

Apr.，
2012

China Trenchless Technology

第 22012
期 年4月

115

非开挖施工地下管线的改进措施
谭相东
(成都理工大学)
摘

要：
非开挖施工地下管线有很多工艺方法，这些工艺中存在某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并且在适当条件

下可以采用新的方法代替现有的方法。第一是非开挖施工“超重地下管道”时，拉管工序中的局部连接新方
法的设想。第二是在特殊情况下施工地下电力管线时 PE 管管节连接方式的选择。第三是在合适的地层中采
用
“拔管法”
更换废旧地下管线 的施工工艺。

re

d

关键词：
非开挖、
拉管、
管道更换、
拔管法

成孔质量跟地层条件、施工方法、施工技术、孔

工技术中发展最快、前景很好的一项技术。在我国

径大小以及孔的长度密不可分。目前成孔工艺已经

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需

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即使成孔的质量再

要铺设大量的地下管线，而且呈现出一种跨度越

好，如果拉管这个工序不能顺利进行，那么就不能
完成铺管工作。因此拉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is

来越长、铺设管线的管径越来越大、对技术要求越

te

地下管线的非开挖铺设技术是目前非开挖施

来越高的趋势。随着这项技术的推广，人们也不断

eg

在实践中发现一些施工上的技术问题并对这些存

在的问题展开了研究，促使非开挖技术逐渐的走向
成熟。

nR

根据地下管线的非开挖铺设技术的工作原理
和设备，可以将现有的非开挖铺设技术分为以下几

类：水平钻孔技术、气动矛技术、夯管锤技术、综合
应用技术。非开挖更换地下管线的技术有静压法、

U

动压法以及钻削法。

非开挖铺设地下管线的方法可以应用到各种
不同的地下管线的施工中。而施工不同的管线，需
要根据各种管线的性质，以及施工条件采取不同的
措施。

1 “超重力管线”
局部连接改善措施
经过仔细分析发现目前进行“超重力管线”铺
设时，反拉铺管的连接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是最
好的。下面进行具体的说明。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进行非开挖管道铺设，最终
目的无疑是将管线从地下通过。而施工的顺利与否
主要取决于成孔质量和拉管工艺水平。

图 1 拉管施工示意图

目前普遍的拉管方法是将扩孔器接在钻杆上，
然后通过单动接头连接在管道的拉头上。如 1 图所
示，由图可见：回扩头、单动接头、拉头以及管道端
面中心在一条线上。
钻孔中充满着钻井液，在拉管的过程中其主要
的作用是护壁、润滑孔壁以及对所拉的管线提供一
个浮力。在拉管的过程中将管道连接拉头的一端的
端面密封，使泥浆或者地下水不能进入管道内。这
样由于管道及管道空腔这个整体的密度比管道本
身的密度低很多，以致和泥浆的密度相差不多时，
在拉管的过程中管道就能离开钻孔的底面悬浮于
钻井液中，减小了管道与孔壁的摩擦力。对顺利拉
管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是对于管壁相对于管道内腔很厚的超重管
道，如果要使泥浆的密度达到能使这样高密度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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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悬浮是很困难的。并且高密度钻井液本身具有固

2012 年 4 月

的力。

相含量高、固相分散度高、自由水少、侵入的岩屑不

2 特殊条件下电力管线铺设的改善措施

易清除等特点，因此高密度钻进液在应用过程中存
在以下技术难题：对加重剂的要求高、膨润土的最

目前非开挖施工地下电力管线大多是采用聚

佳限量难以把握、流变性能调节难度大、抗可溶性

乙烯 PE 管作为电缆的保护套管。HDPE 是一种结

盐及酸性气体等的污染能力差。

晶度高、非极性的热塑性树脂。原态 HDPE 的外表
呈乳白色，在微薄截面呈一定程度的半透明状。PE

即使目前已攻克生产超高密度泥浆的技术难
题，但是它的价格肯定是很昂贵的。在这种情况下

具有优良的耐大多数生活和工业用化学品的特性。

用传统的泥浆就不能使管道悬浮，管道就会与孔底

在额定温度、压力状况下，PE 管道可安全使用 50

接触。

年以上；韧性好，耐冲击强度高，重物直接压过管
道，不会导致管道破裂；热熔或电熔接口的强度高

拉扩孔工艺中，孔径应根据地下地质条件取套管外

于管材本体，接缝不会由于土壤移动或活载荷的作

径的 1.2~1.5 倍。避免孔径过小不利于套管拉入和

用断开；
PE 具有很好的电性能，特别是绝缘介电强

孔径过大引起地下岩土塌陷挤压套管。

度高，
使其很适用于电线电缆。

d

我们知道在水平定向钻进铺设地下管道的回

由于 PE 管采用热熔焊接方式连接的连接性很

小问题。尤其是在土层比较软的条件下施工，这个

好，因此在很多情况下采用这种工艺连接。如图 3

问题就尤为突出。对拉管时的连接系统做一个简单

所示。

te

re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拉管连接方法存在一个

eg

is

的受力分析，如图 2 所示。

图 2 拉管简单力学分析模型

nR

由回扩头的受力情况我们了解到：在拉管的过

图 3 PE 管焊接示意图

程中回扩头会受到一个由管道施加的一个垂直向

目前 PE 管焊接还没有实现自动化，人工操作

长的话，钻孔孔壁对管道的摩擦力很大，这个向下

的工序较多。其工序大致可以概括为：夹紧且清洁

U

下分力，如果管道的质量很大，铺设管道的距离很
的分力必定很大。回扩头会因为这个力的存在使它

端口 、调整且磨平端口 、端口对直 、施压熔接 、卸

嵌入孔底的土层。这样在回扩头的旋转过程中对孔

压冷却 。这样就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

底的切削量大于对其它部位的切削量。孔内可能出

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施工现场的场地很有限，

现阶梯，使拉管的阻力增大，并且扩孔头受力不均

加上钻孔不稳定，时间久了钻孔垮塌严重。这样就

衡，可能会导致扩孔头发生跳动。这样造成对孔壁

要求对拉管的时间严格的控制，最好是能做到一次

尤其是上孔壁的间断性扰动，对孔壁的稳定十分不

性快速拉管。

利，
严重时可能会引起孔内堵塞导致拉管不顺利。
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这样一个

由于施工场地的限制将无法把多节管线预先
连接在一起，因此需要将管道切割成很多的短节，

向下的力。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根源着

如果仍然采用热熔焊接的方式连接管道就不是很

手。而产生这个力的根源在于回扩头与管道的局部

理想的方式。这时就需要采用其他的连接方式比如

连接上。我们不妨改变连接方式，使单动接头和回

螺纹连接。螺纹连接具有快速、方便、牢固、易实现

扩头的轴线在一条直线上。这样就能减小这个不利

自动化等优点。虽然采用螺纹连接达不到热熔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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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熔连接方式的效果，并且很多段管节采用热熔焊

的设备进行祝贺使用。如顶管机、水平钻机、拔管

接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时候螺纹连接将是一种

机、
扩孔器等。

很好的解决办法。

拔管法施工只适用于具有一定的抗拉强度的
旧管道的更换。如钢管、钢筋混凝土管道、铸铁管、

3 “拔管法”
更换地下管线的应用

PE 管、PVC 管等。
首先在需要更换的管道的两端开挖工作坑，然

管线如污水管道、自来水管道、天然气管道、热力管

后用水平钻机连接在旧管道的一端向外拽并同时

道、动力电缆和通讯电缆将越来越密集，形成一个

在旧管道的另一端连接待铺设的新管道以旧管道

庞大的地下管网系统。由于所有管线的寿命都是有

为导向进行新管道的铺入。若钻机的功率不能单独

限的，当使用到一定的年限以后必然会发生损坏。

的完成这道工序，那么就在新管道的自由端用顶管

同时，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日新月异，以前铺设的管

机将管道向孔内顶进。如果需要更换尺寸更大的管

线往往无法满足当今现代化城市发展的需要。这些

道，可以先使用钻机将钻杆从旧管道的一端沿着管

已到使用寿命和不能满足需要的管线必须进行修

道延伸到旧管道的另一端，连接扩孔器并通过单动

复和更换。

接头连接新管道。这样在钻机的一端就必须采用

d

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城市的地下

拔管机将旧管道向外拔，然后采用水平定向钻进铺

将其切碎或压碎的过程中，将新的管线拉入或顶入

设地下管道的反拉铺管的工序一样的方法拉入新

的换管技术。该技术可用于原位更换相同直径或加

管道。

目前根据对旧管采用的破碎方式的不同，非开

4 拔管法的优越性
（1） 不需将旧管道破碎挤入周围的土层中，对

is

挖管道跟换法可分为静压法、动压法和钻削法三

te

大直径的 PE、
PVC、
铸铁管和陶土管等。

re

原位更换法是指以待更换的旧管线为导向，在

种。其中静压法和动压法都必须将旧管道破碎然后

eg

将碎片挤入管道周围的土层中去。在施工的整个流

程中没有排土。这样所更换的新管道的管径就受到
了限制，最大只能为旧管道的 150%。并且碎管的荷

nR

载会引起周围土层的变化，在旧管道的埋深较浅或

地层几乎没有影响；
（2）可以使用钻机连接扩孔器，能更换的新管

线的尺寸范围相对更大；
（3）废弃的旧管道可以回收利用，不产生固体
垃圾，有利于环境保护。

在不可压缩的土层中施工时，可能引起地面的隆
起。钻削法弥补了静压法和动压法的这个缺点。但

参考文献：

由于钻削法是使用特殊的隧道掘进机，以旧管线

[1] 陈礼仪, 胥建华.“岩土工程施工技术”.四川：四

U

为导向，将旧管道连同周围的土层一起切削破碎，

川大学出版社

形成相同直径或更大直径的孔，同时将新管线顶

[2] 黄汉仁.“泥浆工艺原理”.石油工业出版社，1981

入来完成管线的更换的。如果所需要更换的管线

[3] 李山，朱文鉴主编. 水平定向钻进管线铺设工程

使钢管、铸铁管等刚性材质的管道，会使切削具的
磨损很快。所以钻削法不适合于这些材质的管道
的更换。
“拔管法”是解决目前管道更换中存在的问题
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拔管法是通过采用液压设备将
废旧的管道从地下拔出，同时跟进新管道铺设的一
种新方法。
拔管法不需要设计制造新型的专用设备，根据
不同的施工工艺从现有的非开挖设备中选择不同

技术规范. 中国非开挖技术协会. 2002.
[4] 叶建良，蒋国盛，窦斌.“非开挖铺设地下管线施
工技术与实践”.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00.03
[5] 乌效鸣.“导向钻进与非开挖铺管技术”.北京：中
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9.09.01
[6] 广 东 创 粤 公 司 提 供 . http://www.tudou.
com/programs/view/qtu6hMMhHmM
[7] 杭 州 焊 魔 机 电 公 司 . http: 渊下转第 99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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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抗裂性聚乙烯管在非开挖中的应用
Andrew Wedgner1 Kang Peck Tze2

David Walton2 朱文鉴 译校

渊1援 Borouge Pte袁 Sheikh Khalifa Energy Complex袁 PO Box 6951袁 Abu Dhabi袁 UAE曰2遥 Borouge Pte Ltd袁 1
George Street #18-01袁 Singapore 049145)

摘

要：本文概述一种在非开挖施工中广泛应用的管道及其连接件的聚乙烯材料，即高抗裂性能聚乙

烯管道，
可使地下管线使用寿命延长至 100 年。全球政府和公用事业管理部门共同面临管道老化的问题，
即
对现有地下管道的替换或修复，采用非开挖技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可减少对地下管线的损坏和大众

d

生活的干扰。常规内衬修复、紧配内衬修复、水平定向钻进、吃管和爆管更新都可以采用聚乙烯管，简而言
之，管道更新主要采用聚乙烯管材。

re

聚乙烯材料原先应用不是这个目的，聚乙烯管材在非开挖技术是推动聚乙烯管材向更高强度发展的关
键因素，特别是在过去的 10 年。最新开发的 PE100 材料具有较高的抗裂性，主要有 HSCR PE100 和
PE100-RC。本文解释了新一代 PE100 材料在非开挖应用中穿越旧管道时可以减缓和阻止裂纹发展，
同时介

te

绍了少量的成功一个用案例。

is

关键词：非开挖、抗裂性、
聚乙烯管

污水处理系统管线修复估计需要 250 亿美元的资

况恶化，导致大量泄漏、
水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由

金。将新聚乙烯管道拉入旧破损管道的非开挖内衬

于采用传统技术进行管线更新成本高、影响恶劣，

修复技术应用广泛，其它非开挖技术如滑面料，内

特别是在拥堵的市区严禁采用传统技术进行管线。

衬管衬铁模和折叠广泛采用拉翻新管道进入恶化

nR

eg

在许多国家，供水、污水管道基础设施运行状

所以许多地下基础设施管理部门逐渐增加采用非

主人管道。如定向钻进、裂管也越来越多地使用聚

开挖技术替换或修复地下管道，减少施工成本和对

乙烯管。

现有管线和环境的破坏。

U

全球地下管线维护存在巨大的缺口，供水管和

一个主要的管道修复案例是在英国伦敦
Thames Water，该项工程实施后，水漏失减低超过
30%，其中一半管道寿命为 100 年，三分之一的管道
寿命为 150 年。同样，在北美有 700 处管道腐蚀破
损，每天有 60 亿加仑的水漏失。早在 1998 年，美国
参议院委托实施了水和污水管网漏失的损失，调查
显示损失估计为 360 亿美元 / 年。

1 聚乙烯管道应用
高密度聚乙烯（HDPE） 管的故事可以追溯到
1954 年，当时在德国生产和测试了第一个 HDPE
管。从最初的测试结果估计在 20℃的环境下管道寿
图 1 在伦敦市中心 Thames Water 使用 PE100 管修复漏
水的 42 英寸供水主管道

命将超过 50 年，连续测试验证了 HDPE 管材寿命
超过 50，
并获得了广泛的应用。HDPE 管是从 PE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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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制造出来的，多应用于易导致管材表面损坏和

和韧性有很大的提高。表 1 显示了从上世纪 50 年

产生初始裂纹点载荷的砂石地层开挖铺设。需要进

代 PE 管材的最低强度和抗裂性的不断提高。需要

一步说明的是，不同聚乙烯材料标注的数字为 10

注意的是，表 1 中的 HSCR PE100 材料是高抗裂材

2

倍于围压应力 MPa（N/mm ），在有效的应力条件下

料，PE100-RC 是特高抗裂材料。

测试寿命超过 50 年。

早期成功实施的管道内衬修复项目都是将较

因此，
承受 10MPa 围压应力的 HDPE 管材标注

小直径 PE 管置入漏失铸铁管中，为满足不同的施

为 PE100。最低允许围压应力通常是指 PE 材料的

工条件，已经开发了许多不同的非开挖安装技术，

最低要求强度（MRS）。

这些技术可以为业主提供一个全新管道，与明挖替
换相比，不仅施工成本大幅度减低，而且最大幅度
降低对社区生活的影响。
然而，使用这些技术时，很大幅度地对管道外
壁产生剐蹭和点载荷，导致管道发生裂纹并穿过管

d

壁，最终导致管道失效。特别是
“裂管技术”，随胀管
头拉入，原有管道胀裂并扩径，同时拉入新 PE 管。

re

同样，采用水平定向钻进（HDD）技术安装管道时，
穿越地层时管道与未知地层和地下障碍物接触，由

在过去的 50 年里，由于对管材需求的提高，特

于管道与岩石等接触部位的局部载荷超载可能损

别是在非开挖施工中的广泛应用，PE 管材的强度

te

图 2 采用裂管法替换铸铁管的聚乙烯管外表面

害新聚乙烯管道。

1950’s

MRS 分类

PE32

密度

低密度

1960’
s

eg

性能

is

表 1 PE 管材的 MRS 和 SCG（抗裂纹生长）性能的提高过程

PE63

_

1990’
s

2000’
s

PE80

PE100

PE100-HSCR

高密度

高密度

中密度

高密度

高密度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三代）

nR

SCG 性能（ISO 13479）

1970’
s

4.0MPa~50 hrs 4.0MPa>165hrs 4.0MPa>500hrs 4.6MPa>500hrs 4.6MPa>8760hrs

值得指出的是，公用事业管理机构，如：Thames

U

Water，认识到采用有较高的抗裂纹 PE 管材的重要
性。甚至，当欧洲标准和国际标准（ISO）采用最小抗
裂 纹 扩 展 时 间 为 165 或 者 500 小 时 时 ，Thames

Water 工程一直要求抗裂纹扩展时间为 1000 小时，
即使采用传统技术安装 PE100 管道。

2 高抗应力裂纹聚合物的研发
使用非开挖技术安装管道面临的挑战要求采
用比 50 年前在德国研制的高密度材料更好的、不
同的聚合物材料。塑胶工业采用双聚合技术回应这
一挑战，研发的 PE 管材有牢固的聚合物结构，可抑
制材料中裂缝的发展和扩展。采用最优的异分子聚
合物、反应分裂和聚合条件合成含有大量联接分子
的聚合物，比普通 PE100 有更多的分支链。如图 3
所示，这些分支的链分子可以抑制裂纹扩展，从而
大大减少管道周围岩石或者其它硬材料对管材表

图 3 抵抗裂纹扩展的链分子增加数量和强度提高

面损失和点荷载产生裂纹失效的几率。长期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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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很容易证明这种性能的差别。有许多不同方法

过开挖施工。Thames Water 将伦敦市中心区域长

可以测量不同聚乙烯材料的裂纹扩展阻力，最著名

1700 公里管道的 50%的工程采用了非开挖技术修

的 是 天 然 气 和 水 管 道 国 际 标 准 （ISO4437 & ISO

复，节省了大约 30%的全部直接工程成本。

4427）的凹口管测试（NPT）。

即使采用开挖铺设管道，使用聚乙烯管比采用
其它管道也可节省大量成本，因为可以使用更长的
聚乙烯管，从而可以节省大量的联接管施工时间。
另外，铺设聚乙烯管时可以采用狭窄的沟槽，可以
节省开挖及回填成本。 由于 PE 管道系统不腐蚀，
所以运行成本也低。有两项研究成果表明：对于中
直径的供水管道系统，采用 PE 管网有最低的寿命
成本（WLC）。

d

4 高抗应力裂纹管材应用案例
在世界各地使用高抗应力裂纹管材案例可为

图 4 ISO 13479 标准规定的测试凹口管道样品

设计工程师和管道业主使用高抗应力裂纹管材提

80℃水中进行 4.6 MPa 应力破损试验。这项测试是

供信心。第一个案例重点在管道安装恶劣或未知土

破坏性测试，近似模拟了采用非开挖技术铺设管道

壤条件，第二和第三个案例是使用聚乙烯管改进内

小时 ，一些高 质 量 PE100 管道失 效前 寿命可 达

衬修复腐蚀钢管和铸铁管。
4.1 中国天津生态城

is

2000 小时。高抗应力裂纹材料，如 HE3490-LS-H

te

的条件。ISO 标准规定这项测试寿命需要超过 500

re

这项测试在管体上切 4 个深凹口，将管体放到

管材聚合物的技术进步。

eg

新材料寿命超过 10000 个小时，清楚地显示了 PE

还有其它测量聚乙烯管道裂纹扩展阻力的测

试方法，例如德国 DVGW 已经开发了点荷载试验

nR

（PLT），特别与在岩层中铺设管道和采用定向钻在

未知地层中铺设管道的工况相近。这项测试把管道
放置到一个高温的水浴环境中（加速应力发展），在
凹口处采用活塞加载一定的载荷进行测试。为了适

U

应不同的铺设方法，如定向钻和裂管，高抗裂纹管

图 5 天津安装 PE100 管道施工工地

材的寿命需要超过 8760 小时 （1 年），这相对于在

天津市生态城是中国和新加坡政府之间共同

20℃水环境里 100 年的寿命。即使在这种恶劣的条

开发的，建立一 个 资源有 效的 著名城 区，大约

件下，BorSafe HE3490-LS-H 管材寿命还远高于这

350000 居民，距天津市 45 公里。建设如火如荼进行

项测试的要求。

时，要求天津泰达水公司为现场提供更多的水，而

常规管材质量检测 DVGW 依据 ISO 16770 标

且越快越好。

准采用全切口的蠕变试验（FNCT）。短期的 FNCT 测

他们敏锐地感到使用聚乙烯管道可以减少安

试依据德国 PAS 1075 标准。BorSafe HE3490-LS-H

装施工时间，同时要考虑到管道必须穿过蓟运河施

性能参数都超过了所有这些测试标准。

工选择的问题，穿越运河的理想选择是采用定向钻

3 聚乙烯管是最优的选择
应用聚乙烯管非开挖技术取得的经济效益超

铺设聚乙烯管道，但是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工程项
目，担心在穿越蓟运河施工过程中对管线造成损
害。最终，
设计师采用了高抗应力裂纹 PE100 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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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满足这段管道工程设计方面的要求，同时可按

应力裂纹新材料可以解决上海供水管存在的问题。

照工程预算和时间表完成任务。

4.3 中东地区供水管内衬修复

4.2 上海漏水主管道修复

对许多石油公司而言，钢管内部腐蚀是一个重
要的问题，尤其是那些有高含量硫化氢的旧井。因
为一旦管线失效，潜在的污染成本极高，所以石油
公司往往会定期更新这些管道。定期更换的另外一
个选择是采用一个 PE 管改进内衬修复方法，这样
可以消除管道内部腐蚀，并延长其使用寿命。
科威特石油公司选择了后者，并且采用了更高
安全级别的、高抗应力裂纹的 HE3490-LS-H 材料。
首先将 PE 管焊接到一定长度，进行压力测试，然后
再进行
“弯曲”改进内衬法修复。将皱纹管段拉入旧
段比较。

图 7 穿过原有铸铁管后的 PE 管

re

5 结论

上海市是中国的商业中心，拥有 2000 多万人
口。虽然近几年安装了长达 16000 公里的铸铁水干
些地区，由于铸铁管内部腐蚀，
水的质量很差。解决

发展，如何在强度和抗应力裂纹两个方面取得重大
改进。

在 开 发 的 高 抗 应 力 裂 纹 PE100 材 料 中 ，如

is

该问题的办法是使用 PE100 管道更新旧的腐蚀水

本文介绍了自上世纪 50 年代聚乙烯管材料的

te

管，但是供水管网的漏水率在 25%左右，同时在一

d

管道，这样可以全程监视施工过程，并且与释放管

HE3490-LS-H 管材，聚乙烯管材生产商满足了非

的潜在损伤，所以要求进行 HE3490-LS-H 高抗应

开挖安装和更新管道技术给出的市场需求。

eg

干管线，但是工程师们担心内衬修复时对管材表面
力裂纹管材试验。

这个项目使用了“弯曲改进内衬管法”，采用高

nR

抗应力裂纹的 PE100 管材修复直径 300mm 腐蚀铸

我们相信这些为数不多的案例能够证实这些
新材料在实践中成功应用，并展示了这些材料的发
展历程。

铁管供水主管道。在施工中，聚乙烯管外径较旧管
参考文献：

旧管道。一旦插管到位，就打开束缚的管道，使其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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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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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施工前的管道探测方法
吴 萧
渊成都理工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冤
摘

要：
只有在非开挖施工前探明了地下管线的分布情况，才能正确地制定施工方案，以防止对已有的

地下管线造成破坏，
引起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通过对传统的和在当今比较前沿的几种地下管道探测
方法做出介绍，
旨在为施工人员在地下管道探测作业时提供更多的选择。

te

re

工程建设中的应用不仅考验了一批仪器, 而且培养
了一批技术业务骨干, 开辟了大面积推广这项技术
的路子。与此同时，为了统一全国地下管线探测工
作,建设部于 1993 年编制了《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
术规范》[1]（CJJ61—94）作为行业标准,用于指导和规
范地下管线的探测工作。经过多年的生产实践,作业
人员应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电子计算技术, 在探测
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 提出了各种不同类型
探管仪的探测方法和意见, 也促进了探测技术的发
展和更新。

eg

is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高速发展，被誉为城市
“生命线”的地下管线发展也非常迅猛，但随之而来
地下管线破坏事故也越来越多。地下管线日夜担负
着城市的水、电、信息和能量传输的职责，如果我们
在非开挖施工时对其造成了损害，不但会对工程工
期造成延误，更会对城市居民的生活造成巨大影
响，
因此,非开挖施工前的地下管线探测工作显得尤
为重要。本文介绍了几种传统的地下管线探测方
法，也对几种近年才出现的，但现场施工经验又相
对不足的方法作了简要介绍。

d

关键词：地下管线、
探测方法、
新方法

nR

1 地下管线探测技术的发展

U

地下管线探测技术在我国起步较晚,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国内生产厂家和科研单位便开始研制地
下管线探测仪器，但是，由于受到机械设备、电子器
件等其他基础工业技术力量薄弱的限制，所制得的
探测仪器体积大、精度低、
操作也不方便。这段时间
的地下管线探测作业，基本使用人工开挖，管线探
测仪器仅起到确定开挖点的作用。进入 80 年代，
我
国基础工业发展迅速，物探理论也取得了巨大进
步，基于物探的较先进管线探测仪器开始应用并批
量生产。80 年代以后，在市政部门、测绘部门、物探
部门、国内大中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努力钻研下，许
多操作简便、体积小、精度高的管线探测仪器被研
制出来并被批量生产。这些技术的突破，使地下管
线的探测技术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用探测方法代替
开挖法是探管技术中一次突破性发展, 既减少了开
挖经费,加快了地下管线的测绘速度和周期,又保护
了城市环境。地下管道探测技术在市政管理及单项

2 地下管线探测技术的分类

地下管线探测一般采用两种方法：直接量测法
和仪器探测法。
直接量测法，即井中调查与开挖样洞或简易触
探相结合的方法,直接量测的主要对象是排水管、污
水管、自来水及煤气井中的阀门、水表、裸露管、管
沟电缆、电信人井及手孔等，不需使用探测仪器，只
要简单的测量工具量读准确就可以了。由于此类技
术比较简单，本文对此不作详细介绍。
仪器探测法是仪器探测与井中调查相结合的
一种地下管线探测方法。针对埋于地下肉眼见不到
的金属与非金属管道、电信及电力电缆等管线，我
们则必须借助先进的方法技术与探测仪器，定位出
目标管线的平面位置及埋深。此类探测方法大多数
是在地球物理探矿方法的基础上延伸的。
根据地下管线探测原理的不同分为两类：无
“源”管线的探测和有“源”
管线的探测。
2.1 无“源”
管线的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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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磁感应法
电磁感应法是以地下管线与周围介质的导电
性及导磁性差异为主要物性,根据电磁感应原理，观
测和研究电磁场空间与时间分布规律, 从而达到寻
找地下金属管线或解决其他地质问题的目的。它是
探测地下管线的主要方法, 应用电磁感应探测地下
管线的有方式多种，如：工频法、电偶极感应法、磁
偶极感应法、
电磁法和夹钳法。
3）示踪法
示踪法主要是对有管口的管道进行探测。探测
时，将一种安装在钢性软杆上的发射探头从井口推
入被测的非金属管道中，随着发射探头在管中向前
移动，我们就可以在地面上对其定位，并描绘出管
线铺设的轨迹。根据仪器的不同，发射探头的深度
测量可以在接收机上直接读取，没有读取功能的仪
器，我们也可以通过公式进行计算，但要考虑到探
头位置是在管底,对计算的结果需要进行修正。此种
方法对自来水管、污水管等管道进行探测时，由于
探头所在环境恶劣和受管道输送物质干扰强等因
素的干扰，测量相对困难。
4）记标标识法
记标是一种管线标识设备, 由记标和记标探知
器两部分组成。其工作原理是:在管线铺设初期预埋
记标，探测时由记标探知器向地下发射特定频率的
电磁波信号,当记标收到该信号时,记标会在电磁波
激发下产生同频二次磁场, 记标探知器接收到该磁
场便获取记标的位置。此种方法在铺设地下管线的
同时,需要将记标埋设于管线的关键部位,如弯头、
接头、分支点、维修点以及今后需要查找的部件等
部位的上方，
对于探测城市中已埋设的非金属管线,
此方法无法使用。
2.2 电力、电信等有
“源”管线的探测
电力、
电信管线本身就携带有一种
“源”
，直接使
用探测仪便可对其追踪和定位。另外，
多数非金属地
下管线的探测方法也可实现有
“源”
管线的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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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源”管线即管线本身不是输送电信号、不在
周围产生磁场的管线，此类管线只能通过工作者
主动探测。根据管线材质类型的不同，探测方法又
分为两种类型：金属管线的探测和非金属管线的
探测。
（1）金属管线的探测
金属管线的探测技术比较成熟，目前主要使用
的是直接法和电磁感应法进行探测。
1）直接法
使用直接法探测时，在接地夹钳周围将探测仪
发射机电缆线一端接地，另一端与待查的目标管线
的暴露点相连，并保持良好电性。打开发射机,选定
频率（一般为 33kHz）[2],操作员手持探测仪接收机,保
持与发射机相同的频率,沿管道前进方向左右搜索,
根据接收机上显示的目标管线产生的磁场信号强
度对目标管线进行追踪和定位，并对需要测深的地
方测出其深度。直接法对有暴露点的金属管线十分
有效，其特点是信号输出强、
抗干扰性强。
2）感应法
感应法是利用磁偶极源在地面上建立一个交
变电磁场，地下金属管线在一次场的作用下，产生
感应电流，电流在管线中流动，产生二次场，在地面
上探测二次电磁异常，便可确定地下管线的空间分
布。对于直埋于地下的金属管线（如自来水、煤气、
工业管道、电力及通信电缆等），可以考虑利用这种
方法。感应法用途广泛，既可以对没有出露的，无法
用直连法施加信号的管线进行定位和进行长距离
连续追踪，还可以在一个无障碍区域内盲扫来确定
有无管线存在 [3]。
（2）非金属管线的探测
对非金属管线的探测对一般可也可以通过直
接法将其探测出，原理如上。对于较复杂的管道,则
可以采用法地质雷达、电磁感应法、示踪法、记标标
识法等方法。
1）地质雷达法
地质雷达法（GPS 法）是通过分析、利用地下管
道与周围介质之间的物性差异来探测地下管线的。
地质雷达工作时,利用脉冲雷达系统,连续向地下发
射脉冲宽度为几毫米的视频脉冲, 然后接受从管壁
反射回来的电磁波脉冲信号。它是一种无损原位探
测技术，可以在各种工程现场安全使用并具有良好
的抗干扰能力，数据采集也方便快捷，效率较高 [4]。
它对金属管线或非金属管道都是有效的, 但目前其
价格比较昂贵,普及率较低,探测深度可达 30-50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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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近年来出现的新方法
近几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地下管线探测方法，
如 COD 法和地震波映像法。这类方法虽然比较先
进，但工程经验少，
现场使用技术还不成熟。
（1）COD 法
COD 法即共偏移距法。其原理是,当地下有管
线存在时, 由于非金属管线与周围介质存在着物性
差异,激发的弹性波在遇到这一界面时会发生反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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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问题，这更需要作业人员应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
验去分析和研究并加以解决。
地下管线探测不但是市政部门、测绘部门和物
探部门的工作，也是非开挖技术施工的一部分。只
有快速、准确、经济地完成地下管线探测任务,得到
地下管线准确的数据，才能在非开挖施工时正确地
选定钻机的摆放位置、工作坑的开挖位置，设计导
向钻进的轨迹等施工参数。因此，非开挖技术人员
在做好管线铺设工作的同时，努力提高自身的地下
管线探测技术也是很有必要的。

d

反射波被仪器接收并记录，再根据发射信号的同相
轴的连续性及频率的变化分析判断管线的空间位
置。由于 COD 法的采集质量受环境干扰影响较大，
所以最好选在夜间施工[7]。
（2）地震波映像法
地震波映像法是利用弹性波在地下介质的传
播过程中, 遇到地下管线后产生反射、折射和绕射
波，使弹性波的相位、振幅及频率等发生变化的，在
反射波时间剖面上出现畸变的现象, 从而确定地下
管线的存在。在没有地下管线的地方，地震波的形
态及到达时间应该大致相同，而地震波发生畸变及
出现新的波组的地方,尤其连续发生畸变的地方，则
可能有地下管线存在。这种方法受环境和地下介质
的影响较大，要求具体操作人员具有较强的理论水
平及实践经验，同时，此方法在理论上及实际操作
中还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所以不宜随意采用此
方法。采用地震映像法通过最佳窗口的选择, 对要
探测的路面进行剖面扫描, 找出了地下管线的具体
位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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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现阶段的测量方法仍存在一些不
足，尽管每种方法都有其特点，但对于不具备其各
自探测条件的地下管线，探测效果并不理想或无法
全面完成任务，随着探测理论的完善，更多高新技
术的应用将使得地下管线的测量效率更高, 工程周
期和费用更少。此外，对于每一种探测方法，
不同的
厂家生产的仪器型号、规格又完全不同，再加上现
场作业条件的千变外化，作业者的技术水平参差不
齐等因素存在，在实地探测作业中又将会出现很多

Detection Technique of Underground Pipeline Before No-dig
Construction
Wu Xiao
（College of Environment and Civil Engineering of Chengd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Only when we get the property information of the underground pipeline before a no-dig construction
starts, can we put up the correct construction program, preventing damages to the existing underground pipeline, or the
casualties and significant property lose. In addition to a summary of traditional underground pipeline detection
methods this paper also introduce some today's cutting-edge technology, and it’
s aimed to provide more choices when
workers operating in the underground pipes detection.
Keywords: Underground Pipeline, Detection Technique, New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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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前我国高校非开挖技术教育的思考
刘建成
渊成都理工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冤
摘

要：
非开挖技术是一项新兴技术，自非开挖技术引入我国以来，发展迅速。但我国高校的非开挖技

术教育发展却显得相对缓慢。通过对我国高校非开挖技术教育现状的分析，初步探讨了我国高校非开挖技
术教育水平提升的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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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大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和成都理工大
学，
并且成都理工大学于 2012 年才开设了非开挖技
术课程。平均每所高校的学习人数也仅为 60 人左
右。这使得非开挖技术教育的质和量难以保正。
教学体系不完整，教材体系构建也存在问题。
就目前来说，高校非开挖技术教学体系很不完整。
受课程的限制，这几所高校非开挖技术课程课时数
都很少，在很短的课时中要想全面掌握非开挖技术
时很困难的。非开挖技术教学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教
材体系，目前的教材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的《非开
挖工程学》，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颜纯文
出版的专著 《非开挖地下管线施工技术及其应用》
及成都理工大学出版的《岩土工程施工技术》的部
分章节。
实践活动的不足影响了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
题能力的培养。非开挖技术是以门实践性极强的学
科，所以要想深刻理解所学理论，必须让学生参与
到实践中去。虽然有的学校在课堂授课中也穿插了
部分实习环节，但由于各种原因，实习内容及方式
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使得学生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
思维和能力的锻炼，在日后遇到实际问题时不知如
何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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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技术是 20 世纪全球兴起的新技术方
法，
它是指利用各种岩土钻掘手段，在不开挖（或少
开挖）地表的条件下进行地下管线勘测铺设修复和
更换的高科技施工技术。它以不污染环境，不影响
交通，施工安全可靠，周期短，综合成本低，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显著等技术优势受到了国内外相关
行业的广泛关注。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
建设的步伐加快，现代文明意识和环保意识也逐渐
加强，城市限制开挖施工的法规陆续出台。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于 1996 年 10 月 1 日公布的《城市
道路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
道路交付使用后 5 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 3
年内不得挖掘。这给非开挖技术的应用提供了广阔
空间。90 年代中以来我国现代非开挖技术开发应用
的速度明显加快，并保持快速的发展势头。每一项
新技术的普及与发展都与该技术的教育密不可分。
非开挖技术自引入中国以来，其教育特别是高校教
育与其在中国的发展速度极不协调，这对非开挖技
术在我国的长期稳定发展极其不利。如何促进我国
高校非开挖技术教育的发展是需要我们不断思考
和探索的问题。

d

关键词：
非开挖技术、
教育、
合作交流、
教学体系

1 目前高校非开挖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高校非开挖技术教学课时少，
学习人数少。现代
非开挖技术于 20 世纪 90 年代引入我国，然而直到
2004 年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才开始开设非开挖技术
课程。目前我国并没有一所学校开设有非开挖技术
专业或方向，现在仅有少数几所高校的地质工程系
岩土钻掘工程专业高年级开设非开挖技术课程。到
目前为止，开设非开挖技术教育的高校仅有中国地

2 对问题的分析及对策
为了适应非开挖技术的发展，并助推非开挖技
术在我国的发展，为非开挖事业提供充足的后备力
量，高校非开挖技术教育应从以下方面不断改进和
完善。
加强合作，提高我国非开挖技术教育的整体实
力。发达国家的非开挖技术起步初期，其高校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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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通过学生的动手操作，再与同学、老师之间进行
探讨，通过各种途径解决遇到的问题，加深对理论
知识的认识。在课堂教学后，安排的课程设计让学
生将所掌握的知识融会贯通，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开拓思维，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在条件允许的条
件下，加强校企合作，尽可能让学生进入企业实习，
到施工现场具体操作，把课堂中学到的理论运用于
实际。通过多元的实践教学形式，不仅可以调动学
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主要的是学生通过亲
自动手，能够更深刻、更直观地接触现实，完成对理
论的深入理解，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并培养学生独
立工作、操作能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3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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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正在积极努力，共同促进非开挖技术
在我国高校的蓬勃发展。2009 年 8 月中国地质学会
非开挖专业委员会分别与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中
国地质大学（北京）和成都理工大学签署了“非开挖
技术奖学金协议书”，共资助三个大学的 20 名在校
学生每人 3000 元；在 2009 年的中国非开挖技术协
会理事会会议上确定每年将资助 15 名在校大学生
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国非开挖技术年会。这些无疑对
我国高校非开挖技术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高校非开挖技术教育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仍然存在许多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努力，
乘风破浪，相信通过各方的不懈努力，一定能取得
巨大进步，不断为中国非开挖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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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也随之兴起，像英国曼彻斯特理工学院、美国路
易斯安那理工大学、德国波鸿大学等高等院校相继
设立了非开挖技术专业和相应的研究机构，现在已
经具有强劲的科研实力和教学实力。我国高校非开
挖技术教育起步晚，底子薄，应该加强我国同发达
国家相关高校的交流合作，学习他们的教学经验，
奋起直追，不断提高我国非开挖技术教育的整体实
力。另外，我国的相关高校也应加强师生间的交流
与合作，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研讨会，多方面促进我
国高校非开挖技术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
加快非开挖教学体系的完善。首先在教学理念
上，
要着眼于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断完善教学体系，
让学生通
过课程的学习，能在未来的工作中运用所学的知识
和技能，
针对生产实际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或难点，
通过分析、
试验和研究给予合理的解决。在教学内容
的安排上，应以一系列精心策划安排的课程设计为
核心，
安排好相应的支撑知识，让学生通过自主的课
程设计，发现问题，并通过思考解决问题，以达到培
养学生综合能力的目的。另外，
在教学方法上，由于
非开挖技术是一项新兴技术，
生活中见得相对较少，
学生在学习非开挖技术时很难像学习其他课程一
样，
通过结合生活中的例子来理解和记忆，
这也降低
了学生学习非开挖技术的兴趣。并且，
非开挖技术是
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技术课程，有时需要较多的
叙述和分析才能把一个工具一种方法或一个过程讲
授清楚。因此，
可以将有关内容通过计算机模拟，
以
生动、
形象的多媒体教学方式传授给学生，
这不仅易
于为学生所理解和掌握，激发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
习兴趣，
同时也提高教师的教学效果。
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学生动手和创新能力。非
开挖技术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要使学生真能学有所
用，就要求在注重掌握基本理论知识的同时，还应
该灵活设计教学实践的内容和方式。在课堂教学
中，根据学生课程安排合理地组织学生进入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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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ing on the Current Educ ation of Trenchless Technology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Liu Jian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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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enchless Technology i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which has developed rapidly since it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However, the education of Trenchless Technology of universities appears to be relatively slow. It
emphatically analyzes the issues related to trenchless technology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som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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