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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我国非开挖行业调查与分析

颜纯文
（中国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 北京 100102）

摘 要：本文结合国内非开挖行业调结的数据和国外的非开挖行业情况，分析总结了我国非开挖行业各个方

面的情况，包括：水平定向钻进、顶管、管线修复和替换，分析总结了我国非开挖行业的发展动态和前景，以及存在

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关键词：非开挖、行业、调查

按照惯例，中国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

会今年进行了第 7 次我国非开挖行业调查。主要对

2008 年我国水平定向钻机的增长情况和非开挖管

道修复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2008 年我国非

开挖行业虽然受上半年自然灾害（南方冰冻和四川

地震）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

紧的货币政策）、以及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仍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2009 年，虽然全球金融危

机的影响具有许多不确定性，但由于国家经济刺激

计划的实施，因此我们对未来我国非开挖行业前景

的基本判断是———谨慎的乐观。

1 新增水平定向钻机的数量首次超过
1000 台

我国的水平定向钻机连续几年继续保持高速

增长的势头。根据对 31 家水平定向钻机制造厂商

（含国外制造商）的调查表明，2008 年我国新投入市

场的各类水平定向钻机总数达 1364 台，比 2007 年

的 993 台增加了 371 台，年增长率高达 37.36％。在

新增的钻机中，出口钻机 291 台，占 21.33％；进口

钻机的数量继续大幅度减少，由 2008 年的 18 台下

降到 5 台，仅占 0.37％。历年来我国水平定向钻机

的增长情况见表 1，中美两国水平定向钻机每年增

长情况对比见图 1。

到 2008 年底，我国市场上的水平定向钻机总

数已达到 5209 台，其中包括进口钻机 375 台，出口

钻机 407 台，出口钻机总数首次超过进口钻机的总

数，但出口钻机大多数为中小型钻机。
表 1 历年我国水平定向钻机增加量和保有量

年份
水平定向钻机（台）

累计总数 新增数量 其中进口

1995 15 5 5

1996 20 5 5

1997 30 10 10

1998 50 20 15

1999 80 30 15

2000 120 40 45

2001 220 100 55

2002 480 260 65

2003 955 475 65

2004 1425 470 47

2005 2095 670 37

2006 2852 757 23

2007 3845 993（出口 116） 18

2008 5209 1364（出口 291） 5

第 25 卷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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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09 年

在 2008 年新增的 1364 台钻机中，小型钻机

（回拖力小于 25t）共 790 台，约占总数的 57.9％，其

中微型钻机（回拖力小于 10t）13 台，虽然所占比例

有所下降，但仍为主流机型；中型钻机（回拖力在

26~50t 之间）421 台，占总数的 30.9％；大型钻机（回

拖力 51~100t）103 台，特大型钻机（回拖力大于

100t）达 53 台，大型和特大型钻机所占的比例从

2007 年的 7.05％提高到 11.2％，见图 2。

在 5209 台钻机中，绝大部分是 2000 年以来进

入市场的钻机，共有 5129 台，占总数的 98.5％。从

钻机的机龄（使用年限）分布上看，机龄在 2 年以内

（2007 和 2008 年投入市场）的钻机达 2357 台，占

45.2％；机龄在 3~5 年的钻机有 1897 台，占 36.4％；

机龄在 6~10 年的钻机数量为 905 台，占 17.4％；机

龄在 10 年以上的钻机只有 50 台（占 1%），这些钻

机大都已经退出市场，见图 3。

从以上的调查数字可以看出，2008 年我国的水

平定向钻机市场有以下几个特点：

（1）新增水平定向钻机的数量首次超过 1000

台，接近美国当年新增的钻机数；

（2）受国家能源政策的影响，大型穿越工程的

增多，大型和特大型钻机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上一

年；

（3）进口钻机的数量逐年减少，而出口数量大

幅度增加，主要出口国家为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

印度、泰国等）和俄罗斯、韩国；

（4）将近一半钻机的使用年限在 2 年以内（包

括 2 年）。

图 1 中美两国历年水平定向钻机的销售情况

图 2 2008 年我国新增各类钻机的比例 图 3 2008 年我国钻机中按机龄的比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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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道修复工程继续维持在近几年的
水平

根据对国内主要的管道修复施工企业进行的

不完全统计表明，2008 年我国利用非开挖技术完成

的管道修复和管道更换工程量基本上维持在近几

年的水平，总数为 229.4 公里，略多于 2007 年的

210.8 公里。历年我国非开挖管道修复和更换的工

作量见图 4。

2008 年，我国各种非开挖管道修复和更换方法

完成的工作量见图 5，分别为：

1）传统的内衬法或插管法（Sliplining）：16.64 公

里，占全部工作量的 7.2%；

2）改进的内衬法或拉拔缩径法（Swaged Lin-

ers）：32.41 公里，占全部工作量的 14.2%；

3）改进的内衬法或折叠变形法（Folded Liners）：

110.62 公里，占全部工作量的 48.2%；

4）翻转内衬法或软衬法（Soft Lining），又称原位

固结法(CIPP———Cured-in-Place-Pipe)：35.12 公里，

占全部工作量的 15.3%；

5）螺旋缠绕法（Spirally Wound Lining）：1.0 公

里，占全部工作量的 0.4%；

6）局部修复（Localised Repairs）：19.32 公里，占

全部工作量的 8.4%；

7）爆管法或裂管法(Pipe Bursting or Pipe Split-

ting)：2.4 公里，占全部工作量的 1.1%；

8）其它方法（灌浆或喷涂法等）：11.89 公里，占

全部工作量的 5.2%。

图 5 各种非开挖修复和更换方法所占比例

1.传统的内衬法 7.2%; 2.改进的内衬法(拉拔缩径)14.2%; 3.改进的内衬法(变形缩径)48.2%;

4.翻转内衬法或软衬法 15.3%;5.螺旋缠绕法 0.4%; 6.局部修复 8.4%;

7.爆管法或裂管法 1.1%;8.其它方法(灌浆或喷涂法等)2.4%。

图 4 历年我国非开挖管道修复和替换的工程量

颜纯文：2008 年我国非开挖行业调查与分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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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09 年

按修复或更换管道的用途分，各类管道所占的

比例为（见图 6）：油气管道 27.30 公里，占全部管道

11.9%；污水管道 27.76 公里，占 12.1%；燃气管道

29.59 公里，占 12.9%；自来水管道 50.01 公里，占

21.8%；工业管道 83.27 公里，占 36.3%；其它管道

11.47 公里，占 5.0%。

按修复或更换管道的材料分，各类管道所占的

比例为（见图 7）：钢管 122.50 公里，占全部管道的

53.4%；混凝土管道 46.10 公里，占 20.1%；水泥管道

28.45 公里，占 12.4%；其它管道 32.35 公里，占

14.1%。

按修复或更换管道的直径分，各类管道所占的

比例为（见图 8）：直径在 500mm 以下的管道 36.70

公里，占 16.0%；直径在 500~1000mm 之间的管道

165.63 公里，占 72.2%；直径在 1000~2000mm 的管

道 27.07 公里，占 11.8%。

从以上的调查数字可以看出，2008 年我国非开

挖管道修复和更换工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大部分管道采用的是改进的内衬法和翻转

内衬法，尤其是变形缩径法；

（2）自来水管道和工业管道的修复工程量有了

显著的增加，修复或更换的管道大部分为钢管；

（3）所修复的管道直径均在 2 米以下，主要为

0.5-1.0 米的管道。

图 6 非开挖修复和替换用于各类管道的比例

图 7 各类管材应用非开挖修复和更换的比例

图 8 各类口径管道应用非开挖修复和更换的比例

3 会员的发展情况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的非开挖技术在设备

制造、工程施工、基础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可喜的

进展，中国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的会员

数量也逐年增加（见表 2）。据统计，在 2008~2009 年

度，共有公司会员 170 个，个人会员 11 人。

从会员的地区分布看，会员来自全国 24 个省

市，大部分会员来自东部各省市，主要是江苏、广

东、浙江、福建、北京、山东、河北和上海等经济发达

地区，其中福建的会员数量增加最快。西北各省（新

疆除外），以及黑龙江、辽宁和海南还是空白。

从会员的业务分布看，绝大部分会员为从事水

平定向钻进、顶管施工、管道修复和更换等业务的

工程承包商，达 129 家（占 75.9%）；其次为设备制造

商和材料供应商，共有 32 家（占 18.8%）；其余 9 家

主要是科研院所等单位，见图 9。
表 2 历年中国地质学会

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的会员数

年份 单位会员 个人会员

1992~1993（ISTT） 1

1993~1994 2

1994~1995 2

1995~1996 3

1996~1997

1997~1998

4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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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技术的应用比例要低得多。

（2）我国非开挖技术的推广应用潜力巨大

目前，我国非开挖技术的发展还存在许多不平

衡，发展潜力较大。

首先是地区不平衡，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东部

地区，70%以上的非开挖工程集中在东部地区，尤其

是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和山东等省市；其次是非

开挖技术方法推广应用的不平衡，微型顶管的应用

远不如水平定向钻进，管道修复远不如新管线铺

设；再是应用领域的不平衡，油气和通讯领域推广

应用较好，而在电力、市政等领域中的应用相对滞

后。

（3）我国已初步形成了有利于非开挖技术推广

应用的技术基础和政策环境

目前，我国已能制造适用于各类地层施工的水

平定向钻机和顶管机，水平定向钻机的最大会拖力

可达 600 吨，顶管机的最小直径可小到 400 毫米，

大到 3000 毫米；已经拥有一支能够进行各类管道

（线）的铺设、修复或更换工程的施工队伍，并且曾

经创造了世界上水平定向钻进的最长施工记录

4 未来展望———机遇与挑战并存

基于上述的调查分析和我国政府应对金融危

机所采取的措施，对未来我国非开挖行业前景的基

本判断是有挑战，也有机遇，总的来讲“机遇大于挑

战”。

(1) 与国外的发展水平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

与国外相比，我国推广应用非开挖技术的时间

较短，推广应用水平较低，发展空间较大。

以美国为例，2007 年新增的钻机总数为 1905

台，预计 2008 年可达 2000 多台（年初的预测，受金

融危机的影响，可能少于这个数），市场保有量达到

28031 台。我国的市场保有量为 5209 台，不到美国

的五分之一。

从非开挖技术的应用比例来看，美国 2008 年

在上下水管道施工中，非开挖铺设分别占 24.3%和

18.6%，非开挖修复的比例则分别达到 32.5%和

69.6%，见表 3。而我国在新管铺设和旧管修复中非

1998~1999（CSTT） 2 30

1999~2000 2 45

2000~2001 3 66

2001~2002 67 75

2002~2003 120 84

2003~2004 126 50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117

130

154

177

170

64

64

23

25

11

图 9 会员单位的业务分布

表 3 非开挖施工在美国污水和自来水管道施工中所占比例（%）

年 度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自来水管道
新铺设 20.3 21.2 22.1 22.2 24.3

更换与修复 30.8 30.8 30.9 30.8 32.5

污水管道
新铺设 15.1 15.7 16.2 16.1 18.6

更换与修复 64.0 68.1 69.2 69.7 69.6

颜纯文：2008 年我国非开挖行业调查与分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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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33 米）；初步建立了非开挖工程技术的科研、

教学和培训机构，为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创造了条

件；拥有许多具有创新性的科技成果，部分成果获

得了国家或地方的科学技术奖，并获得 91 项专利

授权，其中发明专利 32 项目，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

49 项。

非开挖技术已经逐渐获得了社会的认可，也得

到了政府的支持。许多地方出台了一些限制传统的

“开膛破肚”的施工方法；有关非开挖施工技术的国

家、行业或地方标准回规范也陆续颁布并实施。这

些对非开挖技术的推广应用无疑也会产生积极的

推动作用。

（4）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

为了应对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抵御国际经济

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保证我国经济继续实现平

稳快速的发展，我国政府适时地调整了国家的财政

政策和货币政策，由稳健的财政和从紧的货币政策

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

台了总投资额达 4 万亿的扩大内需需求、促进经济

增长的十项措施，其中大部分涉及民生工程、基础

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并陆续出台了十

大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

继国务院推出 4 万亿元刺激经济方案后，各地

政府也先后公布了各自的投资计划，根据对目前已

公布投资计划的 24 个省市的合算，投资计划总额

已接近 18 万亿。

这些措施的实施，对我国的非开挖行业也将带

来一定的市场机遇。西气东输三线工程启动内部论

证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致谢：

本文的编写是在国内外有关公司所提供调查

数据的基础上完成的，在此笔者向为本次调查提供

数据的所有国内外公司和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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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接北京市奥运会的召开，自 2003~2007 年

间北京市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基础设施改造与扩

建工程，包括市政管道工程中的燃气、热力、电力、

排水、自来水等管道工程，其中一部分使用了非开

挖施工技术。就直觉而言，奥运会前北京街头随处

可见顶管工作坑的起吊支架和非开挖施工围护。就

数字而言，北京市在奥运会之前的非开挖工程量有

极大增加。通过这些非开挖工程施工增加了政府相

部门对此项技术的认识与认可，为今后的非开挖技

术的研究与应用打下了良好基础。

1 北京市道路下地下空洞非开挖探测
技术现状

近年来，北京曾多次发生道路塌陷的事故，如

东三环京广桥东外环辅路塌陷、西大望路塌陷、国

贸桥北三环外环辅路塌陷、白纸坊路塌陷、菜市口

大街塌陷等等。这些塌陷发生突然，造成了人员伤

害、车辆陷入，同时损环其它基础设施和管道，带来

的危害和经济损失非常大。

通过这些事件，北京市政府对道路地下空洞的

隐蔽性、突发性和不可预知性有了极深刻的印象。

因此，在 2008 年 6 月份前，为迎接第 29 届奥运会

的召开，在北京市奥组会应急协调指挥部门的领导

下已对北京市各比赛场馆周边及重点道路做了大

规模的地下空洞探测工作，并对已发现的较大的十

多处地下空洞进行了处理。并正在将非开挖道路探

测工作演变为新修道路、地铁施工前的常规检查。

图 2 为北京市近年来发现的空洞区域。

北京市非开挖技术应用现状与需求分析

马孝春 钱荣毅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100083）

摘 要：本文介绍了近年来北京市在用的非开挖技术的调查结果，从应用技术水平与市场方面阐述了北京

市道路地下空洞探测技术、非开挖铺管技术及管道更换技术现状，对北京市的非开挖产业潜力进行了分析，并对

未来几年北京市关注的非开挖研究方向做了探讨。

关键词：非开挖、管道铺设、管道修复、地下空洞探测

图 1 北京城市道路塌陷

图 2 北京市已查出的地下空洞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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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北京市在用的道路非开挖探测技术主要

有地质雷达探测法、高密度电阻率法、弹性波法等。

但由于以下原因，探测结果尚不能完全令人满意：

（1）抗干扰能力不足: 城市道路作业环境复杂，

道路周围的路灯、输电线、电器设备都能成为电磁

干扰源，干涉有效数据，使采集到的数据不能反映

地下的真实信息。

（2）数据采集速度慢: 现有地质雷达仪器数据

采集速度为几十至几百道 / 秒，且信噪比与采集速

度成反比，速度越快，信噪比越低。

（3）定位困难: 在道路上进行探测作业时，地质

雷达定位多采用车轮进行距离测量。道路状况、轮

胎磨损，甚至路面温度都能造成计量误差，而且只

能进行直线距离定位。

（4）探测深度不足: 地质雷达在土壤中有效探

测深度约 2-3 米。道路下方回填土层中探测深度更

浅。

据我们分析，造成北京市道路下方地下空洞的

原因有以下几点：（1）大部分市政基础设施，如给

水、燃气、通讯、电力、热力等，主要埋设在市政道路

的下方，道路多次开挖施工，回填不实。(2)地下供水

管道、雨污水管道经常出现渗漏，逐渐将管道周围

的泥土冲蚀带走。地铁隧道施工造成上方土层的疏

松和空洞，打破地层原有的平衡状态。(3)交通荷载

的震动加速了道路下方管道间土体的下沉并寻求

新的平衡，而管道的刚度较大，协调变形能力差，位

置错动致使出现管道裂纹、泄漏等。(4)非开挖施工

中的定向钻进法、顶管法在浅层或大口径施工时对

地表和周围设施产生挤压，施工后管道与周围土体

间留有间隙。(5)废弃防空洞、古墓、老砖窑、尾矿回

填不实、地下水位下降等。

2 北京市非开挖铺管技术现状

通过对近年来在北京市完成的具有代表性的

64 例管道铺设工程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2.1 铺管方法

近几年北京市使用的非开挖铺管方法分为三

种，即定向钻铺管法、夯管铺管法和顶管法。由于冲

击矛法穿越长度和管线口径太小，且方向无法保

证，在调研中未发现使用冲击矛施工的实例。在调

查的 64 例中顶管法占 15 例，定向钻法 36 例，夯管

法 13 例。铺管口径：40~2200 mm。铺管长度：

28~3600 m。使用管材：钢管，钢筋混凝土管，铁管，

硅芯管，PE, HDPE。

在调查中发现在北京应用的定向钻施工主要

用于穿越北京通往外省市的高速公路、铁路、市内

城铁、河流、住宅小区内的绿地和建筑物，直径范围

是 40~1016 mm，施工长度 38~1200 m，所用管材为

PE, HDPE，钢管，铁管，硅芯管。受探测器的能力限

制，铺设深度一般在 5m 以内。穿越地层主要是粘

土、亚粘土、粉砂土、回填土、流砂层等松软或含有

少量卵砾的地层。示例：图 3 为北京隆科兴公司在

用定向钻施工北京市东北部绿化带再生水管线一

期工程一号标段的照片。

图 3 定向钻穿越工程

图 4 顶管施工

在北京市各行业中所用的顶管主要是手掘式

顶管，部分复杂条件下用到了机械顶管，且主要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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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压式顶管和泥水式顶管。在北京使用的泥水式顶

管机有日本的 RASA 公司的产品及中国扬州产的

DBNP600 型泥水式顶管机，土压平衡式顶管机有北

京市通州宏旺市政工程施工处的 DK2150 型单刀盘

土压平衡机械顶管机。据调查，在北京使用的顶管

施工的直径为 300~2200mm，施工长度 57~3600m，

使用管材为钢管和钢筋混凝土管。图 4 为北京中宣

市政机械顶管公司在北郊粮库西侧路综合市政工

程中顶进雨水管线的照片。

北京的夯管用于穿路的工程较多，由于距离较

短，进入钢管内的土，多在夯击结束后用人工掏挖

法进行清理。据调查，在北京进行的夯管施工的直

径为 108~1200mm，施工长度为 28~126m，所用管材

仅为钢管。图 5 为用夯管法在北京洋桥施工现场的

照片，照片来自于德国 TT 集团夯管锤厂方。

图 5 北京洋桥夯管现场

2.2 铺管的类型

就调查的典型案例看，北京市非开挖铺管的类

型涉及到市政管道工程的各个行业，其中燃气管道

工程 24 例，污水管道工程 12 例，热力管道工程 6

例，供水管道工程 4 例，通讯管道工程 4 例，地铁管

棚工程 3 例，输油管道工程 1 例。这基本上反映了

几大行业使用非开挖铺管技术的比例。

2.3 铺管的地理位置

从穿越位置看，北京市的非开挖铺管工程涵盖

了公园、文化遗址、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城铁、地

铁、立交桥、河流、机场跑道、居民区和家属楼，应用

环境多变。据北京天环非开挖公司资料介绍，在首

都机场三号航站楼环网电缆敷设工程和首都机场

高速南线综合管线入地工程中，定向钻有重要贡

献，铺设的缆线总长度超过 50km。

3 北京市地下管道非开挖修复与更换
技术现状

北京市用非开挖法修复地下管道的主要技术

有：内插法、U 形折叠法、翻转内衬法。

由于内插法有较大断面损失，故在北京用的案

例较少，从个别案例看：新管直径在 500~630mm 之

间，插入新管的管材为 PE 管，新管直径比旧管道直

径小 1~2 级，施工长度在 32~1030m 之间，旧管多为

钢筋混凝土污水管道。

在北京使用的 U 形管法修复的管道直径范围

是 200~400mm，单次施工长度达 700m，用于燃气管

道的修复。

在北京使用的翻转内衬法修复的旧管直径范

围在 250~700mm，单次施工长度在 255~800m 之

间，主要用于中高压燃气管道修复。其中北京天环

非开挖公司在南三环玉泉营－十里河段用这种方

法修复了 16.3km, 土城北路中压管线，东四环高压

管线修复了 16.6km，复兴路五棵松－公主坟高压管

线修复了 2.7km。

根据调查，北京市的管道更换的方法仅是碎管

法，且是静力碎管法，其中以德国 TT 集团的碎管机

应用较多。在北京市利用此法破碎的旧管道主要是

混凝土管，更换后的新管道是 PE 管和钢管。主要用

于污水管道和燃气管道的更换，旧管道的直径为

200~450mm，更换后的直径可增容 1~2 个级别，单

次施工长度为 80~160m.

4 北京市非开挖产业分析

（1）北京市非开挖企业：以民营为主，规模偏小

从我们调查与走访的 30 家非开挖专业生产与

施工的企业看，以民营与私人企业为主。成立时间

不长，短则成立刚一年，长时不过 15 年。规模较小，

注册资金少则 30 万元，多者 600 万元，从事顶管工

程的资金最多，达 4000 万元。非开挖公司的人员流

动大、技术水平低。企业效益不稳定，缺乏专利技

术，缺乏自主设计，缺乏核心竞争力。

（2）北京市非开挖工程占有率：起点低，增长快

马孝春 钱荣毅：北京市非开挖技术应用现状与需求分析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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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调查，非开挖工程的市场占有率比预估的

要好。在过去的几年中，仅从几家非开挖公司反馈

的数据看，用定向钻施工的通讯电缆超过 60km，用

定向钻完成的其它管道长度超过 20km，用顶管法

完成的管道铺设超过 80km，用翻转法修复的管道

长度超过 50km，用碎管法完成的管道更新超过

20km。

据 2005 年 10 月 12 日《竞报》报道，六环路天

然气管线工程一期全长近 40km，从通州区马驹桥

镇为起点，沿六环路外环向东、折向北，依次穿过京

津塘高速公路、京沈高速公路、京哈高速公路等国

道；穿越台次路、京榆旧路、通顺路、凉水河、新月友

河、萧太后河等河流及沟渠和京承铁路、机场专用

线铁路等重要铁路干线后到达终点顺义区李桥镇。

仅在早期铺设的 12567 米中，用非开挖法施工的穿

跨越长度达 3084 米，占管线设计总长的 32.1%，这

其中用到了定向钻、顶管和夯管三种非开挖铺设方

法。

在 2006~2007 年进行的北京市 72 条雨污水管

道改造工程中，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长约 30km 的

老旧设施进行了改造。对育群胡同旧沟、北总布胡

同旧沟、魏家胡同旧沟、雍和宫大街东便北段合流、

蓝靛厂污水分流、槐柏树后街合流、甜水园东街合

流、东皇城根南段合流、东华门大街南便合流、玲珑

花园污水、铁家坟暗沟、西河沿西段旧沟、丰台豆制

品厂污水、百万庄园小区西线污水、西安门大街合

流等消隐工程进行了旧沟改管、翻修管线、暗沟锚

喷加固、翻建部分雨水口、检查井和清淤掏挖等工

作，对丰台体育中心污水、847 厂污水、槐柏树后街

合流、百万庄园小区西线污水、望京西路污水等十

几条消隐工程采用了扩管、定向钻、内衬等非开挖

技术进行施工，长度达 8000 多米，非开挖施工量约

占总长度的 27%。

北京市的非开挖工程使用率由 2005 年前的不

足 1%发展到 2007 年在有些工程中占到 27~32%，

可见是一个巨大进步，实现了北京市政府拟定的将

2007 年非开挖工程量提高到 10%的号召。不可否

认，许多市政工程借了奥运会的东风，提前完成了

预定的更新改造项目。故不能保证今后几年仍有同

样的发展速度。

（3）北京市非开挖政策环境：从无到有，正在快

速改善

尽管在 1996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出台了 198 号令《城市道路管理条例》，“条例”

中明确规定：“新修道路 5 年不准挖，修复道路 3 年

不准挖”。由于当时社会上对非开挖技术认识不够，

重视不够，尽管限制了挖路，但对非开挖技术的推

动仍是有限。但从 2006 年开始，以北京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为主导，在北京市政的多个部门参与下，终

于在 2008 年 10 发布了《地下管线非开挖铺设工程

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第一部分定向钻施工》，关于

夯管与管道修复的标准将于 2009 年完成。同时《城

镇燃气管道修复工程技术规程》国家行业规范也即

将颁布。可以看出，在未来 2~3 年内，北京市的非开

挖市场将走向正规，届时，政府将有法可依监管非

开挖市场。

（4）北京市非开挖设备制造能力：不均衡

在北京生产定向钻机和从事施工定向钻工程

施工的专营企业有：北京土行孙非开挖技术有限公

司，北京隆科兴非开挖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首尔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迪恒机械技术有限公司，北

京中易恒通非开挖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通亨华管道

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凌云和信非开挖管道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北京恺艺斯管道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中

煤地技术装备公司第四工程处，中国建筑第一工程

局安装公司，北京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天

环非开挖公司等。兼营定向钻铺管的企业也较多，

在此不再列出。另有部分非开挖公司尽管位于河北

省之内，但服务的主要是北京的定向铺管市场。从

数量上讲，北京市的定向铺管实力较强。

北京的顶管掘进机研制能力较弱，以使用为

主。在北京市从事顶管工程的企业有：北京市通州

宏旺市政工程施工处，北京市三北建筑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中宣市政建设公司顶管分公司，北京恺艺

斯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北京东方中远市政工程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隆科兴非开挖工程有限公司，北京

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由于夯管设备相对简单，小型工程中有些施工

单位使用自配的夯管系统，直径较大的夯管常用国

外设备，如德国 TT 集团公司的夯管锤。在北京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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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管工程的企业有：北京中煤地技术装备公司第四

工程处，河北天元地理信息公司管线施工公司，北

京隆科兴非开挖工程有限公司等。

北京市管道修复设备中，北京派普瑞公司从美

国引进了 U-HDPE 设备，北京天环非开挖公司引进

了瑞士 Sanivar AG 公司的 G 系列和 W 系列的翻转

内衬设备与材料。北京在用的碎管设备以德国 TT

集团公司生产的碎管机为主，也有引进丹麦

Scadinavian 公司的液压换管设备。在北京市从事地

下管线修复与更换的主要企业有：北京开源同创非

开挖管道工程有限公司，北京隆科兴非开挖工程有

限公司，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天环非开挖

公司，北京派普瑞非开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创

安亚非开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三达耐尔纳非

开挖技术有限公司，北京铭尼科科技有限公司等。

（5）北京市非开挖研发能力：初级水平

北京的非开挖技术走的是需求产生市场、民间

推动政府、实践超前理论的道路。可以说，目前的非

开挖产业格局是在政府没有干预的情况下自然形

成的，民间企业的动力在于追逐效益，对理论研究

既缺乏兴趣也缺乏人才、时间和资金。

目前，由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制约，使得在国家

标准制订时缺乏必要的参考，在参数设计要求上未

必合理，对工艺的规范上未必正确，质量上未必能

满足长期要求。可喜的是，近两年从北京市政府、科

技部、北京市科委和市政管委都开始重视这一工

作。2008 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市非开挖技

术协会和北京市的相关施工单位一起承担了北京市

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北京市非开挖技术需求分析与

技术选择》专项，重点调研与定位面向 2009~2010 年

间北京市应当关注的非开挖技术研究方向。同时，

2008 年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与北京市非开挖技术

协会等单位一起完成了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的

《地下管道非开挖修复方案设计与优选系统研究》项

目，对北京市的在用管道修复技术做了详细调查，对

国内外管道修复的理论进行了推演与试验，并正在

与有关部门合作，设计地下管道修复软件。

5 展望与建议

5.1 非开挖产业的市场潜力远未得到开发

尽管北京市的非开挖产业在近两年有了较快

的发展，在个别工程中非开挖使用率较高，但从整

体看，仍然发挥得不够，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下面

以 2007 年的新建及改扩建、更新的数据为例分析

说明。

2007 年北京市新建与改扩建地下管线工程：北

京市自来水集团 26 项，长度 44.75km，工程费用

7519 万元；北京市燃气集团 132 项工程，长度

514.33km，工程费用 295340 万元；北京市排水集团

96 项工程，长度 137.81km，工程费用 28935 万元。

再加上北京市热力集团 57 项，长度 84.89km，工程

费用 335066 万元；北京电力公司 89 项，长度

141.88km，工程费用 210482 万元；中国移动北京分

公司 4 项，长度 4.92km，工程费用 349 万元；北京市

路灯管理中心 87 项，长度 141km，工程费用 14606

万元；北京信息基础设施公司 525 项，长度

780.34km，工程费用 15577 万元；北京歌华有线公

司 91 项，长度 473.64km，工程费用 8799 万元。2007

年北京市地下管线新建与改扩建工程共计 1107

项，工程施工长度 2323.56km，工程费用 916673 万

元。

另外，2007 年北京市输油气管线新建与改扩建

工程：北京华油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1 项，长度

45km，工程费用 63281 万元；华电（北京）热电有限

公司 2 项，长度 5.9km，工程费用 6973 万元；北京市

液化石油气公司 3 项，长度 12.29km，工程费用

1396 万元；中石化北京石油公司 2 项，长度 244km，

工程费用 2610 万元；中石化北京燕山公司 3 项，长

度 56km，工程费用 20946 万元。合计：2007 年北京

市输油气管线新建与改扩建工程 11 项，长度

363.19km，工程费用 95206 万元。

从中可以发现，该年度新建管道长度超过

2680km，其中的 10%就是 268km，就前面调查的数

据看，近几年的非开挖铺管施工量也才 160km，非

开挖铺管施工仍有较大增长潜力。

2007 年北京市地下管线维修工程：北京市自来

水集团 12 项工程，长度 9.79km，工程费用 6233 万

元；北京市燃气集团 1 项，长度 30km，工程费用 400

万元；北京市热力集团 1 项，长度 2km，工程费用

500 万元；北京电力公司 16 项，长度 54km，工程费

马孝春 钱荣毅：北京市非开挖技术应用现状与需求分析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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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9210 万元；北京市排水集团 2 项，长度 0.6km，工

程费用 145 万元；北京市政工程管理处 131 项，长

度 33.96km，工程费用 16380 万元。合计：地下管线

维修工程 163 项，长度 130.35km，工程费用 32868

万元。

另外，2007 年北京市油气管线维修工程：北京

华油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2 项，工程费用 110 万

元；北京市液化石油气公司 5 项，长度 92km，工程

费用 65 万元；中航油津京管道运输中心 2 项，长度

370km，工程费用 35 万元。合计：2007 年北京市油

气管线维修工程 9 项，长度 462km，工程费用 210

万元。

除此之外，2007 年北京市随路大修管线建设与

维修工程 42 项，长度 169.66km，工程费用 99639.07

万元。

将前面的非开挖工程量数据与 2007 年完工的

新管线修复与更换工程量相比，虽然非开挖工程使

用量超过了 10%，结果令人满意。但就目前北京市

地下管道的总体而言，北京市城区范围内各类地下

管线长度约 4.3 万 km。其中液化石油气管道

261km，天然气管道 8630km，供水管道 7000km，供

热管道 7048km，排水及其它管道 7523km。不算通

讯电缆，仅就液化石油气管道、天然气管道、供水管

道、供热管道、排水管道就超过 30000km。按照管道

寿命为 50 年计算，每年将有 600km 的管道需要修

复或更换，而目前北京市五年内非开挖施工量总和

尚不足 200km。即以后逐渐过渡到非开挖修复与更

换的工程量相当于现在的 15 倍。

5.2 北京市的非开挖技术潜力存在较大增长空间

北京是全国的科教文化中心，有着国内乃至世

界顶尖的科研机构，具备雄厚的技术研发力量，在

北京从事非开挖研究工作的高校及研究机构有：北

京市政工程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科学院、清

华大学等，并有许多大学在材料、仪器仪表方面具

有较强优势，他们兼有生产、设备制造能力，有自己

的加工车间和科研基地。北京市非开挖技术协会及

其下属的 94 家会员单位，具有一定的非开挖工程

设计与施工实力，及设备制造能力。可见，北京市有

着较好的非开挖资源，只不过缺乏交流沟通与协

作，潜力没有发挥出来。

建议对北京市的优势非开挖资源进行联合与

重组，构成虚拟非开挖创新机构。该虚拟非开挖机

构的职责是：统计并公开每年的非开挖市政工程占

有量，发布非开挖年度报告。对来年的市场需求、技

术需求、设备与材料需求进行分析，为行业发展提

供指导。组织非开挖科技攻关项目。在深入调研的

基础上，每年解决 2~3 个面向工程设计、标准制订、

工程施工中的难题。研究成套的非开挖服务方案，

有计划地促成非开挖专项技术的成熟与配套，并推

广应用之。为非开挖的科研募集资金。组织非开挖

生产、科研和相关职能部门与科技部、建设部、北京

市科委等部门的沟通与交流，积极申请国家相关研

究基金，并争取国内外相关企业的资助，为非开挖

科研活动筹集稳定的发展资金。与其它城市或国家

的非开挖政府团体进行交流，从政府层面掌控非开

挖进展。

5.3 建议的非开挖技术研究方向

通过与北京市政管委等领导部门的接触与市

场反馈，我们认为有以下技术值得关注：

（1）车载式地下缺陷及障碍物快速扫描设备。

能在不破坏路面、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快速扫

描，并提供准确、高分辨率的扫描结果，并给得出明

确结论。

（2）钻头近前探测需求

按照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北京市城建规划研

究院的近远景规划（2004 年 ~2020 年），将大规模地

开发北京市的地下空间。地下 10 米以上的浅层空

间用于构造地下停车场、地下商场、人防设施、市政

管线、综合管廊、地铁上下通道和地铁过渡平台。地

下 10~30m 之间的次浅层空间用于地铁、地下道路、

地下物流等设施。地下 30~50m 之间的次深层空间

和地下 50~100m 之间的深层空间用于安排城市基

础设施和城市公用设施，如地下市政设施、深层储

藏设施和地下道路等。届时，由于地下 5m 内极浅层

罗织交错的管网的影响，及地下水和土石对信号的

阻挡与吸收作用，现有的地下管线探测仪将几乎不

起作用。因此，研制直接装于施工机具前端的探测

设施，避开浅层错综复杂的管网和基础设施的干

扰，直接获得钻孔周围设施的清晰信号，对地下穿

越路径周边设施的探测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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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研究需求

北京市关于非开挖技术的理论研究空白较多，

需要探究在用非开挖法铺设管道过程中，到底对周

围设施造成了多大影响，对周围设施的挤压程度如

何？造成的地面沉降或隆起影响有多少？由施工带

来的土质疏松、孔洞间隙对长期水流作用下地下空

洞的形成到底有多大贡献等问题。

（4）市政管道工程修复与更换需求

在管道修复与更换技术方面，北京市与国外的

差距较大。欧美许多城市的老旧管道(50 年以上)甚

至占了一半左右，发展了几十种管道修复技术，而

目前北京市可用的非开挖修复技术屈指可数。北京

市市政管道施工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非开挖需求：渴

求具有成熟的基础理论、完善的设计流程与计算公

式、操作性强的工艺过程、明确的质量检验与验收

方法的管道修复与更换技术。修复与更换技术应能

满 足不 同 行 业 要 求 ， 修 复 管 道 直 径 集 中 在

50~2200mm，一次修复长度尽可能地长，并能满足

北京市的环保与安全要求。渴求成套的管道修复与

更换设备，及符合国家标准、环保与价格低廉的材

料，希望服务公司能提供从管道清洗、管道内窥检

查、修复工艺控制、到质量检验的完整的服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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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9

〔3〕北京引陕气解冬季压力六环天然气管道下月完

工，2005-10-12，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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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非开挖技术在俄罗斯的使用越来越多，她

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城市将招待来自全世界的非开

挖专家。六月三日———六日，第 26 届国际非开挖会

议和展览在莫斯科举行，那时使之成为非开挖领域

人士向往的地方———此次会议会带来最新的设备、

技术和创新与来自全球的与会者分享。

莫斯科是一个充分展示非开挖技术优势的理

想地点。

莫斯科市有着伟大的历史。举几个例子来说，

位于莫斯科河边的是克里姆林宫、红场和圣贝礼大

教堂的所在地。如今，该市是欧洲最大的城市并且

是国家的经济、政治、教育和交通中心。她拥有复杂

的交通系统，其中包含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铁系统，

它因为其建筑风格而出名。

最近几年中，她的地下设施登上了中心舞台，

因为管线网的升级和修复工作已成为一个重点，并

且非开挖技术作为一种应对现状的可行的且为人

们接受的方式慢慢崭露头角。

同时 2008 年的会议在国际非开挖会议的历史

上有一个第一次：俄罗斯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主办

只关注非开挖技术的最大型的国际盛会。四天的会

议包含教育、最新的设备、现场参观、非开挖技术成

果的表彰及有趣的社交活动。

2008 年国际非开挖会议由俄罗斯非开挖技术

协会(RSTT)主办，由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ISTT)和

SIBICO 国际有限公司组织策划。

这次重要的非开挖盛会的赞助商包括 Insitu-

form Technologies, Herrenknecht, Robbins HDD,

DitchWitch, Vermeer Corp., TT Group, PerAarsleff,

Mechgrundostroy, HOBAS, Digital Control Inc., GNB

Broker, Bentoprom, Baltproject LLC 和 Aliance-KR.

此次会议在名为 the Crocus Expo 的国际展览中

心举办———该中心被描述为俄罗斯最大的而且最

受人尊重的展览地之一，会议把一流的而且高质量

的技术方案和一流的展览结合起来。非开挖将与

third CityPipe 博览会已为大家接受的俄罗斯环保展

览 ECWATEC 协办，该博览会集中于市政设施（建

造、故障探查、修复和运行）中的管道系统。

到 Crocus 中心的参观者将有机会了解这三个

展览。总的展览面积预计会超过 20，000 平方米，并

且基于过去的展览经验参观者会达到 15，000 人左

右。RSTT 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和其他展会使大量

的俄罗斯参观者充分了解非开挖技术并且感受它

的众多好处。仅非开挖会议就有 60 多家参展公司，

代表着来自全世界的众多国家，包括荷兰，意大利，

德国，俄罗斯，美国，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瑞士，英

国，芬兰和丹麦。

莫斯科非开挖会议的组织者说他们特别希望

此次展览办成增长非开挖知识，促进非开挖技术在

俄罗斯的进一步应用的工具及独立的国家和地区

与你们相会在莫斯科

———第 26 届国际非开挖会议在俄罗斯召开
Sharon M. Bueno 著 王一雄 译

摘 要：2008 年 6 月 3 日至 6 日，第 26 届国际非开挖技术研讨会和展览在莫斯科举行。本文简要介绍了这次

会议和展览的组织、会议内容和意义以及俄罗斯非开挖技术协会的发展历史，详细介绍了这次参展的各主要参展商

在非开挖技术领域所经营的业务范围和所取得的主要业绩。

关键词：非开挖技术、研讨会、展览、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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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财富。

1 RSTT 的历史

说主办一年一度的国际非开挖会议对俄联邦

的非开挖团体是个重大时刻，大家可以理解。此次

会议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将近三年。但是俄罗斯的非

开挖技术起源于 1995 年，那一年俄罗斯隧道协会

中的一群工程师决定成立 RSTT。那时功能管线的

焦点主要在安装而不是修复，并且这个团体在吸收

来自外面隧道领域的成员时受到挑战。到 1998 年

这个团体面临资金困难，在 2000 年中止运行。

但是安装和修复地下管线网的需求依然存在，

于是俄罗斯的城市开始提出这种需求。到 2002 年，

一个以莫斯科为基地的组织更完善的团体使 RSTT

复苏，并将它的主要目标定为促使各种非开挖团体

来到莫斯科举办非开挖展览会。这就是我们。

“我相信，【在莫斯科开会】作出这个积极的决

定受到了俄罗斯在应用非开挖技术布置、修复管线

网方面的进步及非开挖技术在俄罗斯发展潜力的

影响”，RSTT 主席 Stanislav Khramenkov 说。“尽管非

开挖技术直到最近仍被认为是一种新奇事物，或者

一种有风险的新事物，但是基于非开挖技术的建

造、维护和修复的新方法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日常工

作的一部分。这只是个开始。我确信这种趋势在莫

斯科会继续加速，并且会扩散到俄罗斯的其他大城

市，当然也会扩散到前苏联的其他国家。”

此次会议的技术方案已经设计成一个关于非

开挖专题和技术文献的高质量的集锦，涵盖从安装

到修复的所有相关领域。会议的各专题研讨会将包

括以下话题：非开挖应用方面的新机器、新技术及

其发展；寒冷气候条件下的非开挖技术；市场条件；

用于新管线安装的非开挖技术和实践；用于内衬更

换和管道扩径的非开挖技术；功能通道的设计、修

建和维护；非开挖技术的质量保障———理论上和实

践上；顶管———选择和实践；资产的管理和寿命周

期的分析。

在 2008 年非开挖会议上，四次到莫斯科市及

周边地区使用非开挖技术的工地实地参观使参观

者直观地看到俄罗斯正在进行的非开挖施工。这些

工地将展示一个供水管网的修复；一个污水压力主

管道的软衬法修复；一个水平定向钻进施工；及一

个微型隧道施工。

每次非开挖会议的焦点事件之一是 ISTT 非开

挖奖的授予。2008 非开挖奖将在六月四日的晚宴上

揭晓。这些奖将用于表彰 2006-2007 年度的下列工

作：年度最佳项目，学术研究或者培训；新的工具机

器、材料、系统或者技术；及学生或青年人的专业论

文。

也有机会看看听听莫斯科市及周边地区。组织

委员会已制定了一个社交活动计划，它包括莫斯科

市内游及到几个著名景点的短途旅行。这是一次很

好的机会，可以较好地了解莫斯科，比如通过历史

遗迹和纪念碑。

如果需要 2008 年会议的更多信息和细节，可

以登陆该会议的官方网站，网址：www.nodig2008.ru。

2 Alfa New Technologies

Alfa NT 是非开挖管线修复领域主要技术的专

业销售商。该公司能提供管线修复整个过程所需的

技术，因此她能综合解决管线修复领域的任何问

题。

3 NWLC, Distributor of Astec Industries

Astec Industries Inc. 是世界上管线和功能坑道

相关设备的主要生产商之一。Astec Underground

Group 包括 American Augers and Trencor 产品的销

售，该集团力争成为世界上使用非开挖和开挖技术

安装功能管线方面的有创造性的领导者。Astec In-

dustries Inc.生产最新的用于地下建筑或非开挖市场

的钻孔机械，定向钻进钻机和钻井液 / 泥浆系统。

Astec Underground Inc.生产铺管线用的挖沟机，水平

定向钻机，螺旋钻钻机，泥浆泵和泥浆清洗系统。

4 Bentoprom Group

Bentoprom Group 股份公司在 2001 年年底创

立，生产只使用来自国外和俄罗斯本土最好的原材

料、并且符合国际 ISO 和 API/OSMO 标准的膨润土

和珍珠岩产品。公司的工厂位于 Belgorod,Leningrad,

Sverdlovsk 和 Moscow 地区。工厂装配有拥有自动化

和过程控制系统的高科技机械。

Sharon M. Bueno著 王一雄 译：与你们相会在莫斯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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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KP Berolin a Polyester GmbH & Co.
KG

Berolina 内衬系统的结构上的管线修复。轻型

的修复用内衬是在考虑了它的长度、直径和壁厚的

基础上为每次管线修复施工定做的。这种修复用内

衬属于加强的软衬法，因为它所用的材料及其设计

中使用的均匀的玻璃纤维织品。

6 Chevalier Pipe Technologies

在过去几年中，CPT 已成长为管线修复领域的

全球领导者。尽管其历史较短，但定位于四大洲的

CPT 公司取得了快速发展，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

司的决定性的竞争优势。

7 Digital Control Inc.

Digital Control Inc.（DCI）引进 TensiTrak 的回拖

监控系统，它能给 HDD 钻机操作者提供关键性的

安装信息和数据，允许对管线回拖和孔下泥浆压力

实时无线监控。实时的回拖力 / 拉力监控能防止对

管线的损害和昂贵的再安装。

图 1 带回拖力 / 拉力监控的双动接头

8 Ditch Witch

Ditch Witch 组织将介绍一种水平定向钻机，它

是在受欢迎的 Ditch Witch JT2720 Mach 1 钻机基础

上制造的。新型的 JT3020 Mach 1 钻机是一款使用

范围拓展的相关设备完善的钻机，其回拖力有

30,000 lbs (133 kN)，最大可钻 4.5 英寸的先导孔，回

拖直径最大可达 12 英寸。

9 ENDOCONTROL

从 1985 年开始，Endo Service 就专于远程观测

仪器（RVI）和系统的设计、发展和生产。这种远程观

测能力可以观测处于人类不可进入地区和恶劣环

境中的物体或需要监测的物体或需从远处采集其

信息的物体。Endo Service 提供高质量的多线路的

光学观测系统。

图 2 Ditch Witch 公司钻机

10 Trelleborg Epros

Trelleborg Epros 是下水管道非开挖换衬所需的

系统和材料的生产商和供应商。她的一系列产品包

括阻挡物和压力检测系统；用补丁(直径 32 到 1,200

mm)或 DrainMESleeve (800 到 4,000 mm)的局部修

复；管道的全长换衬(直径 50 到 1,000 mm)和加衬设

备；用 Top Hat 系统的侧向修复；及人孔的修复。

11 GeoRemStroy LLC

GeoRemStroy LLC 专于铁路和高速公路下面的

供水管线的修复及市政管线的修复工作。Geo-

RemStroy 公司和德国的 Brandenburger 公司的专家

一起用无缝聚合物套管修复管道，这是一种高质量

的充满树脂的玻璃纤维轻型无缝套管。

12 GUP Mosinzhproekt Institute

Mosinzhproekt 研究所（成立于 1958 年，RSTT

成员）提供莫斯科市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的有关文

献。该研究所参与设计了莫斯科市几乎所有的工程

和交通设施：25，000km 的工程网，4，000km 的汽车

道路，100 个十字路口，300 个地下通道，400km 的

地下垃圾收集站，水库和其它成绩；还有三级和四

级的交通圈。

13 Herrenknecht

在莫斯科，人们正在使用 Herrenknecht Com-

bisegments 新型的用于功能隧道的模板技术。用这

种技术，在内衬部分被安装到隧道中之前，拼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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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被放置在已施工好的混凝土管道内。之后只有

一步需要把电缆架安装到隧道中的轨道上。在另一

项工程中，莫斯科市一个下水道的某些部分正在用

同样的 Combisegments 模板技术配合组装的 GFK

内衬建造。

图 3 Herrenknecht 顶管

14 HOBAS

HOBAS 是柔性的性能优异的管道系统的主要

供应商和一个成功的国际组织，她生产和销售

CC-ＧＲＰ 管道系统并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稳

定地扩大顾客基础的经营经验。HOBAS 为污水、饮

用水、生水及灌溉用水、排水、冷却水、工业用水和

水力发电的管道施工提供单独的方案。除了内衬

法，HOBAS 的管道还可用于顶管法，微型隧道法及

其它所有用于新管道安装及管道修复的方法。

图 4 管道修复施工

15 IDS INGENERIA DEI SISTEMI SPA

IDSspa— INGENERIADEISISTEMI—是一个专

于雷达系统的发展、相关硬件和软件应用的工程公

司。她由四个子公司组成：Naval, Aeronautical,

Aeronavigation 和 Georadar。Georadar 子公司发展了

为非开挖工作中的两个阶段设计的两种地面穿透

雷达（GPR）：RIS MF ，一种为探测和制图设计的先

进的系列产品和 Detector DUO，一种用于实时的管

道定位及现场探测技术的产品。

16 Insituform Technologies

Insituform Technologies Inc. 会在 2008 莫斯科非

开挖展会上展出一整套最新的供水和污水管道修

复用产品。Insituform 会呈现最新的用于供水管道修

复的 Insituform Blue family 产品：iTAP（一种使用机

器人从主管道内部伸出的手臂进行修复服务的方

法）；Thermopipe（一种非破坏性，紧密配合的压力管

道修复系统）；PolyFlex and PolyFold 内衬系统（聚乙

烯压力管道系统）。

17 Ka-Te Systems

KA-TEPMO- 修复机器人是真正的多功能机器

人，它在下水管道方面有无与伦比的使用范围：剪

断，注浆或用一种特殊的技术填补是这些远程控制

的高科技机器的基本服务组合的部分内容，这些机

器可使下水管道的修复工作不影响街道上的工作

和造成相关的交通问题。

18 M ller Umwelttechnik

Müller Umwelttechnik 是下水道和废物处理技

术方面的一个主要的欧洲公司。由于在下水道清洗

方面要对付许多不同形状的管道，如路基下的排水

道清洗，垃圾坑和废水罐的清空，及有害物质的处

理，液态废物的处理，Müller 生产的工具遵循一种

建立在单独的客户要求的基础之上的规则而非标

准，在设计中考虑已在应用中得到证实的配件，及

对功率，大小和设备的要求。

19 NRG Nordic Renovation Group Ltd.

NRG Nordic Renovation Group Ltd.（芬兰）是一

家专于提供基于非开挖技术的管线修复总体方案

的公司。她的 Flexoren 内衬系统是一种给下水道换

衬的方法。Flexoren 安装快捷同时是性价比最高的

衬层，特别适用于那些要修复的管线很长的场合。

Sharon M. Bueno著 王一雄 译：与你们相会在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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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xoren 方法用于修复直径 125-300mm 的重力下

水道效果很好。

图 5 管道修复施工

20 Per Aarsleff A/S

Per Aarsleff A/S, Aabyhoej, Denmark 是一家国内

的工程师和承包商及 2，800 名雇员的公司。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开始，这家公司一直是世界上非

开挖管道修复市场上的领导者。Per Aarsleff A/S 发

展，生产和安装需要软衬法和地面穿透雷达的管道

及各种聚乙烯管。Per Aarsleff A/S 的工厂能够生产

最大直径为 2，200mm 的内衬。

21 Pure Technologies

Pure Technologies, Calgary,Alberta,Canada, and

Columbia, Md.是为供水和废水管线的所有者提供非

破坏性，连续状态评估和监测，动态风险和资产管

理服务方面的世界上的领导者。Pure 提供一套渗漏

检测，非破坏性状态评估，资产风险管理及先进的

数据分析方面的专利技术。

22 Robbins HDD LLC

今天，Universal HDD 在常规的水平定向钻机和

设备的设计和生产方面处于领导地位。随着 2008

产品线的引入，我们为其他人提高了标准。像 UNI

24x40, UNI 60x70 和 UNI 160x240 这样的钻机是市

场上最强大，最可信和最坚固的钻机。在俄罗斯，

Universal HDD 由 UNIRUS 代理，UNIRUS 是我们钻

机的正式经销商。

图 6 Robbins 公司钻机

23 Schonstedt Instrument Co.

Schonstedt Instrument Co. 提供地面或水面下的

物体和现象的探测和定位方法。作为一个完整的业

务部门，我们设计、生产、经销和维修为主，功能设

施（供水，供气，电话线，电缆，下水道）、军械搬迁、

建筑、开挖及勘探提供的测量仪器。Schonstedt 专于

定位铁和钢（含铁的）一类的物体及管道和电缆（线

状的地下导体）。

24 Tracto-Technik

T racto-Technik 和 她 的 当 地 伙 伴

MECHGRUNDOSTROY 将在 2008 莫斯科国际非开

挖会议和展览上介绍她最新的用于非开挖安装的

技术。她开发出 Grundoburst 技术用于已有管道的

更新。该技术可以用快捷的工作方法，这得益于一

种受专利保护的快速锁杆。钻机的底盘已扩展到可

以适应有 125 吨和 250 吨给进力和回拖力的钻机。

现在几乎可用任何材料安装管道并且其最大直径

可达 1，000mm。

125 吨的回转钻机装备有双给进技术，允许接

有爆管头的钻杆不间断的给进和回拖。管道内衬和

换衬也可以用 Grundoburst 的设备。

25 Vermeer Corp.

Vermeer D20x22 Series II Navigator 水平定向钻

机配有 83 马力的柴油电动机，能提供 2，200 英尺·

磅的扭矩来旋转切削钻具和回拖大直径扩孔器。来

自 HammerHead 的 Hydroburst HB160 爆裂静止管

道用的机器有多种功能既可以取代小到 4 英寸的

饮用水，污水和供气管线也有力量取代大到24 英寸

的管道。HB160 设计时考虑到了实际施工，它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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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两小时内爆裂 400 英尺的管道包括钻杆给

进和回拖。

26 VMT GmbH

对一个弯曲的长距离的微型隧道工程的成功

施工来说，需要可靠的高精度的地下导航和顶管的

实时监控／结构分析。最新的导航术包括 Gyro 和

Laser 的技术将会展出。这些技术可以用于远程系

统从而使现场工作人员无需暴露于管线里的危险

情况。这些自动的导航系统能够连续地显示盾构机

的位置使操作人员可以早一点采取适当的操作避

免偏移。

27 Volta

Volta Macchine Srl, Bolzano, Italy 建于 1991 年，

是一个安装电话线和电缆管道所用的机器配件及

管道更新和换衬用绞车的专业的生产商和批发商。

Volta Macchine 在市场上占有重要份额，这是称职的

技术人员努力的结果，他们不断地努力使公司产品

的输出，产量，性能，效率和可靠性更好，同时发展

附属设备以满足客户的需要。

28 WAGAMET Ag

WAGAMET Ag 定位于供气和供水管道领域新

设备的设计和发展。她的目标是为各种问题提供解

决问题用的产品包括供气和供水管道以防止昂贵

的气水损失和随之发生的危害。所有产品的性能已

被证实并且产品都符合国际和国家的标准。

29 Wolfgang Rausch GmbH & Co KG

Wolfgang Rausch GmbH & Co KG 自 1982 年开

始就发展，生产和供应已被证明的专有技术和创造

性想法及用于管道和下水道光学探测的高科技仪

器。自 2000 年 3 月起，该公司就是经过 ISO9001 质

量验证的电视探测系统的第一生产商。除了各种电

视探测机器人系统，该公司还生产用于下水道的局

部修复系统。

要获得更多信息及国际非开挖会议上的参展

公司的完整列表，请登陆 www.nodig2008.ru。

张培丰 校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 2008 年 3 期

图 7 Tracto-Technik 公司钻机

Sharon M. Bueno著 王一雄 译：与你们相会在莫斯科

图 8 Vemeer 公司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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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由于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加上选举

年的紧张不安，许多政府官员都对自己主持的项目

计划能否实现持非常谨慎、甚至是担忧的态度。根

据第 11 届城市给排水管道市场调查报告，全美的

市政官员都对给排水管道建设增加约 2.4 亿的预算

充满了希望。

官员们期望，2008 年用于污、雨水管道和自来

水管道铺设及修复的总投资能够达到 126 亿美元，

比 2007 年的 123 亿美元略有增加。在总投资中，新

铺排水管道的费用将基本持平，而修复排水管道和

新建与修复自来水管道的费用将略有增加。许多市

政权威部门都指出，这些投资计划还不具确定性，

一切还得看国家的经济发展形势。

毋庸置疑，排水管道支出增长在 2007 年明显

放慢。到 2008 年，美国的一些地方（如德克萨斯州）

的支出仍将继续小幅增长，而另一些地方（如密歇

根州）却将下降。近年来经历了强劲增长的给水管

道支出，在 2008 年虽然增幅不大，但仍会继续增

长。

同样与此类似，受访的多数政府官员在展望

2008 年的经费支出前景时，都抱有一种非常谨慎的

态度。访谈中，一些人还主张观望，等待看国家经济

发展的影响，因为如果经济发展变慢，那怕幅度很

小，都会对地方的财政收入造成很大影响。对经济

衰退的忧虑，也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明显的下

调压力。排水和公用给水企业由于经费来源于基建

费和税收，所以在严重财政困难面前，不会像私营

企业那样深受影响。同理，尤其对小型市政工程单

位来说，他们的费用支出也不会因城市税收的大幅

度下降而停止，有时甚至会因大量的管道修复而支

出增加。

图 2007 和 2008 年给排水管道铺设与修复投资对比图

当然，在美国有些城市，如亚特兰大，受美国环

保署强制法令的要求，必须在规定期限内达到环保

目标。受此影响，这些地方的给排水工程不但不会

减少，反而会继续保持优先增长地位。而在美国其

它城市，当地的政策往往或者首先削减给排水支

出、或者从此拿出资金去弥补另外的经费短缺和显

第 11届美国城市给排水管道市场调查

Robert Carpenter 著 王首智 译

摘 要：由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 杂志社主持进行的第 11 届美国城市给排水管道市场调查表明，美国

2008 年给排水管道建设投资将与 2007 年基本持平，并有望略有增长。

关键词：给排水、管道、市场调查、非开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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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度更高、政治性更强的支出项目。

总统初选的争议给许多政府官员增加了沉重

的心理负担。他们总在反复揣测，谁当选总统或者

谁当选联邦政府部长及州长，会如何改变资金的投

向。当然，大家都在担心的一点是，目前最有希望胜

出的候选人都曾是国会议员 (2004 和 2005 年选举

重组的国会)，而国会一直都在削减“水净化国家周

转基金”和“饮用水国家周转基金”。克林顿和布什

两届政府也一直都倾向于削减这些基金，从未想过

将其固定下来。下届总统将会继续削减这些基金的

可能性很大。

一位来自东南部的市政官员在总结了当前的

各种情况后说：“我们相信，我们的经费预算在 2008

年将会保持稳定。如果幸运的话，在年底前还可能

会稍有增长———我们确实需要这样的增长。但是，

我们也做好了情况更加恶化的准备”。

本次调查的时间为 2007 年 11-12 月，共发出

了 8000 多份问卷，受访者都是直接与地下管网设

施建设相关的政府给排水部门负责人。为避免人为

误差，回收的问卷都按地区和城市规模进行了分

类。调查涉及的城市规模范围很大，小到只有 196

人，大到纽约这样的超大城市。

调查显示，受访者所在社区的人口平均为

206，239 人，平均占有的污水管道长度是 373.1 英

里、雨水管道159.9 英里、给水管道 713 英里。

1 施工承包商

本次调查，还为受访市政官员们提供了一次对

工程承包商们评分的机会，并请他们提出改进服务

的建议。从各地调查情况看，对工程承包商的评分

略有增长，2007 年的评分为 3.72，而 2005 和 2006

年评分都为 3.70。

简单说来，市政官员们给工程承包商们提出建

议最多的还是希望改善信息交流。从夏威夷到佛罗

里达，各地官员们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这个问

题。一位纽约的受访者强调说：“情况交流应当是一

项日常工作，根本用不着去考虑是不是需要去做”。

一位俄亥俄州的官员认为加强交流非常重要，“现

场应当及时将信息反应到办公室，办公室也应当尽

快作出反馈”。另一位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市政官

员建议，承包商们应当与所有的政府机构都交流信

息，对大工程，每周的交流例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位

来自北加利福利亚州的官员更是反复告诫承包商

们说：“交流，交流，再交流”！

非开挖铺设和修复管道的施工方法，继续受到

各地政府官员们的赞同和关心。一位来自缅因州的

市政官员建议，承包商们应当对更小直径的管道有

更多的非开挖施工手段。另一位蒙大拿州的官员也

认为，承包商们应注意非开挖新技术的学习，积累

更多的新经验。

图 2 非开挖市场占有率

还有的受访者希望能够全面地了解所有非开

挖铺设与修复技术。一位密歇根州受访者就强调，

承包商们应当“更详细地介绍最新的技术方法和可

用的最新设备”。一位新英格兰市政官员就认为，承

包商们应当更加灵活，“能够提供所有的地下管线

铺设方法”。

Robert Carpenter 著 王首智 译：第 11 届美国城市给排水管道市场调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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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对非开挖技术的支持率

对工程承包商来说，市政官员们的某些建议听

起来可能不错，但在目前的实际条件下却难以实

施。例如，几位市政官员（其中一位来自俄勒冈州）

希望承包商们“能够雇用并留住有资质、有经验的

技术人员”，这在目前地下管线工程熟练人才大量

短缺的今天，似乎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困难。

也有几位受访者（其中一位来自西南部城市）

认为，“工程的头要开好”，对施工项目的成败具有

决定性的意义。

2 咨询工程师

各地对咨询工程师们的评分仍然保持下降趋

势。2007 年，工程师们得分为 3.59，而 2006 年为

3.61，2005 年为 3.68。

各个城市的官员们也对咨询工程师们的信息

交流情况提出了意见。“要听政府的指挥”，一位得

克萨斯州的受访者如是说。“要跟业主多交流”，一

位来自密苏里州的市政官员也是这样说。一位宾夕

法尼亚州市政官员建议工程师们应该“与州政府保

持高度一致”，并及时汇报工程情况。

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受访者要求工程师们深入

现场的呼声更强烈了。一位路易斯安那州的市政官

员对工程师们发出了代表性的呼声：“要更多地走

出办公室”。而另一位科罗拉多州的官员更扩展了

这一建议：“要多到现场去，亲自看看什么做好了，

什么又没有做好”。还有一位弗吉尼亚州的官员提

出，对工程师们应当：“增加更多的现场培训内容和

培训时间”。

虽然官员们的呼声各不相同，但却也有潜在的

益处。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市政官员提出：“如果工

程师们能提供更好的施工方案，能与承包商们更好

地合作”，那就可以为他们支付更多的薪酬。一位密

歇根州的受访者强调说：“对工程师们来说，重要的

是拿出更优化、更创新、更短工期、更多使人学到东

西的技术方案”。一位明尼苏达州的市政官员相信，

工程师们如果能使施工更加“标准化”，则会大有帮

助。

还有一些官员相信，工程师们能通过“保持在

技术与科研方面的优势，更努力地工作，为城市建

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图 4 对工程承包商和咨询工程师的评分

3 投资基金与资产管理

对本刊调查中问到，在项目实施中是否做到了

对部分或全部过程实行资产管理，受访者都态度鲜

明地称做到了。2007 年期间，有约 67％的城市都在

项目运作中采用了某种资产管理模式。大多数受访

者都认为，资产管理对他们的城市建设来说是一个

很重要的步骤。

在问到基金投入问题时，市政官员们普遍认

为，用于给排水管网建设的基金投入还是不足，这

在目前经济不景气情况下更是如此。约有 68.6％的

受访者相信，2008 年，在实际到帐资金与部门预算

资金之间，将会存在一定缺口。如果与市政官员们

希望的满足地下管网建设需要相比，这一缺口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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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会在 25％至 50％左右。

图 5 承包商主要项目得分情况

图 6 咨询工程师主要项目得分情况

对美国的大多数城市来说，提高给排水管网的

增长率似乎总是一个政治上的棘手问题。市长和市

议会成员历来就不情愿提高增长率，只是

在为争取选民时，才对此问题进行大肆鼓

吹或对管网建设落后情况大肆谴责。现在，

公众对此问题的认识和关注度提高了，官

员们也希望至少有一点实际的增长。事实

上，有 64.1％的受访者说，他们的城市现就

正在评估 2008 年实现增长的可行性。

4 施工设备与人井修复

各地用于地下管线铺设和修复的各种

施工设备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2007

年，美国各城市用于地下管线铺设和修复

的施工设备总价值都达到了 700，000 美元以上。

人井修复工作吸引了许多公司加入这个市场。

最明显的证据是，2008 年，全美实施修复的人井数

量将达到平均每个城市 100 口。

5 非开挖技术

对非开挖技术持支持态度的城市仍然很多。有

63％的受访者称，2007 年，他们曾经在自己的工程

项目中应用了某种非开挖技术。在那些还没有使用

过非开挖技术的受访者中，有 79％的人热切盼望能

在今后的五年中用上非开挖技术。事实上，有

69.6％的受访者表示，在可用可不用非开挖时，他们

宁愿选择使用非开挖。

对非开挖铺设与修复技术的接受程度仍然保

持继续增长。支持采用非开挖的人数由 2006 年的

19.5％，上升到了 2007 年的 24％，而对此持反对态

度的人数从 39％降低到了 36％。

2008 年，水平定向钻进将仍然是最受市政官员

们欢迎的技术。至少有 44.5％的受访者计划在工程

项目（主要是给水工程）中使用水平定向钻进，而对

铺设有水力坡度的排水管道，大多数受访者仍然认

为存在风险，不主张采用。拥有水平定向钻机的城

市数量略有下降，2007 年从 5.6％下降到了 5.3％，

许多人将此归究于无法聘请或留住技术熟练的操

作工。一位亚利桑那州的受访者就抱怨说，她的城

市就花费不起私营水平定向钻进企业那样的高薪

去请人。由于严重缺乏水平定向钻进熟练工，过去

竞争激烈的小标的项目，现在都不得不打包进行

了。

图 7 市政官员们对各种非开挖施工技术的喜欢程度调查

Robert Carpenter 著 王首智 译：第 11 届美国城市给排水管道市场调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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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地条件、当地价格和技术适应性的不

同，比较非开挖法与传统明挖法的成本会得出不同

的结果。但是，一位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受访者却对

一些具体的非开挖技术成本有着强烈的主张，他认

为“CIPP 法比传统明挖法要便宜大约五倍，人井内

衬修复要便宜大约 2.5 倍”。

一位来自西南部大城市的受访者评论道：“要

修复我们的排水管网，非开挖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该市大受非开挖技术之脾益。“非开挖不仅降低了

成本，而且大大提高了社会满意度和安全性”。

李山 校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 2008 年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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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现有的老化的地下基础设施是北美地区

的直辖市和工程师在今天面临的一项昂贵和重大

挑战。这些基础设施因腐蚀开裂，结节，沉积物建设

和安装不当做法而遭到破环，如外侧突起进入主干

下水道和地基土体承载力不足而加快管道的破坏

进程。

更换这些地下公用设施的传统方法是采用明

挖方法。这种方法是昂贵的，特别是在建筑密集的

地区。与此相反，非开挖技术使用新的方法，材料和

设备，这种方法需要最低限度的开挖。这些新的方

法更具成本效益。但是，为了认识当前形势，市政

府、工程师和项目业主需要更多资料。这次调查涵

盖了美国 29 个城市很大范围的卫生和污水管道系

统，并收集了合理的数据，它们对分析和决策十分

有益。

大多数的美国卫生和雨水排水系统修建于 20

世纪初期。自那时以来，维修、修复和新安装就造成

拼凑系统的组成随着不同的时代而包括不同的技

术。必需考虑更先进和更高效经济的妥善修复这些

系统的方法，以保证与将来的连续性。实现可持续

发展提出了挑战，即提供新的和创新的基础设施和

设备，它们既要为社会服务，同时也要保护环境。另

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成本。这在决定采用何种技术

修复和安装下水道系统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过去 20 年，非开挖技术在下水道修理和安

装工业中做出了重大贡献。非开挖技术，一旦被认

为是一个专门的技术，便逐渐成为一种最方便，最

适合使用的技术。为了了解在污水处理行业中非开

挖技术的使用情况，阿灵顿的得克萨斯大学地下设

施研究与教育中心（CUIRE）和非开挖技术杂志，对

美国各地的市政府部门和污水处理机构进行了一

次调查。在调查中接触了大约有 300 名官员，其负

责不同城市和乡镇下水道系统的。受访范围从相当

大的城市，人口约 240 万，到小到只有 8500 人的城

市。

调查问卷包括 20 个问题，涉及到下水道系统

的一般概况，修理 / 修复和新安装;这是一个在线表

格。调查表被张贴 CUIRE 网站上，可在 www.isuft.

com/Sewer%20Survey-6-16-08.htm 上进行访问。还

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对受访者进行了提问。

受访者的地理位置分布在从华盛顿到马萨诸

塞州不同的地区。为更详细的分类和进行更好的分

析，我们把美国的 50 个州分为 4 个主要区域：西

部，中西部，南部和东北部的 9 个部门。

受访者总数约为 930 万人。人口范围从科罗拉

多州人口为 8500 的柯林斯堡开始，并进行到拥有

2.4 万居民丹佛市。

1 管道系统管道的形状

采访到的管道总数 17635 英里，包括各种直径

2008 年美国卫生与雨雪下水管道调查

Behnam Hashemi Mohammad Najafi 著 刘丰敏 译

摘 要：为了了解在污水处理行业中非开挖技术的使用情况，阿灵顿的得克萨斯大学地下设施研究与教育中心

（CUIRE）和非开挖技术杂志，对美国各地的市政府部门和污水处理机构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发现，就非开挖铺设新

管而言，市场有强劲的增长机会；微型隧道法仍是没有获得预期的欢迎；在修理 / 更换工作中，CIPP 技术，爆管法及

灌浆法仍然是最常用的技术。随着工程复杂性的增加和对这些技术的了解，预计在未来几年所有这些技术的使用将

增加。

关键词：卫生和污水管道系统、非开挖技术、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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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就使用的管道形状而言，任意管道系统中平

均包括 8%的大直径（超过 36 英寸）管（见图 1）。

图 1 小直径管线与大直径管线的百分比

另一方面，如图 2 所示，3%的下水道系统是鸡

蛋形或椭圆形。

图 2 非圆形管道与圆形管道的百分比

2 维修更换需要

图 3 需要更换的百分比

结果表明，现有管道系统中近 9%的管道是在

迫切需要的修理 / 更换，如图 3 所示。当问及更换或

修理老化的基础设施面临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的

时候，76%表示为缺乏可用的资金。有 7%表示缺乏

可用技术，3%表示缺乏可用的技术的信息，这两者

也主要理由限制工作。图 4 显示了这些结果。

图 4 更换或修理的问题，其他问题包括：可到达的，资

助的先后次序，缺失的鉴别，缺失的探测，承包人的能力以及

成本的构成修复 / 更换的方法

该调查还询问了用于修理 / 更换的下水道系统

的不同技术。在这里，我们想对在 2007 年和 2008

年中所采用的不同技术进行比较，并预测在 2009

年各种技术的潜力。分析结果表明，在 2007 年，明

挖用比其他任何修理 / 更换技术更为常用（63%），

并在此之后，现场修复管道技术（CIPP）是第二最常

用的方法（28%）。相对于 2007 年，2008 年 CIPP 技

术的使用在增加，而明挖已下降到 56%。调查还显

示相对于 07 年 08 年出爆管法增加了超过 2% 。在

其他的常见的技术中，点修复技术保持相对稳定。

3 非开挖技术

这次调查关注的一点是确认城市，使用非开挖

方法与传统明挖方法相比所面临的问题。正如图 7

显示，最受关注的是生活中对非开挖技术不确定性

的预期，占 34%，以及有资质的承包商的能力，占

24%，约有 17%的城市声称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使用

非开挖技术时会面临其他问题，如：服务外侧连接；

在修复时下水道溢出；缺乏非开挖技术经验和缺乏

现有的公用设施的资料。虽然参加采访的城市中约

17 %的城市断言他们在使用非开挖技术时没有问

题，但缺乏质量保证（QA）/ 质量控制（QC）程序以及

对该技术缺乏信心，是其他城市在使用非开挖技术

时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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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7 年采用的预算方法

图 6 2008 年采用的预算方法

4 总结

很明显的是，缺乏资金是污水处理项目工作难

以像他本应该的那样全面解决的重要原因。除了这

一点，适当的可行的技术和知道该如何做也是主要

问题。拥有非开挖技能的国内企业非常之少。

虽然这是显而易见的，就非开挖铺设新管而

言，市场有强劲的增长机会，而明挖方法仍是常用

的施工选择。微型隧道法仍是没有获得预期的欢

迎，因为它成本太高。在修理 / 更换工作中，CIPP 技

术，爆管法及灌浆法仍然是最常用的技术。随着工

程复杂性的增加和对这些技术的了解，预计在未来

几年所有这些技术的使用将增加。

图 7 非开挖技术面临的问题

张培丰 校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 2008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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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笔者针对公用设施的损害索赔问题，把使

用损失理论引入了电信行业以来，就被问及了很多

关于实施和收取使用损失资金的问题。了解为何建

立使用损失，如何实施设施损害赔偿，这些都是非

常重要的。在公用设施行业，特别是在电信行业里，

我试图去阐明使用损失索赔的依据。

我们有必要知道，使用损失是在 90 年代初期

引入公用设施行业的，这主要针对由损害者和他们

的代理保险公司所提出的设施损害索赔缺少优先

主动权。

在使用损失损害赔偿被引入之前，损害赔偿的

数额是极其微小的，任何结算的修复费用很少超过

50%，甚至对于损坏者有很清晰的责任。压力落在了

公用设施的所有者身上，他们不但要做出重要的修

复，而且还要自己出资。很显然，缺少对保险公司这

部分的关注是因为给这些损害的修复费用非常之

低，并且公用设施的业主是不会花费额外的资金去

从他们的保险商那里索求修复费用的。

遇到这种情况，公用设施行业应用了使用损失

理论并且在他们的损害赔偿当中加入了使用损失

费用。可以预料的到，利用使用损失将有可能从相

应的损失一方收取 100%的损害修复费用。从那以

后，在保险和建筑行业里，使用损失已在取得完全

的损害修复费用和提高公用设施损害的优先考虑

权方面变的非常成功了。

随着使用损失在公用设备损害索赔中的广泛

应用，人们在这方面的意识在逐步提高，公平赔付

得以实现。与此同时，人们对其产生一些争论和错

误认识。这种错误认识有时被称为“使用损失的阴

暗面”。

在法律中可能存在极端情形，但在实际上是不

具备合理存在条件的。由于一些业内人士把实际的

损害赔偿费用和索赔单据中列明的使用损失相比

较，认为使用损失的应用概率极低。例如，当一件通

讯设备损害赔偿修理费总计 4 万美金，使用损失是

2 万美金，这被认为是合理的。但如果在相同的索赔

中，使用损失是 1 百万美金，这就被认为是不合理

的。使用损失的数额如此之高有点难以置信，但类

似使用损失的数额已经在设备损害赔偿中得以计

算并有单据为证。

1 三个组成部分

为了更好的理解使用损失计算后面的技术，你

需要从其如何应用方面的基本解释入手。三个基本

组成部分，构成了损害赔偿中使用损失的合理应

用。每个组成部分对于损害赔偿的胜诉都至关重

要。

第一个组成要素是损害方疏忽大意过失的认

定。被损害财产的所有者必须有决定性的证据，证

明损害方的过失是造成设备或财产损害的原因。必

须在损害现场进行调查，采集的证据包括照片、书

面文件和所有的关键性文件。在基础设施行业，一

个值得注意的关键性证据是缺少合法的采证。做一

次完整的调查，确定谁是过失方，同样可以避免错

误起诉无辜的参与者和歪曲诉讼请求。如果不能明

确过失方，使用损害的使用价值就是不合适的。

摘 要：本文探讨了对地下管线损坏的索赔问题。

关键词：非开挖、地下设施、索赔

公用设施损害索赔—理解使用损失的应用

John Visi 著 张姗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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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组成要素是在起诉损害方时的使用损

失数额的计算。在大多数使用损失的法律文件中，

使用损失可以使用类似财产的公允租赁价值。

在通讯行业，以行业提供标准服务的有形设备

或电缆容量为依据，来计算被损害的大型有形设备

或电缆的使用损失。行业标准服务是所能提供的和

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许可的、最便宜的服务。容量

是用 FCC 认可的行业标准服务价格乘以修理的次

数。需要指出的是，每个设备所有者计算使用损失

可能有所不同：当他们使用单次修理费用（而不是

行业平均值）、使用增加产能的技术、并尽量剔除时

间变动因素来反映实际的修理时间，并与实际要求

的租赁时间进行对比。

这些区别可以最小化也可以最大化最终的使

用损失数额。因此，有些业内人士辩称不应使用技

术来使容量最大化，因为它代表经过设备转换后的

价值而不是实际的设备价值。此外，单次或非经常

性的安装费用，可能会受到质疑因为其已经被设备

所有者的顾客支付过，且这笔费用会增加总的数

额。

总之，谨慎性原则是放在首位的。所有者和他

的代表人惟一的义务就是在提出索赔时确定公允

和合理的使用损失数额。

第三个使用损失应用中的组成要素是对直接

损害采取补救措施而发生的费用支出。如果前两个

要素能够专业地和公正地完成，这个将是最能够掌

控的一个要素。如果损害方疏忽的证据确凿，损害

方就毫无疑问有义务承担已确认的费用。

如果使用损失是一个公允并合理计量出来的

数额，修理费用得到全额补偿的机会就加大了。许

多法律文件都在讨论和支持使用损失理论和所有

者争取使用损失赔偿的权利。此外，如果前两个要

素不能以专业的方式和公正的态度得以执行，额外

产生的法律费用得以补偿的可能性就在减小。

2 结论

如果使用损失的三个要素———例如疏忽大意

过失的确认，使用损失数额的计算和补救措施的采

取能够被正确和合理使用，大部分的经济索赔都应

该能使所有者的财产得以赔偿。在大多数索赔案件

中，如果所要求的数额是经过正确和公正的方式计

算出来的，就没有必要发生额外的和巨额的律师费

用。这样就可以实质性地避免“使用损失的阴暗面”

的发生。

需要记住的是，使用损失理论已经被使用了一

段时间。例如，一个纽约轮渡栈桥的所有者在 1872

年提起使用损失的诉讼并且取得胜诉。侵权法非常

明确地定义了所有者在财产方面因疏忽大意造成

损害、获赔的权利。在通信行业内，使用损失理论在

专业地和公正使用的情形下，有效增加了直接损失

100%获得赔偿的机率。实际上，这已经被看作“使用

损失的阳光面”。

朱文鉴 校

译自：《Trench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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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开挖铺管工程中，精确的导向钻进是保障

工程安全成功的主要技术之一。传统的管道曲率极

限轨迹设计法只是单一考虑管道可弯曲程度，而未

兼顾施工中的钻孔可弯曲能力，因而往往难以从施

工实际出发来控制轨迹达到设计要求。从施工现场

实际环境出发的导向强度理论方法能准确地预测

在实际施工导向钻进中钻头造斜力度，将其与管道

弯曲限制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三维轨迹设计，才能

更准确、更安全、更符合实际地指导导向钻进施工。

1 铺管孔弯曲的必需性和制约性

1.1 对钻孔弯曲的工程需求

非开挖施工经常遇到 U 形轨迹设计，还经常需

要绕开原有地下管线和其它地下障碍物，有时还受

到钻机摆放场地的限制。这些情况下往往需要较强

弯曲的钻孔轨迹。

1.2 被铺管道的弯曲限制

为了易于铺管并且保证管材在使用中的安全

性和长久性，铺设管道的钻孔弯曲段应尽可能的缓

慢过渡，即最小弯曲半径应尽可能大。最小弯曲半

径可以根据相关文献中的公式计算得到 [见参考文

献 1]。

1.3 钻进时的造斜导向程度

水平导向钻进是通过交替控制钻机“定向顶

进”或“回转钻进”来造斜或保直钻进，从而形成可

以有弯曲段的地下空间轨迹。定向顶进的造斜程度

为“导向强度”。它表示钻具每顶进单位长度时在钻

孔弯曲平面内方向角的改变量。它在一定条件下具

有确定的数值。

2 导向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2.1 斜掌面积和斜焊角

顶进钻具时能产生弯曲的根本原因在于斜焊

掌面受到了地层的斜向反作用力。斜掌面积越大，

反作用力越大既导向强度越大。从力学理论上分析

斜焊角，其值越大导向强度就越大，但由于摩擦力

的存在，斜焊角超过一定数值（约 30°）就会产生摩

擦自锁而导致钻头无法发生斜向滑移。

2.2 钻杆刚度

钻杆刚度是抵抗弯曲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值越

大导向强度越低。钻杆的刚度由钻杆材料的力学参

数—弹性模量 E 和钻杆横截面的几何效应—惯性

矩 I 来决定。E 和 I 越大，钻杆的刚度越大。

2.3 地层硬度

导向钻进的客观对象是地层。地层的软硬程度

决定了造斜反作用力的大小。力学分析、现场数据

统计和实验室试验结果都证明：地层硬度越大，斜

向反作用力就越大，造斜弯曲就越明显，因而导向

强度就越大。

2.4 水力喷射

导向强度实用计算方法与钻孔轨迹三维控制

乌效鸣 1 童红梅 1 刘杰 1 陈守直 2 张晓静 2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 上海佳友市政建筑有限公司）

摘 要：通过分析影响导向钻进轨迹设计的主导因素，建立符合实际施工条件的导向强度计算公式，予

以了试验和实际施工的验证，并藉此开发了三维轨迹设计系统。

关键词：导向强度、轨迹设计、公式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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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验佐证

为了验证上述导向强度模型的正确性，运用物

理相似原理模拟现场导向钻具受力和地层土质情

况，在实验室进行了一个缩小 20 倍的斜掌钻具的

顶进模型实验。获得一些导向强度与影响因素之间

量化关系的实测数据。表 1 为其中的土层硬度与导

向强度关系实验结果对比表。可以看出导向强度随

土层变硬而增大。这也与式 1 计算结果所呈现的趋

势一致。
表 1 土的硬度对导向强度影响实验数据表

Table1 Test data of soil rigidity impacting on strength-oriented

注：因小模型原理，此处导向强度单位为 °/cm

3.3 算例分析

该公式为水平定向钻进铺管提供了一种计算

造斜导向强度的实用方法。作为试算例子，当改变

不同的参数值时，计算所得导向强度的变化情况如

图 2-4 中曲线所示。计算所反映的规律均与工程实

际吻合。从图 2 中可以看出，导向钻头斜掌面的斜

焊角设计在 25°左右可以获得最有效的导向强度。

图 2 斜焊角和钻杆直径对导向强度的影响

Fig2 The influence of oblique angle palm and drill pipe diameter

钻头斜向喷嘴喷射钻井液在一定程度上辅助

造斜。流动性强、水射流速度大的钻井液提供较强

的水马力，加大导向强度。

2.5 顶进速度

土体蠕变到破坏是一个变化过程，斜向反力在

顶进时也相应地有一个由高变低的过程。在钻头前

部土体还来不及蠕变和破坏时的斜向反力较大，所

以加快顶进速度可以提高造斜导向强度。

3 导向强度计算公式

3.1 公式推导

先暂略顶进速度和水力喷射的影响，运用材料

力学杆件受力变形解析方法（见图 1），以斜掌面积、

斜焊角、钻杆刚度和地层硬度为自变量，建立导向

强度量化计算公式如下：

（1）

式中：B—导向强度，°/m；E—钻杆弹性模量，

MPa；D—钻杆外径，mm；d—钻杆内径，mm；A—斜

掌面积，cm2；θ—斜焊角，°；σ—土的压入硬度，

MPa；f—摩擦系数，（无量纲）。

图 1 钻具在孔内的受力图

Fig1 Force diagram of guide bit

土样硬度(MPa) 0.18 0.54 0.75 0.90 1.02

导向强度(°/cm) 1.36 1.42 2.33 2.81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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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斜掌面积和土的硬度对导向强度的影响

Fig3 The influence of oblique palm acreage and soil rigidity

图 4 弹性模量和钻杆直径对导向强度的影响

Fig4 The influence of elastic ratio and drill pipe diameter

4 弯曲轨迹综合设计及应用

以导向强度计算为基本依据，全面考虑其它影

响因素，对非开挖铺管水平定向钻进轨迹弯曲进行

综合设计。首先由电力护管和电缆的弯曲限制、导

向造斜强度、入土和出土段弧度要求、绕开原有地

下管线弧度要求等，确定钻孔各段弯曲的位置和曲

率半径，得到基本设计轨迹；再借助于导向强度计

算获得的顶进每米钻孔角度的变化量，合理设计出

交替进行“定向顶进”或“回转钻进”的操作规程，来

逐段吻合设计基本轨迹。以此最终得到的弯曲轨迹

设计既遵循铺管的规划与要求，又满足施工的可行

能力，同时还为导向钻进提供操作参考指导。

对设计过程进行软件编程，以空间解析几何为

基础，采用 Visual C++ 软件开发平台，运用 OpenGL

三维图形库技术[2]，现已开发出“非开挖水平定向

钻进导向孔三维轨迹设计系统”，其典型三维量化

设计轨迹演示界面如图 5 所示。该软件系统已开始

用于电力非开挖铺管工程。

图 5 导向孔轨迹设计界面

Fig5 design interface of guiding hole trace

图 6 第一孔导向孔轨迹

Fig6 the first hole-oriented track

“长兴岛江底光缆穿越工程”位于上海长兴岛

长江岸边，拟在江底分别铺设两条 Φ180mm、长约

600 米的 MPP 光缆护管，并在护管内铺入相应长度

的 Φ40mm 某光缆。根据现场环境及建设方要求，

入土点设于长江堤岸后的草坪内，出土点位于长江

江水下河床内（高程指吴淞高程），途中要绕过两个

船坞且与其保持 35~50 米的距离。为此，根据土性、

钻具等各钻进参数等数据进行了导向强度计算并

依此设计理论轨迹（见蓝线）；施工中按照设计轨迹

进行了有效的导向控制，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实际导

向孔轨迹（见红线）。剖面图显示实际钻进轨迹线与

设计轨迹线吻合的很好，特别是在造斜段处得到了

精确的控制。该工程表明结合导向强度理论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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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dominant impacting factor of the design of oriented drilling track袁this paper
found a computing model according to the strength-oriented actual production, which is tested in the test and
verified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having empoldered three-dimensional track design system by this
theory.

Key words: Strength-oriented, Trace Design, Formula Validation

的轨迹线能符合现场的实际情况，精确地预见工程

施工现场的地下轨迹走向，能避免工程事故发生。

图 7 第二孔导向孔轨迹

Fig7 the second hole-oriented 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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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运河水平定向钻穿越施工技术

尹刚乾 赵绍春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穿越公司，河北廊坊，065001）

2008 年 10 月 22 日 16 时 50 分，由管道局穿越

公司承担的永唐秦蓟运河穿越工程顺利完成回拖，

并创造了国内大口径（Φ1016 mm×26.2mm）、长距

离（1536 m）水平定向钻穿越新纪录。

1 工程概况

永唐秦输气管道工程是国家发改委核准的国

家西气东输工程—陕京二线输气管道工程中的供

气支线工程，途经河北、天津两个省市共计 10 个市

县区。工程建成之后，将构成京津唐天然气输送环

网，实现本区域多气源互补互备的联合供气，这对

于改善区域能源结构、减少环境污染、促进京津冀

和环渤海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

略意义。蓟运河穿越工程作为永唐秦输气管道工程

项目的重点、难点控制性工程备受业主及各方关

注。

由管道局穿越公司承担的蓟运河穿越工程位

于天津市宝坻区，定向钻穿越实长 1536m，穿越最

大深度约为 32 米，入土角 10°，出土角 5°，穿越

主要工程地质为细砂层（部分为流沙）。穿越管线为

φ1016×26.2 X70 直缝管，输送介质为净化天然

气，设计压力为 10MPa，管道外防腐采用三层 PE 加

强级防腐,补口采用定向钻专用热收缩带。采用美国

奥格公司 DD1200（最大回拖力 500 吨）钻机施工。

图 1 回拖成功

2 施工过程

2.1 钻导向孔

2008 年 8 月 28 日开钻，9 月 5 日完成导向孔

作业。

导 向 孔 钻 进 100m 后 ， 开 始 下 套 管

（Φ323.9mm×12mm 钢管）约 80m，主要目的是保证

泥浆返浆通畅，减小或避免大堤处跑冒浆。其次，套

管有助于长距离穿越钻杆推力的传递。实施效果非

常好，大堤附近没有出现漏浆现象。

2.2 扩孔

采用板式扩孔器进行七级扩孔，扩孔尺寸从

摘 要：蓟运河水平定向钻穿越工程于 2008 年 10 月 22 日回拖成功，创造了国内管径 Φ1016、长度 1536 米水

平定向钻穿越新纪录。。

关键词：大口径、长距离、水平定向钻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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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公司工作，工程技术部部长。毕业后一直从事水平定向钻穿越施工和管理工作。参加过国内长江、黄河、淮河、钱塘江、珠江、

磨刀门水道等国内大型河流穿越工程及国外尼罗河穿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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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到 52″，2008 年 9 月 5 日开始，9 月 22 日完

成。

图 2 导向孔设计轨迹

2.3 洗孔

2008 年 9 月 22 日开始第一次洗孔，采用 52″

桶式扩孔器。

洗孔进尺 420m 时出现卡钻，解卡后扩孔速度

减慢，并且频繁被卡。决定推出 52″桶式扩孔器，检

查空转扭矩，以确定孔内钻杆是否抱钻。外推扩孔

器的速度非常慢，越靠近出土点外推越困难，扭矩

也非常大，用了将近 3 天的时间才退完。扩孔器出

土后空转扭矩由 12.244KN.m 变为 23.546KN.m，因

此认定孔内钻杆存在抱钻现象。

现场研究决定采用 36″桶式扩孔器进行洗孔，

以解决抱钻问题。2008 年 9 月 26 日开始第二次洗

孔，采用 36″桶式扩孔器，9 月 28 日完成。洗孔前

500m 最大扭矩为 34.847KN.m，500m 后有所降低，

基本在 25.429~29.196KN.m 之间。700m 后扭矩明显

降低，平均约为 23.546KN.m，靠近入土端时扭矩最

低下降到 16.011KN.m。第 20、19 和 18 根钻杆（距离

入土点）扭矩存在较大波动，扭矩最大为 27.313KN.

m，特别是第 19 根钻出现了严重卡钻，扩孔器被卡

死，无法旋转，后采用 157T 的拉力向前拉动扩孔

器，扩孔器前进约 1.5m 后才得以解卡。

2008 年 9 月 28 日开始第三次洗孔，采用 48″

桶式扩孔器。当洗孔进尺约 700m 时扩孔器突然被

卡死，在此之前均正常，经过多次解卡无效。卡钻时

的扭矩为 32.964KN.m，拉力为 12.1T，泥浆压力为

300PSI。

2.4 解卡

2008 年 9 月 29 日开始，10 月 10 日结束。第一

次尝试用 DD1220 钻机解卡，所用最大旋转扭矩为

66KN.m，最大拉力为 207T，采用单独拉或推、单独

旋转的方式，防止两力同时作用而造成钻杆断裂，

无法正常解卡。

2.4.1 采用滑轮组反拉解卡

经过积极准备，10 月 1 日开始用滑轮组在出土

点就位反拉，卷扬机拉到约 1 吨拉力时地锚松动。

现场重新加固地锚，准备第二次反拉。

同时，10 月 2 日，入土点开始用自制套洗器进

行第一次套洗。套洗过程中两端返浆情况良好，当

洗到卡钻处时推力增大，且无法继续前进，确认套

洗器已经到达扩孔器前端位置。套洗完成后，入土

点钻机再次尝试解卡，扭矩达到约 70KN.m 时，扩孔

器仍然没有转动。随后再次使用滑轮组反拉，最大

拉力约 250 吨，钢丝绳突然断裂，无法继续。

10 月 4 日又进行了一次反拉，最大拉力约 300

吨时钢丝绳再次被拉断，反拉抢险的方案随即取

消。当晚，入土点钻机采用 355T 拉力拉扩孔器，扩

孔器似乎被拉动了一点，当钻杆从最下端前进约

3m 后憋死，地面出现裂缝。钻机卸掉拉力后尝试旋

转，最大扭矩为 66KN.m，仍没有成功。

2.4.2 出土点钻机解卡

调运钻机 PRIME300（最大推拉力 300T）于 10

月 5 日进场，由于连续大雨，直到 10 月 8 日开始从

出土点套洗作业，此时钻机场地已经开始第二次套

洗。两端套洗作业都比较顺利，返浆情况良好。10 月

10 日上午，出土点和入土点都抽出了套洗器，准备

用两台钻机同时扭动扩孔器。

入土点钻机正转（紧扣方向），出土点钻机反转

（卸扣方向）。扭动前出土点钻机先要大扭矩紧扣，

上扣扭矩约 60KN.m，且保证反转扭矩不高于 55KN.

m，以防止钻杆松扣。解卡时入土点钻机所加最大扭

矩约 70KN.m，出土点钻机所加扭矩约 50KN.m。经

过几次解卡尝试，未果。

入土点钻机反转（卸扣方向），出土点钻机正转

（紧扣方向），结果入土端第 41 根钻杆松扣，钻机将

其全部抽出；出土点钻机抽出扩孔器和孔内剩余钻

杆，解卡获得成功！解卡时入土点钻机施加最大反

转扭矩约 60KN.m，此时钻杆已经松扣；出土点钻机

施加正转扭矩约为 50KN.m。

2.5 找孔

尹刚乾 赵绍春：蓟运河水平定向钻穿越施工技术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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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0 月 11 日开始，10 月 12 日结束。

成功解卡后，出土点钻机撤场，入土点钻机随

即采用?400mm 送孔器从入土点往出土点方向沿原

孔推送，顺利推送到出土点，最大扭矩 14.128KN.m，

最大推力 14.5T。

2.6 重新洗孔

2008 年 10 月 12 日开始，10 月 19 日结束。

鉴于采用桶式扩孔器洗孔的不利现象，找孔完

成后，换成 42 板式扩孔器进行洗孔，洗孔的扭矩在

21.662—31.08KN.m 之间。卡钻位置（700m 处）扭

矩、拉力、泥浆压力均无特殊变化。

2008 年 10 月 14 日 ~10 月 17 日，采用 52″板

式扩孔器洗孔，前 1000m 最高扭矩达到 36.731KN.

m，平均扭矩在 32.964KN.m 以上，大大高于第七级

扩孔时的平均扭矩。洗孔约 1000m 后，情况才有所

好转，但是 1250m 后几根钻杆扭矩再次增大，并有

较大波动。

由于采用 52″板式扩孔器洗孔扭矩非常大，加

之第一次使用新式桶式扩孔器经常出现问题，决定

采用传统式 48″桶式扩孔器洗孔，2008 年 10 月 17

日开始，10 月 19 日结束，基本正常。

2.7 回拖

洗孔完毕后，数据基本正常，开始进行回拖作

业。

2008 年 10 月 19 日开始回拖，10 月 22 日结

束。

回拖方式：5-1/2″钻杆 +48″传统桶式扩孔器

+500T 万向节 +500T 卸扣 +?1016mm 主管。

回拖过程中拉力逐渐增大，由开始的约 14.5T

上升至 76.4T 以上，回拖速度也明显变慢。第 80 根

钻杆最大拉力升至约 236T，回拖力居高不下。还剩

500m 钻杆时，拖力已经达到 266T 以上。10 月 21 日

晚，当回拖至第 12 根钻杆时扩孔器被卡，钻机施加

400T 拉力仍无法将其拉动，此时地锚翘起，并向前

位移 1m 多距离。地面出现大裂缝，钻机底座拉杆也

被顶弯变形。

现场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夯管锤助力，辅助钻

机回拖。夯管辅助回拖过程中，钻机拖力约为 310T，

最终回拖成功。

3 原因分析

3.1 洗孔卡钻

对扩孔阶段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洗孔卡钻的

主要原因是泥浆排量小、扩孔速度偏快，钻屑携带

不充分，孔内钻屑堆积造成洗孔卡钻。

洗孔卡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新桶式扩孔器，首

次使用，结构上有待因一步改进，从退出的新桶式

扩孔器磨损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

3.2 回拖卡钻

穿越主要地层为细砂，部分为流沙。砂层成孔

的稳定性差，孔越大稳定性越差，时间越长孔垮塌

的可能性越大，且砂层没有压缩性。蓟运河穿越距

离长、管径大，扩一遍孔时间相对较长，加之洗孔卡

钻造成的影响，孔内出现局部坍塌，最终导致回拖

力增大甚至卡钻。

建议采取减少扩孔遍数、提高泥浆排量、适当

提高扩孔速度、缩短工序衔接时间、连续作业解决

回拖卡钻问题。

4 主要施工技术措施：

4.1 钻机解卡

在扩孔、洗孔过程中卡钻时，在入土点如果无

法解卡，利用钻机具有拉力、扭矩输出功能的特性

调往出土点解卡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特别是在国外

依托条件差的地方施工更加实用，利用钻机可进行

套洗、推拉、旋转作业，更有利于解卡。实践证明，在

卡钻比较严重的情况下，采用钻机解卡行之有效，

具有推广使用价值。

4.2 夯管助力回拖

在长距离、大口径、复杂地质穿越工程中，回拖

阶段出现卡钻、回拖力偏大时，采用夯管助力回拖，

现场操作简便，夯管锤的冲击力与钻机的拉力相结

合效果良好，具有推广使用价值，可减小工程风险，

提高回拖成功率。

5 工程取得的重要成果

创造了国内大口径（Φ1016 mm×26.2mm）、长

距离（1536 m）水平定向钻穿越新纪录；

积累了大口径、长距离在砂层穿越的施工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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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对于长距离、大口径、复杂地层穿越工程，一定

要进行风险评价，制定应急预案，一旦出现问题，立

即启动实施，可大大降低穿越工程风险。蓟运河穿

越工程，由于现场应急措施准备的充分、实施效率

高，避免了扩孔（洗孔）卡钻导致钻孔报废及回拖卡

钻导致回拖失败的风险。

实践再次证明，夯管助力回拖是大口径、复杂

地层穿越的首选应急方案。

图 3 夯管助力回拖

尹刚乾 赵绍春：蓟运河水平定向钻穿越施工技术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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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详细介绍了廊坊市排水管网污水改造工程中水平定向钻进铺管施工试验段的施工技术，从钻前准

备、轨迹设计、设备选型、水平定向钻进施工进行了说明，最后对施工进行了分析总结，给出了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和

施工经验。

关键词：非开挖、排水管网、水平定向钻进

廊坊市排水管网污水改造工程水平定向钻进铺管技术

张雅春 1，2 朱文鉴 3
（1．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河北廊坊 065000；

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生院 湖北 430074；3.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 北京 100083）

图 1 廊坊市雨污分流非开挖工程试验段主体工程分布图

廊坊市位于京津唐经济圈中的重要位置，虽然

整个城市的全面建设历史有限，但是作为市政建设

领导着眼于未来，在对国内外已经发展比较成熟的

城市的参观学习后，做出要到廊坊市进行全面地下

管网改造的利民工程。针对传统意义上的开挖等施

工工艺已经不能满足市政工程施工的要求，因此，

经过多次专家论证，确定采用非开挖技术对城市地

下管线进行改造。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我们

作为廊坊市雨污管网改造试验段的技术咨询的身

份对整个试验段进行技术指导，根据城市规划和设

计，在 2008 年 5 月开始在廊坊市区进行非开挖管

道试验段施工。

廊坊市雨污官网改造非开挖试验

段主体工程位于和平路（步行街 - 爱民

道）和东外环（解放道 - 光明东道）两个

试验施工场地。工程分为 DN400mm 的

HDPE 非开挖拉管和 DN1500mm 的混

凝土管道顶管，施工长度分别为 710m

和 673.1m。工程主要工程位置如图 1 所

示。

1 工程概况

廊坊市和平路排水管网污水管道

改造工程位于和平路西侧非机动车道

上。主题工程采用水平定向钻进进行管

道铺设，铺设管道采用的是 HDPE、

DN400 管 道 一 根 ， 穿 越 长 度 约 为

710.0m，试验段管道自北向南与爱民道

污水管道相接。工程的目的是根据试验

段施工的实际情况，通过对试验数据的

分析和统计，了解与其地层和泥浆的关

第 26 卷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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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非开挖拉管施工区域穿越地层分布图

地层编号 层底深度（m） 层底高程（m） 分层厚度（m）
岩土名称及

其特征
承载力特征值（kPa） 备注

① 0.5～0.6 12.3～12.4 0.6～0.7 杂填土：

② 3.4～3.6 9.1～9.5 2.5～2.9 粉土、粘土 90～110

③ 5.8～6.3 6.5～7.1 2.5～2.8 粘土 90

④ 10 2.78 3.7～4.1 细砂粉土和粉砂 140～160

图 2 钻孔轨迹

系、拉力和扭矩的关系，从而为

下一步施工提供重要参考依

据，以便进一步提高工程质量

和效率。

工程的施工方案经过多次

专家论证，对施工方案的风险

和利弊做出了总体性评价，最

终确定有地质矿产部廊坊聚力

岩土工程科技开发公司进行施

工，初步预计工程周期为 75

天。施工区域根据岩土工程勘

察报告分析，穿越深度地层主要为第四系海相沉积

及少量陆相沉积物，岩性为粉质粘土、粘土质粉砂、

粉砂及细砂。地层较稳定，分布较均匀，属于二类土

层。穿越地层发布图如表 1 所示。

2 钻孔轨迹的设计

在进行钻孔轨迹设计时，钻孔弯曲程度与施工

空间、管道要求的埋深、钻具本身曲率半径、地层的

弹性模量与阻力、导向板面积大小和安装角度、钻

机能力（包括顶 / 拉力和后座力）以及铺设管线允许

的曲率半径等因素有关。如果钻孔弯曲过大还会使

钻进和回拖阻力增加，严重时会造成卡钻、断钻等

事故。因此如何选择最佳的开孔位置、入射角度、出

土角度显得尤为重要。

钻孔轨迹设计参数按照下面公式给予确定：

（1）管道穿越（图 2）控向点位置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a2=R×sinaα

b2=R×（cosα）

b1=h-h2

a1=b1/tanα

L1=a1+a2

式中：a2———入土端曲线的水平长度（m）；

a1———入土端直线的水平长度（m）；

b2———入土端曲线的高度（m）；

b1———入土端直线的高度（m）；

h———入土端地面与底部直线段的高度（m）；

R———曲率半径（m）；

α———入土角；

L1———穿越曲线长度（m）；

L———铺管长度（m）。

（2）覆盖深度：完成了排水管道设计图，就可确

定穿越覆盖深度，有时根据施工的情况做适当的调

整。规范中推荐穿越的最小覆盖深度大于钻孔最终

回扩直径的 6 倍以上；穿越河床时，应在河床断面

最低处之下 5m 以上。

（3）入、出土角：对地面始钻式，入土角和出土

角分别在 6°至 20°之间。对坑内始钻式，入土角

和出土角应采用 0°或近似水平。

张雅春 朱文鉴：廊坊市排水管网污水改造工程水平定向钻进铺管技术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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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工作坑支撑平面图（比例：1：60）

图 4 非开挖拉管施工场地设备安放示意图

3 施工准备

针对非开挖拉管的施工特点，在完成施工设计

后，然后需要进行相应的施工准备，主要内容：施工

场地准备、设备选定和施工方案确定。

与常规非开挖拉管相比，本次试验段施工的管

道是污水管道，属于重力管道，所以对管道铺设施

工的坡度要求提出特殊的要求，在进行污水管道铺

设前，作业工作坑的施工需要根据管道埋深以及坡

度要求进行施工设计。

试验段所使用管段是每根 10m 的 HDPE 管道，

管道的熔接也是在工作坑内进行，所铺设管道深度

在 3m左右，工作坑开挖工程中上部的回填层和砂层

有出现坍塌的可能，故对工作坑进行支护，以确保后

期工程的顺利施工。工作坑的支护如下图 3 所示。

在对工作坑进行有效支护后，地面附属设备的

选定和安装也逐步进行，主要内容是根据工程需要

选定设备以及场地设备的安放。

非开挖拉管地面主要设备有水平定向钻机、泥

浆循环系统、导向系统、电力供应系统、管道和钻杆

堆放空间等众多设备的安放。非开挖拉管试验段主

体工程为 300m 的拉管，根据地层属性以及回拖力

理论计算，钻机选用 28T 地质矿产部自发研制的定

向钻机。泥浆循环系统根据与钻机相匹配的原则选

定相应循环设备，导向系统选定的原则是抗干扰能

力强，在管道穿越深度能够给出准确的深度数据，

并且在进行使用之前进行校准。由于是在市区施

工，电力供应系统比较容易满足。在对现场使用设

备选定后，对现场设备的安放按照下图 4 所示进行

安放，根据施工场地条件看作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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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程序
在施工准备工作完成后，即可进行非开挖拉管

施工，主要分为导向孔施工、导向孔回扩和产品管

道回拉三个步骤。

4.1 导向孔施工

导向孔施工是非开挖拉管整个施工步骤中重

要的一步，导向的施工成败、施工精度等对后期施

工都是起决定性的。导向孔的施工主要涉及到的设

备有：导向系统、钻机、泥浆循环系统以及电力系

统。导向系统可以定义为非开挖拉管穿越的“眼

睛”，从导向钻头的深度和平面位置确定导向孔的

位置，以实现施工精度的控制，试验段采用的是与

钻机匹配的 Vermeer 导向仪，现场利用导向仪进行

导向情况如图 6 所示。

泥浆循环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对钻机钻进过程

中形成导向孔进行压力护壁，并携带钻进过程所产

生的渣土到地表泥浆处理池。所穿越地层主要是粘

土层，地层本身造浆性能良好，对泥浆的配合比采

用上述常见地层配合比进行配方设计，基本上满足

了施工要求。

在导向孔施工中对每根钻杆的数据进行了记

录，包括钻杆扭矩、拉力，以及导向仪上所获得导向

钻头数据，时刻掌握导向孔轨迹，有效控制导向孔

精度。

4.2 导向孔回扩

根据地层特性，成孔良好，并且导向孔施工过

程中精度上控制严格，最终确定采用二级扩孔的施

工方案，第一次扩孔钻头直径为 300mm，第二次扩

孔直径为 540mm，终孔直径与管道外径比值为 1.2。

由于穿越地层主要是粘土层，在扩孔中采用的是凹

槽状回扩头（如图 7 所示）。

同样在进行导向孔回扩时，对钻杆拉力和扭矩

也进行了记录，以便掌握扩孔钻头在孔内的工况。

在扩孔过程中，对扭矩和拉力等出现异常的情况

下，及时关注泥浆的各项参数，例如比重等，调整好

钻速与转速之间配合，实现高效回扩，保证孔壁稳

定，以便后继工程步骤的进行。

4.3 产品管道回拖

试验段所铺设管道外径达到 450mm，受到施工

场地的限制，减少路面开挖等，将管道分割成每一

根据城市规划要求和非开挖拉管的设计，结合

场地地质条件，确定非开挖拉管施工方案。首先是

根据坡度要求进行相应的技术措施，在沿非机动车

车道铺设管道采用的是找平段进行管道的铺设，对

于过路管支管采用的是始发式铺设施工工艺，即采

用改进型 ZT-10 钻机进入工作坑进行管道铺设，以

上两个措施的目的都是确保管道在导向孔施工时

进入铺设管道区域实现水平钻进，以满足坡度的要

求。其次是在导向孔施工采用分段校准标高的方

式，减少误差，确保铺设管道的坡度要求。基本原理

如下图 5 所示。

图 5 污水管道坡度分段控制原理图

图 6 Vermeer 导向仪现场导向情况

张雅春 朱文鉴：廊坊市排水管网污水改造工程水平定向钻进铺管技术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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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粗砂地层，在导向孔深度曲线上也得到体现，

主要是由于泥浆在粗砂地层中所形成的泥皮对孔

壁保护的能力受到限制，失水性增大，导致在粗砂

地层中进行导向孔钻进时出现了钻孔局部下陷。

在总体上，从 W1~W8 污水管道标高上还是满

足相应规范的要求的。从非开挖施工工艺上分析，

例如在上述粗砂层中钻进时，需要对泥浆做出事先

配比，以实现在粗砂层中正常钻进。表 2 是目前对

非开挖铺管导向孔精度上的基本要求。

在进行导向孔回扩过程中，对扭矩和拉力进行

段十米的管段，并且由于管道曲率半径较大，所以

必须要保证管道进入和扩孔前是基本水平状态。试

验段采用的施工方案是将每段管段放置在工作坑

内进行熔接，以保证进入钻孔前处于水平状态。

其次是在进行管道拖入前要对钻孔进行一次

甚至多次清孔，要根据现场地层以及孔内状况而

定，试验段工程中是进行了一次清孔，保证管道回

托的正常进行。

在辅助施工中对管道的熔接也是关键的施

工步骤，在对所要铺设管道时，要根据施工期间气

候等因素，对管道接口熔接时间和冷却时间等都要

做出具体要求，室温在 20℃左右进行管道熔接时，

热熔时间一般规定为 15mins，承压冷却时间一般也

是要求在 15mins 左右，要求在进行管道熔接时间上

做出具体记录，各个工序的时间周期要有足够的时

间要求，确保管道熔接接口有足够强度，满足管道

回拉时的拉力。

5 施工质量数据分析

根据试验段施工的目的和要求，对现场施工过

程中的各种数据进行了相应的记录，以便为后期廊

坊市大面积开展非开挖拉管施工提供参考和借鉴。

现场所记录的数据主要是扭矩、拉力等与管道

长度之间的对应关系。

在进行导向孔施工过程中，主要记录的是导向

钻头深度随着钻进距离的增加而所对应深度的变

化如图 8 所示。

根据地质勘察报告知道在第 45 根钻杆附近有

图 7 导向孔回扩使用的凹槽状回扩头

图 8 W1 至 W8 导向孔深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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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大的波动，主要还是由于地层中地层密实度、

地层可钻性等影响所导致，还有就是钻机操作人员

对钻机钻速和转速、钻进速度和钻机回拖力之间、

钻机回拖力和钻杆转速之间相互的协调性。还有可

能的影响因素就是钻井液的使用情况，在遇到复杂

地层时，钻进参数与钻井液的使用效果有直接关

系，例如在钻井液配方设计章节中说明到，对应地

层需要对应泥浆配方，以便适应不同地层钻进的环

境，起到保护孔壁、携带钻渣、润滑钻头等作用，实

现更好钻进。

从上面分析可以得出，对于地面操作人员对钻

机操作需要一定的专业培训，熟练操作技能才能上

岗。其次在后期非开挖拉管施工中，遇到复杂地层

对泥浆的使用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才能

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

最后是在产品管道回拉过程钻杆拉力与管道

长度之间的曲线关系如图 10 所示。

同样的，在进行产品管道回托过程中出现的波

动区域是在地层过度段区域，说明在粗砂层中钻进

和回扩时，要比想象中复杂。另外，地面的影响因素

也是十分关键的，由于地面附属设备出现故障等原

因导致管道回拉过程暂停等，都会导致管道回拉拉

表 2 导向孔允许偏差（mm）

导向孔（每 1m）
导向钻头倾角偏差

横向偏差 上下偏差

<70mm <±2mm ±2%

图 9 两级扩孔中钻杆扭矩与回扩距离之间曲线关系

了记录，由于受到钻机仪表传感器灵敏度的限制，

所收集到的数据都是点状数据，给出的是在一个波

动范围的数据分析（如图 9 所示）。

从图 9 可以得出，在地层交互区域钻杆扭矩有

张雅春 朱文鉴：廊坊市排水管网污水改造工程水平定向钻进铺管技术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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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拉力随钻进长度关系曲线图

力的变化，要是地层所形成钻孔的稳定性不佳的

话，地面外界因素导致的暂停施工对工程施工的影

响将会更大。

从非开挖拉管试验段现场施工数据分析中可

以得出：工程主体在预期范围之内，无论是

施工的顺利程度，以及施工出现的问题，都

能够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及时调整和操作下

得到解决，保证了工程整体的进度和质量。

所获数据，能够对后继类似非开挖施

工提供有效的借鉴和参考，同时，由于试验

段的施工长度有限，穿越地层单一，并且穿

越深度上有限，倘若在后继工程中遇到复

杂地层，管道埋深加大的情况下，要从泥

浆，场地降水措施，导向孔轨迹设计，工作

坑支护等多方面提出更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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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条件下，土柱体的四个垂面受到水平侧压

力（σ 侧）作用，底面受土层自重应力（σ 土）和钻井

液浮力（σ 液）作用。

理想情况下，钻孔为一条钻井液通道，泵入钻

孔内的钻井液能够自由流动，在入土点或出土点形

成返浆。此时土柱底面承受的钻井液压力（浮力）

为：

σ 液 =γ 液×h 液

近年来，水平定向钻铺管工艺以其不需开挖、

对周围环境影响小、精度高等突出优点，成为各类

管道工程的重要施工手段，并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但同时，在施工过程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

中有些问题会对工区地表设施及周围环境造成不

同程度的影响或破坏，甚至关系到工程的成败。

水平定向钻施工中，常在预扩孔或拖管时发生

钻井液断流、回拖力突然急骤上升的现象，若控制

处理不当则会导致钻孔沿线出现地表隆起或劈裂

破坏、钻井液溢出而污染环境等严重后果。本文将

从土力学角度探究地表隆起和劈裂现象的形成机

理，从而在工艺设计和施工操作中采取有效控制预

防措施，保证施工安全。

1 上覆土层受力状态

按照一般的土力学理论，地基土体被简化为半

无限弹性均质体，那么定向钻孔上覆土体的单位面

积土柱体的受力状态如图 1 所示。

水平定向钻施工中地表隆起和劈裂冒浆计算分析及对策

李水明 黄 武
（湖北地建集团神龙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武汉 430056）

摘 要：地表隆起和劈裂冒浆是关系到水平定向钻施工环境安全的一种典型问题，控制不当往往引发上覆土层

及地面变形破坏、污染环境等施工事故。通过钻井液压力作用条件下的上覆土层受力状态分析，对地表隆起和劈裂

现象的形成机理进行剖析，找到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和主要影响因素，为水平定向钻工艺设计和施工环节防止

发生地表隆起和劈裂破坏提供思路和依据，从而有效降低此类事故的发生几率和损失。

关键词：地表隆起、劈裂、上覆土层、钻井液

图 1 上覆土层受力分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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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γ 液—钻井液的重度（kN/m3）；

h 液—钻井液的水头高度（m）。

由于钻井液重度（γ 液，约 12kN/m3）一般小于

上覆土层的重度（γ 土），所以钻孔通畅时，钻井液压

力（浮力）总是小于上覆土层的自重应力，即 σ 液＜

σ 土，不会造成地表隆起。但实际施工中受多种因素

影响，理想的钻孔通道可能被阻断而造成返浆中

断，而钻井液仍在不断地泵入孔中而产生钻井液压

力（PC），尤其是当拖管过程的回拖速度过快，钻井液

受回扩器之后的管道挤压，将使阻断处至回扩器区

间的钻井液压力（PC）急剧上升，形成施工俗称的“液

压锁”和“憋压”现象[2]。若钻孔所处土层结构均匀致

密、不易渗透，这时钻井液压力无处释放，当其超过

上覆土体自重应力（σ 土）和两侧（平行钻孔走向）土

的抗剪强度（S）限制，则将产生上覆土层隆起变形；

若钻孔上部土体结构不均匀、存在薄弱部位（如软

弱夹层或透镜体、局部开挖回填缺陷段等），则往往

先于此形成土层劈裂破坏，延至地表则出现冒浆。

2 有关的应力计算

2.1 土的自重应力[1]

上覆土层自重应力（σ 土，kPa）等于单位面积

的土柱重量，即：

σ 土 =γ 土×h 土

其中: γ 土—土的重度（kN/m3）；

h 土—地面至钻孔顶面的深度（m）。

由上式可知，如果上覆土层为均质土，重度（γ

土）为定值，其自重应力（σ 土）与深度（h 土）成正比，

呈线性分布。

事实上，天然地基多由厚度不同的各种土层组

成，用上式计算自重应力时须分层叠加。若深度（h

土）内共有 n 层不同性质的土层，第 i 层厚度为 hi，

重度为 γi，则上覆土层自重应力计算式为：

计算时，地下水位以上的土层采用其天然重度

（γ），地下水位以下的土层采用其有效重度（γ′，

又称浮重度。γ′=γ 饱和 -γ 水，γ 饱和：土的饱和重

度，γ 水：水的重度）。

当定向钻穿越于河底土层中时，不论河水深

浅，若为透水的砂土层，计算上覆土层自重应力时

应采用有效重度（γ′）；若为不透水的粘土层，河

水施加有均布水压力 σ 水 =γ 水×h 水，计算上覆自

重应力时则为：

σ 总 =γ 土′×h 土 +γ 水×h 水，（h 水：河水面至

隔水层顶面的深度，m）

2.2 土侧压力及垂向抗剪强度

在土体半无限空间任一深度 h 处，天然状态土

的铅垂方向的自重应力（σ 土）为最大主应力，而水

平侧压力（σ 侧）为最小主应力，其间的关系如下：

σ 侧 = K0×σ 土 =K0×γ 土×h 土

式中：K0—侧压力系数，K0=μ/（1-μ）

μ—侧膨胀系数（泊松比），如表 1 所示。

与大面积开挖的基坑相比，定向钻孔横向宽度

表 1 土的侧压力系数和侧膨胀系数表

土的类型 侧压力系数（K0） 侧膨胀系数（μ）

砾石、卵石 0.18 0.15

砂 0.25 0.20

粘砂土 0.35 0.25

砂粘土 0.43～0.54 0.30～0.35

粘土 0.54～0.59 0.35～0.37

重粘土 0.67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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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上覆土层沿钻孔两侧剪切面上的抗剪应力对

抵抗变形破坏可发挥作用，由库仑定律 τ=σ·

tgφ+c 可得，沿钻孔两侧垂面中的抗剪应力为：

S=σ 侧×tgφ+c

其中: S—沿钻孔两侧土的抗剪应力（kPa）；

σ 侧—作用于侧面的法向应力，此处为水平侧

压力（kPa）；

φ—土的内摩擦角（°）；

c—土的粘聚力（kPa）。

2.4 土体劈裂破坏条件

在钻井液压力 PC 作用下，随着土体中的有效应

力减小将导致地层破坏。根据库仑理论，钻井液压

力 PC 使土体产生劈裂破坏的条件为：

其中:γ 土、γ 水—分别为土的重度、水的重度

（kN/m3）；

h 土、h 水—分别为上覆土层深度、地下水

头高度（m）；

c、φ—土的粘聚力（kPa）、土的内摩擦角

（°）；

K—最大主应力 σ1 与最小主应力 σ3 的

比值，即：

，（对于无粘性土，

c=0）

需要说明的是，水平定向钻敷管施工过程中，

钻井液压力也能使土体产生压密固结，但由于作用

时间短，对于粘性土层而言，可按来不及排水固结

考虑，宜采用天然快剪测得的抗剪强度 c、φ 值；对

于可较快固结排水的土层（如粉土层），应取其固结

排水剪测得的有效抗剪强度 c′、φ′值。

3 地表隆起和劈裂计算判断

3.1 地表隆起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在钻井液压力作用

下，上覆土层是否会发生隆起变形做出计算上的基

本判断：

当孔内钻井液的浮力（σ 液）和压力（PC）之和，

小于上覆土层自重应力（σ 土）与侧边抗剪应力（S）

之和，即：

σ 液 +PC＜S+σ 土，即 σ 液 +PC＜（σ 侧 ×

tgφ+c）+σ 土，上覆土层不会隆起变形；

反之，当 σ 液 +PC≥S+σ 土，则上覆土层将产

生隆起变形。

考虑到实际施工土层的不均匀性和可能存在

薄弱部位，应对以上计算结果取适当的安全系数。

根据经验，一般将孔内钻井液压力控制在 0.85～0.9

（σ 侧×tgφ+c+σ 土）。

3.2 劈裂破坏

当孔内钻井液压力 Pc＜

时，钻孔周围土层不

会被劈裂破坏；

当孔内钻井液压力 Pc≥ 时，钻孔周围土层将

会被劈裂破坏，且劈裂缝更易向上发展，造成地表

开裂、冒浆。

同样考虑到实际土体可能存在局部缺陷（如既

有人工管沟（井），软弱夹层或透镜体等），实际施工

中应对劈裂计算结果取适当的安全系数，一般将钻

井液压力控制在 0.85～0.9PC。

4 防止地表隆起和劈裂措施

（1）首先应根据工区岩土勘察、试验资料，对穿

管深度以上的土层进行抗隆起和抗劈裂方面的基

本计算分析，在此基础上作出切合实际的施工工艺

设计。如既定土层条件有隆起和劈裂可能，若条件

容许深埋，可选择更深的穿管位置加大上覆土层厚

度，防止地面隆起变形。

同时在施工过程中应选择合适的回扩器。如上

覆土层厚度不够、土层致密时，采用挤压型回扩器

（如筒式回扩器）是不合适的，对于挤压式回扩器来

说，建议上履土层的安全厚度至少应达到 10D（D 为

孔径）。

（2）“液压锁”使钻孔内钻井液压力急剧上升，

是造成上覆土层隆起、劈裂的根本原因，因此防止

形成“液压锁”是控制地表隆起和劈裂的关键。

钻井液被比喻为水平定向钻施工的“血液”，这

种比喻正说明了正确配制和使用钻井液的重要性。

钻井液在施工中起到携带钻屑、稳定孔壁、润滑、降

李水明 黄 武：水平定向钻施工中地表隆起和劈裂冒浆计算分析及对策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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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等作用。应根据勘察土层条件进行合理配制，确

保钻井液良好的流动性和返渣能力，防止孔壁坍塌

或孔内沉渣堆积阻塞而形成“液压锁”。施工中要时

时关注返浆情况，如果返浆断流，则要及时调整进

尺速度、控制泵液流量，计算孔内体积，泵送的钻井

液体积不超过孔的体积，并根据返浆携带钻屑物的

状况，及时调整钻井液的配比。

若回拖速度过快，钻屑未及与钻井液充分混

合，将造成大量沉淀而形成孔中的“液压锁”，使孔

中的压力增大，特别是用大钻机施工小孔径时，凭

借钻机本身较大的拖力硬性回拖，不但造成孔内高

压而且会使周围土层过量位移，钻机能力越强这种

情况就愈严重。应合理控制回扩的进尺速度，确保

有足够的钻井液被泵入孔中，使孔中的钻屑充分带

出地表。同样，在拖管时应控制速度平稳回拖，防止

因速度过快导致孔内钻井液来不及沿孔壁与管壁

间流动释放，造成瞬时高压破坏。

（3）上覆土层局部薄弱部位极易在超压时发生

劈裂破坏而冒浆，这种情况下应立足控制薄弱部位

稳定的原则，匹配钻井液的配比和用量，合理控制

钻井液压力，钻进中必须仔细观察返浆情况，严防

产生“液压锁”。

（4）在敏感地带施工时，为实时监控孔内的钻

井液压力，可在孔底安装压力传感器（如同导向钻

进时在钻头中安放定位探棒一样），不断将孔底的

压力信号传输到地面，以便施工人员实时掌控。

如果遇到地层憋压较严重，还可以在憋压区段施工

卸压钻孔，主动防范憋压造成的地表隆起和劈裂破

坏。

4 结 语

在水平定向钻敷管施工过程中，地表隆起和劈

裂破坏是一种因控制不当而引起的较多见的施工

问题，对其形成机理的剖析表明，根据实际土层条

件，通过科学合理的施工工艺设计和施工中实时合

理的调控措施，可以避免或大大降低这类事故的发

生，为水平定向钻安全、顺利施工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梁钟琪.土力学及路基.中国铁道出版社,1984.

[2]黄万平.水平导向钻机施工中地表隆起与沉降的

分析.非开挖技术,2006（5）:18-20.

48

Un
Re

gis
te
re
d



第 26 卷第 1～2 期

1 概述

目前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时

期，地下管线的铺设与改造已成为重要基础工程之

一。我国有着非常浩大的地下管线工程，但在非开

挖还未普及推广的情况下，大部分采用的是传统的

开挖的施工技术，城市新老道路处于挖了填，填了

挖的反复施工状态，被称为“马路拉锁”现象，消耗

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影响了正常的生活工作

秩序。所以，不论从何种角度考虑，都应大力推广非

开挖施工技术。非开挖技术是指利用各种岩土钻凿

工程的技术手段，在地表不挖槽的情况下，铺设、更

换和修复地下管线的施工新技术。即改传统的“挖

槽铺管和修复”施工方法为“钻孔铺管和修复”。现

代非开挖技术是 70 年代末西方发达国家兴起，并

逐渐走向成熟的一种新的地下管线施工的技术革

命。现今已成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和技术部门。

非开挖技术主要有盾构、顶管、暗挖、定向钻等

施工技术，盾构、暗挖技术多用于隧道施工。在排水

工程中非开挖施工技术应用的最多的是顶管技术。

定向钻施工技术主要用于小管径有压管及电力、电

信管线施工。目前，在天然气、自来水、电力和电信

部门定向钻进已是一种普通的施工工艺，最近由于

在施工精度上的改善，定向钻进也被用于排水管和

其它重力管线的铺设。在非开挖技术行业中，定向

钻进一直是主要的增长领域。定向非开挖施工技术

自 1994 年进入我国以来，以其独特的优越功能正

在我国迅速推广，在北京、天津、广州、武汉、郑州等

十多个城市中都取得了成功的施工。与顶管相比水

平定向钻施工具有施工速度快、占地少、成本低的

优点，随着定向钻设备的改进及施工技术水平的提

高，该技术在排水管道施工中占的份额将会增大。

2 水平定向钻施工的应用

2.1 水平定向钻施工技术的原理

水平定向钻进非开挖技术是钻探技术在地下

管线工程中的拓展和延伸，它利用岩土钻掘、定向

测控等技术手段，在不开挖地表的条件下进行地下

管线的铺设，更换或修复的一项施工新技术，即一

种“钻孔埋管法”。

2.2 水平定向钻施工的工艺

水平定向钻进非开挖施工技术主要包括导向

孔钻进和扩孔拉管两部分，先利用导向钻机，随钻

测量仪以及有关钻具沿铺设管线的设计轨迹钻进

一个导向孔；然后扩孔，将孔径扩大到铺管所需求

的口径，并将管线同步或分步再拉入孔内，实现不

开挖铺设管线。水平定向钻进非开挖铺设地下管线

技术施工工艺流程为，现场勘察→导向孔轨迹设

计→测量放线→开挖工作坑→钻机就位→导向孔

钻进→扩孔→拉管→回填。

施工要点：

（1）、根据设计单位交付的设计资料做好施工

水平定向钻在排水工程中的应用

兰 冰
（广州市市政工程维修处，广东省广州市，510060）

摘 要：本文介绍了水平定向钻的原理及在排水工程中的应用情况，分析了水平定向钻在排水工程中

使用的优缺点，提出了该施工方法在排水施工中的可行性及其需改进和探索的方向。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排水管、导向、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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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2）、用导向头钻孔，在地下形面一直径为

100mm 的圆孔通道。

（3）、扩孔至所需铺设的尺寸。

（4）、将管材连接成需要长度，一次性拖入已形

成的孔洞中。

（5）、牵引管施工完毕，砌筑检查井。

2.3 工程质量的控制

由于非开挖技术实现了完全的非开挖施工，而

且铺设的管线有较深的覆土，管道在地下的质量难

以用常规的方法进行检查确认，故采用水平定向钻

孔法铺设管道工程的质量控制有其特殊的一面。

相对于水平定向法铺设穿越段管线的主要施

工工艺，工程质量控制包括两部分：钻孔轨迹的质

量与穿越段管线回拖质量控制。在地质条件和钻进

工艺参数一定的前提下，钻孔质量直接影响到穿越

工程的成败，后者则关系到管道的安全运行。

2.3.1 钻导向孔的质量控制

钻孔的质量主要是指钻孔曲线的实际轨迹是

否与钻孔的设计轨迹相符合。一般而言，实际钻孔

轨迹越接近设计轨迹，则表明钻孔质量越好。因此，

钻进前，施工单位要按照建设单位提供的地质资料

和设计的钻孔轨迹图，在现场观测的基础上绘出钻

孔曲线，标出钻孔曲线的入土点、出土点、相应的角

度、曲线长度、最大埋深及管线的曲率半径等参数。

钻进时质量控制主要是导向孔的空间坐标（管道的

埋深）和钻孔曲线的曲率半径（根据穿越管道的管

径计算），因为这两个参数将直接影响穿越管道的

安全运行，管道的埋深一般由定向钻机的控向系统

（计算机和地下仪表单元组成）直接运行程序，处理

仪表参数显示出的钻进结果，操作人员只须与设计

图纸上的设计坐标相对照，保证达到设计要求的埋

深即可。钻孔轨迹的曲率半径要由控向系统操作人

员预先根据设计提供的资料计算出结果，钻进时通

过调节每根钻杆的角度而实现对钻孔曲率半径的

控制。

对于给定了的直径的定向钻孔穿越管道，钻孔

的曲率半径 R 由下面公式求得：R=1200Dn 其中：

R—每根钻杆允许变化的角度；Dn—穿越轨道外径

对于一定曲率半径的设计钻孔曲线，钻进中每

根钻杆允许调整变化的角度为：α=L*360/2Rπ 式

中：α—每根钻杆允许变化的角度，L—每根钻杆长

度，R—钻孔曲线轨迹的曲率半径

导向孔的实际出土点与设计出土点的偏差（纵

横偏移）一般按照合同要求进行控制，控制值为穿

越段总长度的 1-2%且不大于 2M。通过控制每根钻

杆的角度变化，可以实现钻孔曲率符合规范要求的

控制值，平面的左右偏差可通过控向设备进行监测

（根据方位角计算），用调整方位角的数值进行调

整。

钻进水力设计与钻孔质量有关，钻导向孔时有

泥浆回流现象，要结合环保部门的具体要求和穿越

地层的地质特点，综合钻进中的扭矩、泥浆压力等

进行对比分析，进而采取相应措施提高钻进质量。

2.3.2 管线回拖质量（铺设质量）的控制

穿越管道的回拖完成即标志着管道铺设的完

毕，其质量包括管道的焊接强度、外保护层的完整

及管道的弯曲应力符合设计要求。

2.3.2.1 铺管前管道的焊接

根据设计眼球的级别来检查焊缝。对于要求不

高的管道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压力、冲击等试验，

对于要求较高的管道则要进行 100%的 X 射线照

相，并进行严格的压力试验，拖管后，按照要求还应

进压力试验，以验证拖管时管道是否受损，能否投

入使用。

2.3.2.2 管道外防腐层的检验

对于要求较高的管道，在穿越管道回拖前，用

电火花检漏仪对防腐层进行检验，做好记录。外保

护层主要是使管道具有光滑抗磨的外表，在管道拖

出后，还应对孔内运行最长的第一段管道进行检

查，以确保孔内其它管道的完整性。

2.3.2.3 管道弯曲应力核算

管道弯曲应力可对照钻导向孔记录与设计的

钻孔曲率半径进行核算，确定孔内铺设的管道弯曲

度不超过允许应力，如超过许用应力，则需修改设

计方案或改选管道材料。

2.4 优点及适用地层

在可比性相同的情况下，定向非开挖施工方法

与一般常规方法，如野外开挖法、道路开挖法等相

比，施工成本可降低 50%，施工工期可缩短 40%。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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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钻进非开挖技术施工可以实现常规方法无法施

工的难题。如穿越铁路、高速公路、河流、重要建筑

物等。同时定向钻进非开挖技术施工不影响交通，

不破坏环境，施工期短，施工安全性好，不影响商

店、医院、学校和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秩序，社会

效益显著。

水平定向钻进铺管主要用于粘土、亚粘土、粉

沙土、回填土、流砂层等松软地层或含有少量卵砾

的地层。

2.5 在排水管道施工中存在在问题及处理方法

2.5.1 标高控制

水平定向钻进施工排水管道的成功的关键是

看导向孔的成功与否。

2.5.1.1 地面导向控制

导向时, 应要在入钻点和目标点之间放出一条

直线,并在地上打上红线。导向时,尽量让钻体沿着

该路线钻进。开钻前,要先出一份具体的方案，过度

段水平段要多长的距离，做到心中有数。导向的过

程中或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土层（沙层 \ 风化岩 \

淤泥 \ 粘土等），这时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包括钻

头钻杆泥浆配方都要做相应的调整）。

2.5.2.2 检查井地下导向控制

在入钻点和目标点之间放出检查井的位置，先

施工检查井到设计标高，后导向孔钻进，这样在地

面可监测控制导向、扩径、牵管的标高。这种标高的

导向控制方法在多个工程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如粤南大街污水管连接工程位于广州市荔湾

区，西郊泳场北侧，是通向武警六中队营房的主干

道。道路宽度 3.6 米,表面为混凝土路面.为保证武警

六中队营房的截污管道能够顺利接入荔湾泵站,需

要新敷设一条管道连通武警六中队营房与荔湾泵

站污水管，HDPE 中空缠绕增强管 D＝600，W1～

W4 井段（98 米），W4～W7 井段（74 米），分两段采

用水平定向钻进施工。工程地质情况：1）人工填土：

主要为第四系全新统人工填筑的杂填土、少量素填

土。呈灰褐、褐黄红、褐黄等色，多呈松散状态，小部

分已固结，固结不均，主要由粘性土、建筑垃圾或少

量生活垃圾和砂组成，局部见有废弃的混凝土基

础。顶部多为厚 0.00~0.30 的混凝土路面。层厚

1.30~3.30m，平均 2.5m。2）淤泥质细砂：褐灰色，呈

饱和，松散～稍密状态，主要由细纱组成，含粘性土

及淤泥 10～20％。层厚 4.00~4.60m，平均 4.30m，顶

面埋藏深度 1.50~3.70m，平均 2.60m。管道埋深 2~4

m。为了控制水平定向钻进施工标高，采用先施工检

查井到设计标高，然后进行导向钻进的方法，成功

将两段管施工完毕，施工后管道经检查符合设计标

高要求。

2.5.2 管径的问题

目前水平定向钻进施工排水管道管径为均不

大于 800mm，对于大于 800mm 的排水管施工还需

进行一步探索。突破大于 800mm 的排水管水平定

向钻进施工这一难点，该方法在排水管道施工方面

将大有可为。

3 小结

（1）、采用水平定向钻进施工排水管道技术上

是可行的，具有施工速度快、成本低、占地少等优

点。

（2）、对于水平定向钻进导向的控制需进一步

改进。

（3）、水平定向钻进施工大管径排水管道方面

有待进行研究探讨。

兰 冰：水平定向钻在排水工程中的应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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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定向钻进钻孔轨迹的设计与施工是水平

定向钻进技术的核心内容，直接关系到铺管的成

败。其施工过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先导孔（Pilot

hole）钻进、回拉扩孔和管道铺设，有时第二和第三

阶段可以合并，同步进行，如图 1 所示。

非开挖拉管在粗砂地层中的应用

黄敦飞
（湖北地建集团神龙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湖北·武汉 430056）

摘 要：伴随着城市的发展，采用非开挖拉管进行城市各种管道敷设已经十分普遍。由于地层存在着众

多的不可知性，在不同地层中进行非开挖管道敷设时，也相应的需要不同的施工工艺。本文就非开挖敷管在

粗砂地层中施工所出现的问题做了探讨，针对所出现的技术问题做了原理性分析，并提出了对应的解决办

法。

关键词：非开挖敷管、粗砂、原理性分析、解决方案

图 1 非开挖敷管施工工艺示意图

作者简介：黄敦飞（1984-），男，助理工程师，本科，勘察技术与工程专业，现从事非开挖管道敷设施工工作，联系地址：湖北省武

汉市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城路 10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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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导孔是指利用带导斜面的、直径相对较小的

钻头按照预设轨迹首先形成小直径的导引钻孔，为

后续扩孔和铺管提供导引功能。钻进设备按照轨迹

设计要求安放，并调整好钻具（机架）在入口处的初

始角度，开始导向 / 定向钻进，钻进过程中通过监测

和控制手段使钻孔按设计轨迹延伸，并从另一端钻

出地表，完成导向孔的施工。

导向孔施工过程中的一系列信息相当重要，对

后续的施工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当钻遇地下

孤石、岩石或者其他障碍物时，可能引起钻头振动

并传递到钻杆、钻机或地表，扩孔回拖时就可能需

要采用分散型的回扩头，如凹槽型回扩头；通过顶

进和回转阻力，可以掌握钻遇的地层信息，如软硬

程度，有助于改进扩孔或铺管工艺。土质坚硬，说明

需要预扩，或逐级增大回扩钻头的尺寸；土质较软，

钻进规程和钻头类别就需要及时调整；在钻遇砂层

时，就必须采用优质泥浆或高分子聚合物泥浆，以

增强泥浆的胶结强度或泥浆流动的能力；在出口坑

没有泥浆流出可能意味着由于缺乏钻进经验或者

使用了不适当的泥浆而导致了钻孔中环形空间的

堵塞或泥浆漏失；若钻进速度很慢，旋转压力却不

断增大，可能是土层吸水膨胀，粘附钻杆或泥浆不

通，应重新考虑泥浆粘度、添加剂或泥浆量。

1 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广东省从化市市区

流溪河畔，穿越河畔道路敷设 6 根

Φ160mmPE 电力管道，长度为 107m

（如图 2 所示）。敷设管道穿越深度在

4.5m 左右，穿越地层主要是粗砂层

（地层构成如图 3 所示）。施工穿越的

公路段交通繁忙，在进行施工前，对

施工技术方案等都做到了全面、充

分，将工程施工风险减低到最小。

施工中主要施工的设备是 Ver-

meer 公司的 D33 ×44 全套设备、

DCI—ECLIPSE 导向仪和雷迪 -500

管线探测仪以及其他辅助设施。

根据拟穿越路段现场环境条件，

以及地层和地下管网分布情况等综

合因素，最终设计工程所要敷设管道

所经过地层主要在粗砂层内。为了在

导向孔施工中不出现塌孔等钻孔事

故的发生，施工技术人员从钻孔轨迹

设计到钻进循环泥浆性能配合设计

等都提出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2 施工工艺

本工程施工主要有三个步骤：导

向孔施工、扩孔和产品管道回拉。

2.1 导向孔施工

根据设计图，对钻孔轨迹标高和

轨迹深度都作了误差规定。由于地表

覆土为干扰土层，需要进行开挖，以

便导向钻头顺利进入穿越地层，进行

导向孔钻进，设计入土坑和出土坑深

度分别为 1.1m 和 0.8m。现场对导向

孔施工过程中的实时钻进数据记录

图 2 施工场地平面示意图

图 3 地层柱状示意图

黄敦飞：非开挖拉管在粗砂地层中的应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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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扩孔

在导向孔施工结束后，根据导向钻头的磨损情

况分析，粗砂层中钻进对钻具的磨损十分严重，同

时从循环钻进液的各项性能参数对比也可以得出

同样的结论（见图 5）。

由于粗砂层含有近 20%石英颗粒，对回扩钻头

的磨损将十分严重，针对这种情况，施工人员对所

采用的回扩钻头进行重新设计加工：将出水口加大

至直径 5mm，并增加硬质合金颗粒的排列阵型和数

量，以提高回扩头的耐磨性。回扩时为了保证孔壁

的稳定，采用“中钻速、中钻压、大泵量”的回扩方

法。结合等扭矩回扩理论计算，本工程采用了四级

扩孔的方式进行。

2.3 产品管道回拉

产品管道外径与终孔内径之间必须满足一定

比例要求，才能进行产品管道回拉。

（1）保证产品管道有足够空间以顺利通过回扩

孔；

由表 1 中数据可知：导向孔施工总体上比较顺

利，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入土和出土造斜段对导向

钻头的磨损不是很明显，但在进入水平段钻进时，

导向孔钻进速度明显减慢，从钻机数据盘显示有明

显波动，且范围较大。各种迹象表明，在水平段钻进

时，钻进所形成的导向孔孔壁并不稳定，甚至有出

现塌孔的可能性。针对上述情况，施工人员对泥浆

配合比进行了调整，以增强泥浆的悬浮携砂能力，

减小泥浆漏失，使其起到良好的护壁作用，为后期

钻孔回扩做好准备。

包括：导向钻头深度、面向角以及钻杆扭矩和拉力

等，以便掌握钻进工程中钻进的实际情况。表 1 为

导向孔施工过程中导向钻头深度以及钻杆扭矩和

拉力的数值表。

钻杆长度(m) 0 10 20 30 40 50 60 75 85 95 104

钻头深度(m) 1.1 3.7 4.85 5.0 5.0 5.0 5.0 4.7 3.6 2.3 0.8

钻杆拉力(kN) 0 2100 1300 1200 1200 1200 1300 1300 1400 1900 1500

钻杆扭矩(kN.m) 0 1800 1600 1000 1000 1100 1100 1200 1200 1200 1400

表 1 导向孔施工中各项数据表

图 4 按照导向仪所得数据绘制的导向孔轨迹

图 5 钻孔施工循环泥浆及携带的粗砂沉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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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适终孔直径能有效避免发生塌孔事故；

（3）保证钻进循环液在环状间隙中循环，携带

渣土，并润滑产品管道和孔壁。

根据以上要求，确定管道外径与终孔直径比值

为 1:1.2。

表 2 是产品管道回拉钻机表盘上所得到的钻

杆扭矩和拉力值。

表 2 产品管道回拉钻杆扭矩和拉力数值表

拖管长度(m) 0 10 20 30 40 50 60 75 85 95 104

钻杆拉力(kN) 0 1000 1200 1600 1800 2000 2400 2900 3600 3900 4100

钻杆扭矩(kN.m) 0 900 1000 900 1000 1100 1000 1000 900 1100 900

3 问题解决方案和结论

如何在粗砂层中采用水平定向钻顺利穿越铺

管一直是非开挖工程的难题。从本次施工情况看,虽

然施工过程中回拖阻力和扭矩比理论计算值都要

大，并且在施工过程中，尤其是钻头回扩过程中，石

英颗粒对回扩钻头的磨损非常严重，但通过采取以

下有针对性的措施，成功完成了本次在粗砂地层中

长距离穿越多管任务，可作为今后同类地层中穿管

施工的良好借鉴。

（1）从使用泥浆性能上着手，在施工现场进行

泥浆性能试验测定，优选出泥浆最佳配合比。对于

粗砂地层，建议采用泥浆的配合比为：添加剂:膨润

土:水＝0.04:2:100，增强泥浆的悬浮携砂能力，减小

泥浆漏失，使其起到良好的护壁作用；

（2）对所采用的回扩钻头进行重新设计加工，

水口加大，并增加硬质合金颗粒的排列阵型和数

量，提高回扩钻头的耐磨性；

（3）做好施工过程中多项参数之间的协调，基

本的原则是：中钻速、中钻压、大泵量，从而最大限

度地发挥泥浆润滑、携砂的功效。

参考文献：

[1] 胡郁乐, 乌效鸣. 非开挖技术中定向钻进效果与

弯曲问题分析. 地质与勘探, 2003(2)

[2] 乌效鸣, 胡郁乐等. 导向钻进与非开挖铺管技术,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4

[3] 乌效鸣, 胡郁乐等. 钻井液与岩土工程浆液, 武

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2002

[4] 王智明, 马保松等. 钻孔与非开挖机械. 北京: 化

学工业出版社, 2006

黄敦飞：非开挖拉管在粗砂地层中的应用 55

Un
Re

gis
te
re
d



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09 年

第一造斜段是钻杆进入水平钻进位置的过渡

段，直线段是依据待铺管线长度而确定的水平钻进

段，第二造斜段是钻杆出露地表的过渡段。因此，对

一般的导向钻进铺管施工，其导向孔的轨迹主要由

以下几个基本参数决定：

①水平穿越起点 A；

②水平穿越终点 B；

③铺管深度 h；

④第一造斜段的曲率半径 R1；

⑤第二造斜段的曲率半径 R2；

其中 R1 主要由钻杆的曲率半径决定，R2 主要

由待铺设管线的允许弯曲半径决定。一般取 R1≥

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管线铺设新方法的日

渐重视，非开挖铺设地下管线技术逐渐被人们所喜

爱并且获到了巨大发展。其中导向钻进法作为一种

灵活高效的施工方法在城市管网建设中也得到了

日益广泛的应用。然而由于城市地下情况非常复

杂，不仅地质条件多变，而且地下已有管线纵横交

错，这些无疑都给非开挖施工带来了困难和风险。

不仅如此，某些需穿越管线的地段因其空间的狭小

而给导向孔的轨迹设计提出了更精确的要求。因为

在实际的非开挖施工中，我们不仅要求导向钻头能

扎得下去而且还要弯得上来，换句话说就是如何在

狭小的空间里成功地开展非开挖铺管工作，亦即能

够成功开展非开挖工作的导向孔轨迹的最短距离

是怎样确定的。在我们多年的非开挖铺管施工中也

经常遇到这一问题，比如要在某一场地比较狭窄的

地段开展非开挖铺管工作，这就需要我们对导向孔

的轨迹设计进行精确的计算，所以对这一问题的深

入探讨也具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也只有对这一问

题的充分思考和理解我们才能够掌握非开挖导向

孔轨迹设计的实质和精髓。下面本人就结合多年的

非开挖施工实际和自身的体会，对这一问题进行一

些初步的探讨。

1 导向孔轨迹分析

我们知道典型导向孔的轨迹一般由三段组成：

第一造斜段、直线段和第二造斜段（如图 1 所示）。

非开挖导向孔最短距离轨迹设计问题的探讨

苏 涛
(湖北地建集团神龙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430056)

摘 要：导向孔轨迹设计是开展非开挖工作的关键性步骤。本文通过非开挖施工所需最短距离问题的论

述，对导向孔轨迹设计的关键性依据，即单根钻杆的最大可调控角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且提出了对于轨迹

设计工作非常有效的实用计算方法。

关键词：导向孔轨迹、曲率半径、角度、斜度百分数

图 1 典型导向孔一般轨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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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d(d 是钻杆的直径) ，R2≥1200D(D 是待铺设管

线的直径) 。

对于一般导向孔的轨迹我们如果从导向钻头

角度的变化分析：第一造斜段就是导向钻头从入射

的负角度逐步调整到 ０ 角度的过程；直线段就是

导向钻头保持 ０ 角度钻进的过程；第二造斜段就

是导向钻头从 ０ 角度逐步调整到正角度直至出露

地表的过程。简单的说导向孔的轨迹过程也就是导

向钻头的角度从负角度→０ 角度→正角度的变化

过程。

通过简单的几何关系我们可以得到第一造斜

段的水平距离：

L1= R1sinα1

其中 α1 为钻机导向钻头的初始入射角。对于

大多数的铺管钻机而言它的初始入射角一般在

80～200 之间可调。所以当我们选定了某种型号的

铺管钻机那么它的最小初始入射角也就随之确定，

也就可以使得 sinα1 取得最小值。因而要使得水平

距离 L1 的值最小就必须要求 R1 取最小值。从 R1 的

取值范围 R1≥1200d(d 是钻杆的直径)可以看出 R1

的最小取值就是 1200d，而这个最小取值也就是钻

杆的最小曲率半径。

对于第二造斜段的水平距离同样可以得到：

L2= R2sinα2

其中 α2 为出口倾角，R2 为待铺设管线的允许

弯曲半径。由于非开挖导向钻进法所铺设的管线管

材主要有钢管和 PE 管，它们的最小曲率半径对比

钻杆的最小曲率半径有的大有的小。不过实际的非

开挖施工是以导向孔的成功穿越为前提的，所以在

这里我们取 R2= R1 =1200d(d 是钻杆的直径)即将该

段也作为钻杆部分特性来讨论也就更具有实际的

意义。对于出口倾角 α2 根据几何关系即可得出它

与 α1 相等。因而第二造斜段的水平距离最小取值

也应为 L2= R1sinα1 =L1。

对于直线段从导向钻头角度变化的方面分析，

它只是导向钻头角度从负角度变化到正角度的过

渡段，因而它的最小取值可以为零。

经过以上的分析可以求得一般导向孔的最短

水平距离为 2 倍的 L1，即：导向孔最短水平距离 =2

R1sinα1

从这个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导向孔最短水平距

离是由 R1 (钻杆的最小曲率半径)和 α1(铺管钻机的

最小初始入射角) 两个参数所确定的。而 R1 和 α1

又是由铺管钻机本身的特性决定的，所以对于某种

规格的铺管钻机而言它所能达到的最短水平穿越

距离实际上就已经确定。通俗地讲，就是当铺管钻

机的初始入射角达到最小的情况下，让每根钻杆以

最大的弯曲度即最小的曲率半径进行运动所得到

的轨迹就是它的最短导向轨迹，相应的水平穿越距

离也就是它能实现的最短穿越距离。理解了这一点

对于我们针对具体的非开挖铺管工程选用合适的

设备非常重要。

然而在实际的非开挖施工中，导向孔的轨迹是

由多根钻杆依次连接而成。并且在具体的非开挖导

向施工中，我们也是通过对单根钻杆的角度进行调

控来达到轨迹设计要求的。因此从实际工作出发，

我们很有必要从单根钻杆角度调控的方面对最短

水平穿越距离这个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

2 单根钻杆可调控的最大角度

所谓单根钻杆的最大可调控角度，即是指当整

根钻杆以最大的弯曲度 (即最小的曲率半径) 弯曲

时，钻杆两端点水平角度之差所能达到的最大改变

值。

下面我们就对这个最大改变值进行一些计算

推导。首先以钻杆最小的曲率半径 R 画圆，然后在

该圆上取一段长度等于单根钻杆长度 M 的圆弧

AB。其中 A 点的水平角为 α1，B 点的水平角为 α2，

如图 2 所示。

图 2 单根钻杆最小曲率半径钻孔轨迹计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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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几何关系可得出：

α1=∠AOC

α2=∠BOD

因此该 A，B 两点的角度改变量△α 为：

△α=α1－α2

=∠AOC－∠BOD

=∠AOB

即弧长为 M 的弧 AB 所对应的圆心角。

根据弧度的计算公式可得

其中 M 为单根钻杆的长度，R 为钻杆的最小曲

率半径，一般取 R =1200d(d 是钻杆的直径) 。因此上

式可变换为：

这就是单根钻杆最大可调控角度的计算公式。

从它的推算过程可以看出，它的计算结果是角度。

而我们在导向施工中经常用到的却是斜度百分数，

因而需要对这个结果进一步换算才能得到我们所

熟悉的斜度百分数△β。换算过程如下：

3 导向孔最短距离轨迹的角度分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当一台铺管钻机以

它的最小初始入射角 α 入射，而每根钻杆又以最

大可调控角度△α 钻进时，就可以得到它的最短钻

进距离轨迹。从角度的变化分析就是导向钻头以负

的 α 角度入射，以△α 为调控单位变化到 ０ 角

度，再从 ０ 角度以相反的方向调控到正的 α 角度

的过程。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先讨论从负角度到 ０

角度这一过程。如图 3 所示：

首先我们可以计算出从 α 角变化到 ０ 角度

所需要的钻杆根数，即为：

α／△α

再把它乘以单根钻杆的长度 M 就可以求得 AB 弧

长 N，如下式：

N=M×(α／△α)

需要说明的是，上式是建立在以角度为单位的

基础上的。如果用我们所熟悉的斜度百分数来代替

角度进行计算，得出的结果会有误差。不过在 α 的

取值范围(8°～20°)内，相差不是太大，因此在具

体的非开挖轨迹设计中也可以直接把斜度百分数

代入上式中计算 AB 弧长 N。即下式：

N=M×(β／△β) (1)

β 和△β 为对应 α 和△α 的斜度百分数

那么 AB 弧长 N 与水平距离 L 又有怎样的联

系呢？根据几何与三角函数关系又可以得出下列等

式：

L =R×sinα (2)

(3)

将(2)式与(3)式相除同时令结果等于 K，可得：

从上式可以看出它的结果 K 只与初始入射角

α 有关。下面我们就在 α 的取值范围(80～200)内

进行一些计算，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K值与初始入射角α关系一览表

由表 1 可以看出，在 α 的取值范围内 K 的值

近似等于 1。因此 L 与 N 也近似相等，代入(1) 式后

乘以 2 就可以得到全轨迹水平距离的表示式：

全轨迹最短水平距离 =2L=2×M×(β／△β)

M—为单根钻杆的长度

β—为最小初始入射角 α 的斜度百分数

△β—为单根钻杆最大改变角度的斜度百分

数这也就是所求得的导向孔最短轨迹水平距离的

斜度百分数表示式。通过这个计算式，我们可以很

方便地利用非开挖施工中常用的斜度百分数来计

图 3 调控角△α 钻孔轨迹计算图

α 的取值 8° 10° 12° 14° 16° 18° 20°

K 的取值 0.997 0.995 0.993 0.990 0.987 0.984 0.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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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导向轨迹的最短水平距离。

另一方面，当我们对一个非开挖施工工地进行

轨迹设计时，首先就要把待铺管工地的实际水平距

离与这个用斜度百分数来计算的最短水平距离进

行比较。只有当实际水平距离比计算结果大时，我

们才能顺利地开展非开挖施工，否则我们就要结合

工程的实际情况，重新选择符合轨迹设计要求的钻

机。

4 结语

以上我们对非开挖施工中的轨迹设计问题，通

过角度分析的方法得出了一些非常实用的结论。而

这些也正是我们在实际非开挖施工中所遵循的原

则，本文只是进行了一些粗浅的论述而已，希望能

对我们的实际工作有所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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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在长输管线建设中，管道不可避免地要穿跨越

河流，对于河流穿跨越方案的选择，应是管道设计

优先考虑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水平定向钻穿越技术

的飞速发展，由于其工期短，工程费用相对较低，不

破坏河流原貌，对周围的环境影响小，同时能够保

证管道的埋深，基本达到免维护的效果，只要地质

条件适宜大多采用定向钻穿越。

和所有的施工技术一样，定向钻穿越施工也具

有一定的风险性，其中定向钻穿越对河流防洪的影

响最引人关注。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采用定向钻

穿越对河流防洪产生不利影响的工程有：某天然气

管道河南沁河定向钻穿越时造成冒浆、地面塌陷和

大堤裂缝，某天然气管道安徽淮河定向钻穿越造成

地面塌陷，某天然气管道湖南靳江河定向钻穿越时

造成管涌事故等。

虽然上述只是为数众多定向钻穿越工程中的

几个个例，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由于采用定

向钻穿越毕竟对河流防洪曾经产生过这样的不利

影响，导致今后的管道工程在采用定向钻方式穿越

河流时，水利部门的批复和要求越来越严格，有时

还要采取一定的工程措施，避免对河流行洪产生不

利影响。

2 定向钻穿越对河流防洪产生不利影
响的原因分析

上述对河流防洪产生不利影响的几处定向钻

穿越，其产生问题的原因虽各有区别，但归根结底

是由于设计、地质及施工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⑴设计因素。管道设计不合理，设计入出土点

距离大堤较近，管道穿越大堤时埋深较浅，由于孔

壁失稳或冒浆造成局部塌陷而影响大堤的安全。

⑵地层因素。地质条件较差，易产生冒浆。地层

为饱和易液化的粉细砂层，或地层本身就有孔隙、

裂缝，使泥浆有通行的条件在施工时泥浆又加大了

孔隙和裂缝进而影响了大堤安全，如上述的沁河、

淮河定向钻穿越工程。

⑶施工因素。定向钻穿越施工中，由于钻进速

度过快、泥浆压力和排量等因素造成泥浆冒浆；或

在施工过程中不按操作规程进行施工，如上述的某

天然气管道定向钻穿越靳江河时，由于地质条件复

杂，施工时钻头卡钻，施工单位在河底开挖钻头，将

定向钻穿越对河流防洪的影响分析

侯学瑞
（中国石化集团管道储运公司华东管道设计研究院，江苏徐州 221008）

摘 要：针对以往几处定向钻穿越对河流防洪产生不利影响的冒浆、地面塌陷、河堤裂缝及管涌事故，分析了

其产生问题的原因，认为定向钻穿越对河流防洪的影响主要发生在施工期，指出应优化定向钻穿越设计、严格施工

过程中的泥浆工艺、施工工艺及施工速度和进度控制，定向钻穿越就不会对河流防洪产生明显不利影响，并提出应

对定向钻穿越完成后孔洞的稳定性进行专题分析和研究的建议。

主题词：管道、定向钻穿越、河流、防洪

作者简介：侯学瑞，工程师，1978 生，2001 年毕业于西南石油学院应用化学专业，现在中国石化集团管道储运公司从事油气管

道方面的设计工作。通信地址：221008，江苏省徐州市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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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堤处一水塘的覆盖层挖穿，由于内河水的压力而

形成管涌，产生事故的原因不在于定向钻穿越本

身，而是由于施工时违规操作而引起的。

上述的分析表明定向钻穿越对河流防洪的影

响主要发生在施工期，需要设计方和施工方针对各

个不同定向钻穿越特点，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小和

避免定向钻穿越对河流防洪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3 定向钻穿越安全性的讨论

定向钻穿越施工分为钻导向孔、预扩孔和管道

回拖三个过程。定向钻穿越适宜的地质条件通常为

粘土、亚粘土、粉土、粉砂、细砂层及整体岩石层，对

仅在入出土点两侧一定厚度的卵石层可以采用套

管、固结、开挖等措施实现定向钻穿越。

定向钻钻进施工时会对软土层产生一定的扰

动影响，但钻机钻进时，由于固壁泥浆的渗透和粘

结造壁性能的作用，会使穿越管道周围的土壤结构

得到加强，管道周围不可能出现砂土液化；同时由

于泥浆的固壁稳孔效果，在穿越井壁周围形成泥

皮，泥皮的固壁稳孔也会使穿越空间的渗透性大大

降低。此外，在穿越施工过程中，扩孔切割下来的钻

屑和泥浆本身的粘土颗粒也会被挤压到环空四周

的地层空隙中，从而增强了环空地层的密实度，因

而钻进施工对软土层的扰动影响会被钻机自身的

工作特点所消除，对硬质岩石层的影响则更小。

定向钻穿越在钻导向孔、扩孔及管道回拖过程

中需要稳定的穿越孔洞，其工艺特点决定了定向钻

穿越管道的存在仅改变其周围局部土体的渗流特

性，只要保证在管道大堤下安全的埋设深度，其对

大堤堤身及堤内脚附近的渗流影响较小，造成堤防

抗滑失稳的可能性不大，定向钻穿越不会对堤防稳

定产生明显不利影响。如果定向钻穿越由于孔壁失

稳造成地面塌陷，那么定向钻穿越本身也不会成

功。

定向钻穿越完成后管道与穿越孔洞的临空界

面充满泥浆，在较短时间内，由于泥浆失水沉淀和

地球重力场的作用，同时由于定向钻穿越使用的泥

浆密度约为水密度的 1.1～1.2 倍，环空空间基本上

会被泥浆失水的粘土颗粒所填塞，且下部的密实度

要高于上面的密实度，局部小范围塌孔也不会产生

不利影响。在定向钻入出土点附近 15m 范围内为满

足埋地管道连头需要，需开挖管沟，管沟开挖深度

通常在 2m 左右，回填时采用 3：7 的灰土进行回填，

回填时分层夯实，也能够填实压实一定深度范围内

的穿越孔洞，在一定范围内改善土层的结构。

以往大量的工程实例证明定向钻穿越不会对

河流防洪产生明显不利影响，个别对防洪产生的不

利影响的原因往往是由于其设计或施工工艺不当

而造成的，至今尚未有定向钻穿越完成后对河流防

洪产生不利影响的报道。只要在设计中保证管道在

大堤及河床下安全的埋设深度并在施工中的严格

工艺及施工速度和进度控制，定向钻穿越不会对河

流防洪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4 预防定向钻穿越对河流防洪不利影
响的措施

4.1 定向钻穿越设计措施

通过对定向钻穿越曲线的优化设计，减少和避

免定向钻穿越的不利影响。

⑴保证入出土点到大堤堤脚的安全距离

通过保证入出土点到大堤堤脚的安全距离，来

确保管道在大堤下的安全埋设深度，保证穿越孔洞

上部的覆土厚度以减小对大堤的影响。

⑵增大穿越的入出土角

通过适当增大穿越的入出土角，可以在较短的

水平长度内达到较大的穿越深度。相比而言，由于

穿越深度的加大，发生冒浆和其它影响的几率就会

变小。

⑶选择适宜的穿越地层

通过对定向钻穿越设计曲线的调整，使定向钻

穿越避开不利的或易冒浆、漏浆的地层，能在粘土

层中穿越就要避开易冒浆漏浆的粉砂、细砂地层，

或施工时通过夯套管、注浆局部改良或消除不利地

层如淤泥层或卵石层的影响。

⑷改变穿越的曲率半径

在穿越长度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改变曲率半径

可以改变穿越管道的埋深，但曲率半径的改变应该

满足规范的要求，防止由于曲率半径过小而影响穿

越施工。

⑸规范地质勘察的钻探孔

侯学瑞：定向钻穿越对河流防洪的影响分析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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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行地质勘察时的钻探孔距离穿越曲线

过近或由于勘察孔未按要求填封，在穿越施工中就

可能导致泥浆从探孔中冒出，或导致外河水体与内

河水体通过地质探孔和穿越孔洞相通而引起管涌。

4.2 定向钻穿越施工措施

⑴优化定向钻穿越的泥浆技术

优良的泥浆性能既是定向钻穿越成功的重要

保证，也是减少冒浆、地面塌陷的重要手段。在穿越

施工中采用复合泥浆配比技术，确保泥浆在施工的

各个阶段性能优良并满足使用要求。通过添加胶凝

剂和悬浮性能提升剂，改变泥浆的粘度和切力，降

低穿越孔洞泥浆柱的压力、激动压力和环空压力，

改变泥浆在漏失通道的流动阻力，通过添加堵漏

剂，封堵漏失通道。

严格控制泥浆压力和流量。施工中应根据不同

的穿越地层和深度，适当调整泥浆的工作压力和排

量，防止由于泥浆压力和性能的改变造成泥浆漏

失，减少由于冒浆诱导产生地层裂缝的可能性。

⑵严格施工工艺控制

严格按照操作工艺规程的要求进行施工。钻进

软地层时不要轻易加快钻进速度，钻进硬地层时要

适当减慢钻进时的速度，钻导向孔、预扩孔及管道

回拖要保证适宜的施工速度和进度，且不可为了求

快，而盲目加大施工进度，防止由于施工工艺不当

出现不利工况而影响防洪，既保证管道的顺利穿

越，也把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⑶辅助措施－大堤监测

监测大堤是否会因定向钻施工而产生沉降。在

穿越管道中心线两侧布置监测点，监测从施工前开

始先取得基准值，在施工期间加强监测，施工完成

后再监测 1 个月。如没有沉降或沉降在允许的范围

内，说明定向钻穿越没有产生不利影响，如出现异

常情况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汇报采取相应的补救措

施。

5 结论及建议

定向钻穿越技术由于其特有的优越性成为河

流及其它障碍物穿越的首选技术，但由于其施工工

艺本身的特点，需要设计方针对不同的穿越优化设

计方案从源头上保证安全，需要施工方在施工的过

程中加强管理、严格施工工艺及施工速度和进度控

制来保证穿越安全，以减少由于冒浆等原因而诱发

次生灾害的可能。目前国内对定向钻穿越技术的研

究已日趋成熟，但尚未有对定向钻穿越完成后孔洞

的稳定性分析和研究成果，应借鉴国内外其它穿越

施工技术或相关领域的先进技术，作为专题进行研

究，以便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提供相关的成果来指

导定向钻穿越的设计和施工，并解释和消除对定向

钻穿越安全性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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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导向钻进法非开挖铺设地下管道, 可实现

管道曲线铺设,容易避开地下已有设施、可穿越河道

和道路等，具有一次性铺设管道长度大、施工效率

高、成本低等优点。因此，该技术近十年来在我国的

通信、燃气、给排水、电力等地下管道工程建设中得

到了广泛应用。然而在施工过程中因多种原因会出

现一些工程事故，造成钻孔及管材的报废。分析事

故发生的原因并在施工时采取预防措施，有利于防

止同类事故的再发生，从而避免产生不必要的经济

损失。本文将施工中容易发生的事故作了归类和分

析，并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

1 损伤地下设施

1.1 表现形式

在打导向孔、回拉扩孔或拖管时将地下已有设

施损伤，被损伤的多为光缆、电缆、供水管道和排水

管道。

1.2 原因分析

（1）在打导向孔前对施工区域内地下已有设施

调查得不够清楚，不知道已有设施的存在或知道有

设施但不知其所处的准确位置。

（2）在打导向孔前未对导向仪做探测深度校

准，导向仪测深误差大于使用手册上标示的误差

值。

（3）导向孔同已有地下设施的距离小于应有的

安全距离，扩孔时扩孔钻头避让不开地下设施。

（4）导向孔垂直深度大而导向仪的相对测深能

力弱，导向仪显示的深度值误差较大。

1.3 预防措施

（1）在做地下管线调查时要采取多种方法，既

要查看现有管线资料，又要做现场验证，力求弄清

管线的准确位置。

（2）在打导向孔前对导向仪做探测深度校准，

测深误差不大于手册标示值时方可使用。

（3）在可能的条件下，导向孔同已有地下设施

的距离要保证扩孔钻头与其的距离不小于 1m。

（4）导向孔垂直深度较大时，换用探测能力强、

测深大的导向仪或以计算的方法确定导向孔的深

度。

2 拉管中途阻滞

2.1 表现形式

拖拉管时部分管道已入孔，但管道前行至某一

位置后因阻力增大而停滞下来，此时有的管道可以

拉断，有的已不能拉断，造成管材的废弃或管材和

钻具同时弃入孔内。

2.2 原因分析

（1）在砂层铺设管道时，没有使用泥浆或者所

使用泥浆的性能不符合规程中规定的要求。

（2）管道（尤其是直径较大的）在孔内前行时，

管道排挤的孔内泥浆不能够流出孔外，形成“液压

锁”而阻止管道前行。

（3）因设备故障、缺少泥浆、接管等原因造成托

管中途长时间停待，孔内水渗失，土粉沉淀而抱管，

导向钻进法铺设地下管道常见事故的分析及预防

彭万利
(河北省地质矿产局第三地质大队 河北 张家口 075000)

摘 要:本文分析了导向钻进法铺设地下管道时常见工程事故的原因,并提出了在施工时应采取的预防措施

关键词:导向钻进、铺设管道、工程事故、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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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承受的前行阻力明显增大。

（4）边扩孔边拖拉管时,因吸水龙头堵塞或因泥

浆泵流量小而使泵入孔内的钻进液量少或无钻进

液入孔。

（5）拉管器上有大的钢制圆盘，拉管时泥土堆

积在其前面而增大了拖拉阻力。

2.3 预防措施

（1）在砂层铺设管道时必须使用性能符合规程

要求的泥浆。

（2）拉管时钻孔两端均要敞开，泥浆能自由流

出，必要时做一定的开挖或排浆。

（3）定期对设备进行检修保养，拉管前备足泥

浆材料，拉管时尽可能不接管或缩短接管时间。

（4）边扩孔边拉管时让泥浆泵以高泵速工作，

若泥浆泵没有高泵速，则需先扩孔后拉管。拉管时

随时观察泥浆箱的液面高度，若液面不下降或下降

慢，需查看泥浆泵的泵速是否降低或吸水龙头是否

堵塞。

（5）制作的拉管器钢制圆盘，其外形要有利于

泥浆的前后流动。

3 管道变形

3.1 表现形式

塑料管在孔内被拖拉到位后，外形变化较大，

横截面由圆形变成扁平，管道已不可使用。

3.2 原因分析

（1）在粘土层扩孔时因扩孔钻头结构不合理而

产生大的泥块，拉管时这些泥块粘在塑料管的外壁

上并对管道产生挤压。

（2）扩孔时扩孔钻头遇到障碍物，扩孔钻头可

从障碍物下通过, 但拉管时塑料管却受到障碍物的

挤压。

（3）采用直拉泵水法清孔，用扩孔钻头作为清

孔器，孔内泥土未清理出来，拉管时孔内泥土挤压

塑料管。

（4）扩完孔后停待较长的时间，拉管前没有清

孔，拉管时泵入孔内的钻进液量又少，孔内沉淀的

泥土得不到有效排除而对塑料管产生挤压

（5）铺设的塑料管壁薄或材质不佳，环刚度小，

抗变形能力低，在孔内受到泥土挤压时而变形。

3.3 预防措施

（1）使用挤扩式扩孔钻头，扩孔钻头上的切削

翼片要能够将土层切削成粉末状。

（2）扩孔时若遇到障碍物须重新打导向孔，避

开该障碍物，保证扩孔时扩孔钻头不跟其接触。

（3）不采用直拉法清孔，采用扩孔钻头回转法

清孔，扩孔钻头回转时连续泵入钻进液。

（4）扩完孔后若停待较长的时间，拉管前必须

进行有效的清孔。

（5）使用壁厚材质佳的塑料管。

4 管道标高超差

4.1 表现形式

在排水管道施工中，管道铺设到位后，管道埋

设的标高误差大于设计要求。

4.2 原因分析

（1）经测量所得的管道经过路线的地面标高值

不准确。

（2）在做导向孔的设计深度计算时扩孔钻头外

径的取值不精确。

（3）打导向孔前未进行导向仪探测深度校准，

打导向孔时导向仪显示的深度值误差大。

4.3 预防措施

（1）测量管道经过路线的地面标高时要确保数

值的准确。

（2）在做导向孔的设计深度计算时要采用正确

的计算公式，同时要量取精确的扩孔钻头外径值。

（3）打导向孔前必须进行导向仪探测深度校

准，测深误差小于 1%时方可使用。

5 钻杆脱落

5.1 表现形式

扩孔或清孔时扩孔钻头后带的全部或部分钻

杆同扩孔钻头失去连接而脱落于孔内。

5.2 原因分析

（1）扩孔或清孔时钻杆摆动造成钻杆接头丝扣

松动而脱扣。

（2）扩孔或清孔时分动器铰接轴锁母脱落进而

导致铰接轴脱落。

5.3 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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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扩孔或清孔时钻头后带钻杆接头处必须用

钳子拧紧，距离分动器最近的两个接头必须强力拧

紧。

（2）扩孔或清孔时在分动器铰接轴轴端处横穿

8 号铅丝将锁母固定。

6 拉管中途掉管

6.1 表现形式

在往孔内拖拉管道时，管子在中途同分动器失

去连接而掉落。

6.2 原因分析

（1）管道在孔内被拉前行时所受阻力较大，管

头内的木塞质地软而被钢丝绳拉成豁口，拉管的钢

丝绳脱离管头。

（2）拉管时分动器中心拉轴发生故障不转动，

在扩孔钻头转动时将分动器后所带拉管钢丝绳拧

断造成掉管。

6.3 预防措施

（1）堵管头的木塞要选用质地硬的木料，拉管

时要设法减小管子前行的阻力。

（2）在拉管前将分动器卸开，清洗掉其内部积

存的泥浆后加入润滑脂，使其中心拉轴能可靠转

动。

7 结语

对于在施工当中出现的上述这些事故，有的还

有办法进行处理，相应减少一些损失；而有的已没

有办法进行处理，相对于每一个具体工程损失都是

很大的。因此在每一次施工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

作，校准导向仪，检修施工机械，检查钻具，备存机

械易损件，备足泥浆材料，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施

工时按合理的规程进行施工并实施预防措施。这样

就可以避免工程事故的发生，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

化。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engineering accidents frequently occurred in installing underground

pipeline by guided drilling. The preventive measures which should be taken during construction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Keywords: Guided Drilling, Installing Pipeline, Engineering Accidents, Preventive Measures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on Frequent Accidents in Installing
Underground Pipeline by Guided Drilling

彭万利：导向钻进法铺设地下管道常见事故的分析及预防

Peng Wanli

(The Third Geological Team Under Hebei Provincial Burean of Geolo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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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水平定向钻穿越技术进行管线穿越施工，

是城市市政建设中不破坏地貌状态和保护环境的

原则下，完成水电气管网建造、通讯光缆敷设等工

程比较理想的施工方法。近十年来水平定向钻穿越

技术在我国各个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穿越施工

从一般的土层，逐步向砂层、砂砾层、卵砾层、岩石

层拓展。随之而来的是施工难度越来越大。这就要

求我们的施工机械具有更多的功能，同时不断的更

新施工工艺，合理的确定操作参数。

1 岩石层中的导向工艺

在岩石层中进行水平定向钻施工，关键是导向

孔的施工，导向孔施工的质量是工程成败的关键。

岩石层导向孔的施工，有关资料介绍有如下方法：

1.1 扇形钻进导向法

这种方法是将导向板换成三爪截齿轮钻头或

者是单掌牙轮钻头，当要改变钻孔轨迹时，需在一

定间歇推力下,在预设方向的两边 30°—60°范围

内，进行扇形钻进，达到改变方向的目的。这种方法

只适用于较软岩层，操作者劳动强度大，效率较低。

1.2 孔底泥浆马达

泥浆马达由大排量泥浆来驱动，泥浆马达与钻

杆轴线有 1.5°-3°安装偏角。当钻杆和泥浆马达

同时工作时，钻头保直钻进；当钻杆不旋转，只提供

推力和定向，泥浆马达旋转时，实现导向功能。

1.3 双壁钻杆施工法

双壁钻杆施工法(AT 岩石钻进系统)是美国沟

神公司的一项非开挖技术专利。在双马达动力驱动

下，内钻杆和外钻杆可相对独立运行，外钻杆头部

与钻杆柱轴线呈 2°安装角。当内外钻杆同时旋转

或只外钻杆旋转时，钻孔轨迹保持原方向不变；当

外钻杆不旋转，提供推力和定向，内钻杆旋转时，钻

头可转向，实现控向功能。

2 水平纠斜钻具施工法

海川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国土资源部勘探

技术研究所非开挖研究开发中心合作，用 25T 小钻

机，在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 8X110mm 道通信管线

穿越花岗岩地层中成功的进行了水平定向穿越施

工。

2.1 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办翠岗西

路跨政丰北路，路宽约 40 米，穿越长度约 90 米。敷

设 8×Φ110mm 通信管道。路两边有多种市政管道、

电力、通信管线，路中有一宽 8 米深 6 米的泄洪箱

涵。近三年来先后有十多个施工队进入该路段施工,

均以因无法钻进花岗岩而撒场。

2.2 地层

穿越施工地段的地质剖面见图 1。路口为山丘

削平而成，地表以下一米为花岗岩地层，深度未知，

长约 70 米，一直延续过了公路，然后是花岗岩完全

风化形成的粘土和亚粘土层。

2.3 施工机具

汲取以前施工失败的教训，在钻机进场前，对

小型非开挖钻机在花岗岩地层穿越施工中的应用

杨国发
（中煤一局 119 队，056004；深圳海川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518102）

摘 要：本文介绍了小吨位水平定向钻在岩石层的施工方法及施工机具配置，施工工艺，操作注意事项。

关键词：定向穿越、潜孔锤、花岗岩、纠斜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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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施工现场

设备的配套选用，进行了认真研究。以 25T 钻机为

基础配置，增加一台风压 1.4MPa；排气量 17m3 的

空压机。在送气管的适当位置安装润滑装置，并通

过三通接入钻机泥浆泵的高压管中。采取钻机原配

泥浆泵单缸送水，这样既能保证孔内冲击器的润

滑，又能满足孔内探棒冷却和降尘的要求。施工现

场见图 2 所示。

针对岩石性状，选用了高压潜孔锤。通过冲击

回转钻进，破碎岩石。在冲击载荷下，岩石发生体积

破碎。冲击式凿岩钻头施加一个垂直于岩石表面的

冲击力，在这个力的作用下，使钻头压入并破碎岩

石，每冲击一次，钻头旋转一个角度，形成圆形钻

孔。对于中硬以上岩石，在一定预压力下实施冲击

破碎是一种有效的碎岩方式，施工中所需轴心压力

小，钻杆回转速度低，目前市场上 20 吨以上钻机均

能满足钻进需要。

在岩石层中施工成功的关键，不是钻岩的问

题，而是在岩石层中如何控向。经过反复研究，决定

采用勘探技术研究所非开挖技术开发中心研制的

水平纠斜钻具来完成导向孔的施工。水平纠斜钻具

由控向测量系统———气动潜孔锤———斜面岩石钻

头组成，见图 3 所示。

测量系统设计了减震机构能在潜孔锤冲击工

作环境中，保证探棒的正常工作。碎岩钻头是球齿

钻头，增加了一个斜面。在冲击回转钻进工况下，钻

头保持直线方向钻进，导向孔轨迹表现为直孔钻

进；当进行控向钻进时，实施在预定方位扇形摆动

钻进。

2.4 施工过程

设备就位后，将钻具按钻头、潜孔锤、岩石导向

系统、钻杆依次连接好。首先是从以前施工过的一

个孔位处开始钻进。旧钻孔是采用硬质合金回转钻

进，合金钻头磨损严重，虽经数次修复，历经两个工

作日，只钻进了 70cm。同样是采用原来的钻机，采用

冲击回转钻进，只用了 7 分钟左右就钻进了一根钻

杆。进行第二根钻杆钻进时，潜孔锤不启动了。经检

查确认地面设备无异常后将钻具提出钻孔，打开冲

击器，发现岩屑进入潜孔锤的内缸将冲锤活塞卡住

了。经过现场分析，潜孔锤工作时由于水位太高、水

图 1 福永工地地质及导向轨迹示意图

杨国发：小型非开挖钻机在花岗岩地层穿越施工中的应用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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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导向钻具组成

量太大，一旦停止送风，冲洗液和钻屑会倒吸入钻

具内。为保证潜孔锤正常工作，将工作坑内泥浆排

净，从原钻孔的上方，重新开孔，风动潜孔锤工作正

常，故障排除。

钻机实施了直线钻进和弧形控向钻进。钻机转

速 10~40r/min，给进压力控制在 2~5T 左右。控向钻

进时，就采用扇形摆动钻进。平均钻进速度为

7min/m。在钻进 24 根钻杆时，发感钻速突然加快，

回转阻力减小，给进力下降，分析地层发生了改变，

提出岩石控向钻具，换上普通土层导向钻具，再钻

进 20 多米，顺利完成导向孔施工。

本次导向孔施工，岩石钻进长度约 70m，最深

处 7.9m，以 -15°开孔即在岩石层中施工，至钻透

岩石层，角度已经调整到 5°。

3 冲击回转钻进岩石层施工特点

气动潜孔锤钻进是一种冲击回转空气钻进方

法，多年来在固体矿床勘探开采、水井开凿、钻孔灌

注桩施工中得到广泛应用。此次应用于水平定向钻

导向孔施工，具有一些特性：

（1）导向孔施工采用冲击回转钻进法，在中硬

度花岗岩中，控向操作简便实用。每根钻杆(3m)可调

向 1°左右；

（2）排渣快，钻孔干净。每钻进一根钻杆，反复

提动钻具，同时高风量清孔；

（3）同回转钻进相比，冲击回转钻进法不需要

高转速，一般在 10~60r/min 范围内，正常钻进时所

需扭矩较小，需要钻压只有回转钻的 1/3 左右；

（4）开孔时要加水降尘，当钻进到地下水位线

下，需要适时清孔孔内积水；

（5）钻进效率高。经过统计，施工中纯钻效率在

10m/h ~20m/h 之间。

实践证明，采用冲击回转钻进，摆动式变向完

全能够实现岩石层导向孔施工，为难钻地层非开挖

施工开辟了一种新途径。

本次岩石层导向孔施工成功, 我们感谢国土资

源部勘探技术研究所非开挖研究开发中心董向宇

高级工程师的现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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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夯管锤技术简介

夯管锤技术作为非开挖技术的一种, 是指运用

一个低频、大冲击能量的气动冲击器夯击预设钢管

沿导轨的轨迹进入地层实现穿越特定地段的一种

非开挖施工技术。一般认为夯管锤适用的地层为密

度较小的粘性土、砂土、填土、含少量砂砾土层，适

用夯击的管径 1200mm 以下，穿越长度一般小于

100m。

夯管锤技术广泛运用于道路、建筑物穿越中的

输水、输油气、排污及电缆光纤等管线工程中，具有

效率高、对环境破坏小、适用范围较广等特点。夯管

锤作为该技术的核心设备，国内外生产厂商已陆续

研发了系列产品。并在制造工艺、设备可靠性方面

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目前国内呈系列生产夯

管锤的厂家就多达十余家。

2 夯管锤穿越乐峨快速通道铺设输气
管道案例

2.1 工程简介

该工程穿越的乐峨快速通道为一级公路，路面

宽度 24m，穿越管道为 φ273 输气管道（如图 1 所

示）。原设计采用顶管法施工，因施工期正值雨季，

地下水位埋深仅 2.0m，且极为富水，在施工完成两

口 φ500 降水井按 5000m3/d 的单井降水量连续降

水三天后，水位仅下降 0.2~0.5m，并极易回弹，极不

稳定，致使顶管基坑开挖无法达到预定的深度。

摘 要：本文通过夯管锤成功穿越卵石地层的实践案例，探讨夯管锤技术在卵石地层穿越中的应注意的问题

及相应的处理应对措施，进而简要分析了夯管锤技术在复杂地质环境中穿越的成功路径，比较了夯管锤技术与顶

管技术的应用范围效果。

关键词：夯管锤、卵石地层穿越、成功路径、适用范围

夯管锤技术穿越卵石地层的应用

吴定德 周 兵 李远翠
(四川九一五建设工程公司，四川省眉山，620010 )

图 1 乐峨快速通道夯管锤穿越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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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勘察，穿越段两端的地质结构为 0~0.8m 为

耕植土及粉土层，0.8m 以下为卵石层，粒径一般

5~15cm，最大粒径 50cm，卵石占 40%~45%，砾石占

30~35%，砂粒含量 20~25%，由上而下为稍密、中

密、密实状态，局部夹泥砾。地下水量十分丰富，地

下水位埋深 2.0m~5.0m，在公路排水沟外侧还埋有

军用地下光纤及通信电缆。公路路面以下 2.4~3.0m

为填土层，经人工压密至密实状态；2.4~3.0m 以下

为中密卵石层（如图 2 所示）。

2.2 施工情况

在顶管施工受阻后，变更设计方案为夯管锤穿

越。穿越长度 50.5m，穿越高程为 400m。距两岸地面

以下 2~2.5m，距公路路面 3.74m，在稍密———中密

的卵石层中穿越。

经现场调查和分析勘察资料后，选用廊坊百威

公司 BH420 型气动夯管锤进行穿越施工，夯击钢套

管管径 φ425，壁厚 10mm。按照以下实施流程（图

3）经过三天紧张施工，φ425 钢套管顺利穿越乐峨

公路到达接收坑，经密封高压清管后，钢管内安全

顺利地安装 φ273 输气管道。达到了预期目的。

2.3 工程效果评述

施工方案充分估计了卵石层穿越的困难, 对场

区的复杂程度认识充分。如公路排水沟两侧的军用

及地方通信光纤、电缆、公路路基填土的压密夯实

作用等。因此施工中未对公路运营、通信造成任何

不利影响；针对地下水位埋藏浅，继续启用已成的

两口降水井按 5000m3/d 进行降水，使地下水位埋深

保持在 2.5m 以下；由于选择穿越卵石层较为松散、

采取了跟管注浆工艺；在清管中由于卵石粒径较

大，除采用传统密封高压清管方式外，还采用单边

密封，风水合反冲的方式，施工周期短，从方案设计

至输气管道安装全部完成仅用了 7 天时间，为全线

工程顺利完工奠定了基础，赢得了业主的高度肯

定。

2.4 存在问题及对策探讨

2.4.1 存在问题

(1)由于考虑接收井旁电缆埋深较大，并且对长

距离较大管径在卵石地层中的夯进轨迹认识不足，

夯管时未进行角度调整，贯通时夯管向下移 0.3m。

(2)由于接收坑未进行临时支护，以及长期位于

水位以下的砂砾石地层结构松散，卵石粒径较大且

不均一，致使自由偏移量较大等因素，使贯穿的钢

套管水平偏移达 0.5m。

(3)个别砾径大于 40cm 的卵石在夯管过程及清

管过程中造成阻碍，影响了工作效率。

2.4.2 原因分析及应对措施

(1) 夯击的钢套管垂直位移原因一个是采取水

平导轨夯管，应研究不同管径，不同距离，不同地层

图 2 乐峨快速通道夯管锤穿越工程剖面布置图

图 3

70

Un
Re

gis
te
re
d



第 26 卷第 1～2 期

等工况下的夯进轨迹，根据夯进轨迹确定导轨的角

度，可有效减少垂直位移。

（2）夯击的钢套管的水平位移原因主要与地层

岩性的特点，地下水位及夯进方式有关。本次夯管

穿越的卵石层密实度差异较大、并存在粒径达

50cm 的卵石，接收坑内的卵石结构松散，且受地下

水影响。因此应加强穿越地层的密实度差异性勘

察，对大直径的卵石应在夯进方式上作出适当调

整，在接收坑内地层松散时可对两侧进行预支护，

并尽可能扩大接收坑的宽度。

（3）对于大径卵石卡在钢套管内造成的清管困

难，可采用风水全反冲后先清砂粒及砾石，最后再

清卡钢大卵石的方式处理。

3 夯管锤技术在复杂地质环境中的成
功路径

（1）首先，应特别重视前期勘察工作，特别是对

地层结构，岩性特征（密实程度），地下水条件应着

重查明。为方案制定提供切实可行的依据。

（2）在方案制定中，应充分研究分析勘察资料

后进行现场踏勘，选用适合的夯管锤设备及配套设

备，并应对复杂困难段提出处理预案。

（3）在实施过程中，应特别重视测量工作和工

作的高效率的连续性，应尽可能连续不间断施工，

并减少辅助焊管时间。

（4）通过上述案例认为夯管锤施工可以采用轨

迹跟踪到位，研究夯进轨迹，减少位移偏移。

4 夯管锤与顶管技术的比较

夯管锤与顶管技术在实际生产运用中，各有不

同的适用条件，并对工程的实施效果产生不同的影

响，详见表 1。

5 结语

夯管锤技术特别适合穿越距离短，工程地质水

文地质条件复杂的松散 - 稍密的砂土、粉土、卵石

及可塑状粘性土等穿越，具有工期短、质量稳定、一

次性成功率高的优势。

复杂地质环境条件下的夯管锤施工应特别重

视前期勘察和施工前调查工作，制定针对性强的预

防方案，施工中强调施工连续性和高效率。

夯管锤技术的发展应进一步研究夯进轨迹运行规

律。可与 PCM 探管技术有机结合，提高穿越的到达

精度。
表 1 夯管锤与顶管技术对比表

夯管锤技术 顶管技术 备 注

适用地层 各类土层
土层及基岩强

风化层

水文地质 富水且水位高 贫水且水位低 可适当浅埋

工程地质
松散砂土、卵

石、可塑粘土

密实砂土、卵

石、硬塑粘土

穿越条件
L≤100m,

φ≤1.2m

L≤500m,

φ≥0.3m

L- 长度

φ-直径

工期 较短 较长 相同长度

投资 稍高 较低 钢套管

质量 稳定 较稳定

风险 较小 较大

方法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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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随着人们文明和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开挖路

面及河流进行各类地下管线施工导致的社会问题，

交通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已越来越受人们的关注，

非开挖技术推翻和打破了传统大开挖落后的铺设

各种地下管线的方式。与传统的开挖作业方法相

比，非开挖技术适合于穿越高速公路、铁路、建（构）

筑物、河流等地区，在我国大部分非岩质地区都可

适用。非开挖定向钻穿越技术是非开挖技术领域中

占主导地位并且发展最快的高新技术之一，与传统

开挖施工相比，定向钻穿越施工不阻碍交通，不破

坏植被，减小了传统开挖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干扰，

以及对交通、周边建筑物的破坏和不良影响。没有

水上、水下作业，不影响通航，不损坏堤坝及河床结

构，施工不受季节限制，具有施工周期短速度快的

特点，由于管线埋在地层较深部位，地层内部的氧

及其他腐蚀性物质很少，能够起到自然防腐和保温

的功用，可以延长管线运行时间。根据目前国内管

道建设中大型定向钻穿越的成功实例，结合近几年

在油气田建设，长输管道建设中的实践和，将水平

定向钻穿越设计中过程中主要计算内容和注意事

项小结如下。

2 设计内容

2.1 设计方案确定

2.1.1 基础资料

（1）管道输送介质；工艺参数。

（2）工程测量资料；1：200~1：2000 平面图与断

面图，对大型穿越在两岸应做控制坐标，数量宜为

每侧各 3 处作为穿越设计及施工定位用，对河流穿

越处应注明河道处里程，穿越堤防处堤防的里程，

穿越处距公路、高速公路的里程。

（3）工程地质报告，1：200~1：2000 地质剖面图

与柱状图，设计时提供的地质资料非常重要，是选

择钻进地层的依据。按要求定向钻穿越的地质探孔

应布置在管道轴线两侧，距中线为 15~50m，纵向间

距 50m 交错布置探孔，但对复杂地段探孔必须加

密，间距为 20-30m，以便详细反应穿越段地质情

况。穿越段地质钻探应提供以下参数：取样深度、含

水量、颗粒度、液性指数、塑性指数、液限、塑限、标

浅谈水平定向钻穿越设计

胡银学 梁孝忠 孔高峰 马永宁 郭 明
（西安长庆科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710021）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水平定向钻穿越的技术特点，指出了设计步骤及应注意的技术要点，阐明了水平定向

钻技术在管道穿越施工中的优势，及其广泛的应用前景。管道水平钻进的入土角、出土角、曲率半径和穿越深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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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击数、地层承载力等，地震及工程地质结论。地质

资料最主要的参数是设计洪水频率、最大冲刷深

度。

（4）设计前应对应对穿越轴线及两侧原有管线

进行全方位的探测，弄清其管线的走向、深度、及与

铺设管线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对于河流中原先存

在的管线，则应调其相应的工程图纸对其深度和走

向予以确认。最后按管线的相关位置绘制综合地下

管线分布图。

2.1.2 设计方案

根据测量和地质资料应先进行初步方案设计，

初步方案设计应请水利主管部门的审批，按审批方

案内容修改后在进行方案设计，方案设计中要重点

突出水利主管部门的要求，如河床段及大堤下安全

埋深、出入土点距大堤的安全距离等。方案设计应

考虑施工因素，钻机、泥浆池的摆放位置，设备进场

道路、管线回拖时预制场地，并经技术经济论证后

确定。

3 穿越数据计算及确定

3.1 入土角和出土角的确定

入土点和出土点的位置应根据地形情况决定

入土角的角度选取应视后退距离的大小、钻机的角

度变化范围、钻机摆放场地的大小和穿越管材的材

质三方面决定的，一般出、入土点应在大堤背水面

坡脚外 50m，主要应根据水利部门的具体要求来确

定，出入图点附近有地下管道、光缆及水下构筑物

是应尽量劈开或从其下面穿过，管道穿越曲线纵断

面入土角及出土角应根据地形、地质条件和管道的

管径大小来最终确定。

入土角：定向钻入土角以 8°—18°为宜。

出土角：以 8°～12°为宜。

3.2 穿越管段曲率半径

管材曲率是轨迹设计的重要依据，管材曲率的

指标是管材的最小弯曲半径，在轨迹设计过程中的

每个弧段的弯曲半径应比管材的最小弯曲半径大，

这是导向孔轨迹设计的必要条件。

式中：R 为管线的曲率半径（m）；弹性敷设转角

宜小于 50 ；DS 为钢管外径（m）；在管道穿越中，曲率

半径最小不小于 1200D,为减小阻力一般取 1500D，

在满足上述要求的同时，管线曲率半径越大，其弯

曲应力越小，拖管摩阻也越小。

3.3 穿越深度的确定

根据地质、地形条件和对管线埋深的要求，管

顶最小埋深应在设计洪水冲刷线以下 6.0m，管线经

过大堤的方式有爬行和穿越两种，大堤以下埋深应

根据水利部门的要求确定。

3.4 管道强度计算

穿越段管道壁厚：

所选用钢管的径厚比不应大于 100。

式中：δ—钢管计算壁厚；

P—设计压力(MPa) ；

σs—钢管规定屈服强度(MPa) ；

φ—钢管焊缝系数，取 1.0；

F—强度设计系数，输油取 0.6，输气地

区等级为一、二、三、四级地区分别

为 0.6、0.5，0.4，0.4；

t—温度折减系数，温度小于 1200C 时取

1.0；

内压产生的环向应力:

内压与温度变化产生产生的轴向应力应考虑

两种：

轴向变形不受约束 ；轴向变形受约

束 （系数可直接应用规范）

弹性敷设产生的弯曲应力：

式中：ES—钢管弹性模量，取 2×105(MPa)；

R 弹性敷设段设计曲率半径(mm)。

当量应力：∑σh-∑σn≤0.9σs

3.5 穿越段管线回拖力计算

拖力的计算对于水平定向钻穿越工程的设备

选择、设备能力的校核非常重要,也是关系工程成败

的关键环节之一。因为实际工况比较复杂,水平定向

钻穿越的回拖力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

胡银学 梁孝忠 孔高峰 马永宁 郭 明：浅谈水平定向钻穿越设计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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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建立起与实际工况非常吻合的、具有普遍适用

性的力学模型，根据规范推荐的这种方法进行回拖

力的估算，最大回拖力是各种因素(地质条件、穿越

曲线、扩孔工艺、泥浆性能、管道规格、发送方法等)

共同作用，钻机的选型应按照回拖力计算值的

1，5-3.0 倍来选用，选用时尽量把各种因素都考虑

在内，回拖力要有一定的余量。

管线不充水回拖力：

式中：F─穿越管段回托力（KN）；

f─摩擦系数，宜取 0.1-0.3；

L─穿越管段长度（m）；

D─穿越管段管身外径（m）；

Ds─穿越管段钢管外径（m）；

ds─穿越管段钢管内径（m）；

γ1─你讲密度，取 1.15-1.2；

γs─钢材密度密度，取 78KN/m3；

K─粘滞系数，取 0.01-0.03；

管线允许拉力：

P =σsA,

式中：P 管道的允许拉力；

A 管道的截面积；

σs—钢管规定屈服强度(MPa)

安全校核：

管线安全回拖须满足：P 回 <P 定向钻 <P

式中：P 回管道回拖力；

P 定向钻为定向钻机回拖力；P 管道的允许

拉力；

4 施工图设计

4.1 平面图

根据确定的设计方案和计算结果，采用管道设

计软件或手工进行施工图绘制，平面图上应画出管

道的中心线，出入土点坐标以及与穿越控制桩的尺

寸，还应画出穿越平面位置图，穿越轴线两侧建

（构）筑物，固定墩的位置及标志桩。

4.2 纵断面图

绘制纵断面图时宜用入土点作为坐标原点，根

据计算结果依次画出轨迹线的每一点横坐标值至

轨迹线画出为止，为便于施工人员一目了然，应表

注斜直线段、曲线段、水平段的横向坐标及起终点

的位置，各段的管顶设计埋深、曲线段所对应的圆

心角、出入土点与线路段水平角与竖向角的叠加角

等参数。

5 施工注意事项

5.1 复测

施工前应根据设计图纸复侧穿越控制桩及穿

越中心线，出入土点处坐标，出入土点处水平距离，

按照设计要求复核无误后方可施工。

5.2 定先钻穿越

水平定向钻进行管线穿越施工，按工艺可分为

图 1 导向孔轨迹设计图

α1———入土角；α2———出土角；A———入土点；D———出土点；

B———第一曲线段和直线段轨迹变化点；C———直线段和第二曲线段轨迹变化点；

h———轨迹（铺管）深度；L1+R1+ L2+R2+L3———定向钻铺管水平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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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按照设计曲线尽可能准确地钻

一条导向孔；第二阶段是将导向孔进行扩孔，根据

管径大小分多几扩孔，并将管道沿扩大了的导向孔

回拖到入土点完成了管线穿越工作。

5.2.1 钻导向孔

要根据穿越现场的地质情况，选择合适泥浆。

把好控向关，在导向孔钻进过程中使用有线控向系

统，确保导向孔的精度，导向孔实际曲线与设计曲

线的偏差不应大于 1%。

5.2.2 扩孔

钻出的孔往往小于回拖管道的直径，要用扩孔

器从出土点开始向人土点, 将导向孔扩大至要求的

直径。扩孔直径应根据管径大小、穿越长度和地质

条件以及钻机的回拖能力综合考虑，宜采用多次扩

孔方式，扩孔直径宜为管径的 1.5 倍。

5.3 管道焊接、检验

穿越管段对接接头焊缝均应进行 100%射线探

伤检验和 100%超声波探伤检验探伤检验，焊缝无

损检测合格级别为Ⅱ级。

5.4 试压、清管

大中型穿越、铁路、二级以上公路穿越管段应

进行单独试压。采用无腐蚀性洁净水作为试压介

质，试压环境温度不宜低于 50C, 若环境温度在

0-50C 以下时应采取防冻措施。先进行强度试压，进

行严密性试验；强度试压稳压时间不得少于 4h，严

密性试验持续稳压时间不得少于 24h；试压合格标

准为稳压时间内压降不大于 1%强度试验压力为

1.5 倍设计压力，稳压时间不小于 4h，。严密性试验

压力为 1.0 倍设计压力，稳压时间不小于 24h，无渗

漏，压降不大于 1%为合格。

5.5 管线回拖

管线回拖应在扩孔后，穿越管段经清管施压、

清孔、合格后进行，回拖宜连续进行，回拖时如扭矩

及拉力较大时应分析产生原因，提出解决方案后在

进行，不得强行回拖以免造成管线断裂及通球畅

通。

6 结束语

随着科技进步及经济实力的增强，更先进的穿

越技术将不断应用，水平定向钻技术会越来约趋于

完善，油气田和管道工程建设中将越来越多的应用

这项技术，总结已建成的定向钻穿越工程的设计经

验，吸取教训弥补不足，不断总结和提高，是这项技

术将会得到推广，体现出它的优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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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e Crossing by Horizontal Direction Drilling of the technical characteristics，had

pointed out the design procedure and should pay attention the technical main points, had expounded the Horizontal

Direction Drilling technology in the pipeline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advantages, and widespread application

prospect. Horizontal drilling of the buried pipeline Kok, unearthed angle, curvature radius and design elements across

the depth of the determination method of pipeline strength and back towing force the computational method.

Keyword: Crossing, HDD, Design, Calculation.

Study On Crossing Design Using Horizontal Direction Dr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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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不可缺

少、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土壤污染对人类的危害

性极大，它不仅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通过植物

及其产品影响人体健康，还通过地下水的污染以及

污染转移对人类生存环境产生多层面上的不良危

害。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废水和生

活污水量日益增大，并有相当部分没有处理；石油

管路腐蚀和密闭性差及意外事故等引起油的溢泄、

对油污染处理方式不当和油的天然渗漏；许多工矿

企业固体废物大部分都堆放在厂矿企业和城市的

周围，风吹、日晒、雨淋，成为严重的污染源；城市生

活垃圾堆放填埋地的淋滤；农业农药化肥的不科学

使用等都易造成土壤环境的严重污染。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是当今环境领域的

热点领域，也是最具挑战性的研究方向之一。土壤

治理与修复可分为原位修复和异位修复。原位修复

主要有费用低、环境影响小、最大限度降低污染物

浓度等优点。原位修复的方法主要有土壤蒸汽抽取

法 （Soil Vapor Extraction /SVE）, 空气注射法（Air

Sparging /AS），原位生物修复法(In Situ Bioremedia-

tion /ISB)。修复时多采用以下方法：（1）在污染区施

工一对或数对垂直井，从一个井中注入清洁的水

（或加入添加剂），从另一个井抽出含污染物的水进

行去污处理；（2）在污染区钻若干垂直井，从井中向

土壤注入污染物降解菌和降解菌生长所需的营养，

实现污染物的生物降解；（3）在污染区钻若干垂直

井，从井中注入压缩空气到污染地下水的下部，气

流促进土壤中有机物的挥发和降解等。

对于大面积的土壤污染修复治理工程可采用

水平井，采用水平井治理土壤污染有以下优点：（1）

水平治污井与垂直井相比，水平井与污染层接触面

积大很多，解污治理效率高；（2）治污水平井位于污

染地层下面，可控制污染的进一步扩大，治污效果

好；（3）采用水平治污井，治污井的数量少，可减少

地表治理设备，降低治污成本；（4）采用定向水平井

进行土壤解污治理，治理施工周期短，治理综合成

本低；（5）可解决垂直井治理方法中不能治理障碍

物（如地面建筑、河流、公路、铁路、闹市区、农作物

和植被保护区等）下的土壤治理技术难题等。

在钻探领域，定向水平井有多种形式，详见图 1

所示，在土壤环境监测、治理中的定向水平井施工

也可采用常规钻探技术施工不同形式的定向水平

井。但是由于土壤环境监测、治理定向水平井的水

平段不是特别深（通常 <50 米），因此多采用非开挖

水平定向钻进方法进行施工，井轨迹类似斜水平

井。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水平定向钻进技术在土壤环境监测与治理中

的应用是指采用水平定向钻进技术施工水平井用

于土壤环境治理和监测。定向水平井土壤污染治理

技术起源于美国，在发达国家都有应用，其中美国

土壤环境治理定向水平井施工技术

朱文鉴 1 张雅春 2，3 张培丰 1
（1.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 北京 100083；

2．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河北廊坊 065000；3.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生院 湖北 430074；）

摘 要：本文详细介绍了土壤环境治理定向水平井的成井和完井技术的各个内容，包括施工程序、地下管线总

成、封隔器、筛管、封隔、固井、洗井等技术内容的设计；同时简单介绍了该项技术试验的情况;分析了施工中存在的问

题、施工注意事项；总结了该项技术的施工经验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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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最多。美国第一个土壤环境修复定向水平井施

工于 1988 年，在美国能源部的萨凡纳河流综合试

验场（SRS）采用水平定向井作为抽取与注入系统，

在 SRS 施工了七口水平井，来验证原位修复技术。

在 1988-1993 年间，美国能源部的科学与技术办公

室支持了在 SRS 环境修复中研发与采用水平定向

钻进技术。两项规模比较大的定向水平井环境修复

工程为 John F. Kennedy 机场和 Tetra Tech（1996）。

在 Kennedy 机场施工了 50 多口水平井、总长度超

过 6096m 的水平井用于修复停机坪下的喷气燃料

污染空间；在 Tetra Tech 施工了 25 口水平井，施工

位于路易斯安那州 Dow 化学公司的路易斯安那分

厂。

随着非开挖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施工的成本降

低，采用导向钻 / 水平定向进技术进行土壤 SVE、

AS 等修复的工程量也逐年增加。以美国 Directional

Technologies, Inc.为例，该公司主要从事土壤环境解

污治理的定向水平井施工，从 1994 年至 2005 年已

施工 300 多口土壤环境解污治理定向水平井。

我国应用水平定向钻进技术进行土壤环境监

测与治理还是空白。

2 施工程序

土壤环境水平井是采用导向钻头以一个可控

制的弧度半径钻进一个弯曲的钻孔。钻孔以大约 5

到 30 度的小角度从地面开始；到达目标深度后，钻

具改变方向钻进一个水平钻孔。在钻进过程中装于

钻具中的导航系统为钻井工提供方位、位置、工具

面向角与深度等数据；钻井泥浆通常用于携带钻屑

和润滑钻孔，并在扩孔或施工时维持钻孔孔壁稳

定。土壤环境治理定向水平孔有两种类型：盲孔与

通孔（图 2 所示）。盲孔在地下终止，并从钻孔的入

口进行完井施工。通孔继续向上改变方向，并返出

地面，并从出口点进行完井施工，套管由钻机回托

进钻孔。盲孔施工工艺比较复杂，多采用通孔。在施

工场地条件许可和钻孔较浅的情况下，一般采用通

孔，在场地条件受限制和钻孔较深的情况下，一般

采用盲孔。

土壤污染治理的定向水平井的施工与常规水

平定向钻进铺管施工程序类似，土壤环境治理水平

定向井施工的详细步骤如下：（1）钻进一个引导孔，

导向孔施工通常以一个小于 25 度的入土角来钻

进；（2）回拖扩孔或铺管，通孔：在出口处更换钻头，

使用回扩头扩孔，有时，同时回拖运输管（或管线总

成）到钻孔中；盲孔：扩孔钻头后接洗井管，钻杆沿

着导向孔向前推进，这一步有助于清理井壁，扩孔，

以安装运输管（或管线总成）；（3）在运输管或冲刷

管中安装筛管与通气管（在管线不长或筛管强度足

够时，可不采用运输管，可省略该施工步骤）；（4）取

出运输管，筛管与通气管留在钻孔中；（5）使用清水

与特殊的钻进泥浆清洗成井；（6）向胀塞管通气，胀

塞膨胀到位后，向注浆管线注水泥浆，封固通气管；

（7）根据土壤环境治理工艺的要求，安装必要的

SVE 或 AS 系统等地表部件。

3 定向水平井施工

图 1 水平井分类

通孔 盲孔

图 2 水平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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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导向孔钻进

导向孔钻进依据地层条件、水平井深度、地表

条件等采用不同的导向方法。对于地层条件较好、

水平井深度较浅（<25m）、地表无障碍物时，一般采

用人工手持式无线导向仪进行导向；否则需采用有

线导向仪进行导向。有线导向施工复杂，施工成本

很高。无线导向采用钻具结构为：导向钻头＋无线

导向探管＋钻杆；有线导向采用钻具结构为：牙轮

钻头＋螺杆马达（或弯外管）＋或弯结构＋导向接

头＋无磁钻铤＋钻杆（镶嵌电缆钻杆或普通钻杆＋

电缆）。

3.2 扩孔钻进

扩孔钻进施工工艺与常规水平定向钻进一样

采用回拖扩孔，回扩头根据地层的不同采用不同结

构的回扩钻头。回扩钻头结构类型有：翼状扩孔钻

头、带腰笼的翼状扩孔钻头、螺旋形扩孔钻头、凹槽

状扩孔钻头、牙轮式扩孔钻头、杆状扩孔钻头、双向

纺锤形扩孔钻头、粗径钻具形扩孔钻头等。

扩孔钻头直径根据需铺设的筛管直径来确定，

依据水平定向钻进规程，裸眼直径不小于筛管直径

的 1.4 倍，通常土壤环境治理定向水平井的直径都

不大，在美国施工的定向水平井中，筛管直径一般

不超过 178mm（7in）。

3.3 回拖铺管

回拖铺管施工工艺与常规水平定向钻进基本

相同，不同的是管线不同，常规水平定向钻进铺设

的管线都是一根或一组单一的钢管或塑料管，而土

壤污染治理定向水平井铺设的管线是一个比较复

杂的管线总成，一般包括：通气管线（附注浆管线＋

或注气管线）＋封隔器＋筛管＋封隔器＋通气管

（附注浆管线＋或注气管线），其中封隔器和筛管依

据地层条件的不同，采用不同结构的封隔器和筛

管。

对于较长的管线段或复杂的管线总成，通常铺

管时采用运输管，把管线总成放在运输管里，随运

输进入孔内，铺设到位后，拉出运输管，管线总成留

在孔内。回拖铺管类似常规铺管作业，在出口处，接

上扩孔头＋双旋转接头＋拉管头＋管线总成。

3.4 钻进泥浆

环保型泥浆技术是涉及土壤环境钻探取样施

工的关键技术之一。土壤污染治理水平井钻进采用

的泥浆必须采用环保泥浆体系，以免对土壤造成二

次污染。

土壤污染治理水平井钻进的环保泥浆可采用

人工钠土基浆配制：水 +6%人工钠土＋环保泥浆处

理剂。

研究结果表明：以天然植物等可再生物质为原

料制成的处理剂 EC50（EC50 是指使发光细菌的光

强减少一半时待测物试验液的浓度，EC50 值越大，

生物毒性越小，反之则越大）均大于 1000000，是非

常优良的环保型聚合物处理剂。

我所已经研究制取以下环保泥浆处理剂：高效

护壁剂（GSP-2）和高效润滑剂（Glub）、阴阳离子聚

合物稀释剂 HPT-1，防塌型随钻堵漏剂 PSC-1 等，

均可在该类施工中应用。

3.5 管线总成

对于长距离水平井的施工，考虑到筛管的强度

有限，可把管线总成放到一个直径较大的运输管

1－膨胀器心管；2－碗封胶塞；3－封隔器压环；4－连接锥管接头；5－筛管；6－膨胀封橡胶；

7－膨胀封心轴；8－膨胀封压环；9－注浆管；10－胶管

图 3 管线总成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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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铺设到位后，管线总成不动，然后继续回拖运输

管，一直把运输管全部拉出水平井，从而完成管线

总成的安装。对于较短管线，筛管强度足够时，可不

用运输管，直接铺设管线总成。

本项目试制了碗蝶封隔器和膨胀封隔器，筛管

筛选需依据土壤条件和治理方案，试验中采用了桥

式筛管。本项目设计的管线总成如图 3 所示。

（1）封隔器

为了封隔筛管和通气管线，在通气管与筛管之间需

安装封隔器，然后对通气管段进行固井作业。根据

地层条件的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封隔器和封隔施

工工艺，本项目试制了碗蝶封隔器、膨胀封隔器（见

图 4）。碗蝶封隔器主要应用与泥、细纱等比较问题

的土层；膨胀封隔器主要应用于粗砂、含砾等复杂

土层。使用膨胀封隔器时，必须在下井前测试注气

压力与膨胀直径的关系，为后续下井注气作业提供

注气参考压力。

除采用上述两种封隔器，还可采用膨润土塞、

砂桥、聚氨酯浆或水泥浆进行封隔。

（2）筛管

筛管选择主要可根据水井钻探选用或设计，水

井筛管主要有：桥式筛管、约翰逊筛管、圆孔筛管、

包网筛管、缝隙式筛管、缠丝筛管、填砾筛管、贴砾

筛管等。按照材料可分为：塑料管、钢管、不锈钢管

等。筛管的材料、窄封宽度、贴砾直径等的选择主要

参考土壤的特性。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实施土壤环

境监测与治理工程，所以没有土壤环境监测与治理

专用的筛管。国外在土壤环境监测与治理中采用包

网填砾筛管、缝隙式筛管、桥式筛管比较多，材质主

要采用塑料管，筛管直径一般不超过 178mm（7in）。

4 定向水平井完井

常规水平定向钻进铺管施工在铺设完管线以

后，施工基本上就结束了。但是对于土壤环境解污

治理水平井施工而言，铺设完管线总成以后，还需

要进行一系列完井作业程序，包括封隔、固井、洗

井、井口安装等。

4.1 封隔

通过筛管使通气管线与土壤污染层贯通，需对

通气管与裸眼之间的环状间隙进行注水泥浆进行

碗蝶封隔器 膨胀封隔器

图 4 试制的封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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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井。在固井作业之前，需对通气管段与筛管段进

行封隔。

封隔作业依据不同的封隔技术，采用不同的作

业方式。采用膨胀封隔器的话，需对膨胀封隔器进

行注气作业，使膨胀封隔器封隔筛管与注气管线的

环状间隙，注气时依据地表测试的数据，注意观测

注气压力，使膨胀封隔器膨胀直径与孔壁相适宜。

4.2 固井

封隔作业完成后，可进行注水泥浆固井作业。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在土壤环境下，封隔作业

不可能绝对的进行封隔，而只是相对的，包括：采用

碗蝶封隔器、膨胀封隔器、膨润土塞、砂桥等。所以

在注浆前应注意各个管段的压力平衡，封固通气管

线的地表两端，保证水泥浆不通过筛管进入通气

管；在铺设管线总成后，应及时进行封隔和固井作

业，否则由于泥浆长时间沉淀后，通气管线部分段

易产生自然封隔，造成注浆压力不平衡，致使注浆

作业不顺利和钻孔报废。

注浆之前，需计算通气管线与裸眼环状间隙体积，

为水泥采购和配浆提供体积 / 重量数据。注浆时，连

接注浆泵与地下注浆管线，注浆宜采用较低流量。

一般土壤环境治理定向井需封固段（通气管）比较

短，注浆量比较小，注浆设备可采用工程施工中的

小型注浆设备。

参考石油常规固井水泥浆配方，可采用以下固

井水泥配方：基浆水灰比为（1.5:1～0.5:1）＋G203

早强剂 4％＋106 缓凝剂 1％＋G301 分散剂 2％＋

G404 失水剂＋G202 膨胀剂 2％。水泥浆添加剂可

考虑不同的施工情况，进行增减。

4.2 洗井

固井候凝后，进行洗井作业。由于钻进过程中

钻井泥浆的作用，可能会在井壁

形成泥饼，减弱水平井段裸眼孔

壁的渗透性，所以必须进行洗井

作业。洗井的主要目的是：破坏

井壁泥皮、增大管外周围地层的

渗透性。常用的洗井方法有：活

塞洗井、高速射流洗井、水泵洗

井、空气压缩机洗井、液态二氧

化碳洗井等。洗井方法的选择主

要考虑土层和井身的特点。对于定向水平的洗井工

艺可分两种情况进行选择，水平井在地下水位之下

或之上。

当定向水平井位于地下水位以下，可采用活塞

洗井，通过活塞作用，产生负压抽取地下水，从而冲

刷裸眼井壁上的泥皮，达到洗井的目的；或者采用

水泵洗井，利用深井泵或潜水泵使孔壁地层的内外

产生巨大水压差，从而达到破坏井壁泥皮的作用。

定向水平井位于地下水位以上，可采用高速射流洗

井，利用水泵压入清水，通过下入孔内的冲孔器出

水孔射出高速水流，从而达到破坏井壁泥皮和清除

泥沙的目的，然后抽出洗井污水。

5 试验

由于试验区要求比较大，所以生产野外试验地

点选在河北永清县开发区，从 2008 年 9 月 15 日至

28 日进行了为期近半个月的野外试验研究。

5.1 定向水平井施工

定向水平井施工技术试验和水平定向钻进取

样采用了勘探技术研究所生产的 GBS－28 型水平

定向钻机，最大推力 20t，最大回拖力 28t。导向钻进

采用手持式无线导向仪，试验中采用了美国 DCI 公

司的 Eclipse?导向仪，方位角精度 0.1 度，可测工具

面向角 360 度，顶角精度 0.1％或 1 度，可计算深度

和侧向位移。钻进泥浆设计采用环保泥浆体系，考

虑到土壤条件，试验中采用了水 +6%人工钠土，没

有加其它添加剂。

试验设计了钻孔轨迹的基本要求：筛管长度 10

米左右，筛管直径 146mm，埋深 5 米左右，钻孔轨迹

长总长大于 50 米。

根据项目的大体要求，试验中管线总成设计

为：（发兰接头）＋通气管（附注浆管和注气管）＋膨

图 5 焊接好的管线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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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项目设计的管线总成最大外径，需要扩孔

裸眼直径到 220mm。扩孔钻进采用了螺旋形扩孔钻

头，钻头直径 220mm。回扩施工约 2 个小时。

（4）回拖铺管

回拖铺管施工工艺与常规水平定向钻进基本

相同，不同的是管线不同，常规水平定向钻进铺设

的管线都是一根或一组单一的钢管或塑料管，而土

壤污染治理定向水平井铺设的管线是一个比较复

杂的管线总成，一般包括：通气管线（附注浆管线＋

或注气管线）＋封隔器＋筛管＋封隔器＋通气管

（附注浆管线＋或注气管线）。因此，在回拖时需要

确保封隔器的安全，以免在回拖时对封隔器造成破

坏；同时，在回拖的过程中保证管线总成不回转，因

此回拖前，需检验双旋转接头的旋转灵活型。回拖

铺管施工约 2.5 个小时（图 7）。

5.2 定向水平井完井施工

成井后进行了完井试验，完井包括：封隔作业、

固井作业、洗井作业和井口安装作业。

（1）封隔作业

试验中采用了膨胀封隔器和碗蝶封隔器。碗蝶

封隔器在入井时已自行完成封隔，试验中发现：由

于碗蝶封隔器的作用，在碗蝶封隔器入井后，出口

坑的泥浆不断减少，回拖铺管完成后，出口坑无浆

（图 8）。膨胀封隔器需连接注气管线，向膨胀封隔器

注入一定压力的空气，试验中注入空气最大为 2 个

大气压。

图 7 膨胀封隔器进入孔内

胀封隔器＋筛管＋碗蝶封隔器＋通气管（附注浆

管）＋（发兰接头）。通气管规格为 φ110×5 的钢

管，注浆管为 φ0.6in（15.24mm）×2 的钢管，注气管

为 φ12 的胶管，筛管为 φ146×5 桥式滤水管。考

虑到整个管线总成为钢管，而且长度有限，因此试

验中没有采用运输管。

为了检验试制的膨胀封隔器和碗蝶封隔器，试

验中采用了膨胀封隔器和碗蝶封隔器，在前通气管

与筛管之间采用了膨胀封隔器；在后通气管与筛管

之间采用了碗蝶封隔器。整个连接好的管线总成见

图 5。

（2）导向孔钻进

导向孔钻进采用无线导向钻进，导向钻进钻具

结构为：导向钻头＋无线导向探管＋钻杆。导向员

采用无线对讲机指导操作员的操作。经过近 2 个小

时的施工，完成了导向孔施工,试验导向孔轨迹曲线

见图 6 所示，整个钻孔总成为 68m。

（3）扩孔钻进

图 6 试验导向孔轨迹曲线图

图 8 回拖铺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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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aspects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horizontal directional well of soil environmental are in-

troduced particularly, including construction procedure, assembly of pipeline, packer, well screen, insulation, ce-

menting, well washing. At one time, experimentation is introduced also; Problems and noticing proceeding of experi-

mentation is analyzed; Experience and lecture in experimentation was sum up in the paper.

Key Words: Soil, Remediation, HDD, Experimentation

（2）固井技术

在铺管完管线总成的第二天，开始固井试验。设计

基浆水灰比为 0.5:1，比重为 1.75kg/L。经计算单边

水泥浆量为 1.18m3（675L 水＋1.35t 水泥）。固井试

验中，采用了 2.5m3 水泥浆搅拌罐和 25L/min 单缸

注浆泵（1Mpa）。

先在入口端进行了注浆固井试验，水泥浆搅拌

好后开始注浆，发现注浆压力太大，无法正常进行。

失败原因为两个方面：设计采用注浆管线管径

（0.6in）太小，沿程压力损失太大；注浆泵的注浆压

力太小，最大注浆压力为 1MPa，实际施工中到 6 个

压力时，注浆泵憋死。

为减少注浆压力，对水泥浆进行了稀释，水灰

比约为 1:1。注入了大约 0.2m3 后，发现出口端和通

气管（开口）处返泥浆，因此注浆没法继续进行，注

浆固井失败。经仔细分析和讨论，确定固井失败的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在土壤中进行封隔，其封

隔的压力有限，总体上应该注意尽可能保证各个管

段的压力相对平衡；（2）设计的注浆管线管径较小，

采用的注浆泵注浆压力太小；（3）注浆前，应封闭通

气管的出口两端；（4）在铺设完管线总成后，应及时

进行注浆作业，以免砂土沉淀影响注浆固井；（5）考

虑到回拖铺管时的回拖作用使绝大多数砂土都随

管线总成到入口管段，固井应首先进行在出口段作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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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8 年，在该海湾下铺设了两条平行的、

长达 3050 米的钢管，口径较小的钢管将作为石油

输送主管道（直径 24 英寸或 610 毫米）；而口径较

大的钢管将作为输水管道（直径 30 英寸或 760 毫

米），其总重量将达 1500 吨。根据以往的报道，这个

工程将是使用水平定向钻进施工的长度最长的海

底穿越钻进工程。

2008 年 11 月，中东的水平定向钻进专业承包

商，沙特阿拉伯联合王国（SKA）Al-Khobar 的 Digital

Connection 公司和 TT 英国公司进行了接触。该公司

为了回收被卡在海底钻孔下的 3 公里长钻杆柱和

42 英寸（1067 毫米）扩孔器而寻求技术咨询和帮

助。钻杆和扩孔器是在第二个钻孔（较大口径）进行

预扩孔的过程中被卡住的。

中东地区 Berri 堤道的管道施工工程（以鲜明

的姿态向非开挖技术开放）始终被认为是一个巨大

的挑战，比如穿越钻进的长度，以及管道的总重量

（1525 吨）。

先前，第一条 24 英寸的石油管道铺设非常成

功，但在第二条 30 英寸管道的施工中，由于钻进过

程无法预料地延迟了 12 周（停止工作），导致钻杆

柱和 42 英寸的扩孔器被卡在孔内。

TT 英国公司以提供高质量的非开挖施工设备

和服务而著称，这次被要求在较短的时间内要提出

回收 3 公里长钻杆柱和 42 英寸扩孔器的解决方

案。

然而，在 TT 英国公司、总承包商和当地的钻进

承包商进行了紧急讨论磋商后，很快同意让 TT 英

国公司来应对这个挑战，并建议使用该公司功率强

大的 Grundoram Taurus 夯管锤和钢管接头，以便由

夯管锤通过特殊的钢结构向钻杆柱传递动态冲击

能量。

图 1 扩孔器和钻杆柱

图 2 钻孔轨迹剖面图

新的水平定向钻进世界纪录诞生

颜纯文 译

摘 要：本文介绍了在沙特阿拉伯波斯湾海岸的 Berri 堤道和 Abu Ali 岛之间，使用非开挖技术进行了一项开拓

性的水平定向钻进工程的情况，其穿越长度达 3 公里。

关键词：非开挖、水平定向钻进、世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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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夯管锤和钻杆柱的连接

由于 TT 英国公司与德国和美国的其它 TT 集

团办事处共享工程信息，因此很快就提出了一套战

略解决方案，以及他们认为使用“动态冲击的振动

能”如何回收钻杆柱的技术建议。

虽然以前世界各地也有进行过类似工程的成

功案例，但要回收被卡在如此长的钻孔内，每根钻

杆重达 480 公斤的钻杆柱和扩孔器则从来没有尝

试过。

动态冲击的振动能通常作用在成品管道的末

端，以便辅助完成水平定向钻进工程（夯管辅助施

工法），或者当使用水平定向钻进过程中成品管被

卡住时用来回收成品管，以前几乎没有尝试过作用

在钻杆柱上，因为在这个不稳定，而且不可控制的

施工过程中，要将巨大的冲击能量从较大的夯管锤

传递到直径相对较小的钻杆上。

该工程的业主是沙特阿拉伯的 Aramco 公司，

管道总承包商是 Al Robaya 公司，而水平定向钻进

承包商是 DCL 和 TATCO 公

司。

由于各家公司的共同努

力，以及 TT 英国公司 Roger

Atherton 先生亲自到现场指

导，对工程的成功都是具有

价值的，并且这个出问题的

钻孔最终获得了挽救，并且

使 TT 公司的 Grundoram 夯

管锤和夯管技术提升到水平定向钻进夯管辅助施

工和管道或钻杆回收方法这个新的水平。钻孔抢救

成功后，这个孔径 30 英寸、长度达 3 公里的输水管

道工程最终于 2009 年 1 月 13 日铺设成功。

这个抢救工程节约了大量的费用，如钻孔施工

的成本、合同罚款、由于管道推迟使用的成本、与设

计一个新钻孔有关的所有成本、以及重新进行钻孔

施工的实际成本等。

图 4 250 吨回拖力的水平定向钻机

图 5 钻机回拖时夯管锤辅助夯击

图 6 10 天后 42 英寸的扩孔成功回收

译自 TT 英国公司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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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快速发展的光纤电缆

施工改变了地下工程施工业。在美国，铺设光纤电

缆的残酷竞争导致了地下施工业从未有过的繁荣，

并且使水平定向钻进成为市政工程承包商工具箱

中的一种主要工具。水平定向钻进，起初是小型钻

机，在适当的时间是一种理想的施工技术。

当然，2000 年下半年开始的不可避免的衰退迫

使制造商大大削减业务，甚至迫使部分制造商退出

这项业务。由于信用危机，又迫使多达 30%的承包

商走向破产法庭。尽管如此，水平定向钻进行业还

是幸存下来了，并且继续得到发展，如今由于应用

范围越来越广而成为一项经过考验的施工技术。更

重要的是，随着市政承包商数量的增加，水平定向

钻进变得如此平凡，以至于承包商“不拥有它就不

会离开家”。

如今，水平定向钻进工业又开始繁荣起来，但

从另一个方向发展。拥有大型钻机（最小回拖力在

45 吨以上）的承包商看到了空前的业务需求。推动

这个市场的动力是，在美国甚至是全世界，能源输

送管道（油气管道）的施工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

这个有趣的市场动力在《地下施工》杂志独家

进行的第 10 次水平定向钻进年度调查的结果中得

到了印证。该项调查在每年的 4 月和 5 月进行，在

调查中对涉及水平定向钻进的承包商和市政部门

进行了询问，以了解市场现状、发展趋势和大家所

关注的问题。市政部门继续成为水平定向钻进市场

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年的回复者中，大约有 20%

是市政管道的拥有者或经营者。

1 首先进入市场

管道公司首先开始了解水平定向钻进的潜力。

大部分原因是由于目前已经解散了的协会（即定向

穿越钻进承包商协会 DCCA）所做工作。该协会的一

项主要工作是对管道客户进行培训，以便让他们了

解使用水平定向钻进进行长距离、大口径管道施工

的优越性。DCCA 在鼓励承包商使用水平定向钻进

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目前，水平定向钻进被

认为是任何大型管道工程施工的一个有机部分。在

水平定向钻进穿越孔施工中，管道工程师在工程设

计上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

随着油气管道市场的繁荣，大型的水平定向钻

进承包商就会介入。与管道承包商本身一样，问题

是缺少足够的施工设备和劳动力，以满足工作量的

爆发性增长。从市场前景来看，2007 年在美国大致

施工了 29 个主要的油气管道穿越工程。施工公司

之间疯狂地进行争抢，以便最终集合所需的设备和

人力来完成这些工程。2008 年，计划要施工 57 个穿

越孔施工。为了完成这些工程，争抢资源的场面再

次出现了。

为了一个工程，油气管道公司需要和承包商谈

判一年、两年、甚至三年，这一点并不奇怪。管道公

司担心，如果目前狂热的施工速度长期继续下去，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美国第 10 次水平定向钻进年度调查得情况，尤其是大型钻机的市场情况，以及应用行

业、管材、施工穿越长度等。

关键词：非开挖、水平定向钻进、调查

第 10次美国水平定向钻进年度调查

——— 大型钻机市场走在前面

Robert Carpenter 著 颜纯文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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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有可能没有大型的水平定向钻进承包商能够

处理他们的工程。

然而，与电信电缆施工的繁荣时期不一样，由

于参与者数量的快速增加，油气管道施工的扩展并

不是一个友好的市场。回顾上个世纪 90 年代，一种

流行的、半开玩笑的说法是，如果你有 5000 美元、

一辆二手的卡车和进入水平定向钻进市场的兴趣，

就会有人给你提供资助。电信电缆公司对电缆的铺

设质量并没有特殊的要求，因为当时需要的只是尽

快地完成电缆铺设。

即使面临管道系统快速扩张的紧迫需求，它也

是一个极不同的市场。因为从钻机的数量来看，它

是一个小行业，管道公司要对大多数承包商及其以

前的工程施工记录有所了解。

也许，转向大型钻机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能挣许

多钱（远多于 5000 美元）。要装配一套完整的大型

钻机可能需要数百万美元，而要成功地运行大型钻

机所需要的操作方法和技术要领与运行小型钻机

完全不同，也要复杂得多。大型钻机的回报是丰厚

的，但同时其风险也是极高的，即使是在景气时期。

2 大型钻机的影响

虽然从钻机的数量上看较少，但从市场份额和

辅助设备、泥浆和管材等的消耗上看，大型钻机的

市场正在对水平定向钻进市场造成巨大的影响。当

然，大型水平定向钻进工程合同（尤其是在岩层或

复杂地层中施工）的价值与小型工程（例如入户的

光缆工程）相比要大得多。通

常，大型的水平定向钻进工程

合同可达数百万美元，而小型

钻机进行的工程则要依靠工

程量和施工速度来获取利润。

2007 年，大约有 6%的承包商

其毛收入超过 2000 万美元；

27%的承包商，水平定向钻进

收入在 50 万美元以下；28.1%

承包商的收入在 50~100 万美元之间；20.9%承包商

的收入在 100~500 万美元之间；18%承包商的水平

定向钻进工程合同在 500~2000 万美元之间。

尽管大型的水平定向钻机有所增加，但在总的

钻进工程合同中只占 18.6%，在钻机总数中只占

8.4%。虽然从数量上看，正稳步地向中型钻机和大

型钻机转移，但由于小型钻机（回拖力在 22.5 吨以

下）的用途广泛，其数量仍然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这

些钻机大约占据了 67%的市场份额，而一年前为

74.9%。中型钻机（回拖力在 22.5~45 吨之间）的市场

份额则提高到 24.6%。

随着公众和财产所有者对水平定向钻进的进

一步了解，他们对使用水平定向钻进的需求使水平

定向钻进在地下工程施工中所占的市场份额也会

增加，一家东南部的承包商预言。中南部的一家承

包商对此看法表示赞同。市政公用部门正在体会水

平定向钻进的优点。东北部的一家承包商说，随着

与客户关系的不断改进，水平定向钻进的应用肯定

会增加。

其它承包商也表达了积极的看法。“我们看到，

水平定向钻进在自来水和污水管道施工中所占的

比例在增加”，来自洛基山脉州的一家承包商说。

“我们特别地要求市政部门在他们的工程中越来越

多地使用水平定向钻进”，来自太平洋西北部的一

家承包商说。“始终在改进和发展”，东北部的一家

承包商补充到。

为了支持对未来水平定向钻进乐观的看法，调

查的回复者，包括大量水平定向钻机的拥有者或操

作者，认为 2008 年在总的市政工程施工量中，大约

有 40%会使用水平定向钻进，而在未来 5 年这一数

字将达到 50%。

3 市场分布

每年水平定向钻进的市场“蛋糕”在继续扩大。

在近几年的市场调查中，按应用领域划分的市场分

布图有点变化。虽然到目前为止还占据着最大的市

图 1 历年美国水平定向钻机的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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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份额，但电信电缆铺设的市场份额继续下降，而

被其它领域所占据。相对于 2007 年的 23.1%，电信

电缆的份额预计下降到 22.5%。

图 2 各类钻机所占的比例

天然气管道施工的市场份额排在第二位，从

17.4%上升到 18.5%。在这个统计数据中，变化幅度

最大（虽然相对于总的市场份额来讲较小）的是油

气输送管道施工的市场份额，从 2007 年的 16.4%上

升到 2008 年预计的 18.4%。

另一个有点令人惊奇的是，使用水平定向钻进

铺设自来水管道的比例超过了电缆施工。预计 2008

年自来水管道的市场份额达 15.1%，而电力电缆的

份额为 14.7%。很显然，自来水管道施工继续获得了

更大的关注。然而，电缆施工的份额还保持较高的

水平，而且由于大多数的看法是，以任何成本来铺

设地下动力电缆都是值得的，因此其市场地位很有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重新获得。

由于 2008 年污水管道铺设的经费保持相对稳

定，加上要求按照一定的坡度钻进需要较长的时

间，所以污水管道的市场份额从 11.1%下降大

10.6%。承包商还在不断开发新的应用领域，估计其

市场份额为 2.6%。

在 2001 年到 2005 年之间，水平定向钻进出现

萧条为旧钻机市场提供了机遇，即使在新钻机的销

售量回到较高水平时。目前，旧钻机市场已经牢固

地建立起来。大约有 57%的回复者报告说他们购买

过旧钻机，在还没有购买旧钻机的回复者中，有 45.

9%说在下一次采购中会认真地考虑是否购买旧钻

机。

2007 年，总共制造了 1905 台钻机，预计 2008

年可能达到 2096 台。如前所述，新钻机的数量由于

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基本上稳定下来。很显然，中国

是一个热点地区，估计 2007 年共销售了 600 台钻

机，大部分为小型钻机。美国最大的两家钻机制造

商威猛公司和查尔斯公司在中国和亚洲地区均十

分活跃。

图 3 2007 年实际的水平定向钻进市场分配

图 4 2008 年预测的水平定向钻进市场分配

4 钻机的机龄更短

水平定向钻机的机龄实际上正变得越来越短。

2001 年以后，许多钻机已经报废，因为超期使用的

钻机拥有者支付不起钻机的维护费用，许多钻机在

工地生锈。加上最近几年，钻机的电子系统大大改

善，使旧钻机提前报废，因为现代化的新钻机效率

更高。结果，机龄超过 10 年的钻机越来越少，如今

大约只有在用钻机的 7.1%。

从 2005 年开始，市场开始出现回弹，并且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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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09 年

去几年中，承包商首次能够支付得起设备更新的投

资。结果是，有 56.6%水平定向钻机的机龄在 5 年以

下。

随着大型钻机参与主要管道工程施工的增加，

大型钻机的平均钻孔长度也有所增加，从一年前的

1590 英尺增加到如今的大约 2106 英尺。中型钻机

的平均钻孔长度实际上从 864.7 英尺减少到 813 英

尺，而小型钻机的平均钻孔长度则从 352.6 英尺增

加到 548 英尺。

图 5 钻机机龄的分布情况

图 6 各类钻机的平均钻孔长度

图 7 各类管材的使用情况

5 挑战和担忧

本次调查的回复者也有许多担忧的问题，其中

许多问题只是老歌新词。然而，在城市的人行道穿

过未标注的分支管道钻进，通常称之为穿越孔，是

承包商最为关注的问题。“如果地下打穿管道继续

保持在目前的事故率或者更高的话，你就会看到人

们不愿意使用水平定向钻进”，一家德克萨斯州的

承包商警告说。

所谓的“牛仔”承包商是指没有经过良好的培

训，装备差，或者在钻进过程中粗心大意的承包商，

他们的出现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忧。“没有经过良好

培训的承包商是所有问题的根源”，一家加利福尼

亚州的承包商说。佛罗里达州的一位回复者则指

出，“承包商过去的不良表现和对现场的破坏”，是

该行业的一个最大挑战。另一家中西部的承包商抱

怨，质量不合格的承包商太多了。

价格也继续成为热点问题。低报标价被许多回

复者挑选为代表这个工业的重大问题。一家东南部

承包商感叹到，没有向他们所提供的服务收取足够

的费用。而一个中南部的回复者抱怨，在许多情况

下，钻工并不知道他们的实际成本。一个东部沿岸

的回复者担心，客户并不了解将施工队伍派出去一

天到底需要花费多少。另一方面，一家中西部的承

包商指出，价格正在开始回升，希望会继续上升。

有几家承包商评论到，获得熟练的工人和更好

地向公众宣传水平定向钻进的优点继续为大家关

注的问题。中西部的一位回复者总结了市场最关注

的问题：安全、按时完成工程、以及合格的施工人

员。

一位洛基山脉州的回复者有一个令人兴趣的

担忧。他说，他的最大担忧是：人们,不知道如何钻

进，而销售人员又认为他们知道如何钻进。

译自《Underground Construction》June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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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水平定向钻进施工现场

水平定向钻进期待明确统一的处置废弃钻进液法规

Jeff Griffin 著 刘 洪 译

摘 要：目前美国各州对废弃钻进液的处置法规还不明确和统一，造成水平定向钻进在各地施工遇到不同的困难，

成本日益上升。定向钻进承包商协会正在致力建立一个地方法规数据库，以使钻进承包商能够主动适应各地的环保要

求。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钻进液、废物处理、法规、环境保护

钻进冲洗液是水平定向钻进施工的重要组成

部分，能否针对现场地层使用正确的添加剂，对施

工的成败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钻进液对导向孔钻进、钻孔回扩和管道回拖等

工序非常重要。同样，完工后钻进液的处置，也变得

越来越重要和困难了。采用真空抽吸设备可大大简

化现场的钻进液清理工作，但接下来又怎么办呢？

除了回灌现场钻孔，或者在大工程中可重复利用

外，要寻找倾倒废弃钻进液的场地变得越来越困难

了。并且，随着燃油价格的上涨，远距离运输的成本

也越来越高了。

政府的法规是关键因素。在美国，全国性的和

地方性的钻进承包商在不同的州都面临着不同的

要求与规定。尽管膨润土基的钻进液在干燥后实际

就是“土壤”了，但是许多州政府仍然将其作为石

油、天然气钻井的泥浆对待，有的甚至将其归类

为危险性废料。在一些环保优先的州，政府对钻

进液的处置规定是非常苛刻的。

水平定向钻进专业分会（DCA）目前正在致

力于把各州对钻进液处置的政府法规编制成正

式文件，而在此之前，定向穿越承包商协会（DC-

CA）就已经着手于这项工作了。

1 已做的工作

早在 1994 年，DCCA 就致函美国 50 个州以

及哥伦比亚特区和波多黎各联邦的政府，要求他

们明确对处置水平定向钻进液的政府规定。从当时

的回复来看，大多数州政府都认可：只要征得土地

业主的同意，无污染的钻进液都可以在其私有土地

上进行倾倒，不必再征得其它许可或特别许可，政

府对此也无特别规定。当时有 15 个州以及哥伦比

亚特区和波多黎各联邦政府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在掌握这次调查函件的基础上，2007 年，DCA

又再次发函询问各州政府是否已更新过去的政策，

同时，对当年未作答复的州也再次发函询问。兰利

定向钻进公司总裁、DCA 主任 G.贝尔先生说：“与上

次调查相比，现在一些州负责这类法规的部门和官

员已经有了变化，要想准确地找到负责的部门和联

系人非常困难”。

“在过去的 6 个月里，我们取得了很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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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先生说，“我们已经得到了 29 个州的最新答

复。我们发现，各地处置钻进液的法规差别很大。有

的简单要求参照相关规定处置，未提供细节；有的

更简单地说，只要“适当”处置即可；而有的，却反复

深究其处置细节。一些州允许钻进液在地面长期存

放，只要其不形成洼地或漫出；一些州允许就地填

埋到农田或用于土壤栽培；而有一些州则规定，除

非获得批准，禁止将钻进液就地存放或填埋。目前，

回复的大量信息都可提供给 DCA 的成员使用。

2 混乱的现状

在某些州，钻进承包商可能发现，政府部门不

同，其规定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例如，在贝尔先生

的故乡德克萨斯州，州铁路委员会就对与石油、天

然气输送相关的所有工程施工产生的废弃物有管

辖权，他们就同意将钻进泥浆留在工地上或者填埋

进农田。

贝尔先生说：“如果要将钻进液从工地运走，运

送过程被认为是有危险的，因此需要符合危险材料

运输的专门条例，这会使倾倒成本增加。另外，倾倒

钻进液的场地也还必须提前 5 天报批。如果该项工

程同时也落在了州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的管辖范

围内，他们通常就不会允许将钻进液就地填埋”。

州水利开发署对所有非石油、天然气输送相关

的工程施工产生的废弃物有管辖权，但采取的政策

又有不同。

因此，在德克萨斯州，如在同一地点施工不同

管线，可能需要并排使用两套水平定向钻进设备：

一套用于自来水管线，另一套用于油气管线。尽管

它们施工的地层情况相同，因而使用的钻进液添加

剂也相同，但它们处置钻进液的要求却完全不同。

缺乏对定向钻进工艺、钻进液功用和成分的认

识，是造成 HDD 钻进液处置法规不一致的根本原

因。

贝尔先生说：“对膨胀土泥浆都不了解，怎么能

去猜想其具有多大危害？用油、气钻井的泥浆标准

来硬套 HDD 钻进液也是不合适的”。

3 有待开展的工作

贝尔先生相信，绝大多数的 HDD 承包商都知

道处置钻进液是钻进施工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

且会在其工地致力于那些必须的清理工作。了解政

府处置钻进液的法规，可大大简化施工任务。

DCA 的目标是利用各个拥有管辖权的政府部

门的现行法规来建立一个数据库，以此来了解各地

对钻进液处置的要求，从而使承包商在计划处置方

案和预算处置成本时更加方便。

政府法规混乱、寻找钻进液倾倒场地困难和燃

油价格飞涨，都使水平定向钻进使用膨胀土泥浆的

困难更多、成本也更高。但是，多数承包商都认为，

这是一个应当简化的工作。

NPL 建设公司安全与质量资深副总裁 D. 威克

朗德说，现在要想找到一个接纳废弃钻进液的地方

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由于手续费、燃油费、运输费和

人工费的增加，钻进液处置费用不断上升。往往一

项工程延期，就是由于钻进液处理问题所致。

他接着说：“在我们施工过的许多地方，都存在

大量的法规问题。在相同一个州内，地点不同，强制

性法规的要求也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我们至今也没

有触犯过法规，但环保问题确实是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研究发现，在美国，与其它州相比，科罗拉多州

的法规最为严苛”。经过处理后的泥浆能否排放，必

须根据其使用的添加剂来确定。

“为满足美国环境保护署（EPA）要求的条目、各

项污染指数和再生利用等规定，我们的许多工地、

甚至包括住地都需要做反复的清洁”。威克朗德先

生说，“在一些施工工地，我们使用的泥浆中添加的

膨润土危害等级是 0。在寒冷的冬天，野外宿营车或

船泊也都使用添加了这种无毒性膨润土的抗冻剂。

冬季的严寒，可能使一些州、县的废物倾倒场关闭，

我们反而还不得不把钻进液运送到遥远的开放倾

倒场去”。

4 废弃钻进液的运输

目前，在很多地方都别无选择地把钻进液留在

了施工工地上。

Henkels & McCoy 公司的地区经理 R.安德鲁表

示，该公司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的多数客户

都要求将泥浆运走。

安德鲁先生说：“我们在该市的大多数工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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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使用小型钻进设备，因此，无法对泥浆进行净化

或循环利用。我们采用小型真空抽吸设备将进、出

口坑中的钻进液抽出，运到我们自己院子里的泥浆

池中存放。然后，请一家有执照的化粪池清洁公司，

来将它们运走并倾倒。该公司负责寻找倾倒场地，

并负责办理与法规相关的手续”。安德鲁称，虽然运

输成本在不断上升，但这家公司的收费还算基本稳

定。

“20 年前，处置膨润土钻进液根本不是问题”，

贝尔先生说，“但现在，它成了一个大问题了。为找

到安全的倾倒场地并将其运送那里，需要花费了大

量的时间和金钱”。就算按照现有各项规定将它处

置完毕了，也还可能出其它问题。

“近来，我们经常听到有人投诉我们的卡车没

有获得许可就倾倒了‘化学浆液’”，贝尔先生解释

说，“实际上，我们是遵守了所有法规，并得到了土

地业主的允许后，才倾倒了膨润土泥浆的。由于到

处都是石油、天然气钻进，所以居民们有这样的忧

虑也是合情合理的”。

贝尔先生已经注意到，如果倾倒场地不适当，

膨胀土泥浆也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泥浆在倾倒场

地沉降，下渗后可能流入沟渠”，他说，“不含杂质的

膨胀土泥浆本身是无害的，关键是看它的数量。对

大江大河来说，泥浆再多可能都不是问题；而对一

条小溪，就可能成为很严重的问题了”。

李山 校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 2008 年 6 期

Jeff Griffin 著 刘 洪 译：水平定向钻进期待明确统一的处置废弃钻进液法规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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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铺设施工中，无论采用明挖法还是定向钻

进法，岩石地层都是一大障碍。由于新铺管道将穿

过开发区及其附近的住宅区，所以施工需要尽可能

减少对它们的干扰。另外，还有一个要克服的障碍

是，管线还需穿过开发区附近的一座山谷。综合各

种因素考虑后，Lithopolis 村当局认为，采用水平定

向钻进实施管道铺设是最好的方法。

Lithopolis 村的工程项目负责人 E. V. Vickle

说：“山谷地形对明挖法来说非常困难，对施工人员

也很危险，材料和设备在这种树木茂密的山谷进

出，本身就是很艰难的工作。此外，进进出出也还都

必须取得路由权。而对水平定向钻进来说，只要控

制好了污染和沉渣，其它就不是问题了”。与明挖法

相比，水平定向钻进的地面恢复成本很低，施工场

地的隔离与围护困难也很少。

村里雇用了一家国有工程公司———斯特兰德

Lithopolis 是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市郊

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小村庄，人口只有 1200 人。它的

名字源于希腊语，意思类似于“石头城”，原因是村

庄的地下遍布坚硬的砂岩和石灰岩层。

去年，在这里开展了一项自来水管网扩建工

程，当地的岩石地层给施工造成了很大的障碍。扩

建工程是为 Lithopolis 周边的一些新建人造硐室供

水。一期工程需铺设 7200 英尺管道，为相互间距

400-500 英尺的总共 19 间硐室提供水源。后期的扩

建工程还为将要建造的大量硐室及其开发区附近

已有的房屋供水。

应对自来水行业的挑战———用HDD铺设 PVC管

杨学江 译

摘 要：采用水平定向钻进技术在山区岩石地层成功地铺设 PVC 管道，满足了自来水管线行业要求，拓宽了非

开挖技术的应用领域。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PVC 管道、自来水

图 1 施工现场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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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公司进行管线工程设计，该公司在俄亥俄州的

Goreport 设有一间办公室；雇用了凯尔克铺管公司

作为工程承包商。在管材选择时，村里选用了 Cer-

tainTeed 公司制造的直径 8 英寸 Certa-Lok C900/RJ

型 PVC 管，这种管道壁厚小、耐压高、铺设成本低。

村里还不允许在穿过公路和庭院时让上千英尺管

道摆放在地面上。因此，管道连接必须采用高强度

的柔性接头，这就成了在此种地层条件下应用的关

键问题。

Vickle 先生说：“从钻孔轨迹上看，管道接头必

须具有良好的柔性。我们对 Certa-Lok C900/RJ 型接

头的良好性能印象深刻。这种柔性连接技术确保了

连接可靠，检查其柔性用肉眼即可很容易地判定”。

1 工程开工

凯尔克公司于 2007 年 6 月进场施工，首先采

用明挖法穿过了一片麦田，铺设了 1640 英尺管道。

接着，工人们日夜不停地采用 Vermeer36×50 型钻

机（回拖力 360000 磅，扭矩 5000 磅）开始了水平定

向钻进铺管施工。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本项工程最

具挑战性的山谷地带。在这里，弯曲的钻孔先要从

起点下行 70 英尺，然后又向上爬升 30 英尺，所有

的这些变化必须在开始的仅长 240 英尺的孔段完

成。该钻孔总长 700 英尺，穿越的都是坚硬岩石地

层，后面的孔段深度要保证在几个点上都达到距地

表 24 英尺。

凯尔克公司的老板 C. 凯尔克说：“在山谷地形

的钻孔施工，我们首先采用了 Tri-Hawk 钻头试钻，

钻进 140 英尺后，我们决定换用气动潜孔锤”。

凯尔克公司租借了 Vermeer 公司的直径 5 英寸

气动潜孔锤导向钻具，花了一天半的时间钻穿了硬

岩地层，所用风压为 350psi，孔内润滑采用了 Astec

型 1000 加仑两用混合系统。高风压对这种潜孔锤

以及今后的扩孔都是必须的，但是，同时也将大量

的泥浆带出了地表。为净化这些泥浆，现场采用了

Ditch Witch 公司的 FX-60 型真空泥浆处理机。

导向孔完成后，采用了 9 英寸、12 英寸和 14 英

寸扩孔器逐级扩孔，然后回拖铺入 8 英寸 PVC 管

道。

钻孔施工中，导向孔的控向最具挑战性，但这

套气动潜孔锤导向钻具性能良好，工人们操作熟

练，终于成功地完成了施工任务。

2 更多的岩石地层

接下来，工人们遇到了更多的岩石地层，要沿

着这条沟谷钻进 640 英尺，在这里摆放设备的空间

也非常狭小。与钻进山谷地带相比，这里的砂岩地

层并不适合气动潜孔锤钻进，用普通岩石钻头即可

轻松钻进。

在该段岩石地层的钻进铺管施工中，柔性 PVC

管接头的组装性能表现良好，这种 Certa-Lok 接头

按管长 20 英尺一节分节组装，相互间采用含 O 型

橡胶密封圈的球头偶件连接。为节省时间，工人们

先在田边将 20 英尺长的管节每次连接成 100 英尺

图 2 施工现场拖管

杨学江 译：应对自来水行业的挑战———用 HDD 铺设 PVC 管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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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管段，这样就大大加快了管道回拖的进度。

凯尔克先生指出：“我们以前担心这种接头在

岩石孔段可能会出现问题，但实践证明这种担心是

多余的。事实上，我们在短短的 32 分钟内就回拖铺

入了 640 英尺管道，创造了自己的最新记录”。

管道铺设刚一完成，工人们就将自来水接入了

开发区内的首批 19 户的消火栓与室内供水系统，

并在新铺设的 7200 英尺管道沿线，为已有的住户

安装了 15 个水龙头，还延伸供水服务到了开发区

外的四个新住户。毗邻的地块将在二期工程进行施

工，其规模和设计都与一期工程相同。与此类似，附

近具开发潜力的空地都将这样做。

该条管线在九月下旬出色地通过了管道试压，

工程全部完工。凯尔克先生说：“管道试压时，我们

将压力加到了 150 磅 / 平方英寸，保持了一晚。第二

天一早来看，压力还是维持在 150，泄漏量为 0”。

由于水平定向钻进法比明挖法干扰小得多，许

多当地居民都是在工程完工之后才得知本项工程

开工的。Vickle 先生说：“当一些居民打来电话，强烈

反对即将对他们生活产生施工干扰时，我非常得意

地回答他们，就在他们的脚下，自来水管道不但已

经铺设好了，连试压和试水也都全部完成了”。

李山 校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 2008 年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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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拉斯维加斯市区，要想进行任何的道路

工程，都得花费大量的精力协调各方关系。自然，要

在市中心铺设 4500 英尺光缆，其中的艰辛就更加

可想而知了。费歇尔公司的 B.汤里维施工队就承担

了这样的一项工程。

为加强已有的光纤网络，AT & T 公司须新建一

条长途光缆，在与世界上最大的通信与网络运营商

Level 3 公司之间构建一个备用光纤网络。该条线路

的建设将大大提升 AT & T 公司的光纤通讯能力。

由于是备用线路，该条光缆将暂不与任何设备连

接。受 AT & T 公司雇用，费歇尔公司承担了该项工

程的施工。

费歇尔公司是一个家族控股的地下管线工程

承包商，其总部位于美国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

在美国 11 个州共设立了 23 个办事处。公司由 K.费

歇尔先生于 1936 年创立。2006 年，费歇尔公司收购

了拉斯维加斯本地一家长期从事地下工程的凯瑟

尔通讯工程公司，从此进入拉斯维加斯工程市场。

在本次工程开工之前，费歇尔的施工队刚在 15 号

州际公路西侧的内华达州沃姆. 普林斯市完成了

7500 英尺的光缆铺设，拉斯维加斯市内的这项

4500 英尺光缆铺设，就是该项工程的继续。需铺设

的光缆线路位于拉斯维加斯大街北侧，沿拉斯维加

斯大街一直通往查尔斯大街。

B. 汤里维是费歇尔公司的拉斯维加斯片区经

理，他说：“该项工程的麻烦事很多，我们不但要与

市、县协调，还得与内华达州的运输部门协调”。由

于施工期间还有一条 7000 英尺长的道路改造工程

也在进行，费歇尔施工队不得不与其它承包商协调

日程安排，最后得到的总工期只有三周半的时间。

图 1 开挖工作坑以击碎和穿过钙质层

1 工程开工

AT & T 公司的光缆工程 2007 年 9 月就开工

了，总共需要钻进 12000 英尺钻孔来铺设共 70000

英尺的光缆，同时还须埋设电缆标志桩和修建 5 个

检修井。

B.汤里维先生说：“从总的情况看，在拉斯维加

斯市区施工非常麻烦”。不仅是前期设计就花了不

少时间，现场施工准备也十分繁琐。施工人员对每

一个工点都得进行管线勘查，在预计钻孔轴线上标

出已有地下管线的深度和距离，然后将所有的地下

管线信息输入 Vermeer Atlas 钻孔设计软件，该软件

可生成一个可视化的地下管线图。根据已有地下管

线数据，该设计软件可自动生成一个钻孔设计轨

迹，用以指导施工。设计的钻孔轨迹采用两种方式

输出：一是在屏幕上以平面图和剖面图表示，另一

是采用表格以每根钻杆应达到的深度和倾角表示。

“西南天然气公司要求，钻孔距他们的主干管和支

线管至少应分别有 24 英寸和 12 英寸的距离”，汤

在拉斯维加斯钻进钙质层

张统得 译

摘 要：在拉斯维加斯市区施工有两大挑战，一是城市拥挤，协调费力；二是地层中有一层钙质层，钻进困

难。费歇尔公司经过艰苦协调和开挖穿过钙质层克服了困难，取得良好施工效果。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钙质层，管线铺设，光纤网络，非开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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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维先生说，“如果我们输入了所有地下管线信息，

该设计软件就可给出钻孔轨迹距已有地下管线的

全部深度和距离”。

全部钻孔设计完成之后，费歇尔施工队就开始

了进场施工，采用 Vermeer D36x50Ⅱ型水平定向钻

机，铺设 3 根直径 1.5 英寸的 HDPE 光缆套管。

在拉斯维加斯地区施工，最常见的钻进问题就

是钙质土。这是一种在土壤内或上部由于地下水中

碳酸钙沉积而形成的一层不透水硬化壳。该层质地

坚硬，钻进困难，钻工一般都不愿穿过此层。

“我们所用的钻头能够在硬地层中钻进并控

向”，汤里维先生说，“这使我们就能够正确地进行

钻孔施工。为避开一条天然气主管，我们必须钻到

22 英尺的深度，才能与其保持规定的间距”。

在一个工地，他们钻遇了淤泥地层，在这里将

钻头更换为标准的 5 英寸直径鸭嘴钻头，从而正确

地达到了在软地层中控制钻孔轨迹的要求。

2 钙质层钻进

拉斯维加斯地区的钙质层相当坚硬，硬度可达

6000 到 12000 磅 / 平方英寸，这往往使钻工们不得

不在中途改变设计轨迹。

汤里维先生说：“这种钙质层阻碍了我们向下

钻进。要保证钻孔成功，我们必须保持设计的倾角

和深度，但钙质层似乎不让我们钻穿它。因此，我们

不得不开挖一个长约 10 英尺、宽约 18 英寸的沟

槽，采用液动锤将其击穿打碎”。

汤里维先生解释说，这个沟槽也用作入射工作

坑，它使得钻孔进可在这层厚 18 英寸、距地表仅 24

英寸的硬壳之下进行。

为铺入光缆套管，需要的钻孔直径大于 5.5 英

寸。汤里维施工队在导向孔施工完成后，采用一个

直径 6 英寸的凹槽式硬地层扩孔钻头扩孔，然后再

反拉铺入 3 根 1.5 英寸的 HDPE 套管。套管铺入后，

他们还要将孔间套管连接起来。施工中，除了在淤

泥地层钻进为维护孔壁稳定而增加了某些添加剂

之外，使用的都是标准的 EZ 型膨润土泥浆。

汤里维先生说：“本工程平均钻孔长度为 450

英尺，最长的达到 550 英尺，短的也有 250 英尺”。

他还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们是第一家真

正购买了全套小型定向钻进设备的承包商。同国内

其它地方相比，拉斯维加斯的定向钻进市场还比较

落后”。

“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人都能理解，我们不但为

客户节约了资金，也大大方便了公共交通”。汤里维

先生说。

本工程是 AT & T 公司一个三阶段建设项目的

第一阶段，费歇尔公司的合同金额为 570，000 美

元。汤里维先生估算该工程将需要 20 天左右时间，

其中有 19 天在每个工地都需要 18 名施工人员同

时作业。

“后续工程的工作量更大”，汤里维先生说，“但

那是以后的事了”。AT & T 公司是费歇尔公司的长

期客户之一，其它客户还有 Verizon Business 公司、

Nevada Power 公司、Level 3 通讯公司、Cox 通讯公司

和 Time-Warner 电话公司。

3 经验与建议

根据自己的经验，汤里维先生对含钙质层地层

的钻进施工提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应尽可能地避开它”，他笑着说，“大多数

的钙质层是成层状分布的，事先搞清它的位置，对

钻孔的成败非常重要。一旦钻遇钙质层，要想保持

设计的深度和倾角是不可能的。通常，你只有采用

开挖的方法以穿入钙质层之下或穿出钙质层之

上”。

他补充说，由于钙质层中往往胶结有长石和石

英砂砾石，所以其研磨性非常强，这使其与常见的

土层和岩层有很大的差异。

“钻遇钙质层时，操作者应当知道：不能造斜，

也不能硬顶。要想在该层进行控向，不但没有可行

性，工期也不允许你一直熬下去”。

在拉斯维加斯施工，费歇尔公司遇到的最大挑

战还是与州、市、县各级形形色色的机关及社会团

体进行工作协调。“安全就总是大家非常关心问题。

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可以确保施工人员、客户和社会

公众安全的万无一失的方案”。汤里维先生说，“此

外，为方便车辆和行人交通，我们还采用了夜晚施

工的方法，将麻烦降到了最低”。

李山 校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 2008 年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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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imDril 国际公司最近向美国推出一种专门为

水平定向钻进开发的新型陀螺导向仪。

SlimDril 公司执行副总裁 J. 克劳德称：“这种新

型 Drillguide GST 型导向仪采用了高精度陀螺传感

器（±0.004°），可相对地球的真北方向进行准确测

量，而不会受到自然的或人为的磁异常干扰。据我

们所知，Drillguide GST 型导向仪是目前用于水平定

向钻进的精度最高的导向仪，也是唯一一种专门为

水平定向钻进设计开发的陀螺式导向仪。

克劳德先生说，在当前导向仪都是基于磁测量

的情况下，Drillguide GST 型导向仪的效率更高，实

用性更强。那些基于磁测量的导向仪在使用前都需

要对施工工地进行一次全面的场地调查，以查明各

种电力电缆造成的磁异常，接下来在跟踪孔内仪器

时，还要消除这些磁异常导致的电磁干扰。

“这种 GST 型导向仪最大的优点是随钻条件下

的传感器稳定性”。克劳德先生接着说，“由于其传

感器非常稳定，随钻中几乎是连续不断地与地面通

讯，所以 GST 型导向仪可在钻进中为地面操作人员

提供实时的、高精度的钻孔方位角和倾角参数，有

利于在需要时进行及时的纠斜操作”。

该导向仪的软件还可与设计钻孔轨迹匹配，及

时给出导向仪测出的实际轨迹与设计轨迹之间的

偏差，使钻工能够更精确地按照设计轨迹钻进。克

劳德先生说，这在地下管线密集的地段

和一些敏感地区是特别重要的，目前其

它的仪器还难以达到需要的精度。

SlimDril 公司将在 2008 年 1 月

29-31 日在亚特兰大 Cobb Galleria 会

议中心召开的“国际地下工程技术研讨

及展览会”上，首次向北美推出这种

GST 导向仪，SlimDril 公司全权代理

Drillguide GST 型导向仪在南美及北美

的销售业务。

“虽然对美国来说这种仪器还是新

的，但它已是一个成熟的产品”。克劳德

先生说，“该仪器是由设在荷兰的 Drill

Guide 公司应用美国与欧洲的最新技

用于水平定向钻进的新型陀螺导向仪

Jeff Griffin 著 揣东明 译

摘 要：荷兰 Drill Guide 公司应用美国与欧洲的最新技术开发出一种名为 GST 型的新型导向仪，其采用高精

度陀螺作为传感器，有线传送信息，不怕磁干扰，也不用在钻孔轨迹地面设置人工磁场电流栅格，可用于地磁异常

地区和不允许人达到地方（如水面、河底、湿地保护区等）的穿越工程施工。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导向仪、陀螺仪、钻孔测量

图 1 休斯敦港口区穿越现场。此处化工厂、地下管及高压电杆密集，

GST 导航仪在这里克服了磁干扰和地面无法达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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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开发出来的，已在欧洲使用了两年多，并已成为

了欧洲水平定向钻进市场的领头羊。SlimDril 公司

使用该仪器已经在美国完成了几项工程，其中包

括：穿越休斯敦港口区、化工厂、地下管线、铁路和

受保护的湿地”。

得克萨斯州的 Isaachs 定向钻进公司最近也

使用 GST 导向仪完成了一个国家滨海湿地保护区

的穿越工程。该工程项目经理 M. 斯卡格说：“与用

其它类似导向仪一样，GST 导向仪也采用有线系

统。但是，它却不需要在钻孔轨迹地面设置人工磁

场电流栅格就能很好地工作。我们还在寻找更多

的这类场地条件限制磁性仪器使用的工程，让这

种新仪器发挥更大的作用。

李山 校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 2008 年 1 期

图 2 国家滨海湿地保护区的穿越工程现场。此处钻孔进、出口坑

之间的地面禁止人员进入，因此无法设置人工磁场电流栅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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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在的承包商导致钻进过程中的钻屑问

题变得更难。这种情况并非罕见，承包商发现自己

与地方当局的争议，被指控非法在田地和沟渠中排

放钻井液。

钻进排渣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垃圾填埋场不能

有任何含有自由液体，它可以使卡车进去和离开填

埋场时陷住。严重破坏垃圾填埋场的渗滤液收集系

统，该系统是收集堆填区残留物的分解废物液体和

雨水。唯一的可以选择来防止泥浆造成损害的方法

是把原材料转换成固体废物，使它更易于处理。

垃圾填埋场使用的确定自由液体的标准测试，

被称为油漆渗透测试。油漆过滤器（像你在任何五

金店发现的）加入要被加以处置的材料，放在量筒

上记时 5 分钟。如果五分钟后没有液体流入到量

筒，该材料被认为是没有自由流体。

1 油漆过滤试验

由于高额的费用，在油田钻进中主要选择钻屑

的降水偶尔用于大孔径的河流穿越工程。降水通常

需要使用凝结剂或是酸来降低钻井液的 PH 值来凝

结稳定膨润土和钻削的悬浮。在凝固过程中，你可

以立即看到在样品材料中会释放出一些干净的水。

加入凝结剂之后，适量的絮凝剂（适当的离子

电荷和分子量）与水在混合池中混合以达到所需的

浓度，然后达到在精确的剂量后混合到钻井液中

（剂量过高或过低都不会取得预期结果）。絮凝物质

后来应用到液体 / 固体分离的机械方法，如卧式离

心机在离心力大约 3000 倍重力时把材料分离成干

净的液相和单独的干的固相。

简单的把絮凝剂放入到泥浆池中不能达到预

期的结果，同时会产生比它能解决的更多的问题。

钻屑的脱水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好留给那些既熟

悉操作卧式离心机又熟悉使用絮凝剂和脱水设备

的人。因为絮凝剂的剂量和种类根据工程的不同需

要而变化。卧式离心机是非常昂贵的同时需要额外

的发电机来带动它。

2 钻削脱水

凝结是膨胀剂或吸收剂加入到自由液体使材

料经过油漆过滤测试达到垃圾掩埋法的要求。在过

去，像水泥材料，水泥灰，粉煤灰，甚至木屑都用来

做凝固材料。这些材料大大增加了废弃物的体积，

增加了运输和处理费用。这些凝固 / 膨化剂需要大

量的劳动，并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机器（如挖掘机或

打洞机）。

如今新高科技凝固剂应用到钻井工业，使得凝

固变得更有效率。一个例子是 PitDry ，CETCO 钻井

试剂需要最大剂量控制在百分之二以下，钻屑中固

相含量可低 0.5%。

这种类型的试剂需要使用专门的泵 / 混合部

件，它可以从泥浆池中抽出钻屑，试剂的确切剂量，

流入到一个深坑，大约 10 分钟在自动倾斜卡车或

滚装箱中将完全凝固。这个自成一体的小型便携凝

固系统处理速度 80 加仑 / 分钟，小到足以放进皮卡

或者拖车。这凝固试剂也可以处理各种材料含有碳

氢化合物和氯化物等污染物。处理后的材料继续干

钻井液解决定向水平钻进的钻屑问题

George M. Dugan 著 冉灵杰 译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非开挖施工中钻井液的功能和后续的处理技术问题。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钻井液、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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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和缩水很久以后凝固，从而进一步减小了废弃材

料的体积。

3 一个案例的研究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部山麓，一家加拿大公

司自 1992 年成立以来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经营者

不断地投资于该地区，并于最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东北地区的最大的城市西北圣约翰堡开发了新

的天然气生产井。

新井位于海拔 4600 英尺的硬的山脉地形。可

行的连接井和使产品运输出去的方法是将管道穿

越群山；自然景观和环境问题意味着翻越或绕过山

区根本不是一种选择。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采取管道

穿越山区。

Alberta-based 水平井钻井项目管理公司，专门

铺设管道，自然地形要求签订合同，监督施工的管

道。钻探服务公司签订合同，以完成钻探工程的一

部分。

该项目的挑战是如何处理将产生的大量的钻

屑。用卡车将废钻井液运出该地区在经济上是不可

行的，唯一的选择是在现场处理钻屑。

除了在经济上是可行的之外，现场处理还减少

车辆使用有益于环境。

该计划的目标是处理钻井液和钻屑达到加拿

大公司的高环保标准的水平，在现场干燥留下的固

体，使用的是 PitDry 泥浆凝固产品。

PitDry 是唯一快速把液体钻井液转换成可掩埋

的固体的产品，甚至是在环境敏感的地区像不列颠

哥伦比亚省南部山麓。这是一个独特的过程，加

PitDry 试剂的时候，操作者只需通过一台 PDA-300

混合机泵入流体。流出物很快干燥成固体，然后可

与土壤混合在现场掩埋。

虽然 PitDry 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解决在钻屑和

液体方案，该项目仍面临着进一步的环境挑战 - 挑

战自然。

共有 7 个山丘不得不穿越，斜度 28 度，现场凝

固处理系统是一个自身的挑战。此外，管道穿越

Caribou 路径，这意味着所有的清理工作必须在承包

人离开现场至动物抵达该地区的 10 月期间之前完

成。

更多的挑战是自然，一个月的降雨使该项目的

施工情况更加困难，延迟了初步的部署。这种结合

需要移动绞车设备和人力的向上和向下的山区，造

成了用了 3 倍长于原先预期的时间，使从一开始就

在有限的时间框架内的项目进一步增加压力。尽管

存在这些挑战，该项目还是顺利和及时的完成。

在项目高峰期，CETCO 加工设备每小时处理

20 多立方米的废物。总计现场处理了 700 立方米的

泥浆，PitDry 方法处理相当于 184800 加仑和 795 吨

凝固物质。

尽管当地贫瘠的自然土壤，PitDry 方法证明是

非常成功的，超越所有的参数，应用 3:1 混合，掩埋

和覆盖过程，包括所有 microtox ，SAR，EC 和沥出物

试验。

所有的设备使用情况都是按计划进行，该项目

是按计划在驯鹿抵达之前完成。该项目既符合成本

效益也有利于环境。它使加拿大公司开发新天然气

井成为一个更可行的选择，并达到了承包商的目

标，对环境也是友好的。

结果天然气产品通过新的管道将向英国哥伦

比亚省的政府产生税收，这是致力于投资石油和天

然气的收入，同时保护了自然遗产。

朱文鉴 校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200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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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年中，Mich 洲 Niles 市的 Selge Construction

公司一直从事建设业务，并在西南密歇根州南本德

工业区建立了声誉，成为最受尊敬的基础设施承包

商。Selge Construction 公司是 Mich 洲的一个综合业

务公司，专门从事市政下水道和供水系统，低压下

水道系统，混凝土路面和平地工作。董事长 Marv

Selge 伴随着生意长大，于 1992 年从他的父亲手里

买到了这个公司。在供水和排污工程业务方面，

Selge 公司发生了重大变化。该公司确保他的工作人

员都配有最新的技术，以跟上供水和排污公用事业

业主和经营者的需要。

除了传统的明挖建设外，Selge 员工使用钻孔、

顶进和水平定向钻（HDD）来进行地下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

“我们有能力处理许多在地下施工经常遇到的

困难的挑战。”Selge 说“为了配合土体中安装管道，

我们安装了各种升降机站，规格大小为直径 6ft 至

10ft 不等。我们能够承接一些许多承包商不能做的

项目。”

Selge 一直关注市场变化和市场环境。目前

Selge 正在积极参与安装低气压下水道和磨床泵系

统，来为该地区湖泊附近的许多农村家园服务。

Selge 说，为了对主动改善农村湖泊、河流和河水质

标准做出反应，正在安装的这些系统可以解决其中

的几个问题。

“通常情况下，”他解释说，“这些湖泊周围的住

房和小屋彼此接近，并且埋在地下水位下的化粪池

都已十分破旧。从这些坑内流出污水能渗透到湖泊

造成污染，并增加杂草和藻类的。”

Selge 说，由于位于许多湖泊城镇和城市范围以

外，成立了区域性下水道行政区，负责设计、建造、

运营和维护这些低气压磨粉机泵系统。

典型项目包括在每一个居住区安装一个小型

粉碎机站和控制面板，从化粪池到主干管线的线服

务管线，收集化粪池流体的主干管道，将污水输送

到处理厂或到附近现有的排污系统的大型升降机

站和动力站。

“我们已经安装了只有 68 个研磨池的系统以

及有 500 多个研磨池的大系统。”Selge 说，“项目的

第一步是安装 HDPE 服务管线———直径通常为

1.25 至 2 英寸———从拟定的主干线处到研磨站。一

旦所有的服务管线全部安装到土体中，接着员工便

安装主干污水处理线，通常设在避开道路的地方。

在安装完主要管线后，工人然后在预定的位置安装

磨床站。在磨床站的外面通常要装一个限停止阀以

及一个多余的的单向阀。”

“在湖区项目中”Selge 解释说，“常常是一家挨

着另一家在这么的近，所以我们经常在狭隘的现场

中工作，进行环境美化，有时磨床站位于湖边的房

子处，设备就很难到达。经常在一个项目中，我们能

看到各种不同的土体条件，从沙子，砾石，粘土和淤

泥，到泥炭，泥灰岩和淤泥。除了不同的土体条件

Michigan 承包商采用HDD来保持生意发展

Jeri Briegge 著 刘丰敏 译

摘 要：Selge Construction 公司在 Mich 洲安装低气压下水道和磨床泵系统的实践证明，HDD 应用于城市

景观、房屋之间和狭窄的地段铺设服务管线和主干管线，降低了对地表面的景观损害，从而尽量减少了在管道安

装完成后的恢复工作。另外，在高地下水的情况下，HDD 无需像明挖所要求的那样大量降水。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技术、管道安装、景观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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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09 年

外，我们经常在地下水位很高，尤其是接近湖泊的

地方工作。”

图 1 水平定向钻进施工现场

对于这些和其他原因，Selge 说，在该公司的低

气压磨粉机系统建设项目中 HDD 发挥了关键作

用。

“定向钻井减少了在连接处和磨床站的位置所

需的开挖量，”Selge 说，“HDD 使我们在城市景观、

房屋之间和狭窄的地段铺设了服务管线和主干管

线，在这些地方，常见的明挖行动是不允许的。HDD

降低了对地表面的景观损害，从而尽量减少了在管

道安装完成后的恢复工作。在高地下水的情况下，

HDD 无需像明挖所要求的那样大量降水。

在这些项目中 Selge 人员常用的 HDD 设备包

括 Ditch WitchJT2020 和 JT2720 钻机。

JT2020 紧凑的尺寸使它十分适合许多低压下

水道项目的工作环境。那个 JT2720 能提供足够的

动力，可以完成主干管道的长距离铺设。在所有的

管道都铺设完成后，Selge 员工要将过服务管线和磨

床站连接起来，并通过在主干管线上融合分支管来

连接到主干管线上，完成了这个低压磨粉机系统。

主干线上装上龙头，最后将服务管线烧结在主干线

的分支鞍座。

Selge 指出，对于 Selge 建设———公司利用定向

钻井技术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该公司是该地区最早

认识到 HDD 在供水和排污管道工程中的潜力的管

道工程承包商之一，而且 HDD 铺管的好处绝对不

仅仅局限在低压下水道铺设方面。

“最近我们为 Niles 镇安装了长 28000ft，直径

12 英寸的主干水管。”Selge 表示，“这项工作最初是

按明挖的方式招标的，但整个项目所都使用 HDD

进行铺设。使用此方法，它对繁忙的商业的扰动减

少到最低限度，并将恢复工作和重新开业降低到几

乎为零的限度。

“我们还利用 HDD 完成穿过河流的市政供水

和排污水管，我们还使用 HDD 在重力下水道作业

中铺设主干管道水管及侧管。这对繁忙的交通街道

和高速公路产生最少的干扰。”

随着国家更换和修复老旧市政管道的需要的

增加，Selge 希望他们的公司能够保持各种工程业务

的繁忙，并且希望低压管道系统的需求继续增加。

并接，如果基础设施假设不够 Selge 工作的话，

他们将继续从事一些铺路工程，他们在那个行业中

也获得了很多顶级的奖励。

张培丰 校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 2008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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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 10 年，水平定向钻（HDD）工业中的固

相控制设备已经走过了漫长一段。现在泥浆系统被

认为是成套钻机设备的重要部分。我们即将看到泥

浆系统马上会有一个飞跃。

泥浆系统的市场注意到 HDD 承包商是为了在

固相控制，钻井液和废弃物处理相关问题中保持领

先，他们在工作中采用的新技术明显增加。近期，

Kem-Tron 技术和 Parker Lane 钻进、Euless、Texas 一

起工作，来处理一些重度失控而产生的废泥浆问题。

DFW 大都市完全是一个钻井项目的温床，这是

由在 Barnett 页岩中勘探油气活动而造成的。典型的

土体地层条件为硬岩、砂岩。几乎每一个钻孔都包

括一些坚固的粘土。这些粘土往往在自然中十分容

易发生反应，并且在水化和机械作用下很快便破碎

下来。这种破碎导致很多的钻井液相关问题。

和粘土破碎相关的最明显的问题是泥浆密度

的增加。采用的净化系统的性能随着筛选面积的大

小与利用的网格数量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异。可用于

岩石破碎的密网是性能的基础。如果目的是为了尽

快清除粘土以防止设备损坏，则离心泵、水力旋流

器、泥浆枪和料斗、筛网格数是关键。

控制泥浆密度的措施是废除和稀释泥浆系统，

以使泥浆不出现饼糊状。更好的措施将是废弃整个

泥浆，并开始新的，但这样所需的费用阻止了这一

行动。稀释的问题是产生出更多的钻井废物。一旦

粘土发生坍塌并分散小于 20 微米的颗粒，它们便

很难通过常规的设备清除出来，并且将稀释水变成

了更重的钻井废弃物。

重钻井液造成钻孔失稳，因为重钻井液引起环

空速度和孔底压力增加，这常常减小钻进速度及钻

井液携带能力。Parker Lane 正在处理这些问题，但

是它更关心停钻和废弃物处理。

在 DFW 地区工作时，Parker Lane 的工人们发

现他们每天都使用两辆卡车整天的向外运送废弃

的钻井液，大约 1 到 2.5 个小时就是一次。因此，将

燃料费，劳动力、废弃物和责任放到一边，花费在运

送和等待上的时间造成了停工是很大的花费。

为了对付这个问题，Kem-Tron 操纵它的 KT -

1448 离心机，它能够清除 2 微米的碎屑。增加离心

机，将用于控制泥浆密度，提高机械钻速，并减少井

下压力和防止压裂地层的风险。试验孔钻了两天，

没有引起任何大量的粘土水化，除了孔深要求外也

没有多补充水。

据 Brent Lane，员工们将要运送 12,000 至

20,000 gals 的废弃物，只是为了完成试验孔。和

Parker Lane 人员闲谈了解到，对典型的钻孔，水泵

压力从开始工作将逐步增加到 100 至 150 磅，而此

时钻井液已经变得携带了如此多的固相和如此之

厚，以至于它们需要被换掉和运走。这个对 KT-

1448 是个证明，水泵压力从未超过 50psi，钻探作业

能够连续的运行，而无需等待水来配置新的泥浆或

运输废旧泥浆。

离心机的使用在泥浆工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Chuck Skillman 著 刘丰敏 译

摘 要：重钻井液由于引起环空速度和孔底压力增加而造成钻孔失稳，这常常减小钻进速度及钻井液携带能

力，增加离心机，将用于控制泥浆密度，提高机械钻速，并减少井下压力和防止压裂地层的风险。Parker Lane 钻了长

度超过 1500ft、直径为 24 英寸的钻孔，从钻孔到回拖管线仅仅短短的七天，离心机的使用在施工中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固相控制、离心机、水平定向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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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泥浆离心机除砂系统

ParkerLane 经营着一台 330,000lb 的钻机，正在

运送大量的 钻井液，超过 了 300 至 400gpm。

KT-1448 有一个 180 至 200gpm 的液压等级，当处

理高固相含量钻井液时，实际上将只有 80 到

120gpm 的处理能力。尽管循环的液量和 KT-1448

处理能力之间的有差距，但这个设备是成功的。在

大多数 HDD 项目中很少考虑粒子分布，但很显然

在 DFW 地区，粒径在 25 微米以下范围内的固体占

有很大的百分比，也称为低重力固体。

正常运作将使这些低重力固体在流体积累，并

成为主要粒径。利用离心机，ParkerLane 能够持续不

断的条件下通过捕捉 2 微米以下的低重力固相

（LGS）以防止聚结，并不再进入循环。

因此，尽管流速不同，很明显，在连续处理 LGS

的基础上，流速不是考虑的最关键的因素。

为了进一步解释离心机，有几个组成部分需要

考虑：转筒速度，向心力，卷轴，泵的类型和排量。旋

转筒速度约为 2500 至 3000 转 / 分，并产生 1200 至

2000 的向心力。通过 3 英寸软管钻井液被引入到转

筒中。离心力开始作用在流体上，并将固体投掷到

转筒的外面。一旦固体开始变成一个泥饼，他们与

卷轴一起做螺旋运动，直到转筒排放的末端，在那

儿离心力使固体甩出，并在重力的作用下下落，通

常先掉到滑板上，然后掉在地上。当使用 2,000gs 的

离心力时，相对于泥浆系统的典型的废弃的水化粘

土，废弃的固相非常的干燥。

Kem-Tron 采用螺杆泵（PC）将钻井液泵送到转

筒中。螺杆泵能够不断提供压力而排量的波动却很

小。为了离心机效率的最大化，泵送压力和排量应

保持不变。螺杆泵还可以容易的控制进给速度。在

几秒钟内，前端土体的条件，给进速率可通过泵的

情况判断出来，而不必靠捏阀或推测排量。

图 2 振动筛、离心机泥浆除砂系统

排放离心机的液体也是一个重要的过程。废液

被排入台架中，并通过 PVC 管或软管垂直返回到循

环系统中去。

ParkerLane 的员工和 Kem-Tron 的示范被认为

是一项巨大的成功。ParkerLane 钻了长度超过

1500ft 直径为 24 英寸的钻孔，从钻孔到回拖管线仅

仅短短的七天。全孔没有一滴钻井液被作废运走。

泥浆比重从未超过 9.0ppg，泥浆系统的含沙量保持

在低于 1/8%，粘度保持在要求的 50 至 55 秒。

除了钻孔取得成功外，ParkerLane 还在附近运

行了一台 10 万英镑的钻机。这些员工完成了 400

英尺的钻孔，却运走和倾倒了 330,000 磅的废弃钻

井液。只要有一台离心机，Lane 能够捡回这些泥浆，

并进行清理，并避免两个钻机产生废弃钻井液。

当处置成本和钻机的磨损部分非常昂贵时，当

垃圾倾倒场太远时，或者只是想保持您的钻柱正常

运转，购买离心机可能是您的下一个步骤。

张培丰 校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2008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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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的发展规模，其基础设施也必须扩

大，以适应新增加的人口———在人口迅速成为现有

的结构太大的负担之前。这种情绪对华盛顿州东部

西雅图的贝尔维尤证明就是如此，因为它的市区经

历了快速发展。在过去的几年里，这座城市开展了

很多的建设项目，以期有更多的办公室，住宅和零

售业。

虽然经济的增长是有希望的，快速建设和发展

导致了需要升级 King 县 Bellevue 泵的能力，因为新

的工程增加了泵站的流量。为了在需要成为一个严

重的问题前得到满足，在 king 县资源部与公园—废

水处理司寻求承包商和工程师策划了一个方式，以

提高泵站性能，却不对城市市

区造成重大破坏。

改造设施将包括安装一

个新的 5300-1 英尺，直径

24in 的卫生下水管道，主要设

计用于处理增加的洪峰流量，

从 11.03 提高到 14.17mgd。为

了保持该项目经济上可行和

和避免扰动任何地上结构，选

定采用水平定向钻（HDD）为

安装方法。为了正确安装该主

管道，项目需要通过使用 32

英寸钢套管和 28 英寸高密度

聚乙烯管承运管来安装一个

两节的结构。

由于该项目需要在密集狭窄的城市边界钻如

此长的孔，充分的规划和恰当的设计很重要。为了

在复杂的环境中处理这种规格的项目，通过公开订

约过程，Jacobs 工程集团被评为设计方和 Michels-

DirectionalCrossing 公司被定为施工方。

在项目的设计阶段，设计方决定两个先导套管

专门用于特定的钻孔，一个用于第一个通道的西

段，另一个用于第二通道的东端。在建设合同中也

包括沿 HDD 管线布置沉降监测点，并且交叉法被

选为两段 HDD 管线的方法，作为 Michels 计划的一

部分。在回拖处采用了一个 120 万磅的钻机，在顶

管处采用 33.000 万磅的钻机。

Bellevue 泵站动力钻机

Pam Stask 著 刘丰敏 译

摘 要：华盛顿州东部西雅图的贝尔维尤基础设施改造包括包括安装一个新的 5300 - 1 英尺，直径 24in

的卫生下水管道，为了保持该项目经济上可行和和避免扰动任何地上结构，选定采用水平定向钻安装方法。

关键词：城市改造、管道安装、水平定向钻

图 1 穿越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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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是 3800in 长 200In 深的隧道。钻进是在

几处重要繁忙的结构处实施的，包括多层公寓、

Bellevue 高中、一些私人住宅和一个庭院建筑物。

“3800ft 长的钻孔边包括一个 200ft×24ft 面积

的住宅大街，有一个巨大的公寓位于距 120 万磅钻

机的前面约 75ft 的地方。”MartyNoble 的项目代表解

释道，“这个附近必须安装一个 20ft 高的隔音墙，以

阻止偶尔的昼夜施工的噪声。”县里的社会关系的

推广计划给予居民可以了解建设的各个阶段的实

时信息的权力。

第二节包括一段 1000ft 长，405ft 深的管线。为

了顺利的完成这段钻孔，由于钻孔末端土体条件较

差，地下水位又高，员工通过一个气动锤施工那段

270ft 的钢制导管。该工程于 3 月 15 号顺利的完工

了。

“Bellevue 泵站主要动力工程证明了在城市环

境使用 HDD 的优越性，这种城市环境可能以前从

来没有遇到过。”Noble 说“这项工程的成功是一项

积极的证明：对于直辖市，给定适当的土体条件，一

个高效的设计和工程承包商的情况下，两点之间最

短的距离实际上是直线，无论这两点之间有什么。

张培丰 校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 2008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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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位于京津唐经济圈中的重要位置，虽然

整个城市的全面建设历史有限，但是作为市政建设

领导着眼于未来，在对国内外已经发展比较成熟的

城市的参观学习后，做出要到廊坊市进行全面地下

管网改造的利民工程。针对传统意义上的开挖等施

工工艺已经不能满足市政工程施工的要求，因此，

经过多次专家论证，确定采用非开挖技术对城市地

下管线进行改造。而作为国内非开挖引进、研究、发

展和应用都处在前列的中国地质大学，具有很好的

技术优势。为了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我们作为廊

坊市雨污管网改造试验段的技术咨询的身份对整

个试验段进行技术指导，根据城市规划和设计，在

2008 年 5 月开始在廊坊市区进行非开挖管道试验

段施工。

廊坊市雨污官网改造非开挖试验段主体工程

位于和平路（步行街 - 爱民道）和东外环（解放道 -

光明东道）两个试验施工场地。工程分为 DN400mm

的 HDPE 非开挖拉管和 DN1500mm 的混凝土管道

顶管，施工长度分别为 710m 和 673.1m。

1 工程概况

河北省廊坊市雨污分流工程是 2008 年廊坊市

城市建设改造的重点工程，是市政府改善人民生活

环境、建设和谐社会的实事之一。经过专家论证会

确定由浙江绍兴磐石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对顶管工

程进行施工。试验段采用采用非开挖机械化手段进

行管道铺设施工，泥水平衡顶管施工工艺进行管道

敷设，试验段的目的通过试验段施工，为取得廊坊

市非开挖施工的技术数据，便于指导今后大规模管

道改造施工。

东环路污水管道工程试验段位于廊坊市东环

路，全长 1144m。建设主要内容包括 φ1500 砼 F 管

污水输送管道 673m、顶管工作井 3 座、顶管接收井

4 座、井内检查井 12 座、竖直检查井 9 座。最长

133.15 米（P74-P76），最短 63.97 米（P67-P68），根

据工作井所处位置地质的承载力数据分析护壁工

作井能满足顶进要求。为最大限度地降低顶管顶进

中的阻力，DN1500 段顶管采用 φ1500 口径的泥水

平衡顶管机施工，顶管掘进机头外径为 φ1820mm，

全程采用 >0.2MPa 触变泥浆注浆。

试验段施工区域勘察报告中分析，地层有承压

水存在，表 1 是施工区域内各地层透水系数表，在

施工深度 7m 区域存在一个较为深的承压水层，对

工作井及接受井的施工造成一定影响。

本试验段为污水管道顶管工程，以顶管为主，

主要完成 DN1500 钢筋砼顶管 673m 及所有的配套

构筑物、辅助设施，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对该地段施

工实际情况的分析了解，取得试验数据，得出工作

井设置与土层、顶距与注浆，顶力与顶距等关系曲

线，从而为下一步工程的展开提供依据。顶管机主

摘 要：本文详细介绍了廊坊市排水管网污水改造工程中顶管施工试验段的施工技术，从钻前准备、施工设计、设

备选型、工作坑施工、顶管施工进行了说明，最后对施工进行了分析总结，给出了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和施工经验。

关键词：非开挖、排水管网、顶管

廊坊市排水管网污水改造工程

王兆铨 1 张雅春 2，3 朱文鉴 4
（1．浙江绍兴磐石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 311800；2．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 河北廊坊 065000；

3.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研究生院 湖北 430074；4.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 北京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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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准备

在对工程设计和施工方案确定之后，施工具体

工作也相继展开，在对顶管工程施工的主要准备工

作包括：工作井及接受井施工、设备进场和安装。

2.1 工作井及接受井施工

在进行顶管施工前，工作井构建是前期施工准

备工作中的关键内容，因为工作井及接受井都将是

后期进行顶管施工的主要作业场所，井身结构的合

理性及可靠性都对顶管施工的效率等造成影响。

上文对工作井及接受井的施工方案已经进行

了说明，在这里就工作井及接受井采用沉井施工方

案的主要施工工艺做介绍，结合现场施工情况做出

相应总结，因为对于沉井施工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施

工工艺，这里着重说明的顶管施工所使用沉井井身

结构的尺寸结构做出说明。

沉井是能够有效避免地下水位影响，而进行的

地下工作井施工措施之一，根据选定的泥水平衡顶

管机型号，对工作井尺寸做出了具体要求。表 2 是

混凝土管道顶管工程中管道直径与工作井及接受

井尺寸之间关系表。

根据管道内径为 φ1500mm，确定工作井尺寸

为：6.5m×4.5m，接受井尺寸是以容纳顶管机为主

要考虑因素，井尺寸为：4.5m×4.0m。在进行工作井

及接受井施工前，对施工场地进行了有效降水，确

保在混凝土浇筑是施工作业区域干燥，以便施工为

目的。降水井分别为位于沉井四个角处，内径为

φ300mm。由于采用沉井施工工艺，对场地降水并

不像护壁井那样要求严格，只需在每一层浇筑完成

养护强度达到要求后，进行短时间内降水。所以在

沉井下沉因为降水而导致大地表沉降。

顶液压系统后靠墙为钢筋混凝土井壁，其设计承受

最大顶力为 400 吨。顶管施工段在廊坊市分布如下

图 1 所示。

表 1 施工区域地层渗水系数

地层编号 岩土名称 k（m/d） 透水性

② 粉土 0.5 弱透水性

②1 粉土 0.005 微透水性

②2 粉砂 5 透水

③ 粘土 0.005 微透水

④ 细砂 3 透水

④1

④2

粉土

粉质粘土

0.3

0.001

弱透水

微透水

图 1 廊坊市东环顶管试验段工程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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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备进场和安装

在对顶管施工主要作业场所工作井及接受井

施工完成后，便是顶管设备进场。由于顶管施工包

括多个系统，包括顶管控制系统、液压泵站系统、注

浆系统和泥浆循环系统、顶进轨道系统。下面就各

个系统的安装过程做详细介绍。

顶管控制系统是对顶管工程提供电力、液压系

统控制和顶管综合控制。顶管工程电力包括现场所

有施工用力控制开关，通过综合电力开关控制，对

现场顶管施工进行有效控制。液压系统控制是对顶

进油缸直接控制，实现管道顶进。顶管综合控制包

括泥浆调节、管道顶进坡度控制、顶进各项参数监

测等。总体来说，顶管控制室是顶管工程是“心脏”。

控制室如图 2 所示。

表 2 钢筋混凝土顶管工作井、接收井参考平面尺寸单位：mm

管道直径 管道外径 工作坑有效长度 工作坑有效宽度 接收坑有效长度 接收坑有效宽度

Ф800 960 6000 3500 4000 3000

Ф1000 1200 6500 4000 3000 3000

Ф1200 1430 6500 4500 4500 3500

Ф1350 1600 6500 4500 4500 4000

Ф1500 1780 6500 4500 4500 4000

Ф1650 1950 7000 4500 4500 4000

Ф1800 2120 7500 4500 4500 4500

Ф2000 2350 8000 4500 4500 4500

Ф2200 2580 8000 4500 4500 4500

液压泵站系统是顶管工程中液压千斤顶动力

的动力站，通过顶管控制室对液压泵站系统控制，

实现管道顶进。

注浆和泥浆循环系统是顶管工程中实现减阻

和排渣等有效途径。首先，泥浆循环系统包括场地

泥浆循环池修建，以及循环泥浆砂石泵链接。根据

施工场地的情况，对顶管工程中排出泥浆进行有效

处理，通常是采用泥浆车进行外运，避免对周边居

民环境的影响。注浆系统是通过预留顶进管道注浆

口进行注浆的减阻措施，其中对所注的触变泥浆需

要做出具体设计，以实现减阻目的。图 3 和图 4 是

现场泥浆循环系统和注浆系统的实际情况。

图 2 顶管控制室对顶管控制内容

(a)顶管控制室电力控制及泥浆控制视频窗口；(b)液压控制阀门；(c)管道顶进坡度及多项参数控制窗口

（a） （c）（b）

王兆铨 张雅春 朱文鉴：廊坊市排水管网污水改造工程顶管施工技术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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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顶进轨道安装是进行管道顶进前的主要

准备工作，根据顶进管道直径和工作井尺寸等确定

顶进轨道的施工方案，具体轨道安装尺寸可以参考

《顶管施工技术及验收规范》p43-44。

在试验段施工工程中，由于第一个工作井施工

方案上的更改，对工作井的尺寸和标高都受到影

响，对轨道安装就提出了特殊要求，安装原理图如

图 5 示。

图 4 现场顶管注浆所需设备及现场设备布置

图 3 顶管工程泥浆循环系统示意图

图 5 P74# 轨道安装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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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顶管轨道安装过程中，对出洞洞口止水圈的

安装也同时进行，止水圈是管道顶进过程中起到密

封和防止地下水进入工作井的直接措施。图 6 就止

水圈的安装做出了具体的说明。

对于预留洞口开洞过程中，由于地下水的压力

因素，需要在进行开洞前进行相应的降水等措施，

对预留洞口进行加固措施，表 3 是常见预留洞口处

理加固措施对照表。

图 6 洞口止水圈的构造

l- 前止水墙；2- 预埋螺栓；3- 橡胶止水圈；4- 压板

3 顶管施工步骤

顶管工程施工是多个系统之间协作操作的施

工过程，就泥水平衡顶管机操作规范在《顶管施工

技术及验收规范》中有详细说明，具体可参考《顶管

施工技术及验收规范》中泥水平衡顶管掘进机的操

作规范 P45 相应章节内容。

下面就顶管工程中各个系统间主要操作现场

情况做出相应分析。

3.1 工作井及接受井施工

（1）74# 工作井的施工情况

74# 位于东环路与光明东道交叉口纳百川酒店

表 3 顶管洞口加固措施比较表

王兆铨 张雅春 朱文鉴：廊坊市排水管网污水改造工程顶管施工技术

加固措施 施工方法 效果分析

注浆法

采用高压注浆泵把水泥浆及水玻璃通过地面钻孔注入

洞口土体周围，使之改善土体自身强度，从而达到加固

目的

在沙层中注浆，浆液由于受压力作用在土层分布不均匀，

容易造成结块现象，机头顶进时极易引起排泥泵堵塞

高压旋喷桩

或搅拌桩法
在洞口利用高压旋喷桩或搅拌桩加固 8-12 根封门桩 封堵效果好，但建设费用高，开顶时机头出洞缓慢

槽钢或钢板

封堵法

用打桩机或水冲法在洞口压入若干槽钢形成封堵门，

待机头顶进后再拔除
方法简单但应视钢板桩打入效果分析可行与否

降水干固法
针对东环土层的特性，可采用洞口二侧加打深水井，从

而使洞口土体自身固结
在降水效果明显的情况下，安全可行

推荐方案
1、降水法

2、钢板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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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前广场南侧非机动车道上，地面黄海标高为

12.41m，根据设计要求，道设计流水标高为 5.004，

井底设计标高为 4.35，管顶覆盖图为 5.7m，实际井

深为 8.8m。由于受周围网线光缆等限制，初步确定

井内壁净尺寸为 6.5mX4.2m 按此要求进行人工开

挖路面及结构层，放坡尺寸为 10mX8m。

主要施工步骤：路面开挖→放坡→一层护壁开

挖→标高控制→一层绑筋支模浇筑→养护拆模→

下一层浇筑→……第三层浇筑→标高控制→封底。

期间涉及到工作区域降水井的施工。下面就实际施

工中各个关键工序做一个介绍。

在对 74# 区域降水井施工，起初在工作井四个

角各自打了口径为 200mm 的降水井，经过一个星

期的降水后，发现地下动水位一直处于 7 米的位

置。于是采取增加降水井的措施，在距原先降水井 2

米位置增添了三口直径为 300mm 的降水井，深度

同样是 18 米，一定时间后，发现不同口径降水井地

下水位相差较大，Φ200 动水位依然是在 7 米～8

米之间，但是 Φ300 降水井的动水位是 12 米附近。

从地质勘查报告以及现场情况分析可以得出下面

几点结论：

① 施工区域地下水丰富，降水井所形成的降

水漏斗半径可能只在一米左右；

② 施工深度内存在三个弱透水层，之间夹层

的透水性良好,见表 4；

③ 施工区域内勘察孔深度只有 10 米，对深

层地质条件缺乏了解，对工作井的降水设计存在难

度；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降水井所排的水实质上是

距地表 9 米以下的地下水，而施工要求深度内未实

现降水。而且根据当地居民反映，施工区域原先是

一个沼泽地，城市扩建后对沼泽地进行回填，所以

出现上述降水困难的情况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 P74# 施工过程中，第一层开挖深度为地表以

下 5.4m，未出现大量地下水，顺利的进行了护壁井第

一层的施工。在进行第二层开挖时，当开挖至黄海高

程 6.4m，出现了流砂，开挖面四周出现了坍塌，为防

止出现地面沉降，采取了局部回填的方法，所以第二

层护壁井的施工深度没有达到设计的要求。

工程建设方、设计、施工和技术服务部门对出现

的问题汇总后，得出在 74# 后采用护壁井的施工方

案提出调整，未达到的深度工作井采用内层套井方

案。修改后工作井底部尺寸由原先的 6.5m×4.2m缩

小到 5.9m×3.2m，这样尺寸的工作井，对顶管设备的

安装和后期施工都是不小的挑战，施工方针对出现

的难题，根据施工经验和理论计算后，做出了相应的

解决方案，确保工程的顺利进行。

（2）72# 接收井的施工情况

接收井的施工初期与 74# 工作井的施工方案一

致，在进行第二层浇筑时，同样也出现了坍塌现象，

在迅速对第二层实现浇筑的同时，继续调整施工方

案。由于是接收井，开始设计的尺寸与工作井相比就

比较小。经过指挥部会议讨论，决定采用套井施工方

案，浇筑之后进行下沉。

（3）70# 工作井及剩余工作井及接收井的施工情

况

工期上 70# 工作井的是在前面两个井之后，参

考前面一个工作井和接受井的施工经验，决定对原

先采用的护壁井施工方案进行修改，开始就直接采

用沉井施工，沉井内尺寸为 6.5m×4.2m，分层等高浇

筑，达到强度后进行机械沉降，并进行局部降水，沉

井下沉过程中，效果良好，并且地下水对施工没有造

成很大影响。在此之后，试验段剩下工作井及接受井

都采用沉井施工工艺进行施工。常见沉井工作井和

接受井配筋和尺寸见图 7 所示。

图 7 工作井中轨道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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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顶进设备选型

本次施工设备选择了泥水平衡式顶管机械作

为应用机型，主要是考虑到泥水平衡式顶管能适

应。本工程所处位置地下水位高，管位处有粘土层、

粉砂层、流砂层，地质变化较复杂。

施工有以下优点：

（1）适用的土质范围比较广，如在地下水压力

很高，以及土质变化范围很大的条件下，均可有效

地保持挖掘面的稳定，对所顶管位四周土体扰动较

小，能保证地下水压，因此顶管引起地面沉降也较

小。

（2）与其它型式的顶管比较，泥水平衡式顶管

施工时的总推力较小，尤其是在粘土层，这种表现

尤为突出，所以特别适用于长距离顶管。

（3）工作井内的作业环境好，作业比较安全，利

用泥水管道输送弃土，不存在管内搬运，吊土等危

险作业。

（4）泥水输送弃土为连续作业，随着顶距的增

大，优越性越来越明显，顶进速度相对较快。

本工程使用的主设备是：绍兴磐石基业上虞非

开挖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的 PSD-1500 型泥水平衡顶

管机。

① 尺寸：内径 1500mm，外径 1820mm，机身全

长 4000mm，机头重量 15.5t。

② 切削刀盘：驱动主电机：2X22KW-4P

③ 刀盘扭矩：tf-m，5.0(50HZ);转速 rpm：2.96

(50 HZ) 偏心次数 rpm：23;最大破碎粒径 400 mm 容

许正面抗压力 tf/m2：50.0；

④ 纠偏油缸：纠偏电机功率：0.75KW×4P;

⑤ 单油缸纠偏力：推 32T,拉 17T;修正角度上

下左右各 2.5；顶推装置：油站型式：PS-800T;伸后全

长：1200 mm ; 推力：0～800T/31.5Mpa 推进速度：

0～80cm/min;油压电机功率：15KW×6P；

⑥ 排泥系统：进出管径：4B;送排泥泵：22KW。

3.3 顶管设备吊运和安装

3.3.1 导轨的选择与安装

导轨是在基础上安装的轨道，一般采用装配

式。管节在顶进前先安放在导轨上。在顶进管道入

土前，导轨承担导向功能，以保证管节按设定的高

程和方向前进。导轨选用钢质材料（槽钢、工字钢

等）制作，其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两导轨应顺直、平行、等高，其坡度应与管

道设计的坡度一致。当管道坡度＞1%时，导轨可按

平坡铺设；

（2）导轨安装的允许偏差应为：轴线位置，

3mm；顶面高程，0～+3mm；两轨内距，±2mm；

（3）安装后的导轨必须稳固，在顶进中承受各

种负载时不产生位移、不沉降、不变形，必要时采用

混凝土将两侧浇筑稳固；

（4）导轨安放前，应先复核管道中心的位置，并

应在施工中经常检查校核。

普通导轨两轨道之间的宽度 B 可以根据公式

计算：

（1）

式中：B———基坑导轨两轨之间的宽度，m；

DO———顶进管道外径，m；

D———顶进管道内径，m。

工程中实际轨道安装宽度为：

3.3.2 主顶设备及安装

主顶千斤顶安装于顶进工作坑中，用于向土中

顶进管道，其形式多为液压驱动的活塞式双作用油

缸，如图 7 和 8 所示主顶设备主要由下列装置组

成：

（1）2-4 只主顶千斤顶；

（2）组合千斤顶架

（3）液压动力泵站及管阀；

（4）顶铁。

千斤顶的安装采用的是可移动的方式，安装时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千斤顶宜固定在支架上，并与管道中心的

垂线对称，其合力的作用点应在管道中心的垂直线

上；

（2）当千斤顶多于一台时，应取偶数，应规格相

同，行程同步，每台千斤顶的使用压力不应大于其

额定工作压力，千斤顶伸出的最大行程应小于油缸

行程 10cm 左右。当千斤顶规格不同时，其行程应

同步，并应将同规格的千斤顶对称布置；

（3）千斤顶的油路必须并联，每台千斤顶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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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油、退油的控制系统。

给进液压系统与主顶千斤顶的位置需要考虑

以下一些因素：

（1）油泵宜设置在千斤顶附近，油管应顺直、转

角少；

（2）油泵应与千斤顶相匹配，并应有备用油泵；

油泵安装完毕，应进行试运转；

（3）顶进开始时，应缓慢进行，待各接触部位密

合后，再按正常顶进速度顶进；

（4）顶进中若发现油压突然增高，应立即停止

顶进，检查原因并经处理后方可继续顶进；

（5）千斤顶活塞退回时，油压不得过大，速度不

得过快。

千斤顶的布置要求合力在顶进管道的轴线上，

且设置的千斤顶个数为偶数，P74#~P72# 顶进中千

斤顶的顶进位置如图 9 所示。

顶铁又称为承压或者均压环，其作用主要是把

主顶千斤顶的推力比较均匀地分散到顶进管道的

管端面上，同时还起到保护管端面的作用，同时还

可以延长短行程千斤顶的行程。试验段中采用的

是矩形顶铁，如图 10 所示。

顶铁的安装和使用过程中应符合下列规定：

（1）安装后的顶铁轴线应与管道轴线平行、对

称，顶铁与导轨和顶铁之间的接触面不得有泥土、

油污；

（2）更换顶铁时，应先使用长度大的顶铁；顶铁

拼装后应锁定；

（3）顶铁的允许联接长度，应根据顶铁的截面

尺寸确定。当采用截面为 20cm×30cm 顶铁时，单

行顺向使用的长度不得大于 1.5m；双行使用的长度

不得大于 2.5m，且应在中间加横向顶铁相联；

（4）顶铁与管口之间应采用缓冲材料衬垫，当

顶力接近管节材料的允许抗压强度时，管端应增加

U 形或环形顶铁。

3.3.3 顶管机的安装与调试

顶管机的安装与调试对工程后期顶进管道的

图 8 工程主顶千斤顶

图 9 主顶千斤顶布置示意图

图 10 矩形顶铁与管段和千斤顶之间实现顶力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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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坡度和标高有着决定性作用，具体的安装和调

试步骤请参看（中国非开挖协会顶管施工技术及验

收规范 P32-8.4）.

现场对顶管机的安装为了保证开始阶段顶管

机沿着轨道方向顶进，需要对顶管机进行固定和定

向确保后继管段的方向和坡度。如图 11 所示。

3.3.4 安装止水圈

根据现场所浇筑工作井的尺寸和构造，止水圈

选用的是最为常见的形式，它是由混凝土前止水

墙、预埋螺栓、钢压环及橡胶圈组成。对洞口止水圈

橡胶的性能要求如下：首先拉伸量能够达到大于

300%，其次，肖氏硬度在 50±5 度范围内，还要求具

有一定的耐磨性和较大的扯断拉力。

3.3.5 起重机械及安装

工程中垂直运输起吊装置采用的是旋转臂架

式起重机，根据所要吊运的设别重量和尺寸，选择

合适吨位的汽车起重机。同时在工作井的东北角安

装了一个悬臂式卷扬机起吊装置，主要是针对一些

较小设备的吊运。

总体上说对起重机的吊运能力需要满足以下

工作要求才能保证顶管工作的正常运行：

（1）顶管掘进机和顶进设备的装拆；

（2）顶进管道的吊放和顶铁的装拆；

（3）土方和材料的垂直运输。

3.3.6 泥水系统的安装

泥浆系统主要组成有：进浆管、排泥管、控制阀

门、泥浆沉淀池、泥浆循环池和泥浆泵等组成。

泥浆循环系统现场布置和系统输送能力等需

要考虑下面的要求：

（1）泥浆沉淀池应尽量靠近工作坑边，可以减

少排泥管路过长而产生的管路摩阻力，沉淀池的配

置可沉淀块状物，防止块状物直接进入排泥泵引起

排泥泵堵塞和损坏。

（2）注将系统应尽量使用螺杆泵以减少脉动现

象，浆液应保证搅拌均匀，系统应配置减压系统。在

注浆泵出口 1m 外以及掘进机头注浆处各安装一只

隔膜式压力表，便于准确观测注浆压力。

（3）泥浆沉淀池的容积根据实际需要计算得

到，输送管路接头应密封，防止渗漏。为降低排泥输

送压力，输送管路系统应尽量降低。

（4）泥浆沉淀池如果在地面修筑，四周应采用

钢管和方木将其加固，避免泥浆池破裂。同时，根据

排泥的情况，定期对泥浆池沉淀清理。

3.4 注浆减阻

在非开挖施工技术领域，根据顶管施工的原

理，向所形成的管道与土层之间的环状空间中注入

润滑材料，由此可以达到如下目的：

（1）可以减小施工管线与地层之间的摩擦阻

力；

（2）通过避免跳动式顶进，使顶进力作用比较

均匀(特别是在硬地层中施工时)。

注浆减摩是顶管施工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尤其是在长距离和曲线顶管中，它是项管施工成功

与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性的环节。

顶管施工过程中，如果注入的润滑浆液能在管

子的外周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连续的润滑膜，可以

通过润滑膜来润湿管线，则其减摩效果将是十分令

人满意的。在长距离顶管中，如果某一段管子直到

加中继站前，一直是很正常的，但随着距离的增长，

这一段管子在经过不同的土质时，推力上升得很

图 11 顶管机的安装和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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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中继站的推力也不得不提高，一旦推力超过混

凝土管所能承受的极限时，混凝土管就有可能被破

坏，如果是这样，工程就有报废的可能。当然，出现

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起润滑

减阻作用的润滑膜无法形成或无法完全形成则可

能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因此，长距离顶管过程中必

须要十分小心地选择注浆材料和完善注浆工艺。

要达到注浆减摩目的的前提条件是：

（1）地层和管线之间的环状间隙要足够大，在

松散地层最小应为 20mm；在岩层中环状间隙甚至

要达到 30mm，并要求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和整个施

工管段都要保持这样的间隙；

（2）注浆材料在任何施工阶段都要保持其流动

性，不能通过孔壁漏失到地层中(对于损失的注浆材

料应及时在量上给以补充)。但是在这种条件下，同

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是土层可塑性的降低，同时，

在这一过程中，要始终保证有平衡压力的作用。

作为润滑材料，一般采用具有触变性的悬浮液

(如膨润土浆液或膨润土浆液 + 聚合物等)；另外，特

别是在水力输送微型隧道工法中，通常也采用清水

或者清水 + 聚合物作为平衡和输送介质。目前，除

了对管线的自动润滑和可以不依赖地层类型对环

状间隙进行平衡外，润滑介质的新发展是基于聚合

物基溶液的应用，但是，在任何情况下，这些材料都

应该保证对环境是无害的。

目前，常用的顶管注浆润滑材料有两类：一类

是以膨润土为主，另一类则是以人工合成的高分子

材料为主。

膨润土分为两类：一类称为钙基膨润土，另一

类称为钠基膨润土。这两类膨润土的性质是有区别

的。钠基膨润土浆液与同体积的钙基膨润土浆液相

比，前者含有比后者多 15~20 倍的极薄的硅酸盐

层。由于这些非常小而且多的硅酸盐层的存在，蒙

脱石的小粒子的空隙构造就容易形成，浆液的膨润

性就增加，触变以后的流动性和静止下来的胶凝

性、固化性都变好。所以，作为顶管施工用的膨润土

应优先选用钠基膨润土。

注浆装置应尽可能均匀地分布于管道周围，其

数量和间距依据浆液在地层中的扩散性能而定。实

际施工中，每个润滑站安装三个注浆装置，均匀地

分布于管道周围，图 12 所示。

采用膨润土浆液的自动润滑系统的实际应用

结果表明：管道和地层之间的摩擦力可以达到≤

1kN/m2。

在施工过程中，地层的水文地质条件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因素，它可能引起摩擦力的变化，也就是

说，施工是在下列何种条件下进行的：

（1）在地下水中(地层孔隙有地下水充填)；

（2）在含半饱和水地层；

（3）稍微潮湿或干地层。

相关的室内实验表明：当顶管施工从含水地层

过渡到干地层的过程中，浆液要失去其中的部分水

图 12 注浆装置和润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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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从而导致摩擦力的上升，有时可高于最初摩擦

力的 4 倍。

3.5 顶进管道

管道用于顶管时，叫做顶进用管，基本上是一

种埋入式的厚壁管，它一端由一个凹形接口、钢环

套、本质垫圈，另一端为一个凸接口、密封圈。当两

者连接在一起时，形成一个密封永久的管接口。管

道的外表面是光滑的。以使它在穿越土层时减少摩

阻力，而夹垫圈缓冲两管端之间的负荷，以降低局

部挤压所形成的压力差。砼管、PVC 管以及玻璃钢

管在顶进中非常多见，但钢管以及铸铁管亦被应用

于顶管，其管径从 250mm 到 3000mm，管段长度从

1m 到 10m 不等。

钢筋混凝土管是顶管中使用得最多的一种管

材，且主要用于污水管道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材行业标准 JC/T 640-1996 中的规定，对混凝土

管道有如下要求。

3.5.1 原材料

水泥应采用标号不低于 425 的硅酸盐水泥、普

通硅酸盐水泥或矿渣硅酸盐水泥。亦可采用标号不

低于 425 的快硬硅酸盐水泥、抗硫酸盐硅酸盐水

泥。水泥性能应符合 GB 175、GB 199、GB 748、GB

1344 的规定。

集料应符合 GB/T 14684、GB/T 14685 和 GB

50204 的规定。石子最大粒径不得大于管壁厚度的

1/3，并且不得大于环向钢筋净距的 3/4。细集料宜采

用硬质中砂，细度模数 MK 为 2.3～3.0。

混凝土允许掺加掺合料及外加剂。当掺用粉煤

灰掺合料时，应符合 GB 1596、JGJ 28 的规定;当掺

用外加剂时，应符合 GB8076、GB J119 的规定;当掺

用其他掺合料时，应符合其他相应标准的规定。混

凝土拌和用水应符合 JGJ 63 的规定。

钢材应采用一般用途低碳钢丝、普通低碳热轧

圆盘条、冷拔冷轧低碳螺纹钢丝，其性能应符合 GB

343、GB 701 或 JC/T 540 的规定。

3.5.2 混凝土强度

制管用混凝土的设计强度不宜低于 40MPa，产

品出厂时的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设计强度的

90%。

3.5.3 钢筋骨架

环向钢筋的混凝土净保护层最小厚度: 当管壁

厚小于 100mm 时，应不小于 15mm;当管壁厚度等于

或大于 100mm 时，应不小于 20mm。钢筋骨架直径，

在满足保护层要求的前提下，其尺寸误差为±

5mm。环向钢筋的接头处理，必须符合 GB 50204 的

规定。钢筋骨架的环向钢筋间距不得大于 150mm，

并不得大于管壁厚的 3 倍。钢筋直径不得小于

4mm，管子两端的环向钢筋应密缠 1～2 圈。钢筋骨

架的纵向钢筋直径不得小于 4mm，根数不得少于 6

根，手绑骨架的纵向钢筋间距不得大于 300mm，焊

接骨架的纵向钢筋间距不得大于 400mm。环向钢筋

端面保护层应为 20mm±5mm。

3.5.4 外观质量

管子内、外表面应无裂纹、蜂窝、塌落、露筋、空

鼓(表面龟裂和砂浆层的干缩裂缝不在此限)。管子

不得有有害伤痕，其端面、表面、双插口及钢承口管

口外表面必须平整。

顶进施工法用钢筋混凝土管按其外压荷载分

为 I 级、Ⅱ级和Ⅲ级，各级外压荷载可参考《顶管施

工技术及验收规范》5.1 章节。

3.5.5 管道间接口形式为钢承口管接口

钢承口管接口形式见表 4，又称为 F 型管接口。

为了防止钢套环与混凝土管结合面产生渗漏，在该

处设了一个橡胶止水圈。该橡胶止水圈不是用普通

橡胶，而是采用了遇水膨胀橡胶，该橡胶在吸收了

水分以后体积会膨胀 1~3 倍。

4 现场数据分析

通过理论计算得到顶进力与实际顶进工程的

顶进力之间比较得知，顶管工程中针对不同地层情

况，对顶进力的影响是对方面的，同时也具有很多

的不可预知性。所以在工程施工之前对顶管施工区

域进行详尽的工程勘察就显得尤其必要。

从试验段第一段顶管 P74#-P72#120m 顶进工

程中获得数据（图 13）可以看出，一个方面是由于地

下地质条件的差异导致顶进的波动，其次就是地面

施工辅助设施对工程的影响，顶进中出现最大顶进

力是在后座墙出现破裂修复后继续顶进时出现的，

很明显，地表的辅助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对顶管的影

响同样很大，停滞时间加长，在试验段地层类似地

王兆铨 张雅春 朱文鉴：廊坊市排水管网污水改造工程顶管施工技术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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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称内径

DN

管壁厚度

h

管子长度

L

钢圈尺寸 接口尺寸

长度 厚度 长度 深度

l t L1 L2 L3 L4 t1 t2 t3

2000 200

2000 260 10 127 137 42 52 11 24 17

2000 200

2400 240

2600 260

2800 280

3000 300

表 4 钢承口管规格尺寸

图 13 P74#-P72# 理论顶进力与实际顶进力曲线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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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中，对已经顶进管段“抱死”的可能性也就增大，

所以在施工前确保施工准备工作做到有的放矢。

其次在第一段顶进中出现顶进力异常是注浆

减阻效果不明显所导致。关于顶管使用触变泥浆性

能在触变泥浆配合比设计中有了说明，这里需要指

出的是，顶管所使用触变泥浆好坏对顶进的影响有

很大影响。最大作用范围可能达到异常顶进力的

50%左右。所以从这个方面可以说注浆减阻措施的

好坏将直接决定地质条件复杂情况下进行顶管成

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在后期试验段中对触变泥浆性

能参数上做出调整，并对配合比进行了重新设计，

从各段数据曲线中能够得出注浆效果对顶进过程

的影响是重大的。

再次，顶管工程现场勘察对有很好的引导作

用，在宏观上认为在试验段这样狭小的空间内，地

质条件应该具有相似性，可是在进行施工过程中得

出，每一段都的地质条件都有各自的特点，有些差

异性还较大，最具特点的是 P74#-P76# 之间，虽然

在 P74#-P72# 顶进过程中局部出现了硬质砂砾，在

此种地层中顶进时，刀盘扭矩明显增大，且这些硬

质砂砾具有很强的研磨性，同时顶进力急剧增大。

现场泥浆循环系统中所携带出的部分硬质砂砾如

图 14 所示。这些是在工程施工之前所没有预料到

的，因此对工程的施工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在接下来工作井间顶进时，均比较正常，无论

是顶进力、刀盘扭矩还是顶进速度等都是在正常范

围内。

图 13 是已经结束工作井顶管段所获得的现场

数据，从曲线上可以看出，在后面的几个管段顶进

过程中，顶进力与开始两段相比要小多，这个在泥

浆循环所携带出的泥浆情况也能体现出来，主要是

因为后面井之间主要是淤泥质粘土，并且其中含砂

量也明显减少，所以出现了顶进力比较小的情况。

图 14 管道顶进过程中遇到硬质砂砾

王兆铨 张雅春 朱文鉴：廊坊市排水管网污水改造工程顶管施工技术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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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顶管工艺先进，技术可靠，安全性高，节省

空间，适应性强，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非开挖施工

技术，已经在市政管道铺设中广泛采用。但是，在实

际施工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质量问题，严重

时甚至会造成顶进失败。出现质量问题以后，如何

进行补救，是顶管施工中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北京市清河流域污水截流管线二期工程的

施工中，采用机械顶管施工技术进行管道铺设，其

中的一个顶段，因刀盘的严重磨损及土质的显著变

化，引起了管道高程偏差过大。污水管道对坡度的

要求很高，偏差幅度过大，管道不能正常使用，为了

修正该段管道的坡度，我们发明了“错口换管”的纠

偏补救方法。

1 工程概况

北京清河流域污水截流管线二期工程，管线全

长 4326 米，设计坡度为 0.0009～0.0012，管道埋深

为 7 至 13 米，铺设内径 1550 毫米的钢筋混凝土

管，沿线设立检查井 93 座，井间距离从 55 米至 243

米不等，沿线需穿越路口 20 余处。工程全线设计为

顶管施工，采用人工顶管和机械顶管的施工方法，

根据一次顶进的长度、土质条件、地面建筑物及施

工进度要求等不同情况，确定采用不同的顶管方

法。实际施工中，机械顶管 16 段、长度 2183 米，占

总长度的 50%，其中，一次顶进的最长距离为 243

米。

顶管穿越的土层为河流相，多为洪积、冲积形

成，土质极不稳定，变化快，包括砾石层、中砂层、细

砂层、粉砂层、粘土层，有时在一个顶段中上述所有

土质均可遇到，大大增加了顶管施工难度。特别是

施工 98# 至 95# 检查井之间的管道时，造成管道高

程偏差过大，险些使全段管道报废。

2 顶管施工中遇到困难

98#-95# 顶段，全长 172 米，坡度 +0.0011，采用

土压平衡机械顶管施工方法，自 98# 坑向 95# 坑顶

进，计划管道铺设完成后，在 98#-95# 顶段之间，再

进行 96# 检查井的施工，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取

消了 97# 检查井。

土质情况：

根据钻孔勘探资料，土层由上至下为：①人工

填土，厚度为 1～3.3 米；②粉土夹粉质粘土，厚度为

0.6～6.6 米；③含砾中砂夹砾石层，其中砾石的粒径

2～6 厘米，亚圆形，含量 10%～70%，堆积紧密，标

准贯入值平均达 35，厚度为 1.2～13.9 米；④粉质粘

土，标准贯入值平均为 18，未见底。

管道沿③层、④层的分界线处铺设，紧贴③层

的底部穿行，两层土质差别明显，标准贯入值相差

较大，标准贯入值直接反映土质的硬度，③层的土

质硬度大，④层土质相对较软，预测管道会向下走

偏，反复提示施工人员注意，并准备了预防低偏的

措施。

机械顶管施工中的大幅度纠偏

武志国 许庆业
（北京市中宣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摘 要：在北京清河污水管线截流工程中，采用机械顶管施工方法，施工中出现了管道高程偏差过大的质

量问题。本文分析了此工程中高程失去控制的原因，并对“错口换管”纠偏的补救方法进行了说明。

关键词：机械顶管、纠偏、错口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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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进行顶管施工时，较为顺利，第十天顶进

到 100 米时，偏差为高偏 25 毫米，右偏 16 毫米，质

量较好，完全合格。随后出现的问题始料未及，101

米时高偏急增至 40 毫米，立即启动纠偏系统，并增

加了测量频度；102 米时高偏到 50 毫米；106 米时

高偏 60 毫米；加大纠偏幅度，仍不能制止管道继续

爬升，110 米时高偏 70 毫米，继续加大掘进机的纠

偏角度，115 米时高偏 80 毫米，将上部两个纠偏油

缸全部顶出，高偏被控制在 80 毫米上下徘徊，正当

大家感到有好转的可能时，情况又一次恶化，顶进

到 132 米处，高程偏差突然增大到 100 毫米，采取

的纠偏措施丝毫不起作用；顶进到 139 米时高偏

110 毫米；142 米时高偏 125 毫米，146 米时高偏达

到 157 毫米，顶管施工多年来，从未遇到过这种情

况，技术人员束手无策，只能靠顶管掘进机的纠偏

油缸继续做着无效的纠偏动作；到 150 米时管道还

是一路上升，高偏达 190 毫米；155 米处高偏 215 毫

米，随着偏差逐渐加大，顶推力也在不断增加；160

米处高偏 282 毫米；到 162 米处高偏达到 364 毫

米。此时，顶力已达极限，如果再强行顶进将会造成

管口破裂，管道报废。经研究决定停止顶进施工，此

时，加上 4.8 米掘进机的长度，掘进机距离 95# 接收

坑仅 5.2 米（图 1）。

图 1 98#～95# 顶段高程偏差图

3 管道偏高的原因分析

出现的问题与施工前的预料正好相反，从地勘

剖面图中看到，管线沿③层、④层的分界处通过，土

质分界层面不是一个水平面，而是由 98# 坑向 95#

坑不断抬高，管道在③层中穿行，不断爬升，沿分界

面行进，从未进入④层，管道上升轨迹与土层分界

线完全吻合。

随后，进行了土质补充钻探，发现：在③层底部

有一层含砾中砂层，其中砾石的粒径 2～6 厘米，亚

圆形，含量达 70%，堆积紧密。顶管掘进机一直沿本

层的顶部移动，管道随层面的起伏，其高程发生相

应变化。

待掘进机出坑后，发现掘进机刀盘已严重磨

损。原来，顶进过程中，掘进机的刀盘旋转切削土

体，因为土质以坚硬的石英砂为主，并且堆积密实，

对刀盘的损害极大。正常情况下，刀盘直径应该大

于掘进机外壳直径约 2 厘米，而在前 100 米的顶进

施工中，刀盘严重磨蚀，致使刀盘直径已经小于掘

进机的外径约 20 厘米（如图 3）。掘进机平贴在砂砾

层的顶面，刀盘被掘进机托起，无论纠偏系统如何

摆动，均不能切削掘进机下部的土层。掘进机行进

的方向与砂砾层层面的夹角较小，几乎平行于层面

行进，刀盘未能切断砂砾层，纠偏系统已不能发挥

任何作用，掘进机在顶推力的作用下始终沿砂砾层

的顶面向前滑行，致使管道随砂砾层一路爬升。

图 2 刀盘被磨蚀后直径减小，已不能切削到砂砾层，

在顶推力作用下，掘进机沿砂砾层顶面滑行

4 管道的纠偏补救

管道高偏的原因找到了，但其偏差已经形成，

此时的基本情况是：98#～95# 之间管道全长 172

米，此区间内需开挖 96# 检查井。顶管铺设的前 100

米管道完全合格，100 米后偏差依次加大，高程最大

偏差为高偏 364mm。

2002 年 2 月，北京市建委下发了《北京市土压

平衡机械顶管工程质量检验标准（暂行）》，高程允

许偏差为高偏 40 毫米、低偏 50 毫米。本工程严重

超标，属于不合格工程。如果不能修正，已铺设的管

武志国 许庆业：机械顶管施工中的大幅度纠偏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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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将全部报废，若采取明开挖的施工方法修正，会

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修正偏差成为决定本工程成

败的关键。

图 3 掘进机刀盘磨蚀现状刀盘

旋转外径已比掘进机的外径小 20 厘米

经过研究，确定了“错口换管”的纠偏方案，施

工顺序为：开挖 96# 坑→释放掘进机迎面

阻力→错口换管。施工过程介绍如下：

（1）开挖 96# 坑：因为前 100 米管道完

全合格，选择在距 98# 坑 100 米处开挖 96#

坑，96# 坑按人工顶管坑的标准施作，以此

为新的顶进工作坑。

（2）释放掘进机迎面阻力：在 95# 接收

坑处，以人工顶管的方式，向掘进机方向顶

进相同管径的混凝土管二节，直接将管节推进到掘

进机前端，清除掘进机前端的土体，释放掘进机的

迎面阻力。

（3）错口换管：

首先，制造一个钢质工具管，长度为 2 米，其外

径与混凝土管的外径相同。工具管前端制作为平接

口，可直接插入混凝土管的承口内，其底部 90°夹

角范围内的钢板被裁去，作为人工挖土槽使用，槽

宽约 1 米，被裁去的钢板剩余部分形成一个弧形钢

板———铲板，铲板宽（弧长）约 1.2 米，外径与铺设的

管材外径相同，在工具管被推行过程中，铲板具有

挖掘泥土的功能。工具管后端设一个承口，与其后

部混凝土管的插口接合（图 4）。

图 4 工具管外形图

其次，将 96# 坑内已铺设的管道拆除，以 98#

坑至 96# 坑之间的混凝土管为后背，安装人工顶管

的顶进设备。

然后安装工具管，定位工具管的水平高程与该

处管道的设计高程相同，其前端与原铺设的管道接

合，但高程比原已铺设的管道低约 60 毫米，形成错

口接合，工具管的后端安装新的混凝土管节。

随后，对 96#～95# 之间的管道全线注浆，通过

原管道内的注浆孔，向管道外壁注入膨润土泥浆，

泥浆浓度调配得稍微低些。因为已停顶的时间较

长，为使管外壁充分润滑，减小摩擦阻力，注浆持续

了两天时间。

图 5 换管顶进工作图

做好所有这些工作，经过再次测量，核实无误

后，开始纠偏顶进施工。随着顶力的增大，管道慢慢

地移动，工具管入洞以后，铲板将管道底部的泥土

铲推到管内，采用人工方法将泥土装入土车、运出

管道。顶进过程中，每隔 0.5 米，测量一次工具管的

高程变化，如果发生偏差，通过工具管底部的人工

挖土槽，采用人工方式调节高程，保证铺设的管道

合格。

新铺设的管道与原管道的高程不同，管道顶部

出现空洞，为防止顶部土体坍塌，向空洞内注入大

量的膨润土泥浆，此处注入的泥浆浓度较高，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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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的前行，还需要不停地进行补浆。

采用这种工作方法，用了二天时间，从 95# 坑

先推出了掘进机前端的两节混凝土管、接着推出了

掘进机、而后推出了其后部偏差超标的所有混凝土

管，与此同时，铺设了新的混凝土管道，通过检验，

管道最大高程偏差为高偏 30 毫米，低偏 16 毫米；

最大水平偏差为右偏 75 毫米，左偏 35 毫米，各项

指标完全合格，纠偏一次成功。

换管纠偏工作完成后，必须做的一件事是泥浆

置换，采用水泥 + 粉煤灰浆液，通过管内注浆孔将

管外壁的膨润土泥浆全部置换，水泥浆在压力的作

用下，充入管外壁土体内的所有空洞，保证了地面

土体不发生沉降。

5 结 语

在本工程的机械顶管施工过程中，因为土质不

均匀性及刀盘严重磨损，造成掘进机纠偏失效，出

现偏差很大的质量问题。通过仔细分析原因、认真

寻找解决办法，发明了“错口换管”的纠偏方法，在

施工中采用，获得成功。实践证明，对于顶管施工中

产生的大幅度偏差，采用“错口换管”进行纠偏的施

工方法速度快、纠偏效果明显、用时较短、节省资

金，是确实可行的一种纠偏方法。

曾经有文献报道，在广州市某顶管工程中，铺

设的管道发生高程低偏现象，工程采用“灌浆顶升”

的方法进行了成功修正，本文介绍的“错口换管”是

对管道高程高偏进行补救纠偏的方法，作为同行技

术人员交流的补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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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结合“吴起－延炼输油管道工程”中

多处公路穿越来介绍采用顶管施工的简易方法，此

方法已大量运用于现场施工，并获得了较好的效

果。

“吴起－延炼输油管道工程”设计的输油干线

管道起自石百万输油首站，止于延炼输油末站，线

路长度 272.49km。全线共穿越公路 28 次，穿越长度

范围为 10～40m。设计考虑到多数公路交通繁忙不

能中断，路面等级较高尽可能不破坏路面为原则，

公路穿越设计为顶管穿越，保护套管采用钢筋混凝

土套管，套管内径为 0.8~1 m，套管自带保护钢管

环。

全线 28 处公路穿越因长度均在 40m 内，且穿

越处地质均为黄土状土，所以施工时全部采用在公

路一侧人工挖土掘进顶进钢筋混凝土套管的方法。

现就具体施工法详述如下：

1 施工方法简介

1）公路顶管穿越法：在穿越处测量放线，选择一

侧平整一块场地开挖工作坑，另一侧为接收坑。将液

压设备安装就位，安装铁轨，吊装混凝土管，利用液

压千斤顶顶推套管，每顶进一定行程，退回顶缸，操

作人员进入套管内挖土外运，然后加入顶铁或套管

继续顶进，循环作业，直至套管顶至对面接收坑，然

后拆除设备，清洁管内余土，进行其他施工。

2）顶管穿越施工机具设备：主要包括吊装机械

1 台、吊带 2 付、铁轨 2 付、千斤顶、液压设备一套、

顶铁、顶管 1 套、矿灯 6 个、挖土设备（主要指铁锹

及运土车）及 1 立方米木料等。

3）施工工艺流程图：施工准备 - 测量放线 - 开

挖基坑—平整夯实—浇筑混凝土垫层—引测轴

线—安装导轨—吊管并安装管节—检测—顶进—

检测控制 - 顶进退程 - 加顶铁 - 管内运土 - 弃渣

土提升。

顶管穿越公路的施工法简介

梁孝忠 1 胡银学 1 高海明 1 武 海 2 王 栋 2
（1.西安长庆科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710021；2 长庆油田公司第一采气厂）

摘 要：简介了在特殊的地理地貌环境中采用的简单、方便、快捷的顶管施工法的一般要求及注意事项。该法

用于穿越公路施工中 ,能取得较好效果。

关键词：顶管、穿越公路、施工法

图 1 液压泵站

作者简介：梁孝忠(1972-),男，甘肃定西，高级工程师，1996 年毕业于长安大学，公路与城市道路专业，学士学位，毕业至今，一直

在西安长庆科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主要从事长庆油气田区域的道路设计以及油气管道穿跨越的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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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施工工艺的一般要求

1）依据设计院所提交的公路两侧的控制点。在

拟定工作坑的前后订立两个中轴控制桩，使前后两

桩通视。并与拟建的管道在一条直线上，然后依据

中线控制桩定出工作坑与接收坑的开挖边界。

2）工作坑和接收坑开挖：采用人工或机械开

挖，基坑挖好后,平整、夯实，使坑底土质均匀，并在

工作坑四角测设四个水准控制点，然后浇筑混凝土

垫层 。

图 3 起始工作坑

3）设立顶管中线桩：至经纬仪于中线控制桩

上，将中线引测至坑壁，并打入木桩，作为顶进时校

正套管的中控线桩。另在工作坑内临时设置两个水

准点，来控制套管能按设计高程和坡度顶进。

4）导轨、千斤顶安装：导轨为钢制的整体性导

轨，安装在混凝土垫层上，导轨的两主轨必须顺直、

平行、且等高,其纵坡应与管线纵坡一致, 两导轨 间

的距离以管中心至两钢轨的圆心角在 70- 90 之间

为宜。千斤顶应固定在支架上，并与管道中心的垂

线对称，顶点位置，应在管子 1/4~1/5 处。

5）吊管：套管为钢筋混凝土套管（企口），采用

吊装机吊装，在吊装地面 10cm 左右时，应检查套管

的捆扎是否牢固，机械的制动性能是否完好，确认

安全后方可起吊，下管时坑内严禁站人，当套管距

导轨小于 50cm 时，操作人员方可进入坑内工作，套

管搁置在导轨上时，技术人员、质量员、安全员应检

测中线和标高、坡度及各项工作无误时方可施工。

6）顶进：套管顶进包括挖土、顶进、测量、纠偏

等工序。顶进要缓慢循序渐进，施工员要随时掌握

导轨上的中心线、坡度和高程。如有偏差应立即停

止顶进，待校正后方可继续顶进。套管进入土层后，

削土人员自上而下分层开挖，管下部 135°范围内

不得超挖。管顶上部超量不得大于 1.5cm，管前不得

超过套管 50cm，所挖土方应及时运出管外。顶进时，

应防止套管转动，临时停止顶进时，应将套管头的

喇叭口全部切入土层。管道的顶进应连续作业。如

套管前方遇到障碍或后支座变形严重和顶铁发生

扭曲现象，管位偏差超出规定范围较大且校正无效

等，应暂停顶进，并应及时处理。套管顶进接收坑后

套管和管端下部应设枕垫或浇筑混凝土。套管两端

露在工作坑的长度应大于 50cm，见图 4 所示。

图 4 完成顶管施工

3 技术、安全措施

1）开工前，首先对所有参加施工的职工进行全

图 2 顶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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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教育，对各班组进行全面的技术交底，使职工真

正懂得工艺流程和了解各项机械的操作规程、操作

方法。其次，对所用施工设备进行全面检查，确无故

障方可使用。最后，对各班组进行安全生产交底，并

落实安全责任到每位职工，提高职工的安全生产意

识，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每处设专职安全员 1

人，施工中时刻检查每道工序。

2）该项工程均在公路两侧施工，施工时在距顶

管轴线两侧各 50m 范围内设立安全标牌，划出安全

警戒线。

3）公路两侧开挖顶管工作坑，依据土质情况进

行放坡，必要时做支撑，使工作坑应具有足够的安

全度。坑底长为 6m，宽为 5.5m，深度依据设计管线

标高来定，挖出的土方堆积点必须距坑壁在 3m 以

外，并离开路肩 3m 以外，套管管顶上部的覆土层厚

度依据设计确定，但必须做到距公路顶面路面以下

不小于 1.2m，距公路边沟底面以下不小于 1m。工作

坑外应设有防止雨水浸入的挡水墙。

4）工作坑内千斤顶后支座处后背墙具体要求

如下:①背墙表而要平直、平整，且垂直于顶进管道

的轴线，以避免产生偏心受压。②在背墙要采取相

应的支撑措施，如紧贴土壁加道术和垫板，以承受

较大的后座力，避免因背墙不平或强度不足而发生

倾斜现象。③背墙垫板要有足够的刚度，当受到千

斤顶的反作用力时，应当压缩变形小，当反作用力

取消时，应能基木恢复原位，以充分发挥千斤顶的

有效冲程。④背墙垫板要有足够的强度，在顶进中

能承受液压千斤顶的最人反作用力而不破坏。

5）吊装套管时，严禁在起重机械臂下及回转半

径内停留，严禁在工作坑内站人。

6）千斤顶的顶力位置应在顶管的管底以上，顶

管的直径 1/4～1/5 处，顶铁与顶管端面之间采用塑

性材料垫层，纵向顶铁中心线必须与顶管中心线平

行，与横向顶铁垂直相接。管道顶进过程中，顶铁两

侧不得停留人员，但应对管道中心线和标高，随时

用经纬仪和水准仪检测，发现有偏差应随时进行校

正，采用挖土校正法或强制校正法校正偏差。顶进

时，如发生障碍无法顶进时，应立即停止顶进，查明

原因处理后方可继续进行。

7）测量和纠偏：测量工作应及时、准确以保证

管节正确的就位于设计的管道轴线上。当第一根管

就位于导轨上后，及时进行检测，符合要求后进行

顶进。开始阶段管道每顶进 30cm，必须测量一次，

进入正常顶进作业后，每顶进 100cm 测量不少于一

次，每次测量以测量管子的前端位置为准。如发现

偏差且偏差小于 20mm 时，应在施工中采用在不同

部位增减挖土量逐渐纠正。如偏差过大可采用圆木

或方木顶在管子偏离中心一侧管壁上，另一端装在

垫有木板的管前土壤上，支架稳固后，利于千斤顶

给管子施力，使管子达到校正。

8）人工在管内挖土掘进时，要坚持“先挖后顶，

随挖随顶”的施工原则。挖土掘进不得从下往上削

土，每掘进一次不得大于 50mm，顶管外壁周边必须

紧贴土面，不得有空隙。管内土方应随挖随运，保证

管内空气流通。管内挖土运土人员必须配藏矿灯及

安全防护用具。

9）套管与套管之间的连接应严密，采用的外钢

板套管长 200mm，钢板套管外径和套管外径相同。

在钢筋混凝土管顶进行施工中，混凝土管的接口采

用柔性企口连接，当管节未进入土层前，接口外侧

垫以沥青油麻丝。管口外侧留 20mm 空隙，顶进后

管节的孔隙应为 10-15mm。钢筋混凝土管节表面应

光洁、平整、无沙眼、气泡。顶管结束后，管节接口的

内侧间隙应采用石棉水泥密封、填平。

图 5 水泥管结构

4 顶管的技术特点

顶管技术是一种铺设管道的施工手段，采用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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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施工法铺设管道具有如下的优势：

（1）顶管施工是顶管铺管技术的一种，不开挖

地面，能穿越公路、铁路、水渠，甚至能在建筑物底

下穿过，是一种能安全有效地进行环境保护的施工

方法。

（2）顶管施工不开挖地面，铺设管道的上部土

层未经扰动，管道的管节端不易产生段差变形，其

管寿命亦大于开挖法埋管。

（3）顶管机械的性能越来越适应各种土质，顶管施

工范围在逐渐扩大，顶管特别适用中小型管径管道

的非开挖铺设。

5 顶管施工应注意的主要事项

1）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沿管线土层变化

频繁，所以在顶管施工前必须了解土层的变化情

况：此外对于要经过回填土地段，需要提前加固处

理，以防顶管施工后地表有过大的下沉。

2）有毒气体的检测与防护：顶管施工的地层一

般会通过淤泥层，腐烂动、植物体会在地下形成有

毒气体聚集体，危害施工人员的健康和生命，所以

有人员在顶管内操作的情况下，需要定时监测管内

有毒气体含量，采用通风装置予以解决。

6 结论

在工程建设施工中，管道穿越道路的情况时有

发生。采取高效、优质的施工方法为降低工程施工

成本，是工程建设的一项基本原则。通过施工实践

表明，采用顶管法进行管道穿越公路的施工法是可

行有效的，一方面切实能做到保护环境，另一方面

施工时不中断公路交通、不破坏路面，而且施工用

时少于开挖公路埋管用时，能够保证工期且节省投

资。我们可以预见随着顶管施工技术的发展，施工

设备不断改进。未来的管线铺设技术将以顶管工艺

为支撑，顶管技术必定会在相关行业拓展应用，加

大推广顶管施工技术力度不但必要而且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张波,巩华良,邬艳.管涵、管道穿越公路顶管施工

技术和工艺研究[J].山东交通科,2007, (4):48-49.

［2］GB 50424-2007, 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施工规

[S].

Abstract: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and notes of the pipe jack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was introduced in the

special geological environment which is simple, convenient and quick. This construction method was used to across

highway, and its result is desirable and acceptable.

Keywords: Pipe Jacking Construction; Across Highway；Construction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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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新建给排水管道大多采

用开挖的方法进行施工。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

也在不断扩大，原有的城市管线和管道已经不能在

满足城市的负荷，这就要求对旧城区的改造，但是

城区地下管线错综复杂，要是再大量的开挖会给市

民带来不便，也会给城市的交通带来不便。因此就

要采用目前比较先进的非开挖技术，因为非开挖技

术具有以下优点：

⑴对交通干扰最小；

⑵对周围房景的损坏减少；

⑶全年可施工，施工安全，效率高；

⑷社会效率高，且综合成本底，工时少；

⑸导向施工时，深度位置可以有导向仪测量，

并根据设计轨迹进行校正调整。

1 工程概况

安阳市区清风街排水管道的改造，长度为 2 公

里，管径为 φ400mm。经现场调查及以前施工资料，

各电力、通信电缆埋深均在 -1.8 米以内，给水管道

和雨水管道在－4 米以上，为保证施工安全，笔者将

顶进标高确定为 -4.5m。

本次施工采用非挖钻进顶管施工法，此种工艺

采用定向钻技术，将钻杆一次性钻至出土坑，再利

用扩孔器和连接器将连接好的套管回拖至接收坑，

将避免因开挖造成的路基土方挠动、下陷和其他管

线的安全，同时也有效地保证了居民的正常出行和

交通的顺畅。

采用四坑方案，即入土点、出土点和工作坑各

一个。

2 工程施工

本工程采用定向钻孔方法施工，所要铺设的污

水管道埋深为 5m，满足设计要求。定向钻穿越方案

的关键在于施工导向孔及扩孔、回拖管道，为使工

程能够圆满成功，施工要严格执行设计要求和规范

规定，各工种、各岗位认真负责，密切配合，做好充

分准备，制订相应的应急预案，排水管道属于自流

管道，这就要求施工过程中要保持一定的坡度，保

证污水能自流。

放线：测量放线时，根据穿越施工图设计的穿

越控制桩及线路定位桩坐标点，引出相对坐标点和

标高点，测量、放出管道中心线位置。根据设计要求

和施工方案，确定合理的钻机布置、钻进位置。

导向孔的施工：先导孔施工的步骤主要是探头

装进导向钻头，导向钻头连接钻杆上，转动钻杆，测

试探头发射的信号是否正常、数字是否精确，回转

钻进 2m 左右，开始按设计轨迹施工。

在导向孔的施工中导向仪是重要的，它就象人

的“眼睛”。向导五导向仪由地下发射探头、地表手

持式跟踪仪以及钻机上的同步监视器三大部分组

成。在钻进的过程中，用安装在钻头部位的传感器，

随时检测钻具的俯仰角、面向角、钻头深度和钻头

的温度等参数，同时将它们转换成向地面发射的电

磁波信号。地面接受机接受这些信号进行必要的处

非开挖顶管施工技术在给排水管道中的应用

温俊涛 1 魏义敏 2 杨新强 2
（1.新乡市永通管道工程有限公司；2.河南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安阳市区清风街排水管道的改造施工采用非挖钻进顶管施工法的施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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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分析和实时显示，并发送到钻机的同步器上，以

便钻进人员的操作。

扩孔与回拖：导向孔施工完毕，要进行扩孔，扩

孔的过程中，依次加大回扩钻头，经过多次扩孔，最

终成孔直径一般比管子总的尺寸的外径大 200mm。

管子在孔中是处于悬浮状态，管壁四周与孔洞之间

由泥浆润滑，这样既减少了回拖阻力，又保护管子

外表面，在扩孔的过程中增加泵压及水流量。回拖

护管时，管前要有管帽，以防止孔内泥浆流入管内。

在扩孔钻头和护管之间要加一个旋转接头，使扩孔

钻头旋转而管子不旋转。回拖的速度控制也很重

要，回拖过程中，要时刻观察出土、拉力是否正常。

为了防止地面沉降（因扩孔钻头的直径比较大），每

一级扩孔都采用均匀旋转回拉和高压水射流相结

合的方法，精心控制回旋速度、回旋拉力、高压射流

的压力与流量。这样既保证扩孔壁的厚度，又能排

出过多的泥土；既能达到顺利回拉铺管的目的，又

能保证铺管之后被挤压的泥土在应力作用下自然

回填，使孔内不留下空隙，地面不发生沉降。

3 安全保证措施

为保证在顶进期间的行人安全以及行车安全，

必须严格按照规范执行。施工中各项施工作业应严

格按照以下安全措施执行：

3.1 一般措施

施工场地的各种运输道路、生产、生活房屋及

其他临时工程，其相互间均应有安全距离，通道应

有照明设备，工地平整。

挖基坑应根据规定边坡开挖，分层下挖到设计

标高。严禁从底层向四周挖土的方法施工，机具、材

料、弃土等应堆放在基坑边坡周边安全距离以外。

施工现场所有电器设备，均设置漏电保护器，

夜间施工，必须保证照明充足。

严禁从高处向下接放周转及杂物。

各种施工机械、车辆进场前要进行严格检修，

不合格者不得使用，施工中对各种机械要坚持定期

检修，确保状态良好。

3.2 顶管作业

钻进时，要适时注意钻杆的变化，回拖时，要适

时注意回拖杆和管道的变化，发现问题立即停止。

发现路基塌方，应及时加固，防止扩大。

遇有突然塌方等危险及行车安全险情，要根据

施工负责人命令。回托完毕，要立即进行捣固和稳

定工作，并做好其后 3 天的沉落整修工作。

4 非开挖顶管施工技术的前景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原有的给水和排水管道

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必须不断增加建设量来满足

要求，其他的管道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这就要求对

管道进行施工，而非开挖顶管施工的方法整体优势

在于施工的负面影响小，施工所占用场地比较少，

对地面、交通、环境以及周围地下管线等等的影响

很微弱。因此推广非开挖顶管施工技术势在必行。

温俊涛 魏义敏 杨新强：非开挖顶管施工技术在给排水管道中的应用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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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凡纳市位于南卡罗来纳与佛罗里达之间乔

治亚洲的翡翠海岸，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在这座古老的南方城市里，游人们脚步悠闲、心情

舒畅。萨凡纳市始建于 1733 年，由于注重遗迹保

护，市中心至今还保留着自建市以来的优雅历史风

貌：卵石铺就的路面、百年历史的橡树、风景如画的

广场、高大宏伟的建筑以及沿街的美味餐厅、丰富

的娱乐购物环境，使萨凡纳市成为了一座最适宜居

住、并得到广大旅游者青睐的城市。

与所有的历史名城一样，萨凡纳市的地下管线

也是设施陈旧，老旧的给水和污、雨水管道亟待修

复与更换，如何在最小的地面干扰下进行施工，仍

然是一个致关重要的问题，解决地下施工与保护历

史之间的矛盾，是一个非常困难挑战。

图 1 顶进中接管操作与机头入井图

为迎接这一挑战，该市最近采用微型隧道施工

方法对部分雨水管道进行了铺设，其施工地点正好

位于市中心的一个社区，此处有许多历史建筑正在

进行维修与翻新，其中有一些已经出租出去了。这

项名为艾丽丝 / 托特纳雨水排洪管网系统建设工

程，需铺设直径 54 英寸的钢筋混凝土管道（RCP

管）2100 英尺，全部采用了微型隧道顶管施工。

萨凡纳市防洪管理处的高级项目经理马克.安

德杰说：“为减少施工对地面交通的干扰，消除板桩

支护、深层开挖可能对附近历史建筑造成的损坏风

险，我们早在项目规划阶段就已经研究了微型隧道

施工方法”。

该项目的业主是萨凡纳市政府，工程咨询公司

是 H.G.贝尔及 D.萨凡纳公司，来自休斯顿的 BRH

建设工程公司是总承包商，其承担了全部微型隧道

顶管施工。

工程的复杂性

微型隧道技术通常被认为是最复杂的非开挖

施工新技术。它的小直径隧道掘进无需进人，而是

靠遥控的掘进机头。一般，掘进机头采用激光制导，

可以精确地控制轴线和水力坡度。隧道掘进后，采

用顶推装置将新管道在原位顶入。破碎下来的碎屑

可用螺旋机构或是泥浆系统排出。对直径 24 英寸

及稍大一些的管道，一般都采用泥浆排渣系统。

BRH 公司的项目经理大卫.埃伦特称，他们共

修建了 4 口发进工作井，分别承担 760、636、520 和

740 英尺的管道顶进。

“除了将已有管道接入新管外，设计中就再没

有明挖施工了”。埃伦特先生说，“所有的管道都是

微型隧道顶管施工技术在美国萨凡纳市的应用

Jeff Griffin 著 揣东明 译

摘 要：在美国历史名城萨凡纳市采用微型隧道顶管技术铺设了外径 68.5 英寸的 RCP 排水管道 1700 英

尺，成功化解了地下管线施工与历史名城保护的关键矛盾。

关键词：微型隧道、顶管、排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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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行道之下铺设。施工的地层主要是细砂层，一

些地段出现了淤泥和粘土。管道顶进的轴线是连续

的，其中有约 1300 英尺在特纳大道，另 1300 英尺

在蒙哥马利大街。修建的接受井中，有两口是按双

向接受顶进布置的。

在本项工程最深的 17 英尺至 25 英尺管段，共

设置了两口发进井和三口接收井。埃伦特先生说，

该地区的地下水位较高，建井施工非常困难。同时，

由于萨凡纳城市非常古老，地下有许多既有管线，

有的还在用，而有的已经废弃了。

“在每口工作井的建井施工中，遇到三根或四

根不明钢管的情况并不罕见”，埃伦特先生补充说，

“每条街都在规划的人井位置设置有发进井，我们

将其布置在需要顶进铺设管段的中点，这样就能在

一口发进井中进行双向顶进。按照该市要求的人井

间距，我们还在顶进轴线上按要求开挖出了欲设置

人井的竖井”。

本次施工使用的微型隧道机是 Soltau RVS600

型，顶进铺设的管道是外径 68.5 英寸的 Rinker 型

钢筋混凝土管，泥浆分离采用了 Brandt 型振动筛、

旋流除砂机和离心除砂机。埃伦特先生说，在工作

时间上，采用了带小夜班的 12 小时工作制，但泥浆

系统则全天 24 小时不停运行。整个工期共花了 11

个多月的时间。

萨凡纳市的马克.安德杰先生说，这是该市首次

使用微型隧道施工技术，工程进展非常顺利，大家

都对对施工结果表示满意。他还说，如果将来工程

条件具备，我们还会考虑再次使用这种技术。

埃伦特先生说：“BRH 公司 1984 年就在北美进

行了首次微型隧道顶管施工，这使我们成为了美国

资格最老的微型隧道顶管施工承包商”。

BRH 公司从事建设工程施工已有 30 多年历

史。该公司以克服艰难施工条件和建一流工程而著

称，其完成的民用建筑工程遍及整个德克萨斯州和

占美国一半的南部区域。

BRH 公司的业务涵盖各种民用建筑工程，除微

型隧道顶管外，还可进行各种类型的给、排水管道

开挖铺设；排水管道的插管法、隧道法、钻孔法修

复；钢质管道焊接；排水站场建设；混凝土涵洞和地

基处理；污水及自来水处理厂及其泵站的建设。

李山 校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 2008 年 1 期

图 2 微型隧道顶管施工中的下管操作

Jeff Griffin 著 揣东明 译：微型隧道顶管施工技术在美国萨凡纳市的应用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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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在 Kiewit-Bilfinger Berger（KBB）公

司完成顶进 East Side CSO（东部混合污水隧道工

程） 的四个和五个微型隧道分项目后，Parsons

Brinckerhoff 合资公司和 Portland 市的环境服务局

（BES）同意了废除掉中间管道。结果是需要将

1934ft 的顶进机和 991ft 的顶进机连接起来来完成

那段连续的 3000ft 的顶进。北美顶管长度的历史记

录是 1652ft，这是 18 年前由 N.J.洲 E.E. Cruz& Co. of

Holmdel 公司在 Staten 岛创造的。

虽然远不是美国雨量最充足的城市，Portland

市的降雨量超出了其承受的份额。每年这所城市大

约有 100 多个雨天，导致废水和雨水总量超过了污

水管道系统的排泄能力。当水流超过了污水处理的

能力时，便流进了 Willamette 河。Willamette 河是

Columbia 河的支流。East Side CSO 是一项大项目的

一部分，该项目旨在减少混合污水流入到河流中。

该项目的 Wast Side CSO 部分在 2005 年完成

掘进，并在 2006 年进行了铺管。当到 2011 年 East

Side CSO 项目完成后，流入 Willamette 河的混合污

水将减少 94%。

和 KBB 公司签订的 3.81 亿美元的合同包括在

6 英里的内衬直径为 22ft 的隧道，它们位于地表以

下 85ft—165ft。还包括 7 个竖井，6000lf 的长微型隧

道和 3000lf 的开挖铺管工程。

该项目的微型隧道部分被分成不同长度的顶

进段。正如所指出的，将 Outfall 46 连接到 the Port

Center 路的管道的初始段被 Parsons Brinckerhoff 公

司设计为分两端来顶进。当 JV 合资公司建议把这

些动力连接起来时，BES 就必须权重由实施长距离

顶进而带来的潜在的风险及收益。“施工合同是一

个成本加固定费用合同，这种合同的劳动力、设备

及材料费是由业主作为补偿费用支付的。”

Willamette 河 CSO 工程的总工程师 Paul T. Gribbon

解释道，“BES 采纳高风险的长距离顶进相对于消

除中间竖井所产生的节约费用的潜力来说是具有

明显的风险的，我们知道那儿的地层条件非常差。

这个冒险的决定是以我们在 the West Side CSO

Project 顶进施工所得到的宝贵经验为基础的，那儿

的地层条件及设备都与这儿的十分相似。

最终，不采用中间井向前顶进的决定是由业

主、设计方、施工方三方共同承担风险的。这在标准

的低价竞标合同中如果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话，也是

可能性极低的。

1 顶进

Herrenknecht 公司对微型隧道的顶进记录并不

是陌生者。据 Herrenknecht 公司微型隧道销售和技

术顾问 Julian O’Connell 讲，世界上最长的微型隧道

顶进是大约 2600m，是 Herrenknecht 公司的机器完

成的。那次是在德国，创下这个记录非常重要，因为

Portland 市东口混合污水隧道工程项目群
创造微型隧道技术记录

Greg Thompson 著 刘丰敏 译

摘 要：Portland 市东口混合污水隧道工程项目包括在 6 英里的内衬直径为 22ft 的隧道以及 7 个竖井，

6000lf 的长微型隧道和 3000lf 的开挖铺管工程。KBB 公司采用了减少中间竖井的长距离顶进微型隧道施工

技术，创造了北美顶管长度的历史记录。

关键词：微型隧道、顶管长度、历史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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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隧道法的定义在欧洲和北美是不相同的。

在北美，微型隧道是指管线安装的过程，而在

欧洲这一术语却涉及到管线的给定尺寸。简短的

说，欧洲的微型隧道是指小口径管道（通常直径为

36 或者 48 英寸）。北美所说的微型隧道是指钻孔机

械的控制过程。无论直径大小，如果是远程控制和

在表面操作钻机，它便是北美所定义的微型隧道。

北美典型的微型隧道总计数百英尺，而不是数

千。最初特定的顶进在增加其一半的顶进长度时机

器仍然良好，便创造出了记录，这更具有挑战性，也

更有印象。

图 1 施工现场

据 KBB 微型隧道施工总经理 Scott Wimmer 和

总监 Matt Roberts 讲，在顶进第四段时机器所遇到

的土层主要是砂粪土冲击层和填土。顶进段 1 到 3

包括第三段都遇到了 Troutdale 地层，其由卵砾石中

间夹杂着良性土。

“第一段顶进，我们没有遇到太多的意想不到

的情况”Wimmer 说:“我们遇到了些木材，MTBM 可

以很好的处理他们。”

“当在细粒土如粘土和粉土中顶进时，我们也

用离心机来帮助分离土体”Roberts 补充道。

“表面的切入口是非常严格的，”井间距 Kiewit

的 Bill Mariucci 说，“包括驱动器运行的平行铁轨和

管道码。”

管道线路离河流非常近，很可能会造成地下水

的问题。“我们预计顶进条件将非常具有挑战性，因

为管线沿着河岸线穿过填土层。那里有大量的木桩

和工业废渣”，Parsons Brinckerhoff 公司设计小组的

项目经理 Roy Cook 说，“这项纪录是对于合同承包

商的员工和勘测者来说一项真正的成就，他们在整

个顶进过程中都严格的控制轨迹和等级。”

2 机器

MTBM是 Herrenknecht 公司 AVND2000 型微型

隧道机，切削半径为 104.5in。该机器的关键性能包

括用于不同地层情况的可变冲洗模式、一个高效的

圆锥破碎机和切削轮更换进入口。在减小驱动装置

的长度方面还做了附加的考虑和调整。“我们在隧

道中安装了带有变压器的电子牵引锤，以调整长

度。”O’Connell 解释道，“另外，我们还安装了一个

Herrenknecht 陀螺仪和水平导向系统”。他说驱动器

的长度超出了更为典型的激光导向系统的范围。

另外一个使该机器适合长距离顶进的性能是

通过一个入口门可以到达切削面。通过进入到有压

气室可以完成检查切削轮和更换切削齿。“当然，如

果切削具损坏并不能正常破碎，顶进的长度就会减

少.”O’Connell 说。

3 顶进过程

“另外一个对这次微型隧道成功的主要贡献是

使用了几个中间顶进站（IJS）”，Wimmer 说。中间顶

进站就是制造的钢瓶，里面装有了液压千斤顶，安

装在管线的两节之间来提供长距离顶进用的荷载。

第一段安装采用了 7 个 1100 吨的 IJSs，第一个安装

在在微型隧道机后有 150ft。随后，大约每隔 420ft 安

装一个。顶进力慢慢的由 150 吨增长到 250 吨最后

达到约 700 吨。

KBB 还布置了 Herrenknecht 自动膨润土系统，

以确保对管道外部环空良好的润滑。MTBM 后面安

装的管道直径为 84in，混凝土编号为 4 级。

“进行这种长度的顶进的关键是保持较低的摩

擦力和较低的顶进力。”O’Connell 解释道。

当顶进开始后，员工发现底层条件比预期的要

糟糕。长期废弃的码头留下的间距很密的木桩和老

铁路的大钉减慢了顶进的速度。有几台机器需要停

下来来修理和清理管线。尽管这样，员工们继续顶

进，MTBM 完成了顶进并书写了记录。顶进工作用

Greg Thompson 刘丰敏 译：Portland 市东口混合污水隧道工程项目群创造微型隧道技术记录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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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60 个工作日，每个工作日采用 10 小时制，进行

两班倒。平均日顶进量约为 54ft，单日顶进长度最大

为 152ft。

微型隧道机的设计并不能破纪录。顶进、设备、

管道规格由地层条件决定，并决定了其他因素的切

入点。那是指，随着在北美顶进长度越来越长的成

功，顶进机会在必要的时候加长。施工方和设计方

发现合适的机器和最好的团队能够完成曾经被认

为是不可能的长度。

“KBB 的员工和 MTBM 的表现令人佩服，它们

穿过了一些掘进条件十分困难的地层，包括软土

层，木材碎片，和铁路大钉。”Gribbon 说，“在一个价

格竞购合同或一个风险规避项目小组里，创造一项

微型隧道记录是不可能的。”

张培丰 校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 2008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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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美国的废水基础

设施的需求更多的关注越来越多了。美国环境保护

局（EPA）估计，在现有的需求下该国的地下基础设

施已有二千亿美元。管道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建立已

有一个多世纪，并出现大量的腐烂、泄漏、空洞和溢

出问题。城市纵横的美国被有限的预算所限制，美

国环境保护局颁布的法令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这

些法令的颁布，城市将获得高额罚款在一定的时限

内来恢复其老化的污水管道。

其结果是，官员在公共工程部门每天都面临挑

战，确定优先次序，越来越多的重建项目。还有一线

希望就是非开挖技术产品泰然自若的帮助城市有

效的解决管道修复工程。

MaxLinerCLS，一种通过在检测孔里面开始延续

到 10，20，30 或更远从侧向解决管线的密封问题。

处于密封主干线侧面连接处———管线上流入渗透

的薄弱点———这种产品提供了一种结构———这种

结构是上下一起修复全部管道侧向问题。结果是有

效的解决了不需要缩短工程时间而较少安装费用

的问题。

下水道最薄弱的部分是侧面管道和主线的连

接处，在这个地方的失败会导致明显的渗透和污水

泄漏问题。植物能迅速的找到裂缝处扎根。类似管

道的其他部分，这个地方更容易彻底泄漏，这可能

导致工程的失败。MaxLinerCLS 解决了过去其他产

品解决不了的这一领域的问题，公司的官员说。

因为 MaxLinerCLS 提供了单步骤，集成电路，防

漏外侧向修复解决方案，并不需要清理，它节省了

时间和费用，Gil Carroll 和商业区主管 MaxLiner 说。

图 1 MaxLinerCLS 管线修复系统

1 它如何工作

MaxLinerCLS 提供连续、延长长度的支管修复

步骤用能 90 度弯曲有效地处理设施。北美地区的

国家环境技术组把技术独家授权给 MaxLiner，Max-

LinerCLS 使侧面管道和主线管道的连接处有特别

大的强度。

MaxLiner 系统增强了常规的解决管道侧面修

复的技术，同时在更困难地方也可以应用这种方

法，例如房顶垂直管线的安装和难以进入的地下室

设备的安装。在密封主管道连接处密封问题上，

MaxLinerCLS 有附加的优势。用 MaxLinerCLS 方法，

铺内层管的过程开始从内部的主线和上升到侧向，

最大限度地减少开挖，使测管道的换管道过程不需

要清理。

MaxLinerCLS 系统帮助城市完成支管修复

Michele V. Brier 著 冉灵杰 译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一种新型的管线修复技术 MaxLinerCLS 系统，其主要应用于支管修复。

关键词：非开挖、修复、支管

第 26 卷第 1～2 期

2009 年

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Vol.26，No.1耀2

Apr.，2009 135

Un
Re

gis
te
re
d



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09 年

如果没用 MaxLinerCLS 方法，在年久的地区就

不得不挖接近修复处的深坑，把管线击穿把安装修

复设备放入主管线，工程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费

用，Carroll 说。

他还说,城市也同样喜欢这样一个事实，即产品

密封连接和保护侧向管线。

2 产品会变成什么

Maxliner 侧面管道修复的领先者，首次介绍给

参观者是 2 月在路易斯维尔，经过多年与地方性市

场的密切合作，MaxLiner 可以满足他们特别的需

求。虽然其他的修复方法已经在市场上应用有很多

年了，MaxLine 发展成另一种可选择的方法，它可以

的扩延主管道到侧面密封的距离。

像 MaxLiner 系统，MaxLinerCLS 包括所有高质

量的材料，附加产品和确保成功安装的培训。该系

统还采用百分之百固体环氧树脂，不会收缩，不包

含苯乙烯。MaxLinerCLS 包括拖车，安装机器人，材

料和培训。

朱文鉴 校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2008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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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入风景如画的缅因州新英格兰村庄诺斯波

特，首次沿蜿蜒狭窄的街道是好比进入了一个童话

般美丽的场景。美丽的风景围绕着装饰着各种颜色

的小屋，蓝色，黄色和粉红色的颜色和华丽的装饰，

其中有许多是乡村单独命名和确定的，手绘的标

记。

位于缅因州的崎岖的东部沿海居住着约 1500

居民，诺斯波特是季节性居民的常去之地。这个地

方如此偏远，大多数缅因州的 140 万居民从来没有

听说过它。

这些常年居住在诺斯波特的居民整年竭尽全

力的保持这一有历史的社会群落的完整性，它的根

源，可追溯到 17 世纪初一支法国探险队的到来。所

以，当 Matt Timberlake 和员工抵达该镇解决错综复

杂的下水管线修复项目时，当地人很感兴趣，这并

不奇怪。

Matt Timberlake 说“你必须去理解这个群落的

动力才能充分的了解这个项目”。“我不记得有一

次，当时的条件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包括一项规定，

告诉受影响的居民，关于我们如何完成这项工程，

我们如何将完成该项目，使业主能完全理解发生了

什么事情。这个群落参与进来。

Timberlake 是泰德贝瑞家族企业的副总裁，总

部设在缅因州附近的利弗莫尔。泰德贝瑞公司一直

从事专门提供各种不同的方法完成地下设备的安

装和修复的业务，有 35 年多。自 2005 年以来当特

德贝瑞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实施检查该镇的下水道

系统，Timberlake 就在诺斯波特村公司工作。在一次

日常巡查时，Timberlake 的员工发现了一节管线已

被植物生长的根所渗透。

位置，位置，位置

Timberlake 说，这是一个教科书一样管线爆裂

的案例。受影响的地下水管线来自居民区街道的上

端，延续穿过四个私人住宅，爆裂处可能在两个住

宅之间，定位于 25 英尺大西洋海岸线以下。虽然管

线只有 200 英尺长，但是泄漏的开始点和终止点不

在一个平面内。开挖会影响到下游的管线，破裂处

非常接近诺斯波特游艇俱乐部。

很多因素告诉我们这项工程不是开挖能解决

的工作，Timberlake 说。这里有树木和灌木，人行道，

草坪，院子和相关的装饰品。如果开挖，我们不得不

沿着这些住宅的地基开挖。长期的影响会带来一些

其他的潜在的问题。非开挖是唯一的选择。

图 1 新英格兰村庄诺斯波特

裂管修复地下管线的优点

Randy Happel 著 冉灵杰 译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在风景如画的新英格兰村庄诺斯波特进行裂管修复管线的施工情况，其中扰民问题

尤为受到重视。

关键词：非开挖、修复、裂管

第 26 卷第 1～2 期

2009 年

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Vol.26，No.1耀2

Apr.，2009 137

Un
Re

gis
te
re
d



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09 年

Timberlake 和非开 挖 技 术的 负 责 人 Shawn

Ready 没有吃饭一夜都在研究施工方案，他们都发

现植物根的渗透问题，两个人密切的研究了工程的

设计。他们很快就达成共识，确定最佳的修复方法，

但计划的细节要花费一段时间，包括其中两个人过

去制定的有点不合常规的提案相比较。

“尽管村庄公司有合法的权利为了维护地下管

线穿越个别地区，但是他们首先关心的是怎样修复

会影响居民。”Timberlake 说。对受影响的居民解释

我们将会怎样完成这次修复同时对村委会来说获

取他们的大宗买进使得完成工作更容易。

Timberlake and Ready 制定的计划包括挨家挨

户的代表村公司向居民解释会发生什么和工程将

会如何完成。通过这样做，Timberlake 和他的员工立

即赢得了当地人的支持。

为了维护管道下游海岸线附近的检修孔和避

免开挖，Timberlake and Ready 制定的方案是气动管

爆法。虽然该公司已完成 40 至 50 个静态爆破，对

Ready 和他的员工来说这将是第一个气动管爆。因

此，Ready 和 Brian Cowles 商量，在预先设计好的阶

段，Ted Berry 的用穿梭矛导向，同时确保他的员工

在开始施工的时候了解工程的细节。

“在早些年我们在几个气动爆破法中使用过穿

梭矛，所以我们非常熟悉这个过程”Timberlake 说。

这不是什么真正的新东西。然而，气动锤的一些细

节是我们花大量时间预设的，穿梭矛有巨大的帮

助。

Timberlake 继续解释道，这个工程用静态设备

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他不想冒任何风险来移除下

面的检测孔或靠近海岸线开挖。

“对我们来说，保护现场的完整性是很重要的”

Timberlake 说。实际上村公司没有人告诉我们，我们

不得不这样做以这种方式做。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留

下的很小的足迹意味着很可能让我们又返工。这就

是我们怎么做生意。

经过几个小时的规划之后，一天的准备，11 号

上午 9 时开始爆裂。Ready 和他的员工安置好穿梭

矛 HG12, 在低端安装一个 12 吨的绞盘。冲锤在顶

部。应用“检测孔出口方法”，一种穿梭矛在检测孔

中，减少了 50%必要开挖的方法。到午餐时间，爆破

已经完成，新的管道已经替换完成。中午刚过，回填

已完成同时修复完成。

图 2 裂管施工

工作在 4 个小时之内完成，由当地居民组成

的，我们亲切地称为“咨询委员会”见证了我们的工

作。当我们挖上面坑的时候，一个居民在场，他大约

有 60 只粉红色塑料火烈鸟在现场。我有 shawn

ready 的照片，我们把每个火烈鸟都放回了爆破之前

的位置。大多数面向东，但是有几只面向西。我们确

定我们把每只都放回了原来的位置和相同的方向。

1 承包商的秘诀

引以为自豪的是他的员工进行工作的诺斯波

特项目，Timberlake 认为过程就像另一个 Ted Berry

公司如何完成每个工作的例子。而气动爆破对他的

公司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Timberlake 有很多有价

值的意见可供其他的承包商参考。

向我们寻求帮助不要太骄傲，他说。承包商偏

偏是很坏的。我们做生意已经很久，我们知道我们

不知道的一切。但是，当我们有需要的技术支持，我

们联系有技术支持的人。例如，像我们与 Heam-

merHead 的关系一样，他们在现场从开始到帮助我

们公司完成第一次气动爆破。

Timberlake 也是一个坚定的信任者，不止包括

工程的所有相关人员———不只是他自己的员工，还

有管理者，工程经理和受影响的居民。

“教育公众”Timberlake 说。很多时候，我们出现

在这些作业现场和公众也站在那里看着我们一样，

“真见鬼，这些人在这做什么？”我们走出去敲大家

的门，让人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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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做了出色的工作

除了所有的规划，计算和满足所做的出色工

作，得到当地居民的承认对 Timberlake 的意义更

大。

他说“我知道他们的忧虑”。我知道如果一伙人

穿着背心和戴着硬帽子用所有这些设备要侵袭我

的财产，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我们不能忽视这一

点。我猜想最大的赞扬来自诺斯波特工作的是当这

个人在那里，当我们第一次开始爆破之后，重新命

名他的家‘下水道景色小屋’。那时我们嘲笑它，但

是后来，它真正的被了解，这是多么巨大。

朱文鉴 校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2008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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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州，汉普顿市，在汉普顿路地区占地

约 136 平方里，人口为 150,000。汉普顿是兰利空军

基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兰利研究中心和弗吉尼

亚航空和航天中心的所在地。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

商业，工业，零售及住宅区历史遗址和数英里的海

滩。这个城市的东海岸正在成为旅游热点的海滨城

市。废水的运行是该市公共工程部，构建和保持城

市的卫生的下水道系统。汉普顿的地下水系统中有

11000 口人井，它每天要运输 1200 万方废水到汉普

顿路进行处理。其收集系统可以追溯到 1940 年代

初，近百分之七十五低于地下水位。因此，流入和渗

透成了最大的问题。在下雨量为 1 英尺以上时，地

下水和雨水的流入和渗透大大增加了系统的处理

负担。此外，流入和渗透磨损和腐蚀的管道及沙井，

增加抽水和修复的费用。

明知汉普顿市需要一个有效的削减流入和渗

透计划，废水运营管理人员需要研究最有效和最可

靠的修复系统。经过仔细考虑后，小组决定，所做的

大部分工作在内部是最符合经济效益的方法。内部

工作人员有广泛的人井修复的经验并知道船员可

以成功地解决这一计划的每一部分。

他们决定，自安装程序将提供灵活的调度，优

化机组人员时间，改善质量控制，节省资金和提供

工作人员在项目的责任感。利用其基础设施数据

库，地理信息系统的信息和数据流的管理团队建立

了一个试点项目，其中有针对性的地区已知有流入

和渗透的严重问题。这个地区共有管道总长 7500

英尺和 46 口人井。

图 1 人井修复施工

工作人员使用 AP/M Permaform 中的 Permacast

系统在每口人井中用离心密实高强水泥灌浆强化

人井的内部。他们还重新建立了倒置，安装插入了

塑料检修管来阻止流入。首先，工作人员使用高压

清洗人井除去墙壁上松散的物质。有时有的混泥土

已经腐蚀破坏超过 2 英寸。

在砌成的人井中，砖头仍然完好，但连接部分

没有了，在两种情况下，结构严重削弱和泄漏往往

常见。当 SpinCast 的经营商把设备放到位时，工作

人员就开始混合搅拌，经营者根据设计厚度的 1/2

到 2 倍来提升和减低绞盘，使之 20 到 30 通过人井

的中心轴。一半以上的通行为顺时针方向，另一半

为逆时针，以确保全面覆盖，并完成压实且无需抹

子。

汉普顿的潮水盆地的位置，加上一年中大部分

时间的气温都有助于严重的腐蚀。温泉污水处理，

在弗吉尼亚州的人井修复

Jason Mitchell 著 张少杰 译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在弗吉尼亚州进行人井修复和修复质量检测情况。

关键词：非开挖、修复、人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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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时间长，高的生物需氧量（BOD）水平和场外毒

气产生大量的硫化氢气体，这些都使食物产生细菌

和酸。如果细菌不能够生长，腐生链就会被打破。因

此，在修复人井时，全市新增 ConShield ，是 EPA 注

册的抗菌剂的技术，在 Permacast 化合下以防止微

生物腐蚀。

汉普顿，流入和渗透主管巴里多宾斯说“我们

发现它是很有效的，当我们使用修复化合物 Con-

Shield 在一口人井，而不是下一个孔，这是 30 英尺

外的同一系统，五年后，一个没有使用 ConShield 的

被严重腐蚀，而其他看起来像是刚刚安装完毕。”在

美国的大部分城市里，ConShield 经常使用在新的具

体的人井和管道的制造过程中。

用流动的数据和类似雨事件分析的结果，废水

运行中流入减少百分之十八。试点的成功使该部在

2000 年全面实行流入和渗透计划，其目标是修复城

市中全部的 11000 口人井。

自 2000 年实施计划以来，在 4 月到 10 月每个

季节，3 个员工一组的结构完成 400 口人井。

工作人员每天平均 3 到 4 口人井。这取决于人

井的深度和条件，的、速度不能代表工作质量。事实

上，每一次统一有保证的高速旋转压实的用运很容

易使人井中心上下的厚度很容易控制。重要的时避

免有任何可能的密闭空间，用 Permacast 系统，城市

工作人员只需进入人井制止漏水，修理长椅和执行

最后的检查。

图 2 修复质量检测

“自从计划于 2000 年起，我们已经修复了 3000

个人井。这个城市的流入和渗透的问题还没有完全

消除，但这个计划非常成功，并继续朝着我们的方

向是正确的”多宾斯说。

分析证实，使用这种修复方式，地区的流入和

渗透问题已经减少了 18%。

人井并不是流入和渗透问题的主要来源，但也

是安全检查、维修和监测中系统中最简单的部分。

消减流入和渗透问题的计划已经为城市节约

了近 100000 美元。废水业务司期待继续取得成功

和在未来几年内扩大计划。

朱文鉴 校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2008 年第 4 期

Jason Mitchell 著 张少杰 译：在弗吉尼亚州的人井修复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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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r Creek 发电站工程是工程承包商喜欢的工

程之一。这个项目充满了挑战，但是每个工程都用

它自己的难点。正是像 Bear Creek 发电站工程，才

能使人们感到兴奋，促进智慧的交流，并允许施工

方使出浑身解数来完成这项工作。

2008 年非开挖修复工程的年度工程奖的获得

者仅仅是诸多此类项目工程之一。它位于一个孤立

的树木丛生的地方，到处都是复杂陡峭的倾斜，还

有一个很长的上坡。它还将 CIPP 方法引入到一个

前期开发的水电项目。

熊溪水电站靠近加利福尼亚州的 Shingletown ，

由 Enel North America 拥有和经营。它有一段直径

48 英寸长约 1900 英尺的管道已严重破坏，需要修

复。Wis 州 Michels 管道公司负责对其进行修复。在

项目的负责人排除开挖更换的方法后，CIPP 被选定

为修复方法。水管道穿过地下埋有高压天然气主管

道和地表有空架高压电线的一条狭隘的道路。在这

里开挖将是极其危险的。

“当我们第一次接触 Michels 公司，我们只希望

花费开挖更换约 500 英尺流水管道这样的价钱，在

结构转移的地方开始。”Patrick Strickland，Enel 公司

California 州项目经理解释道，“在这一节我们有大

约 1900 英尺管道需要更换，并计划在数年之内逐

步完成。在介绍了工作的情况后，有人建议，现场修

复更新技术 （CIPP） 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Michels] 来视察了现场，并确定它可以使用 CIPP ，

如果我们一次就修复整个 1900 英尺，它将更有意

义，总体成本也更低。

使用 CIPP 技术也减少了环境方面需要考虑的

因素，如河流改建许可，分级计划，水土流失控制计

划，水质量问题等在紧邻河流施工时所遇到的那些

常规问题。

熊溪发电站是一座 3.2 兆瓦的流水动力电站。

在秋季，冬季和春季河流里有足够的水时，该工厂

便利用 Sierra Nevada 山上的径流运转发电。河流中

一个转移结构引导水流流入称为钢管的水管道，从

这里向山下流入到发电厂房。水流流过一个涡轮

机，然后返回河流中。发出来的电卖给了太平洋煤

气电气公司，由其进行分配。当该工厂全负荷运转

时，可以供 900 个家庭用电。

管道是常用于低压管道的 48 英寸，螺旋肋，厚

度为 16 的镀锌管。Strickland 说，检查使用了 23 年

的旧管道，发现在许多肋骨周围出现了裂缝和在安

装时涂层被刮伤或损坏的地方，镀锌管已生锈透

穿。这些问题意味着，管道难以在其充分的能力下

运行，该工厂的产量在减小。

The Bear Creek 项目位于 California 洲 Shasta

Cascade 地区的山麓，在 Redding 东部 25 英里。这是

一个主要由山区、牧场和林地组成的农村地区．项

目负责人认为这个地方为一个穷乡僻壤，员工们不

得不自己运送他们的设备和附属工具，并且要确保

他们带来了一切必需品。

“它极像一个加油站和商店”Michels 的项目总

监 Chris Tavernier 说到这一地区时“我们必去开车

30 分钟才能享受手机服务。因此每天自带必需品到

工地是极为必要的。

Bear Creek 发电站管道修复

Sharon M. Bueno 著 刘丰敏 译

摘 要：加利福尼亚州的熊溪水电站有一段直径 48 英寸长约 1900 英尺的管道已严重破坏，管道是常用的

48 英寸低压管道，螺旋肋，厚度为 16 的镀锌管，且该工程有 4 个急剧的弯曲（一个 60 度，两个 45 度，一个 30 度

的弯曲），Michels 管道公司采用现场修复更新技术（CIPP）对其修复。

关键词：现场修复更新技术、管道修复、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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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ar Creek 工程的设计是一种挑战，因为在

其设计阶段 Michels 的员工要对付它的复杂性。

只有把可用的最后的水流全部用完，并且在第

一场封山大雪之前完工，才能修复好那段管线。10

月底是更换工作的最佳时期，因为这时是历史上最

干的时候，对土体的影响已足够的小，而 Bear Creek

河保持这较低的水位。

为了减少现场工作时间，Michel 决定只进行一

次润滑的 CIPP 工作（约 1580 英尺）。由于成品管重

约 15 万磅，就不能从那个远离润滑位置拖出来。因

此，因此，润滑设施修筑在 Michels’的林地。位于加

利福尼亚州的设施，是用卡车运来 3 的半成品，竖

立在现场和覆盖着气候调节帐篷以防止其线性受

到其他因素影响。

该项目地处偏僻，但是风景却十分迷人，这使

得 Michels 别无选择，只能去逆着水流和山坡去进

行修复工作，因为员工们在河流的上游难以调动他

们的设备，那儿装着水流转向结构。逆坡反向安装

增加了 Michels 小组所面对的难度水平。因为他要

求在修复工作开始时，而不是结束时来创造 4 个急

剧的弯曲（一个 60 度，两个 45 度，一个 30 度的弯

曲）。

“克服摩擦力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因

为管线所产生的拖曳力要穿过这些弯曲处，”负责

这次工程设计的 Michels 公司的副经理 Kelly Odell

说,“显然，如果你在通常的 CIPP 施工中有弯曲的

话，你最希望他们是在整个工作的末端，这样你就

用不着拖着这个大尾巴来穿过这些弯曲，那样会产

生巨大的摩擦力。对于这次特别的情况上述是不可

行的。他们存在于工作的开始端是合理的，因此需

要牵引着 1900ft 的重量来穿过这四个弯曲点。”

Odell 解释说，弯曲的位置需要员工们修建一个

比常见的塔更高的塔来系住那个牵引绳，以克服弯

曲和升举所产生的拖拽力和摩擦力。一个高为 36ft

的塔竖立起来，代替了常见的 13ft 的塔来保证有足

够的压头将管线向上牵引到接受井中。

但是一旦设备开始运转，且现场已准备好开始

作业，修复工作便十分顺利。Tavernier 和 Odell 指

出，花三个月所做的准备工作是成功的关键。

由于机会有限，协调好树脂和水罐是非常重要

的。Interplastic Corp. 公司的 3 个 4 万 lb 的树脂罐进

行现场催化，并泵抽到 1900ft 长、48in 粗的毛毡管

道，这个管子厚 21mm。员工们抽了 150 万 lbs 的水

以将管子送到位。两个热水换热器，总计 2600 万

BTUs 的供热能力给水加热，在整个过程中每小时

燃烧 200gals 柴油。管线在墙的前端结束，那里装有

一个容器装置，用于承接在修复期间可能从管道中

流出来的水。那些水被容纳和转移走。

图 1 野外施工现场

六个工作日后，管线顺利的修复了。该项工作

对周围地域影响极小。Enel 保持了发电站没有停止

运转。员工作 24 小时不间断作业完成了工作。

“整个工程进行的十分顺利，按时完工，并且从

时间部分看，做到上述都需要开挖更换，即使是一

小段管子。”Strickland 说。

在 CIPP市场上，像 Bear creak 这样的工程是极

少的，但是它在水力发电，核能，清洁煤及对非开挖

的功能的喜好等方面都是一个转变。“[这样的话]，

bear creek 仅仅是水电工业中采用这种技术铺设大

直径管线的开始”Michels 公司西部沿海线业务经理

Steve Johnson 说，“对于电力公司最大的问题是很多

是在受到限制的森林里面进行的。”

“这是一个我们在一直试图闯入的市场，”odell

说，“在水力发电，核电，清洁煤等类似的设施中，没

有多少人从事 CIPP工作。我们的定位是‘走进这些

工厂，并展示给他们我们完成这样工作，相对于开

挖更换来看，造成了了很少的扰动和停工。’”

张培丰 校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 2008 年 10 期

Sharon M. Bueno 著 刘丰敏 译：Bear Creek 发电站管道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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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早些时候西弗吉尼亚州 Marmet 地区的一

节长 1740ft，直径为 30in 的排污管道出现了渗漏，

它就位于 Chatleston 的郊区。现场修复管道技术（

CIPP）成为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所遇到问题的答

案。

在 3 月下旬，CIPP 承包商美国 Sewer and Drain

公司高效地处理了这个棘手的和不同寻常的项目，

他们克服了若干挑战，其中包括不寻常的厚衬垫和

Kanawha 河。

自 1934 年以来，W.Va. 洲 Kanawha 县南部的

Marmet 船闸和大坝在控制洪水和发展 Kanawha 河

的经济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过去的几年里，

Marmet 船闸和大坝经历了一次更换面貌。兵团替换

老旧结构的项目已经接近结束。那个问题聚乙烯下

水管道的安装是该工程的一部分，并在地面上已经

大约一年多了。

该排污管为毗邻 Marmet 船闸和大坝发展起来

的住宅服务，将污水排送到河流中。这个管道的问

题是土体强烈的渗透作用和管线节点处的水流

失。。经过仔细检查，渗透的原因是便十分清楚

了。

“由于管道的极限深度为 30ft，而事实上它埋深

100ft，毗邻最近建成的 Marmet 船闸和大坝岸边。管

道正在排泥沙和水。”美国的 Sewer and Drain 公司

主席 Jeremy Bowman 解释道，“他们使用的这些材料

难以支撑挤压，在关节处发生了大量的渗漏。”

图 1 车间准备材料

需要采取措施了。CIPP 是最令人感兴趣的办

法，但兵团也不能 100%的确保这种方法能够解决

管线的问题，并能够持续一段时间。

美国工程兵团的官员做了准备工作，之后兵团

签署采用 CIPP 技术，推出了竞标，并授给了美国

West Virginia 洲的一项复杂的CIPP 工程

Sharon M. Bueno 著 刘丰敏 译

摘 要：西弗吉尼亚州 Marmet 地区的一节长 1740ft，直径为 30in 的排污管道出现了渗漏需要修复，该工程

面临两项挑战，一是衬管的厚度，直径 30in 的衬管厚度为 24.5mm；另一个挑战是在检修孔水位较高的情况下

安装衬管，CIPP 承包商美国 Sewer and Drain 公司采用了现场修复管道技术（CIPP）完成了该项施工。

关键词：管道修复、现场修复管道技术、衬管厚度、高水位

第 26 卷第 1～2 期

2009 年

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Vol.26，No.1耀2

Apr.，2009144

Un
Re

gis
te
re
d



第 26 卷第 1～2 期

Sewer and Drain 公司。在经过数月的调查研究之后，

仅 CIPP 被确定为选定方法。“他们询问了一些问题

如，‘CIPP 适用于这项工程么？’和‘一次能够修复多

长？’”Bowman 说，兵团想要修复管线，以保证在管

道完全破坏时，衬管能够独立的工作。

除了与美国 Sewer and Drain 公司密切合作外，

兵团也和树脂复合材料制造商 Composites One 及

衬垫制造商 Applied Felts 紧密合作，以确保这个项

目他们所需要的保树脂和衬垫能够完成。

“树脂在项目的成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鲍曼

说，“工程兵要求增强树脂以增强完工后衬垫的强

度。这可又回到了到那个事实，即[兵团]想要在母管

道完全破坏时这衬管是一个能独立工作的产品。”

这项工作在几个星期内完成了，工期发生了短

暂的延误。这时河水上涨过高，阻止员工将管到插

入到预定地点。在 CIPP 项目开展之前，工作人员也

进行了预衬垫工作，一个非常薄的塑料膜延伸覆盖

了管道，以帮助阻水，这时才可以开始实际的垫衬

工作。

1740 英尺长的衬管本身在场外浸湿后，由冷藏

车运送到河流现场，并在 3 段进行安装；每段长度

为 500ft 多一点。Bowman 指出，铺入每段衬管需要

人员工作 3～4 个小时。使用 100 万 btu 的加热器，

每段的水胶工作及冷却工作大约需要 18 小时。

在整个过程中由从 Sunbelt Rentals 租来的一对

6in 的旁通泵提供动力支持。

污水管道更换听起来可能是常规的工作，但这

个项目战胜了自己的挑战。这种情况下，做任何事

情中都必须考虑管线的埋深，如从前期的管道清理

到后来的确定衬垫层厚度。“任何时候遇到这样深

的管道系统，深度都使它成为一项更加困难的工

程。”Bowman 说，他补充说在这种情况下确保前期

工作合理的完成是非常必要的。

一个挑战是衬管的厚度。这个工程兵团的一个

要求是，直径 30in 的衬管需要 24.5mm 厚。这是为

了满足兵团的目标，即衬管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管

道。在这厚厚的班轮增加显着重视它，这是一个因

素，这样做的倒置三杆而不是一个或十二个。

选择这种厚度的垫层增加了足够的重量，采用

3 段，2 段还是 1 段进行安装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这是非常厚的，”Bowman 说，“通常衬管厚度

定为衬管直径的一半，单位为毫米。但是[兵团]希望

较厚的衬垫以保持稳定。[兵团]受到了关于这种产

品的知识方面的培训，并帮助设计和计算出土里衬

管的厚度。厚度的增加使衬管更重和更繁琐的，使

工程变得更加艰难。”

另一个挑战是在检修孔水位较高的情况下安

装衬管。在拖入管道的时候发生了延迟后，也使得

项目工头 Ruben Santiago 费力的拖到位。“[Ruben]不

得不进入到检修孔，并靠体力把 30 英寸的管插入

到位。水位超过了顶部，但其仅是中等水平，因此很

难。他做的非常出色。”

Bowman 补充说员工们也没有将加热衬管的水

排放到河水中去。“我们将工程用水抽出到地面上

的容器内，并将其运走了。这是该工程的一个附加

部分。”

Bowman 反复重申预先工作和和谐是这项工程

成功的关键。“由于预备工作，伙计们完成了一项出

色的工作”Bowman 说，“在你开始插入衬管之前，你

必须确保每一件事情都到位。因为你一旦开始衬管

工作，你就不能回炉了。”

张培丰 校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 2008 年 10 期

Sharon M. Bueno 著 刘丰敏 译：West Virginia 洲的一项复杂的 CIPP 工程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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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湾普利茅斯港，成立于

1966 年，是一个非营利性的、25 层复杂结构，其拥

有充分的居住设施和服务，包括其本身的熟练护理

设施。

作为完美的外观可能是它的墙壁和地板蒙面

削弱内部的结构及以下管道系统。排水管线的复杂

恶化多年来正在迅速到达故障点。该计划要求在基

础设施恢复，包括完全封闭卫生线运行 260 英尺达

到 25 层主楼的中间。薄铸铁管贯穿中间的一个繁

忙的医院，对任何修复的方法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经调查该设施内部的基础设施，计划决定用传

统的更换和修复方法。执行局很快认识到更换管方

法不可行。他们取得的合同是基于它们 NU flow（怒

江流）技术上的声誉，它的非侵入性的技术和能力

在同一时间来处理的卫生和饮用水线路。

怒江流公司制造和安装管道和下水道修复产

品用用范围从国内水管道到世界各地。暖通空调和

排水管系统，军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渠道，到地

下公用设施，和服务管道。怒江流动是唯一的管道

和排水管恢复公司，制造和安装组合这两个技术运

用于饮用水行业，以及开挖下水道修理。

这份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合同被认为是给了小

直径管道衬里行业最大的联合技术项目。该合同标

志着在使用环氧树脂衬里管道，以解决全球日益恶

化的供水基础设施中一种日益增长的趋势。

富有挑战性的合资企业，目前 9 个月到一年期

的项目大纲，包括排水管线改造，饮用水恢复和冷

却水行修复。

图 1 进行管线探测施工

重点工作包括：

·主塔。25 层的建筑

·增设三个三层结构

·一个提供各种各样的挑战的全面运作的医院

翼楼

·冷却水管的直径为 12 英寸

·饮用水水管直径是 4 英寸

·该项目于今年刚刚一年多的时间

·天气提供的挑战，如高湿度，强风和高温会影

响环氧固化时间

·居民主要是老人，这使得客户的沟通和审议

至关重要

该项目是由怒江流专业设施经理保罗 Corneil

（排水组组长）和丹尼斯堡（饮用水组长）负责，CIPP

支管的地面技术运用于它的内部基础设施的建设。

支管技术用于修复小直径管

Chris Luttrell 著 张少杰 译

摘 要：本文介绍了在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湾采用支管技术用于修复小直径管线的施工情况。

关键词：非开挖、支管、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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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挑战之一是 Corneil 面临全年入住率百

分之九十五的设施。所有方面的工作必须确保最低

限度的破坏日常运作的设施。

要做到这一点，怒族流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水平

的客户服务的全面整合业务与该基金的经理。所有

的安装都与管理部门和居民频繁互动。高度的机智

和坦诚的沟通一直整个项目中保持，任何可能出现

的问题在他出现前解决。工作时间设定从上午 8 时

至下午 4 点，以便在晚上不打扰老人。工作人员根

据职位空缺和可用性从项目到项目。

三个主要领域的设施已修复更新：东方花园大

厦北花园大厦（医院翼楼），以及 25 层的主塔 50%

已经完成。北园的建设是一个在科技大厦内使用

CIPP 的非常有趣的案例研究。

北园的建设是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项目，由于无

障碍环境和线的非常恶化。卫生系统本身是一个杂

乱的铸铁和 PVC 组成的管道。最困难的工作是铸铁

水平贯穿下拉上限医院翼楼，然后下到地下停车

场。多年来，灭火系统和管道已安装超过顶部的铸

铁收集线使它们几乎不可能重新铺管。由于线路依

然无法整个贯穿医院翼，怒江流衬砌行动计划，以

解决最新的管道故障，防止污染和破坏病人的设

施。在任何时候，卫生都成为医院一个主要关注问

题。审查它的工作开始之前，工作人员发出“传染病

控制手册”的指示。Corneil 描述程序的访问通过收

集者的水平：“由于医院充满了病人，感染是由于暴

露于细菌的地方，我们是处在一个开放的恐惧之

中。使用专有的工具和方法，清理内部的管道系统，

我们能够恢复铸铁回到原来的直径，同时允许医院

继续照顾所有患者。传统的修复无法考虑到传染病

议定书，在刷、疏散和撤离的病人中，其中许多是在

关键的年龄和康复时期。在很多地方，4 英寸，横向

铸造管不到 1 英寸。唯一要做的是让他们在系统不

断地移动头部压力。当然，压力也一再泄漏造成的

威胁彻底失败。三个不同的新的泄漏发生在旧的结

构上，而在 3 个月的进程中怒江流工作人员在其他

地方进行修复。

Corneil 的人员是无法使用高压喷射清洗横向

铸造线。管道已经恶化的地步用喷射法使他们分

开，医院病人都试图保持安全免受感染。为了应付

这一挑战怒江流小组使用遥控操作机器人扩孔工

具来清洁内部的管道并准备将其衬里。由一个低水

平的强大动力的真空器来收集驱动材料。CIPP 内

衬，然后从多种接入点拉到位。工作人员成功地完

成了铸铁管的修复，无大影响病人和其他工作人

员。

北花园大厦其他挑战包括严格调度的地区，如

厨房和洗衣房，以及执行重大临时供水系统，以适

应正常的活动设施，并避免服务中断水。

“对以一个有规模和复杂性的项目，这是相当

成功的运行和反馈，设施管理人员一直很积极，”

Corneil 说，“我们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但组员们不

止有能力承担这一工作。”

朱文鉴 校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2008 年第 4 期

Chris Luttrell 著 张少杰 译：支管技术用于修复小直径管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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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SSCO 的人井评估鉴定程序使许多参与者看

到了更好的关于人井的观点。

如今有多于 1800 万的人井点缀在美国的土地

上。这些虚弱的但必要的链接在今天的下水道系统

为我们的地下基础设施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窗口。

承受住了每天巨大的磨损和裂缝，人井已经成为非

开挖技术改造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件。NASSCO 就

是这个非开挖技术的领导机构。

科技产业在多年前引入 the Manhole Assessment

and Certification Program (MACP)（人井评估鉴定程

序）时认识到人井维护和修理的重要性。这个培训

和认证程序计划用于为人井及其它下水道系统结

构条件的检查和评估提供了新的标准。

图 1 NASSCO 评估程序给用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人井评价

“MACP 培训的要求是持久和发展。”NASSCO

的执行董事 Irv Gemora 说道。“从人们到 NASSCO

办公室对 MACP 培训进行询问的情况看来，从事于

人井检查的公司数量正在增长。经过培训并且获得

合格证书的人对 MACP 都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这更

加坚定了我们认为这个程序是非常必要的信念。”

自从 2006 年秋天 引入 MACP 课 程 以 来，

NASSCO 培养了将近 2000 个非开完技术专家

MACP 帮助推广于 2002 年引进的 NASSCO 的管道

评估和鉴定程序(PACP)。依靠为国家污水系统管道

条件的检查代码、评估、用户培训和信息交换提供

统一的标准，PACP 对工业进行了彻底的改革。

NASSCO 的 PACP 现在已经被北美认可作为管道条

件评估的标准。这个人井程序下一步发展将会更加

合理。

“在有着 2000 万人井，而且都处于处于不良情

况的条件下，人井的更新成为下水道革新工业增长

最 快 的 部 分 。 ”NASSCO 的 技 术 总 监 Gerhard

Muenchmeyer 说。“像下水道，人井的缺陷是人井条

件和服务期待寿命的评价指标。人井评估认证程序

（MACP）培训成为识别和编码人孔缺陷的一个工业

标准方法。在一个普通的格式下，人们可以跟踪下

水道的恶化并根据预测的退化模式来更新决策。”

NASSCO 把 MACP 培训作为 PACP 培训课的

一部分提供给大家，并不增加额外的费用。对于在

MACP 引入之前参加过 PACP 并取得合格证书的

人，NASSCO 将会在几个方面给予其免费的 MACP

培训，NASSCO 在三个主要的贸易展览会上提供免

费的 MACP 培训和鉴定：WEFTEC（水环境联合会学

术年会及展览会）, UCT 和 No-Dig。所有预先登记的

人，每一个在美国任何地方开办的 PACP 培训班都

人井评估技术

Michele V. Brier 著 张少杰 译

摘 要：本文重点介绍了 NASSCO 评估程序的人井评估技术。

关键词：非开挖、人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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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有可用空间的基础上为其提供免费的 MACP

课程。NASSCO 把这个免费的 MACP 课程看做是对

工业再投资的贡献。

图 2 人井设计需要考虑很多因素

1 人井的设计思路

人井的盖子和内部都承受着巨大的磨损和开

裂，因此，设计人井时充分考虑这些因素是很重要

的。

例如：盖子必须为人井提供容易进出的入口，

还应提供一个盖子重新放回之后人井能够密封的

水密封。

地面水平组件必须有足够的强度来抵抗来自

除草设备、交通、土的运动、侵蚀、除雪设备、宽温远

足等等。

必须能够阻挡来自地表径流(流入)或地下水(渗

透)的外来水。

人井也必须能够抵抗强大的退化机制，比如水

土流失、硫化氢腐蚀以及其它从商业和工业引入到

系统中的腐蚀性化学物质等。

2 MACP 编码

MACP 编码可以进行个人纪录

施工特点和材料、类型、尺寸等材料属性。

估测(I/I)速率所必须的数据。

任何结构或 O&M 上缺陷。

通过记录空间数据，个人可以有效的选择和评

估修复方法。数据是从人井的各个组件上收集的，

从人井的井盖到它自身的框架到再到烟筒。材料、

尺寸、形状以及每个组件上一系列的缺陷的数据都

被记录下来。相同的数据收集一直持续到圆锥体

（砖结构梁架），到人井墙然后到工作台和通道。从

人井孔链接过来和链接到人井的管道线都被记录

下来并进行缺陷检查。

3 人井及污水收集系统

由于暴露在交通、腐蚀、土壤运动和其它磨损

之下，人井承受着破坏的高风险。因此，如果很少使

用人井的话会大大削弱整个收集系统的有效性。

朱文鉴 校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2008 年第 4 期

Michele V. Brier 著 张少杰 译：人井评估技术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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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司机都经历过高速公路上严重塞车时

的沮丧。数以百计的汽车向后延伸数英里，以几英

尺每分钟的速度缓慢行走。毫无疑问，当你到达堵

塞的源头时会发现这是一个单一的，停滞的车辆。

一辆车，停放在战略性场地，就造成交通变慢直至

堵塞。

因此，这与下水道的情况一样。通常，排污干线

里的一个阻塞物会降低管道的排污能力，且向后回

溯，引起超负荷。几英尺的阻塞物便可以限制整个

路线的流量，并且小口径管和大管道都是这样。

卡罗来纳州 Charlotte 市已经发现了清洁大口

径下水道管线的价值，多亏一个始于 1999 年的计

划。目前 Charlotte-Mecklenburg 公用事业部（CMU）

和 Bio-Nomic 服务公司有一项合同，清理和检查该

市 100 万英尺的排污渠躯干线中的约 7 万英尺。根

据 Cum 的项目经理讲，投资于清洁的钱是值得的。

“清洁和检查是我们下水道修复计划非常重要

的组成部分”CUM 一个 20 年的老将，Keith Shirley

说：“排污口是排污系统的基础。清洗是一种夺回丧

失掉的排污能力的非常经济的方式，加上它使我们

能够准确地评价下水道的状况。清洗是我们计划的

基础。”

污水管道的清洁是基础

Steve Gibbs 著 刘丰敏 译

摘 要：清洁和检查是下水道修复计划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清洗是一种提高排污能力非常经济的方式，管

道评价是另外一项对管线清理有重大好处的工作，它能够准确地评价下水道的状况。

关键词：下水道修复计划、清洁、评价、基础

图 1 人工下井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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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新获得排污能力

据 Shirley 讲，清洁工作产生了一些利益，首先

是提高了排污能力。超负荷往往发生在下大雨，因

为汇水管线被泥石流半堵塞住了而不能容纳在过

湿条件下增加的雨水量。一些公用设施被误认为是

排污管道的问题，在实际上只需要清理管道时，却

认为他们需要直径更大的排污渠线。

“几年前我们有一个位置，在那里他们对我们

清理的一个 48in 的管道在清理之前和之后进行了

流量监测”Bio-Nomic 服务公司的总经理 Peter

Fleetwood 说：“我们增加了 2.9 万加仑的流动能力。

这是一个数量相当于额外一根 48 英寸管的流量。”

管道评价是另外一项对管线清理有重大好处

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得到高质量的视频。

“我们清理出碎片的数量和类型令人难以置

信”Shirley 说，“我们运走整卡车的碎片，包括砖，砂

浆，检修孔的碎块和淤泥。我们甚至还清理出一个

卫具和一个吸尘器。下水道发现的东西令人吃惊。”

目前清洁合同 2007 年 9 月签订，并会很快完

工。Shirley 说由于过去的成果获得另一项合同的预

算核准可能会更容易。

“我只是给我的上司出示了我们从管道中清理

出的碎片的照片资料，”他解释道，“当你看到那些

照片，这个计划便推销了自己。”

2 较小的投资

当下水道清洁时，市政部门可以准确地评估埋

管的状况。对于 Charlotte- 市 Mecklenburg 部，清洁

计划已产生了许多实际的结果。例如，在检查最近

清理过的一个下水道管线时，公共工程的官员知道

在在位于河床底下的管道上有一个很大的漏洞。流

量监控结果表明，该管线每天允许约 40,000gals 的

水流入系统。修复费用为每一千 gals1.25 元，泄漏则

每年花费该市约一万八千元，作为不必要的的修理

费用。那段管线得到了更换，从而消除了泄漏和泄

露引起的水处理费用。

“当你进行管线清理和检查时，你就会发现这

些问题，”Frazier Engineering 公司是一个从事管线

损坏检查的公司的 Mark Lambert 说，“否则，那种泄

露可能会持续很多年而不被发现”

CUM 发现在该市城市污水基础设施中进行下

水道清理是一项明智的投资。“我们相信清理工作

是我们要坚持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Shirley 说。

张培丰 校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 2008 年 10 期

Steve Gibbs 著 刘丰敏 译：污水管道的清洁是基础

图 2 管道清理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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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对于供水行业来说，更换逐渐老龄

化的地下基础设施成本庞大。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和

可利用资源的减少，为了防止水的流失，很显然供

水管道需要处于良好的无缺陷状态。

然而，对于自来水和污水设施的维护并非易

事。在没有充足的资金去完全更换现有管道的情况

下，下一步最好的做法就是评估现有地下基础设施

的状态并修复至可以使用的水平。这就使供水管道

检测成为了可能。

十多年来，压力管道检测公司（PPIC）一直致力

于评估管道的使用状态，并试图帮助客户解决他们

在基础设施方面所面临的难题。有了 PPIC 提供的

信息，公用事业公司和其他的水力部门就可以知道

其基础设施的状况，并且在还没有到达完全的更换

需要时作出必要的修复措施。

PPIC 的总裁及首席执行官 Brian Mergelas 博士

说：“我们的业务是帮助那些公用事业公司在不耗

资更换新管的情况下使他们的基础设施维持在正

常的运营状态。”从非开挖的角度来讲，我们可以做

管线的评估并把信息提供给客户。这样的话，他们

就可以进行内部修复从而避免了整体更换。一旦到

了更换阶段，那就需要进行挖掘，花费自然也就更

高了。但是通过使用我们的技术，这些问题迎刃而

解。

Mergalas 在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敦市的皇

后区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期间，是 David

Atherton 教授帮助他确定了以后的事业方向。

作为油气井管道检测方面公认的专家，Ather-

ton 于 19 世纪 80 年代末期，在水力部门的支持下，

对大直径预压管道和光缆的破裂与腐蚀问题做了

一些测验。

从那以后，Atherton 开始研究开发一种称为遥

控领域变压耦合的新技术（RFTC）。

RFTC 提供了供水系统管理者的信息，这些信

息有管线基础设施的位置、分布和金属裂缝的数

量。

图 1 管道检测

Mergalas 随后到了油气部门工作，在那里开创

了一家管道检测公司。然而，RFTC 和管道行业所提

供的机会使 Atherton 很感兴趣，之后他终于将自己

地下基础设施挽救办法

Pam Stask 著 张姗磊 译

摘 要：本文简要综述了对地下基础设施地下管线的管理、评估、检测、修复等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地下管道、非开挖、检测、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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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趣点转移到供水管道检测领域。

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Mergalas 依托 RFTC 为

平台，在 1997 年开创了 PPIC 公司。该公司致力于

帮助公用事业部门评估其基础设施的运营状况、保

护管道、节省开支及节约珍贵的水资源。

1 提供解决方法

起初，PPIC 的总部设在多伦多。如今 PPIC 已在

菲尼克斯、达拉斯、和北卡罗来纳州设立了办公机

构，并且在秘鲁和墨西哥也开办了子公司。主要提

供给客户的服务有：大直径的给水、污水管道设施

的状态评估———给客户节省开支、保护了宝贵的水

资源。PPIC 的大部分工程都在美国，海外也有一部

分重要工程。Mergelas 注意到公司的业务主要来自

于人口密集的地区，这些地区往往都需要较大容量

的水力运输。工程较少的其他地区包括远离水源地

和需要很大过渡管道的城市，尤其是分布在美国西

南部的一些州，例如：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

自 1997 年以来，PPIC 引入了附加的技术和方

法帮助客户评估他们的供水管道设施。2001 年，为

了把声学探测增加到服务列表中，PPIC 购买了一家

名为 Pipeline Technologies 的菲尼克斯公司。这项被

称为声发射检测的技术用来探测预制混凝土管道

的腐化部分。

通过使用声发射检测这项技术，PPIC 可以识别

一些处于危险使用阶段的管道，告知客户哪些管道

有潜在破坏的可能。从而可以在花费昂贵的费用进

行更换之前做出必要的修复。

随后在 2002 年，PPIC 开发了一种地理信息系

统（GIS）资产管理平台，用来帮助其客户管理管道

检测项目所提供的信息资料。例如，GIS 给客户提供

了精准的管道图和管道资产管理数据，包括风险分

析、成本分析、工作程序管理、生成报告和数据库分

析。

2004 年，PPIC 从英国引进了一项由水研究中

心（WRC）开发的撒哈拉裂缝探测系统。这项新的附

加技术提供了一个评估所有类型的压力管道的平

台。

PPIC 的业务经理 Cliff Jones 说：“公司使用撒哈

拉裂缝探测系统在大直径的管道上发现了非常小

的裂缝。我们使用 WRC 的探测结果来评估任何类

型的 12 英寸以上管道的使用状况。”

除了核心项目之外，PPIC 同样提供其他的技术

服务，例如：瞬间压力监测、结构分析和修复方法，

帮助客户管理其供水设施。

Mergelas 说：“我们的主要业务就是给客户提供

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便他们采取措施如何去管理那

些传动设施。我们有一些核心的技术并将这些核心

技术结合在一起，根据客户的特殊要求进行检测并

使用资产管理的办法把一切问题联系在一起。一整

套的技术和合作关系保证了我们对管线设施的评

估。”

2 市场监测

供水行业发现由于资金缺乏不能对整个供水

设施进行更换，如今的公用事业单位只好依赖管道

检测行业来调查管线的运营状况。因为这些管道将

要使用很多年，所以公用事业单位和水利部门需要

使用某项技术来评估和修复其基础设施，为的是使

各种管线正常运营。

Mergelas 说：“大约 30 年前，油气部门开始接受

寿命延长期的概念。为了在这些管线达到设计寿命

时仍然可以继续使用，我们需要对管线进行认真的

检测和评估。

Mergelas 补充说道：“在水利部门里也有这样的

概念，并且给水和污水行业需要对其设施的状况进

行记录。如果公用事业单位打算在这些设施达到设

计寿命后继续使用，要么投资更换新管线，要么投

资使用管线检测的方法评估管线的运营状况。自

此，公用事业单位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例如：修复

某些区域或监测无须立即修复的区域。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技术的发展，管道评估检

测逐渐被业内人士所接受。对于过去的十年来说，

公用事业单位的员工和其他致力于保护基础设施

的工作人员开始接受和利用这些技术去评估管道

的使用状况，同样在修复某些管道裂缝时还采取了

预防措施。

“十多年前，在我们尚未进入这块市场之前，就

评估管线设施的运营状况这个问题，如果你咨询 10

个不同的顾问将会得出 10 个不同的答案。”

Mergelas 继续解释道：“不需要明显的课程，10 年以

Pam Stask 著 张姗磊 译：地下基础设施挽救办法 153

Un
Re

gis
te
re
d



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09 年

后，就评估管线设施的运营状况这个问题大家已经

达成一致，对下一步工作也做了安排。

然而，PPIC 和供水管道检测行业正在面临的一

个难题就是公用事业单位需要最新的技术和服务

并采纳管道检测的理论。

Mergelas 说：“公用事业单位一般不具有前瞻

性，我认为他们有时可以拿出积极的态度。在美国，

特定的城市，特定的一天，有一批工作人员被委派

去修理裂缝和主要的缺口，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工

作———及时的修复问题。我们要在心态上发生变

化，前瞻性的走出去，在它们暴露出来之前发现管

道中的裂缝和问题。”

Mergelas 发现：要认可供水管道检测和管理基

础设施的方法是该行业正在经历的一个缓慢的过

程，但是现在已经好了很多。他又指出：评估管道设

施状况的新技术的进步之处在于使公用事业单位

能够管理北美及全世界的水资源。

Mergelas 说：“基础设施的老龄化是一个全球性

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城市、一个州甚至一个国家正

在面临的问题。因此我们认为通过提供给客户宝贵

的解决办法，帮助他们节约水资源和资金，从而我

们的解决办法也就变的全球化了。”

3 综合改进

随着 PPIC 的继续成长和帮助客户评估基础设

施，公司正在不断的把新技术添加到解决方案中，

同时努力探索新的途径改善现有的工作平台。伴随

对网络和 R&D 的聚焦，PPIC 正在向着使客户受益

的方向扩展其服务咨询。

“我们在技术上决不默守陈规，一有新的技术，

我们立即考察它是否对客户有利。”Mergelas 说，“客

户的质疑和试图使用我们的平台并围绕之建立更

好的技术解决方案，这些都可以理解。

“PPIC 形成了一个由主要的业内人士所组成的

网络，他们找出公司都存在哪些难题，都有哪些新

的技术方案可能对客户管理基础设施有所帮助。

PPIC 的经营发展部的副总 David Roy 指出：和主要

的工程公司进行密切的合作对于该行业使用创新

型的技术服务方案是至关重要的。”

Mergelas 指出：为了拓展可以为公司的客户省

钱的新技术，为了改进 PPIC 的现有技术，内部的研

究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公司最近引入了一

项名为管道潜水器的新技术，该技术把 RFTC 的方

案转化到管道的问题上，无须排除管道内的水就可

以对管道做完全的检测。

公司依附于现有成熟工艺，同时引进了新的技

术。Mergelas 说道：公司下一步承诺，给每一个工程

都引进专家技术，而这正是 PPIC 成功和发展的核

心所在。

“我们对每一个工程引进的专业技术都是非常

重要的。”Mergelas 说道：“致力于超过客户的期望值

使我们认识到：是专业技术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促

使我们把所有的解决方案结合在一起，进而满足了

那些客户的特定要求———有效的管理他们的基础

设施。”
朱文鉴 校

译自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 2008 年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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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地下有一条埋深 10 英尺、使用了 60

年的陶土污水管道，旁边还有一条旅游快速公路，

由于管道破损，地面已形成一个足以淹没小汽车的

大塌陷坑。这种情况的后果如何？完全可想而知，这

将会引起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就是阿肯色州史密斯堡市的 Gastony 定向钻

进公司副总裁兼总经理彼特. 查尔森在去年 7 月所

面临的场景。自 1999 年查尔森创建这家公司以来，

已经在管道的“修复更换”方面完成了大量的工程，

主要是从史密斯堡北部到密苏里和阿肯色州交界

地区的污水、天然气、给水和电力线路的钻孔施工

工程。当时查尔森正带着他的 8 名员工在进行史密

斯堡城的老旧污水管道替换工程，在相邻的范布伦

市就出现了这一紧急情况。

范布伦市坐落于奥索卡山脚下，人口约 20000

人，其特色是拥有一座工业加工园区。园区内，在众

多的工厂与公司之间，有一家以家禽为主要原料的

西蒙斯食品厂，该厂每天要向工业园区的污水干管

排放约 200000 加仑的污水。这条老旧的污水干管

已经坍塌了 60 英尺长，在工业园区的联合动力大

街与每天要通过大量载重卡车的第 28 街相交的十

字路口，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塌陷坑。这一情况之所

以紧急，还因为旁边就是阿肯色河，弄不好河水倒

灌会淹没这一地区。

虽然该市已经开始编制一项花费 1-2 百万美

元来加高路面的项目计划，但离工程启动尚早。政

府官员们知道，如果现在就发生河水管涌，那么这

片区域将陷入巨大的混乱。

“市府的工程师要求我们带上管道摄像检测设

备，以视频方式提供管道破损的准确位置和范围”。

查尔森先生说，“我们分别从两边向塌陷坑处进行

检测，最终确定有 60-80 英尺长的管段已经不存在

了”。

查尔森推断，这段因塌陷而失踪的管道，是被

每天从食品厂家禽车间排放的 200000 加仑滚烫污

水冲移位的。当然，重型卡车的长期碾压和管道的

老旧，也是促成地面塌陷的因素之一。

1 利用人井施工

为把摄像机放入污水管，工人们从附近街道的

人井下入，然后一直检测到坍塌区域。范布伦市公

用事业局看到检测录像后，立即就作出了应对决

定。

“这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情况。我们之所以得到

这项工程，是因为我们在范布伦市已经做了很多管

道修复更换的工程”。查尔森先生解释说，“在这个

工业园区中有很多大型企业，如果污水涌出或者街

道坍塌，将会引起一些严重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处

理方案和报价，公用局和工程师们马上说：“就按你

们的办””。

需要更换的管道总长约有 400 英尺。采用新的

直径 20 英寸 HDPE 管进行替换，是将要面对的下

一个挑战。这些 20 英寸管道来料时单根长 40 英

尺，查尔森从 ISCO 工业公司租来一台熔接机，先在

地面把它们连接成 400 英尺长。

工程准备是使施工能够快速、高效进行的关

键。为配合工程实施，西蒙斯食品厂同意从周六开

始停工 24 小时。在工厂停工前，查尔森和 J.杜德拉

用水平定向钻机原位替换陶土污水管

Jeff Griffin 著 揣东明 译

摘 要：范布伦市工业加工园区的污水干管坍塌了 60 英尺长，需要更换的管道总长约有 400 英尺，设计采

用直径 20 英寸的 HDPE 管替换老旧的内径 18 英寸的陶土管，Gastony 定向钻进公司采用 Hammerhead 气动矛

来对老旧的陶土管进行爆管，然后用水平定向钻机原位替换。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机、原位替换、陶土污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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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监理) 以及 Gastony 公司的全体员工们共花费

了两天的时间来进行场地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包

括：开挖钻孔入、出口工作坑；安装 6 英寸的旁路过

流水泵；设置交通管制信标；在人井一侧沿道路方

向开挖一条管沟。西蒙斯食品厂和其它几个稍小点

的工厂答应，一旦施工开始，立即关闭供水管路，不

再排放污水。这样，查尔森和他的工人们接下来就

有了 24 小时的时间来完成施工。

查尔森决定，采用一台 Hammerhead 气动矛来

对老旧的陶土管进行爆管，并采用一台他半年前刚

买的 Vermeer Navigator D36×50Ⅱ型水平定向钻机

和一只直径 24 英寸扩孔器来扩大已破裂的陶土

管道及残留的坍塌土体。

“我们的钻孔要通过那段满是稀泥、管道已不

在了的 60-80 英尺坍塌段”。查尔森先生说，“气

动矛在本工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因为这种老

旧的直径 18 英寸的陶土管壁厚非常厚，必须用它

才能将其爆裂。为确保管道顺利拖入，我们还使用

了可生物降解的泥浆”。

查尔森和他的工人们必须通过一口现有的人

井穿入新管，因为政府不希望开挖街道，所以工人

们只好扩大该人井的尺寸，以使直径 20 英寸的新

管能够拉入。新管铺入到位后，工人们对管周区域

进行了灌浆处理。

2 采用塑料管材

“使用 HDPE塑料管材是本项工程的另一个重

要决策”。查尔森先生说，“我们经常对加工厂使用

HDPE 管道，因为来自工厂的苛性酸一点也不会影

响到 HDPE 材料”。

在模拟试验中，新型 HDPE 管道的估计使用寿

命要超过 100 年。根据查尔森先生介绍说，铸铁管道

老化后容易形成锈化沉淀，从而大大降低了管子过

流能力，但却没有任何东西会粘附在 HDPE 管壁上。

查尔森先生在回顾这项工程时说：“范布伦市

主要的目标是要在最小干扰交通的条件下，用直径

20 英寸的 HDPE 管替换老旧的内径 18 英寸的陶土

管，他们不希望施工中阻断交通，实际上也就没有

任何阻断。家禽厂还利用停产的时间，来更新和维

护它的一些机械设备。

整个工程共花费了 68000 美元，使用了 10 个

小时。查尔森先生说，按他以前的估计，施工应能在

6 个小时内完成。为什么时间又用多了呢？他解释

说：“每项工作都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只是速度有

所减慢。新管一英寸、一英寸地铺入，虽然慢，但很

平滑，拉入这样大直径的管道，自然花费了很长的

时间”。

与过去的工程相比，查尔森称要提高效率则是

最棘手的问题。他说：“Gastony 公司过去也做过河流

和游泳池之下的穿越工程，但在那些工程中，管道

的尺寸都在 4-24 英寸之间。

图 1 水平定向钻机管道替换施工现场

对今后可能会从事与此类似工程的承包商，查

尔森就钻机运行费用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建议：“有

些钻孔承包商没有把与钻机使用相关的所有费用

都考虑进去。比如说，除了燃料费、人工费、运输费、

工程保险和原材料成本之外，还有其它许多费用也

应当纳入考虑，这些可能包括：现场复原、管道的深

度与直径、工作坑开挖、将枝管或主管与人井连接

的费用，等等”。

工程完工后，客户———范布伦市政府和居民

们———得到的是他们希望的结果：交通没有中断，

危险已经消除。而 Gastony 定向钻进公司的全班人

马，则又踏上了新的艰苦征程。

李山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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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RASA 顶管掘进机 
 

施工口径： 

φ250mm～φ3000mm 的混凝土管、钢管、FRP 夹砂管 

 

特点  

*技术可靠安全，保养简单 

*各类切削刀盘，适用于各种土层                  西气东输穿越黄河顶管工程 
（卵石·岩盘型） 

*根据土层情况，可扩径施工 

 

*泥水、土压兼用式，用途广泛 

                                         

 

 

中硬岩               澳门-珠海引水工程 

 

硬岩 

                                                 

 

  二次破碎 

 

含卵石·砂砾层                                        普通土 

（中国组装-价格适中） 

（泥水·土压兼用型） 

软岩·硬质土 

 

中国总代理：上海钟仓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 1228-2 嘉利大厦 6楼 F座  邮编：200052 

电话：021-62837071        传真：021-62833652 

网址：www.kanekura.com.cn  E-mail:kanekura@sh163.net 
 

http://www.kanekur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