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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非开挖行业调查

颜纯文
渊中国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 北京 100102冤

摘 要：本文分析了中国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对 2010 年我国非开挖行业的调查和统计，主

要是水平定向钻机的销售情况和非开挖管道修复与更换方法在管道工程施工中的应用情况，最后总结了

2010 年我国非开挖行业发展的几个特点。

关键词：非开挖、发展、统计、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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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我国非开挖行业继续保持快速稳定的

发展势头。为了全面地了解一年来我国非开挖行业

的发展情况，中国地质学会非开挖技术专业委员会

按照往年的惯例继续进行了行业统计工作，今年已

是第 9 次进行国内非开挖行业调查和统计工作，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水平定向钻机和顶管机的销售情

况，以及非开挖管道修复和更换工程施工情况。由

于本次统计所收集到的顶管机销售数量统计数据

不全，不具有代表性。所以，以下仅就水平定向钻机

和管道修复与更换的统计情况做一介绍和分析。

1 水平定向钻机调查

根据 27 家国内外水平定向钻机制造商和代理

商的调查数据，2010 年我国共销售的各类水平定向

钻机达 1896 台，比 2009 年的 1534 台增加了 362

台，增长幅度为 23.6％。

在新增的钻机中，国内制造商（包括合资企业）

制造和销售的钻机共 1887 台，占 99.5%；进口钻机

的数量为 9 台，与 2009 年持平，仅占总数的 0.5%；

出口钻机的数量为 266 台，占 14.0%。到 2010 年底，

在我国市场上的水平定向钻机总量已达 8663 台，

其中包括进口钻机 393 台，出口钻机 777 台。

历年我国水平定向钻机的增长情况见图 1。

在 2010 年新增的 1896 台钻机中，特大型钻机

（回拖力大于 100t）达 92 台、大型钻机（回拖力

51~100t）135 台，大型和特大型钻机约占总数的

12.0％；中型钻机（回拖力 26~50t）878 台，占总数的

46.3％；小型钻机（回拖力小于 25t）共 791 台，占

41.7％，其中微型钻机（回拖力小于 10t）14 台。

2010 年各种类型钻机所占比例见图 2，历年新

增水平定向钻机中各类钻机所占的比例见表 1。

图 2 2010年我国新增各类钻机的比例

在总数为 8663 台的钻机中，绝大部分是 2000

年以来投入市场的，共有 8583 台，占总数的

99.0％。从钻机的机龄（使用年限）分布上看，机龄在

2 年以内（2009 和 2010 年投入市场）的钻机为 3427

台，占 39.6％；机龄在 3~5 年的钻机有 3138 台，占

36.2％；机龄在 6~10 年的钻机数量为 1975 台，占

图 1 历年我国新增水平定向钻机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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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机龄在 10 年以上的钻机只有 120 台（占

1.4%），见图 3。

图 3 2010年我国钻机中按机龄的比例分布

2 管道修复和更换调查

根据 21 家具有管道修复和更换业务的施工企

业的统计表明，2010 年我国利用非开挖技术完成的

管道修复和更换工程量为 212.63 公里，比 2009 年

的 302.43 公里减少了 89.8 公里，下降幅度为

29.7%。图 4 为历年我国非开挖管道修复和更换的

工作量。

在管道修复和更换工程中，按施工的方法分，

各类修复和更换方法所完成的工作量（见图 5）分别

为：

1）传统的内衬法（插管法）：13.96 公里，占全部

工作量的 6.6%；

2）改进的内衬法（拉拔或模压缩径法）：89.17

公里，占全部工作量的 41.9%；

3）改进的内衬法（折叠变形法）：93.66 公里，占

全部工作量的 44.0%；

4）翻转内衬法（软衬法）：10.38 公里，占全部工

作量的 4.9%；

5）局部修复：4.0 公里，占全部工作量的 1.9%；

6）爆管法或裂管法：1.46 公里，占全部工作量

的 0.7%。

历年我国各种非开挖管道修复和更换方法所

表 1 历年新增水平定向钻机中大尧中尧小型钻机所占的比例

所占比例渊%冤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大型(<25 t) 3 3 2.7 4.1 7.05 11.2 10.8 12.0
中型(25~50t) 12 12 43.1 27.7 32.93 30.9 35.9 46.4
小型(>50t) 85 85 54.2 68.2 60.02 57.9 53.3 41.6

图 4 历年我国非开挖管线修复和更换工程量

1. 传统的内衬法 6.6%; 2 . 改进的内衬法(拉拔或模压缩径法)41.9%;

3. 改进的内衬法(折叠变形法)44.0%; 4. 翻转内衬法（软衬法）4.9%;

5. 局部修复 1.9 %; 6. 爆管法或裂管法 0.7%。

图 5 2010年各种非开挖修复和更换方法所占比例

表 2 历年我国各种非开挖管线修复和更换施工法的使用情况渊%冤

施工方法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传统的内衬法--插管法 9.1 2.3 1.5 18.1 7.2 26.7 6.6
改进的内衬法--缩径法 83.3 28.7 40.4 53.9 30.7 14.2 14.0 41.9
改进的内衬法--变形法 38.7 30.0 28.6 28.1 48.2 38.3 44.0
翻转内衬法--软衬法 10.0 10.5 12.7 10.3 16.7 15.3 15.6 4.9
螺旋缠绕法 1.0 1.1 0.5 0.5 0.4 0.2
局部修复 2.8 6.1 1.4 2.4 8.4 2.6 1.9
爆管渊裂管尧胀管冤法 1.9 4.1 1.3 1.1 1.1 0.5 0.7
其它方法渊灌浆或喷浆法冤 6.7 7.3 3.3 2.5 2.4 5.2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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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的工作量见表 2。

按修复或更换管道的用途分，各类管道所占的

比例（见图 6 和表 3）为：油气管道 72.92 公里，占全

部管道 34.29%；污水管道 13.54 公里，占 6.4%；燃

气管道 25.42 公里，占 12.0%；自来水管道 40.75 公

里，占 19.2%；工业管道 53.33 公里，占 25.1%；其它

管道 6.67 公里，占 3.1%。

按修复或更换管道的材料分，各类管道所占的

比例（见图 7）为：钢管 142.31 公里，占全部管道的

66.9%；混凝土管道 31.56 公里，占 14.9%；铸铁管道

19.18 公里，占 9.0 %；其它管道 19.58 公里，占

9.2%。

按修复或更换管道的直径分，各类管道所占的

比例（见图 8）为：直径在 500mm 以下的管道 117.63

公里，占 55.3%；直径在 500~1000mm 之间的管道

91.15 公里，占 42.9%；直径在 1000~2000mm 的管道

3.85 公里，占 1.8%。

3 2010 年我国非开挖行业发展特点

从以上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2010 年我国非开

挖行业的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水平定向钻机继续保持快速的发展势头，

新增钻机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水平定向

钻机发展最快、市场容量最大的市场；

（2）由于国际经济的逐渐复苏，出口钻机的数

量大幅度增加；

（3）在新增的水平定向钻机中，大型和中型钻机

的发展较快，其中中型钻机第一次成为主导机型；

（4）非开挖管道修复和更换的工程量出现了较

大幅度的下滑；

（5）在各类非开挖管道修复和更换施工方法

中，改进的内衬法（缩径法和变形法）占绝大部分，

超过传统的内衬施工法（插管法）；

（6）油气管道成为非开挖管道修复和更换施工

方法的主要应用领域。

致谢院本文的编写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公司的大

力协助袁在此特向为本次调查与统计提供数据的所

有公司和个人表示的感谢浴

图 6 2010年非开挖修复和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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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历年各类管道采用非开挖修复和更换方法的使用情况

管道类型
2007 2008 2009 2010

公里数 所占比例(%) 公里数 所占比例(%) 公里数 所占比例(%) 公里数 所占比例(%)
油气管道 37.9 18.0 27.30 11.9 30.1 10.0 72.92 34.2
污水管道 28.1 13.3 27.76 12.1 27.92 9.2 13.54 6.4
自来水管道 36.9 17.5 50.01 21.8 72.89 24.1 40.75 19.2
煤气管道 69.6 33.0 29.59 12.9 41.49 13.7 25.42 12.0
工业管道 25.8 12.2 83.27 36.2 79.93 26.1 53.33 25.1
其它管道 12.5 6.0 11.47 5.1 51.1 16.9 6.67 3.1

渊下转第 10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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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非开挖工程的发展近况

兰海涛 马保松
渊中国地质大学 渊武汉冤工程学院袁武汉 430074冤

摘 要：在管道检测、探测、铺设、修复和更新等工程中，非开挖技术正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过笔者

参加的 2010 年 11 月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ISTT）在新加坡召开的第 28 届年会和之前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

学召开的第 12 届国际非开挖技术研讨会，从国际会议的论文中和研讨会上各国教授的介绍中提炼了非开

挖工程方面的发展近况，从管道探测、检测、修复和新材料四个方面入手，简单扼要地阐述了非开挖工程的

最新进展，希望对国内非开挖工程领域的研究有所帮助。

关键词：非开挖、管道、进展

1 前言

在管道探测方面，主要介绍了英国的 MTU 项

目，基本上现阶段在管道探测中比较常用、效果很

好的技术都在这个项目中得到了整合，并有所改

进。在管道检测方面，相关企业针对管道渗漏的问

题提出了解决方案，并对管道检测与设施管理的结

合进行了探讨。在管道铺设方面，还是以过去的技

术为主，水平定向钻、顶管、微型隧道等方法依旧在

管道铺设中广泛应用，发展主要集中在工程的适用

性等方面。在这次的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举办的年

会中，15 个分会场中有 6 个分会场是关于管道修复

方面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涌现了 MIPP（Melt-

ed-in-place Pipe）等新方法；在 CIPP 上，针对热水、

蒸汽固化的缺点，企业主要推广了紫外光固化的方

法；包括改进和提高了管道修复中使用的材料以及

专门开设了一个分会场讨论支管修复的问题。在材

料上，主要针对排水管道中出现的硫化氢问题提出

了材料上的解决方案。笔者认为，在管道铺设方面，

与国外差距不大。但是在管道修复、探测、新材料的

研发、测试、标准等问题上，还是有差距，值得借鉴

和参考。

2 管道探测和检测

2.1 管道探测-英国的MTU项目

英国 7 所大学联合企业共同开展了“探测地下

世界”（Mapping The Underworld, MTU）项目，目标是

改变英国在探测地下设施及其管理的现状，在这方

面进行研究工作并研制相关的设备[1]。第一阶段的

项目（MTU1）已经从 2004 年开始，对能提高探地雷

达可视性的无线电标示装置、各公司可共用接口的

数据库、多传感器探测地下设施的平台等进行了研

究，特别对如何提高探测地下设施的准确性、在人

口设施密集地区探测的可行性进行了调研。现在这

个项目已经进展到了第二阶段（MTU2），任务就是

开发能在各种地质条件下探测所有地下设施的多

传感器平台，以期达到实时监测，进行可持续管理

的目的。

相关的试验场也在建设中，场地中设置了复杂

的环境，包括不同的管道（燃气管道、给排水管道、

通信电缆等）、不同的埋藏的深度、不同的土质类型

（细粒土、粗粒土和人工土），不同的地表结构（草

地、混凝土板、铺路板和沥青碎石路面）和不同的地

下水高度，以达到培训人员，测试调试设备等工作。

其中探测设备主要涵盖探地雷达（Ground Penetrat-

ing Radar, GPR）、声振耦合技术（Vibro-Acoustics）、

低频率电磁场探测（Low Frequency Electromagnetic

Fields）和被动探测技术（Passive Magnetic Fields）4

种，而多传感器平台综合在一起需要很好的数据整

合，需要建立很好的数据提取模型，同时需要考虑

不同土层对地下设施探测的影响。所以另外两种试

验装置也在开发中，即时域反射测量（Time-Dom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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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ometry, TDR）装置和同轴测量装置（Coaxial

Probe），以期达到增加探测能力的目的[2][3]。这些技术

是以 KBS（Knowledge-Based System）为基础，以提高

数据的可读性。同样，这个系统提供的土层资料（液

限、塑限、密度等）将会为多传感器系统适用性试验

提供基础资料，为后继探测提供进一步的数据和参

考，并供测量人员做进一步的分析。

2.2 管道检测

2.2.1 Smart Ball

Smart Ball（图 1）是 Pure Technology 公司的产

品，主要用于天然气管道的渗漏检测[4]。该仪器为球

体，比管道直径小，使其能在管道、阀门中流畅通

过。而渗漏位置的确定是通过地表 GPS 轨迹检测装

置来定位（GPS 接收仪器定期传送的信号），之前需

通过参考点进行定位，最后仪器可从出口处取出，

最后读取已记录的数据，供人员进行分析。该仪器

是通过天然气泄漏时产生的噪声来判断泄漏的位

置，仪器工作一般需要有两个条件：流速和压力。根

据管道的坡度情况，流速一般在 0.25m/s 时可以使

用。如果没有足够的压力，泄漏的噪声就无法获得

（给排水管道，最低为 1 Bar）。泄漏量在 0.1L/min 的

情况下（天然气管道）是可以检测到的。

图 1 Smart Ball[4]

2.2.2 预应力混凝土管道的检测

PCCP（Pressed Concrete Cylinder Pipe）管道已经

得到了广泛应用。在使用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是用

来维系管道可靠性的预应力钢线容易失效，使管道

出现渗漏甚至塌陷，造成管道内水的大量流失，进

一步导致地面塌陷等问题。而 PCCP 管道的破坏常

带有瞬时性和突然性，所以对它的检测尤为重要。

Balama 和 Pure Technology 公司共同开发了 P-waveR

（Polar Wave）PCCP 管道检测技术，通过信号发生器

（1000 个样 / 秒）发出低频 AC 脉冲（<100Hz），在

PCCP 管道中产生一个变化的电磁场，当管道中的

钢线出现了断裂时，磁场就会受此影响，当磁场发

生变化时，接收器就会检测到这样的变化，从而定

位（图 2），此外，可结合光纤监视系统、CCTV、声纳

和超声波检测等方式以满足不同材质管道的检测
[5]。为了持续检测 PCCP 管道的状况，还发展了

SoundPrintRAFO 技术，通过声音检测的方式对管道

进行检查，能提供实时的监测信息，能及时发现

PCCP 管道中预应力钢线破损的问题，这套系统还

能与 GIS 结合，检测整个地区范围内的 PCCP 管道

的情况，起到很好的管理效果（图 3）。

图 2 P-WaveR破损位置检测图[5]

图 3 SoundPrintRAFO 管线持续检测系统结合 GIS
进行管理[5]

3 管道的铺设

3.1 AXIS系统

威猛公司（Vermeer）开发了 AXIS 导向钻进系

统，它适用在坡度要求比较高的地方。铺设的管道

直径在 250-350mm，最大能达到 500mm，铺设距离

达到 107m，铺设管道可以采用回拖或顶进的两种

方式进行[6]。这个系统有四部分组成，钻机、钻机动

力单元、真空动力单元和真空回收箱。因为采用了

真空抽吸钻屑的方法，泥浆处理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图 4）。导向系统使用的是激光导向装置，进一步提

高了在坡度的控制上的准确性（图 5）。AXIS 系统最

大能提供 18144 千克的顶推力，扭矩能达到

6650N×m（110rpm）和 3525N×m（218rpm），真空动

力源为 180kw，流速 96m3/min，真空抽吸力在

0.88bar，空气流速 350km/h，储蓄箱的体积可以在

3000 或 7500 升。

兰海涛 马保松：2010 年非开挖工程的发展近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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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真空抽吸系统示意图[7]

图 5 激光导向系统示意图[7]

3.2 电缆铺设

日本 NTT Access Network Service Systems 实验

室、KUBOTA-C.I. 公司和 NIPPON DENTSU 公司开

发 的 电 缆 铺 设 方 法 [8]。 这 一 铺 设 修 复 方 法

（Cable-accommodating Pipe Rehabilitation

Technique）是对有缺陷的管道进行修复而不影响使

用。在管线和接头部分，用聚氯乙烯树脂材料包裹

已经存在的电缆管线（直径一般在 35mm），使得新

的管道有三个空洞，原有管线占据一个空洞，上面

可以放置两根新电缆。铺设过程很简单，两部分组

合后形成一个整体，当整体连接密封好后，往前推

进，导向头（Guidance Jig）在前端导向，之后处理接

头，重复循环进行。这个方法的修复长度为 150m，

通过加入润滑剂来减少阻力，最大的推进力能达到

3000N 左右（加入润滑剂）。

图 6 管道结构示意图[8]

4 管道修复与更新

4.1 CIPP修复

4.1.1 紫外光固化

紫外光固化技术（以下简称光固化）已经在市

场上有 25 年的历史，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与之前采用的热水热蒸汽固化相比，有很多优点

（表 1）。在固化过程上，光固化的效率是传统热水和

热蒸汽固化的 3 倍以上，能量的消耗也比热水和热

蒸汽低。光固化的过程是通过电脑控制的，能决定

紫外光开启的时间、温度等。材料上采用的是玻璃

表 1 紫外光固化于热水热蒸汽固化的比较[9]

固化特性 紫外光固化 热水和热蒸汽固化

材料 ISO NPG 或乙烯 没浸渍的聚酯纤维或乙烯

催化剂 紫外光 过氧化氢渊危险品冤
管线储存温度 5-35益 5-10益
储存时间 6 个月 1-3 天渊室温冤
铺设设备 可移动式或由卡车牵引 加热设备+脚手架

固化过程控制 监测时间尧温度尧压力尧速度和光紫外光的开启时间 监测出口尧进口和管线内部的温度

铺设时间 4-6 小时 6-24 小时

检查 固化过程可用 CCTV 直到冷却尧排干袁管线末端处理后才能检查

废物处理 多余的部分+内衬 多余的部分+固化后含有苯乙烯的水

固化的均匀性 很好 有风险

固化后的收缩性 小 可以非常大

短期弯曲强度渊MPa冤 150 50
短期弯曲模量渊MPa冤 9000-12000 2200
长期弯曲模量渊MPa冤 5500-7000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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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和乙烯树脂，这样的材料能提供很高的强度，

短期抗弯模量能达到 9000-11000MPa（BKP-Beroli-

na Polyester 公司的 Berolina-Liner 系统中使用的材

料），收缩性相对热水或热蒸汽固化时要小[9]。

4.1.2 Winched-in-Place（WIP）

WIP 的修复过程总概[9]（图 7）：

准备工作同其他管线修复工作一样，先用

CCTV 检查原管道，通过高压水射流等方法清洗主

管道；如果必要的话，移除管道的突出部分；

在管材拖进前，首先拖入聚乙烯材料保护即

将 拖 入的 管 材 （Glass Reinforced Plastic, GRP），

Berolina 特殊的设计能减少在拉力过大的情况下管

线被拉断的风险；

管材被拖进原管道中；

贯入压缩空气使管材膨胀达到原管道尺寸，

一旦膨胀过程完成，光固化车进入到管道内，行走

至管道末端；车上可加装摄像头，能实时监测固化

过程；

光固化车行走的速度能够控制，固化的速率

根据管线的直径和厚度调节变化，每小时能达到

80m；

把多余的部分剪除，切割支管的入口，同时移

除工作设备。

BKP Berolina 的管线是由重叠的纵向玻璃纤

维，结合聚酯树脂或乙烯酯组成。这些材料的结合

使得管材具有很高的性能，特别是在对抗化学物质

侵蚀的性能上，包括在在温度较高的环境下抵抗硫

化氢的侵蚀。管材的直径一般小于实际管道的直径

的 5%-8%，直径在 150mm-1000mm 之间，纤维织物

的叠层（AdvantexR）使得管线的厚度在 2-13mm。短

期的弹性模量能达到 10000MPa，长期弹性模量能

达到 5500MPa，修复长度最大达到了 270m。固化的

全程是由电脑控制，通过质量检测系统（QAS）系统

记录相关数据。光固化是通过管线内的牵引车完成

的，波长在 365-420nm 范围内。紫外光的范围分成

三类：UV-A、UV-B、UV-C，即长波，320-400nm 的

波长和接近可见光的波长。波长越短，提供的能量

越大，但是波长越长，就能更好的穿越叠层。

4.2 支管修复技术

4.2.1 支管修复技术概述

在美国，支管修复面临了一系列的技术和管理

问题，因为支管是房屋唯一连接到主管上的部分，

但是一些屋主使用了一些非法连接（比如屋顶的排

水沟（Roof Drains））[10]。支管也是私人财产的一部分，

所以涉及管理和法律上的问题。相对于主管道的修

复，支管的修复有自己的一些特点[11]，比如直径小

（基本在 100mm 或是 150mm）；直径多变化；管道有

多处的弯曲和用于清理的开口；与主管的接头易受

到地面荷载的影响，很容易破损；树根很容易从管

道外部进入到破损的接头处等问题。路易斯安那理

工大学的非开挖研究中心（TTC）正在研发支管修复

的决策系统。

4.2.2 支管 CIPP 修复

支管 CIPP 修复经历了四代的发展。相比前三

代的缺陷，第四代产品（图 8）也是相对较长的帽形

连接，采用的是乙烯树脂，紫外光固化（LED），在欧

洲，支管的长度一般在 5-7 米。如果用热固化的话，

需要两个小时达到完全固化，当用 LED 固化时，速

率在 30m/h，所以基本需要 14 分钟来固化 7m 的支

管，同时保证了质量[12]。

图 8 第四代支管 CIPP修复[12]

4.3 MIPP
MIPP（Melt-in-Place-Pipe）是英国 Aqualiner 公

司开发的最新的管道修复方法。修复用的材料为热

塑材料（编织物，由聚丙烯和玻璃纤维组成），目前

的修复直径在 150-300mm，不用像 CIPP 需要在工

厂进行树脂浸渍和其他材料的混合，融化和固化后

的管线能达到 AWWA 4 等级，是对原管道的完全结图 7 WIP示意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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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修复，修复速度快，只需微开挖，管道运行时，

没有化学物质进入到饮用水中。整个修复过程如下
[13]（图 9）：

压力和热作用在材料上，热由电能加热空气

装置（Driven Pig）提供，能达到 210℃；

热塑材料融化后，通过装置（Removable Sili-

con Inversion Bag）在材料上施加压力；

热塑材料固化，紧贴在管壁上，完成修复。

图9 MIPP修复示意图[13]

5 非开挖工程中使用的新材料

5.1 PE100-RC和 PE100-HSRC
在 PE 管材的使用上，已经经过了几代的发展

（表 2）。最近，在管材的选择上，主要应用了

PE100-RC （Resistance to Crack） 和 PE100-VRC

（Very Resistance to Crack）材料。当使用相关标准，例

如 PAS1075，对它们进行了测试，寿命能达到 100

年。Borouge 公司的 PE100-RC 和 PE100-HSCR 材

料已经在在中国的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等地使

用。

5.2 水泥管的保护

5.2.1 CONmicShieldR

排 水 管 腐 蚀 老 化 的 问 题 实 际 上 为 MIC

（Microbiological Induced Corrosion）问题，即厌氧菌

产生了硫化氢，硫化氢致使管道破坏。一些因素导

致了这类细菌的快速繁殖，比如温度、时间等。由于

蒸发作用，蒸汽与二氧化碳结合产生酸性气体，溶

解在污水管道潮湿的环境中，形成酸性物质，如二

氧化碳生成碳酸。这些酸与氢氧化钙反应，使得混

凝土管表面的 PH 值下降。只要混凝土的 PH 从

11-12 下降到 9，厌氧菌就开始繁殖，把硫化氢转

化成硫酸，使得混凝土被迅速分解掉[15]。加拿大

Conshield Technologies 公司生产的 CONmicShieldR

表 2 PE材料的发展[14]

特性 50 年代 60 年代 70 年代 90 年代 21 世纪

MRS PE32 PE63 PE80 PE100 PE100-HSCR
密度 低 高渊1 代冤 高渊2 代冤 中等渊2 代冤 高渊3 代冤 高渊3 代冤

慢性裂缝增长

渊by Notched Pipe (ISO 13479)冤
4.0MPa
50 小时

4.0MPa
>165 小时

4.0MPa
>500 小时

4.6MPa
>500 小时

4.6MPa
>8760 小时

能抑制这类细菌的产生，该产品本身是液体混合

物，能与混凝土混合，为混凝土管道提供长期的保

护。当管道或检查井遭受破坏或受到其他腐蚀的情

况下，仍能提供保护。它的作用原理是，当细菌与

CONmicShieldR 产品结合时，使得硫杆菌的外膜破

损，细菌死亡。测试结果见图 10。

图 10 测试结果对比[15]

5.2.2 KONUTEKT Flexible Glass

混凝土管道经常在供排水管道中使用，但是维

护起来很难。当污水中有污泥沉积时，不仅伴随着

有毒物质的沉积，也伴随着生物过程。当 PH 值下降

到 1-2.5，混凝土发生破坏，其破坏形式有两种，一

为混凝土结构的溶解；另一种方式是经过一系列的

反应后，混凝土表面生成石膏，石膏晶体生长，深入

混凝土内部，体积不断膨胀，不断产生裂缝，使得硫

酸进一步进入到混凝土内部，破坏加剧。Protection

Technologies MC-bauchemie Muller 公 司 和

KG-Germany 公司提供了两套方案[16]。一是可以采

用喷涂的方法，在混凝土表面喷涂 KONUSIT KK

10R，成分包括碱、硅酸盐、石英混合物，厚度在

8-12mm，通过一次或三次工序操作完成修复，寿命

能达到 20-25 年。另一种解决方案是在表面贴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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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玻璃（Boron Silicate Glass），厚度在 0.2-0.3mm，为

方块状（40cm×43cm），具有很好的柔韧性，能够沿

管壁弯曲，能在弯曲段使用。在粘结时，使用橡胶滚

轴挤出空气，粘接上 3mm 厚的粘结材料（Polymer

Silicate Glue Konutekt Glass Adhesive），该材料能耐

酸，能重叠，保证了接头处的密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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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enchless Technology is playing a great role in the mapping and monitoring of sub surface pipelines,

installation, rehabilitation and renewal of pipes. Combining with the advanced research in this field, especially the

papers from International No-dig 2010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in Singapore and introduction from professors in

12nd Trenchless Research Colloquium in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the newest development of Trenchless

Technology, offering help in the Trenchless research hopefully, is summarized briefly from the aspects of mapping,

monitoring, installation, rehabilitation of pipelines.

Keywords: Trenchless Technology, Pipeline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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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vanced Development of Trenchless Technology

Abstract: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introduces in-detail the 9th trenchless technology market survey in China

(2010) , including the sales of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machine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various trenchless

rehabilitation methods, summarizes some important point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trenchless technology in China

over the pas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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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N630 供水管道定向钻穿越淮河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朱 旋 屈学平
渊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袁安徽蚌埠袁233001冤

摘 要：作为非开挖施工的一个分支，定向钻穿越技术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本文以 DN630 供水

管道定向钻穿越淮河工程为例，介绍了定向钻穿越的技术特点，指出了设计基本原则及设计要素如管道钻

进的入土角、出土角、曲率半径和穿越深度等确定方法，并阐述了定向钻穿越施工工艺流程及泥浆配制、钻

导向孔、扩孔及管道回拖等主要施工工艺。

关键词：定向钻、供水管道、设计、施工

1 前言

定向钻穿越非开挖技术具有不需大面积开挖、

铺管精度高、对交通的干扰小、施工周期短等优点，

尤其是可应用于穿越大型河流、湖泊、重要交通干

线等一些不允许开挖施工的场所。作为一项新兴和

先进的技术，定向钻穿越也是我国近几年管道工程

穿越河流应用最多的一种施工方式。随着钻机能力

的不断提高和钻具的不断完善、施工技术的发展以

及对安全和环保的日益重视，定向钻穿越施工技术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2 工程概况

蚌埠市河北新区地处淮河北岸，辖区面积

231.5km2，人口 20.3 万人。该区居民饮用水长期取

自地下水，而该区地下水中钙镁离子含量较高，水

的硬度大，易结垢。为解决当地居民饮用水问题，蚌

埠市自来水公司决定以淮河南岸的蚌埠市第三自

来水厂作为水源，通过管道将自来水送至河北新

区。

蚌埠市河北新区供水管道工程位于蚌埠市席

家沟以东 100 米附近，为蚌埠市自来水厂管道建设

工程之一。本工程输水管线长 1.2km，进口在淮河南

岸与城市自来水管网连接，线路穿过淮河后经淮北

大堤进入河北新区接城市自来水管网，管线采用单

管敷设。工程包括淮河段定向钻穿越施工和两岸滩

地段、穿堤段开挖埋管施工等。

穿越淮河段采用定向钻穿越非开挖技术施工，

设计给水管径为 DN630mm，管壁厚度 46.3mm，长

度 660m，入土角 10.0°，出土角 8.0°，管材采用

HDPE 型实壁管，压力等级 1.25MPa，为保证给水管

道不受采砂破坏，给水管道外套 DN813 钢管，管壁

厚度 12.0mm，钢管长度 660m。

3 工程地质

淮河自西向东流经工程所在区域，河道较为顺

直，左岸地势平坦，为冲积平原，右岸为较为宽阔的

堆积阶地。从地形地貌特征看，该段淮河属不对称

的河道。

自来水管道从蚌埠市席家沟东侧穿越淮河，南

岸淮河滩地较宽，宽度约 450m，地面高程一般为

16.4～18.2m；北岸滩地较窄，宽度约 130m，地面高

程为 17.0m 左右；主河道河底高程为 6.7m～8.3m，

河道宽度（非汛期水面宽度）约为 450m。

设计管道位于淮河主河道和两岸滩地，管线大

致呈抛物线型穿越淮河河床，主要穿越的地层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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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层。其中滩地管道主要在第（2-1）层穿过，该层土

为黄到灰黄色轻粉质壤土（Q4
al），夹中粉质壤土、粉

土等，呈软塑～可塑状态，压缩系数平均值为

0.16MPa-1，属中等压缩性土。本层层底分布高程为

11.89～14.72m。

淮河主河道段管道主要在第（5-1）层穿过，该

层土为黄到棕黄色细砂（Q3
al），局部灰色，层中有时

夹有壤土薄层，有时可见砾石。本层标贯击数平均

值为 19.5 击，不均匀系数 3.33，呈中密到密实状态。

4 穿越淮河段施工方案比较

根据所确定穿越断面的位置、穿越条件要求、

淮河河道的宽度、流量大小、河床稳定性、工程投资

及工期等因素，认为明开挖施工方案及跨越河道方

案不适用于本工程，应考虑采用穿越方案。河底穿

越即采用倒虹吸管道从河道底部穿过，施工方法较

多，有定向钻穿越、顶管、沉管敷设等。

顶管法的施工方法是采用长距离顶管，运用装

置顶进。具有施工技术成熟，造价相对较低，顶进速

度快，施工长度较长，对土层的适应性好等优点。但

对于管道需要轴向弯曲的穿越误差较大，且适用的

管材一般为钢管、钢筋混凝土管、铸铁管等，施工占

地面积较大。

沉管敷设的施工方法是采用挖泥船在穿越断

面的河槽上挖出一条满足设计要求的水下沟槽，在

河岸上将管道分段焊接成整体，应用船只或卷扬机

等牵引设备拖管过河，将管道安装在挖好的管沟

中。该方法可在水中挖沟，不用进行围堰堵水，容易

达到埋深要求。施工方法技术可靠，安全性较高。但

是水下开挖，精度难以保证，管道定位比较困难，而

且施工期需断航。

定向钻穿越是一种先进的非开挖施工方法，该

方法具有可准确控制管道方向、施工速度快、投资

省，施工对通航没有影响、管道的埋深易于满足要

求、施工占地少等优点；适用的管材广泛，且本工程

穿越的土层主要为轻粉质壤土、粉质壤土、粉土和

细砂等，非常适合定向钻穿越的施工。

由于本工程位于淮河滩地和主河道，施工受淮

河水位的影响，施工工期不能太长，管材采用 PE

管，综合以上因素管道穿越淮河段采用定向钻穿越

方法施工。

5 主要设计参数的确定

5.1 穿越的深度

管道穿越位置的最大冲刷深度主要取决于长

河段河床冲刷率，并随河床条件和来水来沙而变

化。但是，至今对于洪水河床冲刷率的研究还较少，

尚无成熟的理论可在工程实践中应用。根据《公路

桥位勘测设计规范》中桥梁冲刷计算公式，对淮河

100 年一遇洪水主河道最大冲刷深度进行了分析计

算，计算结果为 3.2m。

根据地质条件、施工工艺以及最大冲刷深度的

控制，经综合考虑，管道穿越淮河主槽段管道中心

线高程为 1.75m，最小埋深为 5.0m，满足要求。

5.2 入土角尧出土角和曲率半径

依据穿越处的地形地貌和地质条件，入土点选

择在淮河左岸滩地上，距淮北大堤堤脚处 64m，为

保证在较短的距离内穿至河床下，设计入土角定为

10.0°出土点选择在淮河右岸滩地，距管道和市政

供水城市管网 T 接处 245m，设计出土角 8.0°。显

然，当入土点、出土点和管道埋深确定后，穿越管道

的曲率半径已基本确定，本工程穿越管道弯曲的曲

率半径约为 1500D。

5.3 管道结构强度复核

聚乙烯管道结构的强度计算应满足下式要求：

式中：

σθ—在设计内水压力作用下管壁环向应力设

计值；

γ0—管道重要性系数；输水管道为单线时，取

γ0=1.1；

γ0t—聚乙烯管管材抗力分项系数；

f—管材环向抗拉强度标准值，对 PE100 级管，

f=10N/mm2；

D0 —管道计算直径（mm）；

t—管壁计算厚度（mm）；

γQ—设计内水压力的作用分项系数，取 1.2；

Fwd —管材最大设计内水压力（MPa），Fwd =1.5f；

fw—管道工作压力（MPa），取 fw=0.3MPa。

经过计算，管道结构强度满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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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施工保障措施

定向钻穿越是一种风险性较高的施工方法，所

以在整个穿越施工过程中，必须保证每个环节的安

全，任何小的失误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本工程根

据定向钻穿越施工工艺流程和相关技术规范，制定

了详细的施工技术方案。

定向钻穿越施工技术方案包括：穿越轴线测

放、锚固箱制作安装、钻机进场安装调试、泥浆配

制、导向孔钻进、扩孔回拖、泥浆回收利用、废弃泥

浆处理、设备撤离现场等。本文仅就其中泥浆配制、

钻导向孔、扩孔与回拖三项关键工作作详细说明。

6.1 泥浆配制

在穿越施工中需要大量的泥浆，泥浆的主要作

用包括润滑、冷却钻头钻具、稳定孔壁和悬浮、携带

泥屑等，因此在定向钻施工中，泥浆的密度和压力

必须满足一定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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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在钻机开钻前，提前采集水样，进行含

盐量 PH 值的分析检验，要求含盐量（NaCl）小于

1％，含钙量（Ca2+）小于 120mg/L，检查水样合格后进

行泥浆的配制，另外配制泥浆的水质不能是受污染

的脏水，必须使用干净的水。泥浆由水、膨润土及各

类添加剂（包括滤饼剂、增粘剂、润滑剂、护壁剂、堵

漏剂等）组成，泥浆粘度根据地质情况和管径大小

确定，用马氏漏斗测量，每两小时测量一次。

本工程穿越的土层涉及到素填土、轻粉质壤

土、粉质壤土、粉土和细砂等，针对这几种地层的地

质特征制定了相应的泥浆配制方案。

钻导向孔的泥浆要求为泥浆粘度 50～60s，控

制失水量小于 15ml，配比标准为钠基膨润土±

5.5%、滤饼剂 0.1%、润滑剂 0.1%、增粘剂 0.04%、降

失水剂 0.28%。

扩孔回拖的泥浆要求为泥浆粘度 50～60s，控

制失水量小于 12ml，配比标准为钠基膨润土±6%、

滤饼剂 0.1%、润滑剂 4%、增粘剂 0.04%、降失水剂

0.28%。

6.2 钻导向孔

定向钻穿越施工过程中钻导向孔是一项重点

控制的关键工序，导向孔是穿越设计路径地下成孔

贯通的基础，为保证导向孔在钻进过程中和设计穿

越曲线相吻合，施工时采取了以下的保证措施。（1）

严格按设计曲线钻导向孔，并根据管径大小确定每

根钻杆的折角，实时跟踪测量，并做好记录，在穿越

曲线上每隔 9m 左右设数据控制点，且每钻进 1m

记录钻头位置参数，以此控制导向孔的钻进。（2）在

导向孔钻进时，控制好钻孔方向，并对控制系统进

行测试，所有测试均调校完毕，进行正常钻进。（3）

钻孔施工的同时采用人工磁场与地磁场相互结合

的方法消除误差，校正钻进方向。

导向孔钻进完成后，实际出土点与设计出土点

的误差约 0.3m，满足要求。

6.3 扩孔与回拖

扩孔与回拖也是整个工程的重点之一，扩孔的

质量是管道顺利回拖的保证。在导向孔完成后，钻

头出土后及时拆卸，装上扩孔器进行预扩孔。为保

证整个穿越工程万无一失，预扩孔过程采用了六级

扩孔。在扩孔时严格控制泥浆压力、粘度及排量，根

据地质条件，在易产生塌孔地段适当增大粘度，减

少塌孔的可能性。并在最后一次扩孔作业时，向泥

浆中添加适当的润滑剂，以便管道在回拖过程中减

小阻力。

预扩孔完成后进行 DN813 钢管回拖作业。为减

小回拖时的摩擦力，保证管道顺利回拖和保护管道

防腐层，在回拖过程中，使用的泥浆保证充满整个

孔洞，并在回拖管道中注入适当体积的干净水，以

平衡管道的浮力，确保管道在孔洞泥浆中处于悬浮

状态。钢管回拖完成后，将钻杆推入钢管中再将

DN630PE 管从钢管中拖出。

7 结语

本次 DN630 供水管道穿越淮河工程，由于采用

了定向钻穿越技术施工，达到了节约工程造价、缩

短工期、施工过程不断航、保护环境的目的，开创了

定向钻穿越技术在供水管道穿越淮河的先例。且工

程达到很高的精度，顺利通过了竣工验收，创造了

很好的社会效益。工程完工后经过近一年的运行，

供水情况良好，未发现设备损坏和异常。

科学严谨的设计、合理的施工工艺、严格规范

的施工措施、性能优良的设备是本工程成功的关

键。在设计中根据所确定穿越断面的位置、淮河水

文地质资料、河势及两岸地形地貌特征、最大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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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穿越条件要求等因素，科学的选取了计算参

数。施工中紧密结合设计方案，采用合理的机械设

备，制定完善钻孔、扩孔和回拖方案，有效的保障了

定向钻穿越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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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branch of non-excavation technology,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HDD）has been widely used

in pipeline constructions. Taking the project of DN630 water supply pipeline directional drilling across the Huaihe

river as a typical exampl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main points such as crossing angles, curvature radius and the

depth under the bottom of the Huaihe river in the design and the reaming technology, back-pulling technology and

mud preparation quality control in th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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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钻进工程最优穿越曲线的计算

刘远亮
渊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袁广东广州袁510500冤

摘 要：在非开挖钻进工程中，穿越曲线的设计是第一个关键的工作，而只有根据现场条件设计计算出

合适的穿越曲线，才能保证整个钻进穿越工程的顺利进行和完成。本文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基础上，建立

了穿越曲线的计算模型，并利用 MATLAB 计算程序对其进行优化计算，确定最短穿越距离，使得穿越工程

费用最经济。通过现场工程的验证，该计算模型对现场施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非开挖工程、最优穿越曲线、MATLAB 计算程序

1 引言

非开挖工程是指在不开挖地表的情况下，利用

岩土钻掘等技术手段，铺设、修复或更换各种地下

管道管线的一种高科技实用新技术，它广泛用于不

允许开挖或不具备开挖条件下的各类管道管线铺

设，具有不污染环境、不影响交通、对地下结构破坏

小、施工安全可靠、周期短、成本低和社会效益与经

济效益显著等优点。而导向孔穿越曲线的设计是第

一个最关键的工作，只有根据现场条件计算出最合

适、经济的穿越曲线，才能保证整个钻进穿越工程

的顺利进行和完成，并为施工方节省成本。目前关

于穿越曲线的优化设计的计算方法各异，但大都比

较复杂繁琐，不利于现场的推广应用，而本文提出

的计算方法相对简单，便于现场应用。

2 最优穿越曲线的确定

2.1 选择合适的穿越地层

在设计确定穿越路线前，必须先根据地质勘探

资料，详细了解清楚要钻遇的地层情况，穿越路线

应选择容易钻进的地层，如坚实的粘土、粉土、砂

土和完整的岩石层，而要尽量避开以下几种不良的

地层：

（1）具有天然大裂隙、裂缝的地层；

（2）松散的粉土、砂土和软土地层；

（3）软粘土、湿陷性黄土、泥炭质土、淤泥、分散

性土和架空层；

（4）岩石断层、砾石层、卵石层以及大片流

沙层；

（5）杂填土、冲填土、膨胀土、红粘土、岩溶；

（6）高砾石含量的砾质地层、强度和硬度特别

高的岩石层；

（7）地震活动断层、滑坡、泥石流地段、地陷地

裂及砂土液化地段。

一般地表以下几十米内的地层分层较多。必须

根据地质资料选择易钻地层进行导向孔钻进，所以

勘察单位提供的地质资料非常重要，是设计的依

据。穿越段地质条件必须详细进行勘察勘探孔间距

以能准确反映穿越段地层土土质变化为原则，一般

采用 30～100m 的间距，但如果穿越铁道、公路地

段，勘探孔数不宜少于 2 个。而在穿越地质条件复

杂的地段如暗埋的河、湖、沟、坑地段和可能产生流

砂和振动液化等地段，勘探孔更应适当加密，以便

详细反应穿越段地质情况。穿越段地质勘探资料应

提供土体的重度、密度、分层情况和地下水位等参

数，再根据地质勘察资料选择合适的穿越地层。

如在非要在薄弱地层进行穿越，则要采取一些

相应的处理措施[1]：

在地面上可采用的措施主要是在薄弱地层上

方进行重物堆载，可以堆土、沙包或混凝土块等重

物，但是堆载面必须平整均匀，覆盖所有薄弱部位

和冒浆面。针对薄弱部位的补强的方式还有很多，

包括：预压、强夯、强夯置换、注浆和换填等加固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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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另外也可以采取局部补强的方法，如：使用挤密

桩进行挤密地层的土体，减小土体的孔隙比，提高

土体的密实度和固结强度，也可适当降低地下水

位，减少水浮力对土体的作用，提高定向钻穿越地

段土体的重力等，其目的是增加土体的附加应力，

提高地层抗冒浆能力，避免发生冒浆现象。

2.2 穿越曲线参数的确定

根据铺管入出土点的坐标、穿越地段的地质条

件状况、已掌握的地下障碍物情况、周边环境和所

选用的水平定向钻机的性能参数、工作特点、钻具

配备及对穿越段对管道管线的防腐的要求，设计出

一条安全、可操作的穿越铺管轨迹，在曲线拐点处

不得超过钻机能力范围，钻杆柔度范围及管材承受

的强度及柔度范围。

2.21 入土角、出土角的确定

入土角、出土角是指定向钻进施工时，钻杆钻

入地层或钻出地层时钻杆与水平方向所形成的角

度。8°~20°的入出土角适用于大多数的穿越工

程。对地面始钻式，入土角和出土角应分别在 6°

~20°之间（取决于欲铺设管的直径等）。但入土角

最好控制在 9°~15°，出土角最好控制在 4°~8°

为宜；在进行大曲率半径的弯曲以前最好钻进一段

直线段。曲率半径的确定由欲铺设管的弯曲特性确

定，并随着管的直径增大而增大[2]。

入土点或出土点与欲穿越的第一个障碍物之

间的距离（例如道路、沟渠等）至少应大于 3 根钻杆

的长度。与水体的最小距离至少应为 5~6m，以保证

不发生泥浆喷涌。

出于钻进技术考虑，第一段和最后一段钻杆柱

应是直线状的，即没有垂直弯曲和水平弯曲，这两

段钻杆柱的长度各自至少应为 10m[3]。

2.22 最优穿越曲线的计算

根据穿越工程实际情况，在满足相应规范和施

工要求的前提下，计算最佳的设计参数，使穿越工

程的穿越长度越短，工程投资就越小，节约工程成

本。利用 MATLAB 计算软件对入土角、出土角、最大

钻孔深度和最短穿越长度进行优化，得到最佳的设

计参数，以穿越长度为目标函数，建立优化设计数

学模型。

假设穿越地段无障碍物和不良地层，一共有四

个变量：入土角 琢1、出土角 琢2、钻孔最大深度 H 和穿

越曲线长度 L0，如图 1 所示，而入出土点的水平距

离 是已确定，可对最短穿越曲线长度进行优化计

算。根据相关的管线铺设工程技术规范，曲率半

R≈1200D~1500D，

其中 D 为拟铺设管道直径（m），为了尽量减少

管道铺管阻力和简化计算，可取 R1=1200D[4]

图 1 导向孔穿越曲线示意图

根据图 1 的几何关系可得到以下计算公式：

（1）

（2）

（3）

（4）

由 3 和 4 式可得：

（5）

（6）

所以 （7）

当确定了 R1，由(5)式即可确定 H，再根据(7)式

就能确定 R2。

而 （8）

如出现 L≤0 的情况，则表示穿越曲线没有中

间的直线段 L。

AB 弧线段长：

（9）

CD 弧线段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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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曲线总长：

L0=LAB+LCD+L'-L1-L2 （11）

式中：

琢1— 入土角，(°)；琢2— 出土角，(°)；R1— 管线

入土时的曲率半径，(m)；R2— 管线出土时的曲率半

径，(m)；H— 钻孔最大深度，(m)。

该数学模型属于连续变量的非线性约束最优

化问题，可采用 MATLAB 计算程序，以 minL0 穿越

曲线最短距离为目标函数进行优化求解。

模型约束条件：9°≤琢1≤15°，4°≤琢2≤8°，

R1=1200D。

对于定向钻穿越最优化模型，在不同的设计条

件下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采用

MATLAB 计算程序进行优化时，需要输入一个满足

约束条件的可行初始点(即初始值)，从不同的初始

点计算，可能得到不同的求解结果。

3 算例分析

武汉某非开挖钻进穿越工程，无不良地质条件

和地下障碍物，入出土点的水平距离为 1000m，管

道直径 1.5m，试确定定向钻最佳入土角、出土角、钻

孔深度和最短穿越曲线长度。使用 MATLAB 计算程

序可对目标函数在约束条件下进行循环计算，再选

取几个具有代表性初始点对应的计算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表 1 穿越曲线参数

以 800 元 /m 的钻进费用来计算，可得 7 个

初始点形成的穿越曲线对应的工程费用，如图 2

所示。

图 2 各个初始点对应的工程费用图

从表 1 和图 2 中可以看出，该定向钻穿越规范

允许的入土 9°≤琢1≤15°的范围内，出土角 4°≤

琢2≤8°，任意输入一个初始点，优化计算可以收敛

到一个最优解。从以上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入土角

越小，出土角越大，该穿越曲线长度越短，也就越

经济。

4 结语

本文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基础上，建立了穿

越曲线的计算模型，并利用 MATLAB 计算程序对其

进行优化计算，确定最短穿越距离，使得穿越工程

费用最经济。通过现场穿越工程的验证，该计算模

型对现场施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可为施工方节

省一定的成本。

参考文献院
[1] 孙宏全、詹胜文、张洪洲，定向钻穿越的冒浆分

析及对策[J].石油工程建设，2007，33(2)：41-42.

[2] SY／F 4079．95，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穿越工程

施工及验收规范[S].

[3] 中国非开挖技术协会, 定向钻进管线穿越铺设

技术规范 2002.

[4] 乌效鸣，导向钻进非开挖铺管技术.武汉:中国

地质大学出版社,2004.

输入参数 入土角(毅) 出土角(毅) 最大钻孔

深度渊m冤
穿越曲线

长度渊m冤
初始点 1 9 4 22.16 1002.3
初始点 2 9.5 4 24.68 1007.85
初始点 3 15 4 61.33 2234.22
初始点 4 12 6 39.33 1128.68
初始点 5 9 8 22.16 1001.89
初始点 6 9.1 7.9 22.66 1002.03
初始点 7 15 8 61.33 1351.31
最优解 9 8 22.16 10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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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on-excavation drilling projects, through the curve of the design is the first critical work, but

only under the terms of the design scene right across the curve calculate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mooth progress of the

project through drilling and completion. In this paper, to meet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related to the basi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lculation model crossing the curve, and the computer program using MATLAB optimization

calculation of its Jinxing, Shortest through Juli, made through the most economic cost. Verification through on-site

works,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ls on the site has some significance.

Keywords: Trenchless Technology Engineering, Curve of Optimal Across，MATLAB Computer Program.

Liu Yuanliang

（Guangdo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Building Research,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00）

Optimal Calculation Model of Across Curve in Trenchless Technology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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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导向钻进铺管时影响最终成孔直径的因素

Ren佴 Albert
渊美国威猛公司冤

摘 要：众所周知，在采用水平定向钻进技术进行管路安装的情况下，钻进孔径会大于管路孔径，这通

常称之为“扩孔”。

扩孔尺寸有不同的计算方法，有些钻进承建方采用管路外径的百分比作为参考计算方法，而另外一些

承建方采用固定的扩孔增加尺寸。这些扩孔尺寸值均为与钻进长度成函数关系的变量。

有关高密聚乙烯(HDPE)和钢制管路的水平定向钻进项目准备需要考虑的机械与流体力学问题将在以

下部分深入探讨。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扩孔、力学、分析

1 导言
水平定向钻进技术(HDD)是产品管路在一定深

度下跨越一定距离在流体稳定型开式孔内穿孔施

工的管路安装技术。 钻孔沿着预定钻进路径走向，

虽然通常均从地表钻入再到地表钻出，但位置标高

未必相同。

流体稳定型钻孔过程基本上就是将原始土壤

或岩石用钻进泥浆和原始土壤的混合物取代的过

程。混合物中钻进泥浆占较多的百分比含量，钻屑

（土壤 / 岩石）占较少的百分比含量，这样可确保混

合流体能够将钻屑顺利排出。

管路产品与地下结构将承受不同程度的应力，

在控制（或称限制）应力方面，扩孔施工将起着主要

作用。

在项目规划阶段，需要对牵引施工阶段和牵引

施工后期作用于管路上的应力进行评估；这称之为

安装应力或施工应力。 在本文中我们将仅关注施

工应力的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在充满流体的弯曲

孔内管路产生的机械应力，随后我们将分析流体

应力。

2 机械应力

2.1 净浮力

根据阿基米德定律，被牵引进入一段充满流体

孔洞内部的管路将受到与管路直径和流体密度成

比例的浮力作用。 管路所受浮力与重力之差被称

之为净浮力。

图 1 钻进过程中的管路受力图

以下为计算浮力与净浮力的两个公式。

浮力：＝0.001×管线外径 2(mm)

(在以上公式中，假定流体密度为 1.25 kg/dm3)

净浮力：＝0.001×管线外径 2 (mm)－管线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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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m）

管路的位置将取决于管路本身的材质和规格;

大直径高密聚乙烯(HDPE)材质管路会受到较

大的净浮力作用，通常处于孔洞的顶部。

钢制管路:

直径小于 12 英寸的管路将处于孔洞底部;

当管路直径为 12 英寸到 14 英寸之间时，净浮

力为零;

直径大于 14 英寸的管路将处于孔洞的顶部。

图 2 净浮力

向上的净浮力会对地层产生载荷作用，当这一

载荷力逐渐变大，超过上部地层重量时，管路会向

上提升土层，导致地表存在被破坏的风险（土层升

起）。

可通过控制净浮力大小、或在既定施工土壤条

件下加大施工深度的方法避免这一风险，也可选择

不同地下土壤质量重新钻孔。

控制净浮力的大小可通过控制流体密度（25%

的变动范围）来实现，也可通过控制管路产品重量

来实现。通常采用一种叫做“平衡法”或“压舱配重

法”，就是向管路上添加额外的重量，起到增加重

力、限制净浮力的作用。额外的重量可通过向管路

中注水或填入钢材的方法实现，另一种方法就是选

用不同壁厚的管路施工。

平衡法是避免施工中出现地表升起的好办法，

但由于孔洞中钻进泥浆或地下水的存在，施工后期

仍可能会发生地表升起。

扩孔增加量对于净浮力和作用于地层的载荷

没有任何影响。

2.2 抗弯曲力

需要考虑的第二个机械应力就是管路自身产

生的抗弯曲力。这一情况在钢制管路施工中尤其突

出。

图 3 显示为钢管被牵引进入弯曲孔洞内的情

况。管路在孔洞中的三个接触点产生了作用在管路

和底层上每个点的额外受力。在也仅在弯曲孔洞的

情况下，这一额外受力应当加到净浮力上。如图所

示，在牵引阶段，很明显抗弯曲力可能会大到足以导

致地表升起，或产生作用于扩孔器上的测力导致其

钻出新孔。在任何时候都应当避免发生这些情况。

图 3 弯曲孔洞内的钢管产生作用于地层上的载荷

力的大小将取决于管路的规格和材质、曲线的

曲率半径以及孔的直径。 可使用经典梁弯曲计算

公式估算上述参数的影响。

假定接触点分别为管路中点和两个端点，我们

可按下图（图 4）计算

图 4 支点在两端袁载荷作用于中心的梁挠曲受力图

W= Y x E x l x 48
l3

W= 载荷；

Y= 挠曲度；

E= 弹性模量；

I= 转动惯量；

L= 管路长度。

由于对给定的管路产品，弹性模量(E)与转动惯

量(I)为常量，所以我们可将公式简化。

W= Y x Constant
l3

公式表明由于管路弯曲而使作用于地层上载

荷大小与挠曲程度成正比例，与管路长度的三次方

成反比例。

管路长度与挠曲度均因孔的曲率半径和孔自

身直径大小的变化而变化。 增加曲率半径和孔的

直径能够减少挠曲度，增加管路长度，从而大幅度

减小作用在底层上的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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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注意的是，以上结论仅适用于管路处于自

由状态下的情况。在充满流体的孔洞中，浮力作用

将会导致载荷大小低于上述公式中的的假定值。

导航系统的公差以及同一扩孔器多个扩孔作

业段均可能导致孔洞存在多个不同挠曲度，甚至在

直线钻进区段也不例外。

显然，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也能观察到一些载荷

情况，通过增加孔洞尺寸就可补偿这些不可控的挠

曲度。

3 绞盘

另一个需要提到的是绞盘作用。 当管路被牵

引穿过弯曲孔洞时，绞盘会产生一个额外的曳力。

显示在图 9 中的等式表明绞盘力与曲率（角度

大小）相关；角度变化越大，曳力就越大。

图 5 绞盘力

图 6 皮带轮绞盘

绞盘通常为固定或受控的回转体，有绳索缠绕

在回转体上；

绞盘也可作为带式制动器的基础，其中绳带锚

定在某结构上，围绕绞轴缠绕；

绳索以 θ 弧度角缠绕绞盘，摩擦系数为 m，

拉力 Fhold 作用其上，并能够抵抗数倍于 Fpull 的绳

索拉力：

Fhold=Fpulle-滋兹

如果绳带或绳索围绕固定轴缠绕，那么绳带与

轴之间就会有很大的摩擦力作用，效率很低：

绞盘力大小与角度变化成正比，定向钻进的角

度变化很小，对于拉力的影响要比对土壤和管路的

影响要大。

4 桥接效应

钻孔完毕并且钻进泥浆在孔洞内保持良好的

悬浮状态并不意味着孔内足够清洁。

在土壤地层条件下，会有少量砾石在扩孔阶段

之后仍然留在孔洞底部。

在岩石地层条件下，则会因使用的钻进工具

和岩石均一性不同，而有较大的岩石碎片留在孔

洞底部。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进行孔洞清理作业（操作终

孔直径扩孔器穿过孔洞，清洁内部）并不能保证所

有较大颗粒都会被清除出去，桥接效应是指在管路

施工中，较大的颗粒被推向管路的前方，这些颗粒

构成了管路产品与孔洞内壁之间的桥梁作用，会导

致阻塞。

图 7 桥接效应

5 流体应力

钻进泥浆的作用之一就是将土壤 / 岩石颗粒带

出孔洞。钻进泥浆具有流变特性，可以在孔洞与管

路之间的环形空间内以一定流量被泵出；流体力学

告诉我们要想保证钻屑运输出孔洞，就得保证一定

的流体压强。

图 8 显示的是牵引到中部的情形。图上底部的

红色箭头表示流体压强作用的位置。方向向外的箭

头表示压强作用在地层上，而方向向内指向管路的

红色箭头表示作用于管路的外表面。孔洞内的流体

压强应当尽可能低，避免管路被压裂或压溃。

René Albert：水平导向钻进铺管时影响最终成孔直径的因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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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牵引过程中作用在地层和管路上的流体压强

压裂是在孔洞内压强大到泥浆足以被压入这

种情况下最小阻力的表面内出现的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导向钻进阶段，此时被泵

回钻机的钻进泥浆要通过的环形空间非常小。

孔洞内部的压强变得非常大，压裂一般发生在

靠近钻头末端的位置，那里土壤覆盖较为有限。 在

导向钻进开始阶段发生的压裂可能表明环形空间

塌陷阻塞，这可能与地层下的地质条件、泥浆流速、

泥浆的选用和特性有关。

管路压溃会在压差（管路内部与外部的压强之

差）较大的情况下发生，此时的应力称作圆周应力，

与管路能否完整无损有关的因素是管路的特性、规

格和壳体不圆度。

图 9 显示为在地下牵引过程中，作用在管路上

的压差效果，管路压溃是在纯压强作用于管路外壳

时发生的情况。

压溃一个完美圆外壳的管路需要极大的压力，

然而管路本身通常由于制造和运输原因存在一定

的不圆度，导致抵抗压溃的能力降低。

这种不圆度我们称作管路的椭圆度（管路初始

不圆度与在弯曲段钻进过程中发生的不圆度结合

的结果）。

钻进过程中的流体压强包含有两个参数：静态

流体压强和动态流体压强。静态流体压强产生于钻

进泥浆柱，与钻进泥浆柱的高度（钻孔深度）和泥浆

密度成正比。 泥浆的体积没有影响，这意味着管路

与孔洞之间环形空间的尺寸对静态流体压强没有

影响。动态流体压强与将一定特性的钻进泥浆穿过

环形空间一定距离而泵出孔洞所需要的压强有

关。

在题为《水平定向钻进技术返回泥浆的流变特

性估算》(Ariaratnam, et 2003)的论文中计算了钻进泥

浆特性对钻进过程中泥浆压强的影响。 此文中明

确解释了计算动态流体压强的公式，这一理论也得

到了验证各种参数影响效果现场试验的支持。

6 动态流体压强

孔洞环形空间内钻进泥浆的平均流速(Va)为：

Va(ft/sec)=(0.408×POGPM)/(ID2
HOLE-OD2

DP) （1）

其中 POGMP= 泵的每分钟输出量，单位为加仑 /

分钟；IDHOLE= 孔的直径或套管的内径，单位为英寸；

ODDP= 钻孔管路或钻环的外径，单位为英寸。

对于层流情况下，环形空间内的压降(PDa)为：

PDa={[(PV×Va)/1000(IDHOLE-ODDP)2]+

[YP/200(IDHOLE-ODDP)]} ×L

其中 PV= 塑性粘度，单位为 cP；YP= 屈服点，

单位为磅 /100 英尺 2；L= 长度，单位为英尺。

公式表明：

采用较大的扩孔尺寸增加了环形空间，减小了

环形空间内泥浆的流速，减小了泥浆的流体压强。

控制钻进泥浆的屈服点和塑性粘度(流变特性)

有助于控制流体压强。下图显示为在给定钻进长

度、钻孔直径和土壤条件下，流变特性对于钻进过

程压强的影响。

流体压强与泥浆泵出孔外需要经过的给定距

离成正比。

评估过程表明必须选择孔径尺寸大小足够限

制作用在地下与管路上的机械和流体受力，孔径越图 9 各种应力作用下的管路形变示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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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应力就越小，单向钻进会让孔径达到最大（假定

钻机旋转动力足够），然而从孔洞的稳定性、地表破

坏的可能性以及钻进成本角度考虑，孔径尺寸越小

越好。

有关水平定向钻进技术项目最佳孔径尺寸的

探讨和计算如上所述。这一技术起到的效果，花费

的时间和成本可能并不适用于较小规格的管路或

钻孔尺寸。

对于较小尺寸钻孔，考虑到管路直径、施工长

度和钻进条件的经验法则已有定论。
表 1 与施工长度和钻进条件有关的孔径尺寸

对于 50m 的施工钻进长度，扩孔程度应该为管

路的 20%，对于施工钻进长度为 50m 到 100m 之间

的，扩孔程度应该为 30%，对于施工钻进长度为

100m 到 300m 之间的，扩孔程度为 40%，大于 300m

的则扩孔程度为 50%。如表 1 所示。

在岩石钻进条件下，扩孔程度应该大于管路直

径的 50%，用于补偿留置于孔洞底部的较大岩石碎

片占据的空间 / 体积，这一数据适用于所有的施工

钻进长度。

当施工管路为钢制材质，扩孔程度应该大于管

路直径的 50%，用于补偿负公差和预扩孔过程中出

现的挠曲度。

对于跨越长距离的较大直径管路，建议需要就

机械和流体限制和相关应力问题做更为全面的调

查研究。

7 结论

（1）较大尺寸的扩孔将有助于限制作用于地下

环境和管路上的应力，避免地表升起、管路的压裂

或压溃。

（2）考虑到孔洞稳定性以及花费的时间和成本

问题，孔洞尺寸不应超过必要规格。

（3）对于小尺寸水平定向钻进技术项目，可使

用简化指导表格，按着孔径尺寸与施工长度、管

路材质类型和 / 或地下条件类型的函数关系做出

选择。

（4）对于较大尺寸水平定向钻进技术项目，应

当就地下环境特性、管路特性、可用扩孔器类型和

导航系统公差问题做全面的调查研究。

图 10 钻进过程中流体压强与孔规格和泥浆

特性之间的函数关系

René Albert：水平导向钻进铺管时影响最终成孔直径的因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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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浆技术在砂卵石地层水平(定)导向钻进工程中的
应用研究

梁小强 1，2 张可能 1 赵自亮 3
渊1. 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袁湖南 长沙 410083曰2. 长沙高新开发区延榭非开挖科技有限公司袁

湖南 长沙 410083曰3. 广州市恒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袁广东 广州 510030冤

摘 要：本人在借鉴前人成果并结合施工经验的基础上，系统总结了砂卵石地层与非开挖钻进施工的

适应性，对非开挖钻进施工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归纳和分类，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同时，为了解

决非开挖导向钻进在复杂地层特别是砂卵石层中的施工难题，考虑采用注浆预加固技术对砂卵石层进行预

先加固，以提高其强度，保证非开挖导向钻进的顺利进行。更进一步地，对水平孔中注浆预加固的三种方法

（垂直注浆法、导管注浆法、随钻注浆法）在导向钻进工程中的概念、适用范围、优缺点以及实施控制要点等

进行了对比和研究。

关键词：水平定（导）向钻进、注浆加固、随钻注浆

第 2 期

2011 年 4 月

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No.2

Apr.，2011

1 引 言

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和文明施工的日渐重视，

非开挖地下管线铺设技术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喜

爱，并且取得了巨大发展。定（导）向钻进技术是发

展最快的一种非开挖铺设管线施工法，主要用于穿

越道路、河流、广场、绿化带等障碍物，铺设中小口

径（Φ600mm 以内）、中短距离（一般在 400m 以内）

的各种管道。砂卵石、流砂及卵砾石地层等松散破

碎地层是定（导）向钻进施工中经常遇见的复杂地

层，给导向钻进施工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注浆技术

作为重要的辅助施工技术，在地下结构防渗、建

（构）筑物地基处理与加固、顶管减摩顶进、岩土体

结构性能改良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正是借

助于注浆技术在岩土体结构改良方面的优势，将其

应用于定（导）向钻进施工过程中，进而为非开挖导

向钻进在复杂地层中施工所常遇到的难题提供解

决办法和思路。

2 定（导）向钻进技术在复杂地层常见
问题及原因分析

2.1 砂卵石地层特点

与岩石、黏土等其他地层相比，砂卵石层有其

本身的特点[2]。

（1）埋藏浅，分布范围广。砂卵石层属于第四纪

地层，是对岩石进行物理、化学风化和水流侵蚀，由

冰川、水流、洪水和风搬运堆积而成。分布在山间谷

地、山麓平原和沟口、河谷地带以及平原、湖泊、海

滨地带，一般埋深较浅。

（2）一般尚未固结成岩，大多保持松散状态及

渗透孔隙分布不均匀，渗透系数分布不均匀，渗透

系数大，渗透能力强。

（3）胶结性差，颗粒分布范围广，承载能力相比

岩石小。

（4）结构松散，颗粒之间充填着泥砂，缺乏胶

结，钻进时孔壁很容易坍塌，导致无法成孔。

（5）应力 - 应变特点：由于砂卵石的存在，容易

作者简介：梁小强(1979-)，男，陕西宝鸡人，博士在读，主要从事非开挖定（导）向钻进、顶管工程及市政工程方面的研究。E-
mail：4974291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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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局部产生应力集中，在导向孔施工过程中，由于

这种应力集中作用于导向钻头及钻杆上，使得钻进

困难，难以成孔，甚至导致卡钻事故的发生；另外，

大的砂卵石对周围小的砂卵石产生扰动，使得小的

砂卵石向钻杆中下部产生位移，也易造成卡钻。

2.2 定渊导冤向钻进技术和地层条件的适应性关系

根据以往施工经验，定（导）向钻进技术和地层

条件的适应性关系见表 1[1]。

表 1 定渊导冤向钻进技术和地层条件的适应性关系

由上表可以看出，定（导）向钻进技术在松散 -

密实砂卵石层（砂石含量 >50%）施工极为困难。因

此，本文所指的复杂地层为施工过程中最常遇到的

砂石重量含量不超过 50%的砂卵石地层。

2.3 砂卵石层中定渊导冤向钻进存在的问题

（1）卵砾石在泥浆中可流动性差，不能及时的

从钻孔中的排出，在钻孔中易形成阻塞。

（2）卵砾石质地坚硬，摩阻力大，钻进顶进力

大，扭矩大，回拖力大，易磨损钻头和钻杆，成孔困

难。当砂卵石地层中粒径较大的卵石正处于在钻

头的正前方时，会导致钻进顶进力的突然增大或

不进尺。

（3）由于砂卵石地层的不均一性，在钻进过

程中，容易造成导向钻头受某一方向的集中力的

作用，从而造成定导向钻进不能按照设计的轨迹

进行。

（4）卵砾地层孔隙率高，泥浆消耗量大，泥浆漏

失严重，容易形成渗流并扩大为管涌，这种情况在

穿越河流时最常见。

（5）卵砾层结构松散，易坍孔，导致卡钻及地层

下沉，路面出现裂缝或下陷。

2.4 砂卵石地层中施工困难的原因分析

2.4.1 卵砾石地层难以成孔的原因分析

（1）中密或稍密的卵砾石地层，虽较密实的卵

砾石强度有所降低，但由于高含量的卵石、圆砾等

的存在，土体本身强度较高，钻进困难。

（2）由于地层本身渗透性强，返浆性能不好，甚

至产生严重的泥浆漏失，钻屑无法排出钻孔，重复

破碎，效率低下。

（3）松散、破碎胶结度不高的卵砾石地层强度

较低，钻进较容易，但是孔壁易坍塌，容易发生垮孔

事故。卵砾石地层中卵石、砾石等周围胶结物质

（土）在大泵量、高泵压的冲洗下，与卵砾石脱离，与

钻进泥浆一起排出，是跨孔事故发生的主要因素。

（4）大的漂石、块石的存在，是导向钻进困难的

另一原因。

2.4.2 导向钻头偏离设计轨迹的原因分析

在卵砾石地层进行导向钻进时，由于卵砾石颗

粒大小不等，这使得导向钻头特别容易偏离设计的

左右方向。另外，钻进过程中，由于钻进泥浆的冲洗

且卵砾石没有破碎，它们不能随钻进泥浆从导向孔

中全部排出，特别是直径较大者，沉淀于钻头及钻

杆下部使得导向钻进偏离设计的上下方向。

2.4.3 扩孔困难的原因分析

（1）卵砾石地层中扩孔的作用原理，主要以挤

压为主，磨削为辅。中密的卵砾石土强度大，扩孔困

难。稍密的卵砾石土压缩性较大，钻进、扩孔容易，

但强度不大，易垮孔。

（2）钻进泥浆的质量不高，不能有效稳定孔壁。

由于卵砾石地层渗透性大，这就对钻进泥浆性能要

求极高，既要满足护壁要求，形成薄而致密的泥皮，

又要保证其流动性好，泵送容易。

（3）大量砾石、卵石、碎石、角砾的存在使得扩

孔钻头在扩孔时，摩擦阻力极大，磨损严重，效率

极低。

（4）泥浆的泵量、泵压过大，造成了对卵砾石及

地层条件 适用
可行但

有困难

困难

极大

中硬-硬质粘土和淤泥 茵
硬粘土和强风化页岩 茵
松散砂层渊砂石含量<30%重量比冤 茵
中-致密砂层渊砂石含量<30%重量比冤 茵
松散-密实砂卵石层 渊30%<砂石含

量<50%重量比冤 茵
松散-密实砂砾石层 渊50%<砂石含

量<85%重量比冤 茵
松散-密实的砂卵石地层 茵
含有大量孤石尧漂石或障碍物地层 茵
风化岩层或强胶结地层 茵
弱风化-未风化岩层 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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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周围胶结物(土)的过度冲洗，使土沿导向孔随钻

进泥浆一起排出，孔壁易坍塌。

3 砂卵石地层预先加固措施

3.1 砂卵石地层经常出现的几种失稳模式

（1）在钻进过程中，钻头对砂卵石地层结构产

生扰动或破坏了砂卵石中关键块的受力平衡，而导

致失稳。

（2）由于砂卵石颗粒之间的胶结强度不足，不

能自稳，产生塌孔破坏。

（3）在地下水作用下，砂卵石地层发生渗流变

形破坏。

3.2 水平钻孔孔壁稳定分析

为维护钻孔孔壁上的力的平衡，我们需通过一

定的方法对作用于水平钻孔孔壁上的力进行平衡

分析。钻孔壁为圆柱形，能形成一个应力拱，称钻孔

自身稳定力。该力与孔壁岩土体的内聚力、内摩擦

角等力学参数有关。影响钻孔孔壁稳定的因素如

下：

（1）孔内水压力(或泥浆压力)Pn，可以由压力表

直接读出，其大小与液柱的单位重量、垂直高度等

有关。孔内水压力越大，钻孔孔壁越不稳定。

（2）钻孔埋深对孔壁稳定性具有显著的影响，

孔壁稳定性随着埋深的降低。

（3）侧压力系数对孔壁稳定性具有次显著影

响，孔壁稳定性随着侧压力系数的增加而增加。

（4）土体容重对孔壁稳定性影响不显著，孔壁

稳定性随着土体容重的增加而降低。

（5）土内聚力及摩擦角对孔壁稳定性影响相对

较小。

根据莫尔库伦屈服破坏理论，可认为造成孔壁

失稳而破坏的条件为：孔壁某点单元体最大剪应力

超过土的极限抗剪强度，即作用于孔壁的破坏力总

和∑F 大于抵抗力总和∑f。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两大途径避免或减少孔壁

垮塌。即减少作用于孔壁的破坏力∑F，以及增大抵

抗力∑f。

在非开挖施工中，上覆土体的自重应力等常见

力无法减少，我们只能通过改进工艺或采取相应的

技术措施，消除或减少对孔壁土的影响；或者在岩

土强度较低的地层中尽量减少使用气动冲击回转

钻进技术，以减少对土体的震动。而增大抵抗力∑f

却有一定的途径，如使用优质泥浆护壁以及采用注

浆加固提高孔壁周围岩土体的强度，从而提高其稳

定性能。

3.3 注浆技术加固定渊导冤向钻进中的砂卵石地层

砂卵石地层注浆预处理技术是传统岩土工程

中的地基处理技术在非开挖穿越施工中的一种创

造性的应用。它是指在非开挖导向钻进施工前，通

过渗透注浆等方式对穿越轨迹周边的砂砾地层进

行预处理，通过压力渗透注入水泥浆液将松散的砂

砾胶结，提高其胶结程度，使松散的单粒结构砂砾

形成致密的团状、块状、板状结构，达到提高钻孔砂

砾层内聚力，提高其稳定性能的目的。

砂卵层是典型的孔隙地层，砂砾颗粒之间没有

或仅存在很小的粘结力，颗粒相互作用在一起形成

散粒状的结构形式，即单粒结构。在这种结构地层

中，浆液较易渗透进入它的孔隙中。在砂砾层中渗

透灌浆，实质上就是利用了这种结构在不破坏或少

量破坏结构的注浆压力下，将某种浆液压入它们的

孔隙中，将原有的液体和气体排走，使孔隙得到充

填、颗粒得到胶结，松散的单粒结构形成致密的团

状、块状、板状结构。不同的浆液作用机理各异，化

学浆液主要是在浆液发生化学反应之后，形成凝胶

把砂砾粘结在一起，有些化学浆液中的金属离子或

原子团与砂砾层表面的某些元素发生化学作用生

成新的化合物，使砂砾与新生化合物胶结在一起。

4 水平钻孔中的注浆方法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在砂卵石地层条件

下的定（导）钻进工程施工中，通过注浆加固可以有

效提高岩土体的稳定性，大大提高施工的成功率。

除了传统的垂直注浆法外，本文提出导管注浆法与

随钻注浆法，下面分别讨论。

4.1 垂直注浆法

本注浆方法可用于定（导）向钻进中的岸堤处

的砂卵石地层加固[3]。首先，根据地质勘查报告确定

砂砾石地层的位置，施工注浆孔。注浆孔施工完后，

进行渗透注浆。待浆液凝固后，进行定导向钻进、反

拉扩孔和铺设管道。

注浆材料采用水泥浆液。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

泥，为了控制水泥浆液的扩散范围，加入适量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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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砂砾地基渗透注浆压力一般通过注浆试验确

定，当缺乏试验资料时，可以参照经验公式计算或

通过工程类比确定。注浆孔的孔距和排距必须依浆

液的扩散半径而定，在地层条件一定时，浆液的扩

散半径与浆液水灰比、注浆压力有关。注浆量的计

算应该同时考虑注浆类型、岩土的孔隙率和裂隙

率、浆液的充填程度等因素来确定。

4.2 导管注浆法

与传统的小导管预注浆不同[4]，在定（导）向钻

进施工中，导管的布设必须是在导向孔施工完毕

后，直接布放于导向孔中。导管材料建议选用通信

行业中常用的 Φ28-34 硅芯管，长度与导向孔长

度相匹配，管壁每隔 30～40cm 交错钻眼，眼径

5～6mm。在砂卵石地层中，注浆材料选择水泥浆

液和水泥水玻璃浆液。注浆机理为充填注浆和渗

透注浆[5]。

材料、配比对胶凝时间及强度的影响如下：

（1）水泥品种对胶凝时间的影响：水灰比相同

时，矿渣硅酸盐水泥胶凝时间较长，普通硅酸盐水

泥次之，早强水泥最短。

（2）水泥浓度对胶凝时间的影响：随着水泥浓

度的增加（水灰比减小），水泥和水玻璃之间反应加

快，胶凝时间缩短。

（3）水泥浆与水玻璃体积比对胶凝时间的影

响：随着水玻璃用量减少，胶凝时间缩短。

（4）缓凝剂掺量：加缓凝剂的浆液对结石体的

强度有明显的不良影响，因此，掺量不能超过水泥

质量的 2%。

（5）温度对胶凝时间的影响：温度低则胶凝时

间长，反之则短。

4.3 随钻注浆法

一般注浆是在注浆孔施工完成之后，再用注浆

设备进行注浆。随钻注浆是边施工导向孔，边进行

注浆，或在保证导向孔导向性能的前提下，采用特

殊工艺进行注浆。随钻注浆非开挖设备包括定导向

钻进设备、注浆泵、孔口混合器、流量计、输浆管路、

堵浆密封阀等构成。

在进行非开挖施工之前，根据现场试验或已有

经验，确定 CS 双液注浆的相关参数。根据相关参

数，配置好水泥浆液和水玻璃浆液。定（导）向钻进

随钻注浆可按照以下两种施工工艺进行。

4.4 双斜孔随钻注浆法

（1）施工工艺

即采用定（导）向钻机先从场地一侧打导向孔

至场地中央处停钻（操机手此时要对钻孔位置、深

度进行现场标记，以便另一侧斜孔与其重合），此时

导向钻头所在点为注浆起始点(见图 2)。注浆开始，

改用双液注浆系统，从场地中央开始边退杆边回转

钻进边注浆，退杆时每 1m 标记一次，以便根据注浆

压力，确定浆液渗透范围（见图 3），进而计算退杆速

度。在进行完一侧注浆后，将钻机移至场地另一侧，

施工对称的导向孔，此时要求导向孔必须与第一次

注浆起始点重合（见图 4），然后重复上述注浆过程。

在第二斜孔注浆完毕后，钻机泥浆系统改为原泥浆

系统，从第二斜孔处沿原导向孔钻进，完成扩孔、铺

管等施工工序。

图 2 双斜孔随钻注浆起始点

图 3 双斜孔注浆示意图

图 4 第二斜孔注浆示意图

（2）双斜孔随钻注浆存在问题

①在第一斜孔注浆完毕后，第二斜孔与已经注

浆完毕的第一斜孔导向孔完全重合难度大；

②在第二斜孔注浆完毕后，再次沿原轨迹施

工导向孔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导致工程

失败；

③浆液配比、双斜孔施工存在时间差、注浆间

梁小强 张可能 赵自亮：注浆技术在砂卵石地层水平(定)导向钻进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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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时间、地下水等因素会严重影响结石体强度及孔

壁稳定性。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提出对穿随钻注

浆法。

4.4 对穿随钻注浆法

（1）施工工艺

对穿随钻注浆法，顾名思义是使用两台同类型

同钻杆（导向钻头）直径的定（导）向钻机，分别从施

工场地的两侧相对施工。两台钻机在场地中央对穿

接头，将对穿接头点作为注浆起始点（如图 5a 所

示），然后两台钻进采用相似的钻进规程与注浆参

数分别顶、退完成注浆起始点两侧的随钻注浆（如

a.对穿接头点 /注浆起始点；b.注浆过程钻机工况

图 5 对穿随钻注浆法

a

b

图 5b 所示）。

（2）控制要点

①对导向手导向技术要求高，要求钻机 A 与钻

机 B 导向孔完全重合；

②在注浆过程中要严密监控两台钻机的钻孔

参数，确保钻孔重合；

③为了防止导向钻头“打架”与出浆口堵塞，导

向钻头 A 与导向钻头 B 应间隔 0.5m 左右；

④在一侧区域注浆完毕后，应检查探棒电池电

量是否需要更换，导向钻头出浆口有无堵塞现象，

如有应及时处理；

⑤在完成两侧的随钻注浆后，钻机 B 撤场。在

达到结石体结实强度后使用钻机 A 完成扩孔及铺

管工序；

⑥在扩孔及铺管工序中，使用钻机原有泥浆系

统及优质泥浆护壁。

5 结论

砂卵砾层结构松散，易坍孔，在导向孔与扩孔

过程中均存在成孔困难的问题，将注浆技术运用于

非开挖定（导）向钻进工程中的复杂地层施工中，可

有效降低砂卵石地层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垮孔与

卡钻事故，提高工程施工的成功率。

（1）复杂地层非开挖定（导）向钻进工程施工，

应先摸清楚地层情况，以及复杂的类型与程度，并

通过经济、技术的比较，决定其施工方法。

（2）垂直注浆方法可用于定（导）向钻进中的岸

堤处的砂卵石地层加固。应根据地质勘查报告确定

砂砾石地层的位置，施工注浆孔。注浆孔施工完后，

进行渗透注浆。待浆液凝固后，进行定导向钻进、扩

孔钻进和铺设管道。

（3）导管注浆法的注浆机理以填充注浆和渗透

注浆为主。注浆过程中注浆材料、配比对胶凝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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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结石体强度有较大影响，应进行现场试验，确定

最佳值。

（4）随钻注浆中的双斜孔注浆法与对穿注浆法

对导向手的定位能力要求很高，是施工能否成功的

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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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ting Technology in Horizontal Directional (Guided) Drilling
Project under Sand and Gravel Stratum

Xiaoqiang Liang1，2 Keneng Zhang1 Ziliang Zhao3

(1. School of Geoscience and Info-Physics，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3，China; 2. High-tech Development Zone,

Changsha, Yanxie Trenchless Technology Co., Ltd., Changsha，Hunan 410013，China; 3 Guangzhou Hengshe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 Ltd.,Guangzhou，Guangdong 510030，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n complicated stratum and accidents met in directional drilling，three grouting

method，vertical grouting method，duct grouting method and grouting while drilling method in horizontal hole are put

forward. The applications fields of three grouting method in horizontal directional (guided) drilling are discussed，

furthermore，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 and key control point of grouting while drilling are studied. This may be

provide a new idea for the use of horizontal directional (guided) drilling technology in complicated stratum.

Keywords: Horizontal Directional (guided) Drilling, Grouting Reinforce, Grouting While Dril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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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道施工引起的地表变形分析

石朋飞 乌效鸣
渊中国地质大学渊武汉冤工程学院 430074冤

摘 要：铺设地下管道时不可避免的会扰动周围地层以及造成地层损失，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地表变

形，如地表沉降、地表水平变形及倾斜等。本文根据随机介质理论，分析了地下管道施工引起地表变形的原

因并提出了地表变形的理论计算模型，用 MATLAB GUI 编写了相应的计算界面，定量计算地表变形程度，

为铺设地下管道的设计及施工提供科学的指导及参考。

关键词：地下管道、随机介质理论、地表变形、MATLAB 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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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工程实践表明，地下工程施工不可避免

地会扰动地层，引起地表变形。非开挖铺设地下

管道作为地下工程之一，也避免不了这一问题。

非开挖铺设地下管道时造成的地表变形主要有以

下几种：（1）钻头到达前的地面变形，此时由于切削

搅拌和振动，会对土体产生扰动，地面会产生微小

的沉降，当钻头靠近时，由于钻头的挤压作用，地面

会出现隆起；（2）钻头通过时的地面变形，钻头钻进

时，会使附近的土层内会产生剪切应力，钻进速度

越快剪切应力越大，周围土体位移越大；（3）铺管后

的地面变形，钻孔直径大于铺设管道直径，铺管完

成后土体移动以填补钻孔和管道之间的间隙，引起

地表沉降等；（4）受扰动土体再固结引起的地面变

形，施工时周围土体受扰动，形成超静孔隙水压力

区。施工完成后，超静孔隙水压力下降，土体发生

固结作用，引起地面沉降。

铺管施工阶段会引起地表隆起或沉降，铺管完

成后地表变形主要是地表沉降、水平变形等。地表

隆起的原因主要是施工方法不当，如泥浆循环不当

引起局部憋压，泥浆润滑性能较差时铺管回拖力过

大等，分析时太过困难。本文主要研究的是铺管施

工完成后的地表变形问题，经过分析认为影响地表

变形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管道埋深；

（2）地层的性质；（3）管道直径及管道直径与扩孔直

径的间隙；（4）地面交通荷载；（5）时间；（6）离管道

轴线的水平距离等。

1 工后地表变形随机介质理论分析

随机介质理论是波兰学者李特威尼申（Litwin-

iszyn）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为研究地下采矿引起的岩

石及地表移动问题所提出的。当地下管道施工引起

土体发生运动时，单个土体颗粒的运动十分复杂，

但大量实测结果表明，土体总的运动趋势有着明显

的规律性，因而施工所引起的地表沉降适宜采用随

机介质理论进行预测。

以统计学的观点，可以将地下管道钻孔开挖分

解成无限多个小单元开挖，则整个开挖造成的影响

就等于构成这一开挖的无限小单元开挖影响的总

和。因此可以将开挖所引起的土层及地表移动过程

看成是随机过程，用概率论的方法建立地下单元开

挖所引起的地表单元下沉盆地表达式，经迭加建立

地表沉降的剖面方程表达式。

如图 1 所示，把长度、宽度和厚度视为无限小

的开挖定义为单元开挖 ，其引起的地表下沉盆地

定义为单元盆地，单元开挖引起的下沉用 We（x,y,
z）表示。

假定在不排水固结的条件下，最终的沉降盆地

的体积应等于土层损失的体积，故当开挖单元完全

塌落时其单元体积等于 d孜d灼d浊。以开挖单元中心为

坐标原点，由此得到开挖单元完全塌落引起的地表

坐标点（x,y,z）的下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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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式中 r（z）为单元下沉盆地的主要影响半径，r
（z）=z/tan茁，茁 为钻孔上部土体的主要影响角，其值

取决于开挖所处的土层条件，可根据地质勘测资料

选取。

在单元开挖 d孜d浊 的影响下，距离单元中心为

的地表最终的沉降值 We（x）为：

（2）

假定在整个开挖范围 Ω 内每个开挖单元完全

坍塌，应用叠加原理，可得到此时的地表下沉值为：

（3）

实际上，钻孔不会发生完全坍塌，土体坍塌的

最大范围是钻孔和铺设管道之间的间隙。管道铺设

完成后，开挖断面由 Ω 收缩为 ω。根据叠加原理，

地表下沉应当等于开挖范围 Ω 引起的下沉与开挖

范围 ω 引起的地表下沉之差，即：

（4）

设钻孔半径为 R1，管道半径为 R2，如图 2 所示。

图 2 地下管道断面示意图

则地表点沉降值计算公式为：

（5）

根据上述分析思路，分析得出地表水平位移 U
（x）、水平变形分布 E（x）、地表倾斜分布 T（x）、和曲

率分布 K（x）为：

（6）

式中

2 理论计算

根据随机介质理论的分析过程，用 MATLAB

GUI 编写了工后地表变形计算界面，如图 3、4 所

示。图 3 所示的界面可以用于计算地表一点的工后

地表变形数值，并能绘制出该点所在横断面上的地

表变形变化曲线；图 4 所示的界面可以计算并绘制

图 1 单元开挖示意图

石朋飞 乌效鸣：地下管道施工引起的地表变形分析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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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管线轨迹方向地表一点所在纵断面上的地表变

形变化曲线，并能绘制沿管线轨迹方向地表变形的

三维立体分布图。

图 3 管道横断面地表变形计算界面

图 4 沿管线轨迹地表变形计算界面

如果最后一级扩孔直径为 1m,铺设管道的直径

为 0.8m，埋深为 8m,上覆地层内摩擦角的加权平均

值为 32°，用图 3 所示的界面计算该埋深横断面上

的地表沉降量的变化曲线，结果如图 5 所示。

图 5 地表沉降量随距管道轴线水平距离变化曲线

图 6 地表沉降量沿管道轨迹变化界面

若管线的轨迹如表 1 所示，最后一级扩孔直径

为 1m，铺设管道的直径为 0.8m，上覆地层内摩擦角

的加权平均值为 34°，根据图 4 所示的界面计算管

线轴线正上方地表沉降量沿轨迹轨迹的变化曲线，

结果如图 6 所示。

从图 5 知，管道轴线正上方的地表沉降量最

大，随着距管道轴线水平距离的增大，地表沉降量

表 1 沿管线轨迹埋深变化

沿管线轨迹长度渊m冤 1 3 6 9 16 22 26 30 34 38 42 60 75 84 90 96 100
埋深渊m冤 3 3.8 4.5 6 7 7.5 7.8 7.6 7.4 7.2 7 6.8 6 5 4 3.2 3

逐渐减小；从图 6 知，由于管道入土点和出土点埋

深较小，地表沉降量很大，需采取地表变形控制措

3 沉降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以地下管道轴线正上方地表沉降量为例，采取

变化 1 个参数固定其余 3 个参数的方法，分析管道

埋深、钻孔直径、管道直径、上覆地层内摩擦角对沉

降量的影响。

1）钻孔直径 1m，管道直径 0.8m，上覆地层内摩

擦角加权平均值为 38°，埋深不同时最大沉降量计

算结果如图 13 所示。

2) 钻孔直径 1m，管道直径 0.8m，埋深为 8m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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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摩擦角不同时最大沉降量计算结果如图 14 所

示。

3）管道直径 0.8m，埋深为 8m，内摩擦角为

38°，钻孔直径不同时最大沉降计算结果如图 15

所示。

图 7 沉降量随埋深变化曲线图

图 8 沉降量随内摩擦角变化曲线图

图 9 沉降量随钻孔直径变化曲线图

从图上可以得出：管道埋深不确定其它条件一

定时，沉降量随管道埋深变大而减小；上覆地层内

摩擦角不确定其它条件一定时，沉降量随上覆地层

内摩擦角的增大而减小；钻孔直径变化其它条件一

定时，沉降量随钻孔直径的增大基本直线增加。

4 结论

对地下工程施工引起的地表变形进行随机介

质分析，编写了相应的计算界面。通过计算分析可

以得出以下结论：

（1）沉降量随着管道埋深增大而减小，随上覆

地层内摩擦角的增大而减小，但内摩擦角增大时地

面沉降的影响范围会增大；管道直径一定时沉降量

随钻孔直径的增大而急剧增加，因此在条件允许的

条件下应尽量减小最后一级扩孔的直径。

（2）管道轴线正上方的沉降量最大，横断面上

虽着离管道轴线距离的增加沉降量逐渐减小。且经

过计算得知，在管道轴线正上方地表水平位移和地

表倾斜为 0，地表水平变性和地表曲率最大。

（3）管道入土和出土点由于埋深较浅会造成地

表变形过大，需要采取控制措施以减小地表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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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Surface Deformation Caused by Underground Pipeline
Project

Shi Pengfei Wu Xiaom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 Wuhan)

Abstract: Laying of underground pipes will inevitably result in stratum disturbance and loss of soil, which will

cause a certain degree of surface deformation, such as surface settlement, surface level deformation and tilt, etc. Based

on Stochastic medium theory, analyze reasons of surface deformation caused by underground pipeline construction,

and put forward theoretical computation model of surface deformation. Compiling calculation interface with MATLAB

GUI to quantitative calculate degree of surface deformation, the result can provide guidance and reference fo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underground pipeline project.

Keywords: Underground Pipes, Stochastic Medium Theory, Surface Deformation, MATLAB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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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B天然气管线岷江河流定向钻穿越工程

郑文杰 董明娟 李明朗
渊四川天虹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四川成都冤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非开挖水平定向钻机在卵砾石地层中的施工。采用国产谷登 800-L 型钻机，在

施工中采用有线导向形式，通过配制专用泥浆，从而圆满完成施工。

关键词：有线导向、卵砾石、泥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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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1.1 工程介绍

高压 B 天然气管线岷江河流定向钻穿越工程，

由新津县地源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承建，四川天虹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施工。管线穿越岷江水平长

度 712 米，其中岷江河床宽 450 米。入土点位于岷

江河南岸，出土点位于岷江河北岸，距离北岸河坝

100 米。设计入土角 6°，出土角 7°。铺设 Φ219×

9.5 天然气用钢管。

1.2 地形地貌及地层

施工区域微地貌单元属河漫滩及河槽，沿线地

形标高 447.1~457.2m，高差 10.1 米。场地地层主要

为第四系冲洪积物，下伏白垩系上统灌口组砂质泥

岩、泥岩。地质各岩土层特征从上到下分析如下：

（1）填土层：以素填土为主，主要由砂卵石、建

渣、泥岩碎块等组成，厚度为 0~10m。

（2）耕土：主要由粉土、粉细砂组成，厚度为

0.3~0.5m。

（3）细砂：由长石、石英、云母片等组成，厚度约

为 0.2~2.2m。

（4）卵石层：主要成份以花岗石、石英岩、闪长

岩等岩浆岩类为主，卵石含量 50~70%，粒径一般

3~16cm，大者近 30cm，密实层中含 5~10%漂石。卵

石磨圆度、分选性中等，呈园 ~ 亚圆状，弱 ~ 微风

化，少量卵石已中风化，顶部由粘粒、粉粒充填，其

下主要为中细砂、圆砾等充填。

（5）白垩系上统灌口组砂质泥岩、泥岩：主要由

长石、石英及粘土矿物组成，细粒结构，薄 ~ 中厚层

状，泥岩具饱水软化、脱水风化崩解特征，局部夹砂

岩薄层。岩层产状 317°∠10°，产状平缓。

1.3 地下水

场区地下水类型为松散堆积层空隙潜水，主要

赋存于第四系砂卵石层中，接受大气降水、灌溉沟

渠水及稻田水补给，场区纵横交错的灌溉沟渠为地

下水的补给提供了丰沛的水源，地下水位较浅。砂

卵砾石层地下水微具承压性，该类土层地下水含水

层厚度大、分布面积广、补给源近、透水性及富水性

图 1 轨迹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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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特点。勘察期间测得场地内地下水的稳定水位

埋深在 0.1~3.0m，高程 447.0~448.4m。

2 准备工作

2.1 钻进轨迹设计

设计入土角为 6°，穿越填土层、耕土、细砂层，

进入卵石层及砂质泥岩、泥岩层钻进。主要在泥岩

层中穿越。设计穿越深度为 20 米。满足规范要求的

最小曲率半径，即 R=1200D=262.8m，由于本工程穿

越河流地层比较复杂，为了减小管道的弯曲应力，

增大穿越管道的曲率半径至 R=2000D=450m。

2.2 卵砾石层处理

整个穿越段卵砾石层长度达 70 米。设计采用

置换土的方式穿越。但是根据现场勘察及基坑开挖

后发现采用土的置换开挖土方量和回填土方量大，

我司和设计讨论后，修改设计采用预埋套管的形式

施工。其中入土位置预埋钢套管，管径为 400mm，预

埋长度 26m，出土位置预埋混凝土套管，管径为

500mm，预埋长度 40m。

2.3 施工设备

本次工程采用 GD800-L 水平定向钻进进行施

工，钻机额定扭矩 28000Nm，最大推拉力 800KN。导

向采用月蚀导向仪进行有线导向。

2.4 泥浆

在水平定向钻进施工中，人们把泥浆比作钻进

的“血液”，可见泥浆在施工中的重要性。本工程结

合地层及周边水质情况采用水基泥浆，材料主要包

括：钠质膨润土、烧碱、羧甲基纤维素钠和聚丙烯酰

胺。泥浆 PH 值 10~11，泥浆粘度为 70~80 秒（马氏

漏斗粘度）。

图2 泥浆搅拌站

3 施工过程

3.1 导向

2011 年 1 月 21 日开始导向钻进，钻进 60 米

后，入土井有大量的地下水涌出，钻机被迫撤场，进

行 24 小时抽水。随后发现涌水中含大量细砂，于是

采用抽砂泵进行抽砂抽水。连续抽水四天后，水位

达到施工要求，于 25 日继续钻进。钻至 302 米时机

器发生故障，被迫停机。由于春节放假，钻杆退出，2

月 11 日从原孔钻进，继续进行导向。2 月 14 日导向

出孔。导向成孔直径为 150mm。

图 3 入土工作坑

3.2 回扩

导向完成后，撤除导向钻头，并安装上页牙轮

回扩钻头进行回扩。分两级回扩，扩孔钻头直径分

别为 300mm、350mm。回扩过程中根据不同的地质

情况以及现场返浆情况确定回扩速度和泥浆压

力，确保成孔质量，确保孔壁稳定。回扩于 3 月 1

日结束。

3.3 清孔尧回拖

为了能够更好的排出孔内残渣，使钻孔得到

进一步稳固，我司采用 Φ350 回扩钻头进行清孔

两次。

经过扩孔、清孔后观察钻孔达到回拖要求，将

预先焊接好的穿越钢管用吊车掉起，进行管线回

拖，回拖过程连续进行。司钻人员认真观察钻机拉

力，扭矩以及返浆情况，适时调整回拖速度，整个回

拖过程顺利流畅，经过工人 24 小时施工，回拖顺利

完成。在回拖过程中，钻机最大回拖力为 25T，扭矩

为 18000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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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1)合理的泥浆配制，是此次穿越成功的关键，

尤其是导向期间停工 20 天，继续钻进时原孔性能

仍然良好，这给后续快速完成施工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2）此次施工最大困难是穿越卵砾石层以及在

施工过程中遇到一处断层。卵砾石层成孔难，且容

易塌孔；断层导致泥浆大量漏失。我司总结多次施

工经验，积极采取有效的施工措施，顺利圆满的完

成了施工。

(3) 工程顺利完工给我司在卵砾石层中进行定

向钻穿越积累了丰富的施工经验。尤其是在四川卵

砾石居多的地质环境下，此次成功大大增强了我司

日后长距离复杂地层穿越的信心。

郑文杰 董明娟 李明朗：高压 B 天然气管线岷江河流定向钻穿越工程

图 4 管材回拖现场 图 5 回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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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三维轨迹设计软件的应用与优化

贺仁钧 乌效鸣 陶 扬
渊中国地质大学渊武汉冤工程学院袁武汉袁430074冤

摘 要：文章对非开挖导向孔三维轨迹设计软件的功能和使用方法进行了介绍，对该系统近两年的工

程应用进行了总结，并通过一个典型工程实例介绍了软件模拟施工环境和设计轨迹的过程。通过用户反馈

信息的搜集，介绍了软件存在的部分问题及其改进方案，并对软件的进一步开发的思路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非开挖、轨迹设计、应用、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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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随着城市地下管线日趋复杂及对环保的提倡，

非开挖导向钻进铺管技术在城市地下管线铺设工

程中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对导向钻孔轨迹的设

计和施工要求也越来越高。精确地控制钻孔轨迹，

确保避开原有地下管线及障碍物，按设计路线准

确、顺利地铺管是导向钻进铺管技术的关键。因此，

导向孔轨迹设计既是导向孔钻进施工的依据，又是

施工质量检验的标准。本文是在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与上海佳友市政建筑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非

开挖导向孔三维轨迹设计软件”的基础上，对轨迹

设计系统两年来工程应用的总结和功能改进方案

的介绍。

2 非开挖三维轨迹设计软件功能简介

该软件能全面、准确地模拟施工环境和指导施

工过程，实现了地形、地貌、地表建筑物、地层、原有

地下管线及障碍物、工作坑、钻孔轨迹的三维可视

化，能够按照具体的工程建立全三维量化施工模

型，能够结合岩土性质、原有地下管线分布、机械设

备特性等施工情况进行导向孔轨迹模拟控制仿真

设计和智能辅助设计，在设计轨迹过程中程序自动

完成导向强度的计算与更正，同时提供设计轨迹相

应的导向控制指导方案。具有形象逼真的三维可视

化视图和二维量化视图模式，能够多角度、全方位

进行观测、设计和控制。GUI 的操作方式，简单方

便，附属功能强，如 Excel、AutoCAD 文件的自动识

别与数据导入，详细设计数据、设计轨迹图、竣工轨

迹图打印输出等。主界面如图 1 所示。

3 软件的应用实例

该软件系统已在上海佳友市政建筑有限公司

应用近两年，指导和设计的非开挖工程两百余例，

给工程施工带来了很大的便利，降低了施工成本和

施工风险，加快了施工速度。实践表明，该非开挖三

维轨迹设计软件能满足地质条件较复杂情况下的

的工程设计，能提供较全面而精确的施工指导和分

析。现已某经典非开挖管道穿越工程为例，介绍软

件在施工设计中的应用情况。

工程性质为电力排管个工程（架空线入地专

项），地点位于上海市繁华街道交叉路口，车流量

大，地面建筑和地下管线复杂，部分穿越段物探仪

和导向仪受干扰大，原有地下管线和新建管线均难

以精确定位；工程施工区域场地有限，对文明施工

要求严格，且质量要求高；根据实际情况，拟采用

水平导向钻进铺设一条长度为 95 米 3×7 孔

-Ф200（M-PP）东西穿越的电力管道。所用设备为

“Vermeer”－D100×120 水平导向钻机、“Eclipse”月

蚀定位仪、水平定向钻进地下轨迹三维优化辅助决

策系统。

通过工程勘察、物探手段和现场勘察获得地层

及地下管线情况如下：

地层：0~1.5m 素填土；1.5~3.6m 粉质粘土；

3.6~7.2m 淤泥质粘土；7.2~15.1m 硬质粉土；（此处

为模型简化，实际情况有一定差别，地层土体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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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略）。已有地下管线物探情况如图 2 所示。

图 2 地下管线信息

为了便于工程模拟，管线均为相对位置，距离

是管线与出入土坑连线的交点与入土坑的距离；埋

深是指地下管线中心与地面的垂直深度；交角是指

管线与出入土坑连线的夹角，顺时针为正；尺寸指

管线的直径。

根据工程要求和各种勘察资料，用三维轨迹设

计软件模拟施工环境结果如下图（图 3~5）。包括

量化地显示地上建筑物、道路和人行道、草地，工

作坑、地下管线与地下建筑物、地层厚度与类型等

信息。

图 3 工程模拟三维图

轨迹设计完成后，软件可导出设计轨迹的详细

数据(图 6)和 CAD 剖面图(图 7)，以便指导实践施

工，通过与施工后验收时轨迹数据对比分析，两者

差异水平方向上小于 0.3%，垂直方向上小于 0.8%。

表明设计结果能满足实际工程的要求。

4 发现的问题及其改进方案

软件开发的周期包括问题的定义及规划、需求

分析、软件设计、程序编码、软件测试、运行维护六

个阶段，而软件运行维护是软件生命周期中持续时

图 1 非开挖三维轨迹设计软件主界面

贺仁钧 乌效鸣 陶扬：非开挖三维轨迹设计软件的应用与优化

图 6 设计轨迹数据列表

图 5 工程模拟和轨迹设计俯视图

图 7 设计轨迹及地下管线信息 CAD图

图 4 工程模拟和轨迹设计二维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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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最长的阶段，占整个周期的 40%以上的时间。这

意味着软件的维护和升级是软件后期一个非常重

要的工作。经过大量的工程应用，用户发现的部分

问题和建议如下：

（1）修改工作坑的位置和尺寸时，软件里部分

界面未实时更新；

（2）设计轨迹数据的显示应根据实际需要进行

间隔调整，并以表格的实现输出至 CAD 图纸中，以

满足实际工程的需要；

（3）模拟校核时，轨迹每经过一个地下管线和

建筑物都进行安全提示，有时提示过多，显得繁琐；

（4）新建工程模型时，铺设产品参数栏中设置

的管材口径大小只有一种，实际铺管时会有不同管

径的管道集束的情况；

（5）工程信息汇总的设计文件中的相关信息应

调用软件中的已有信息，实现信息共享，减少信息

的重复输入，提高设计效率；

（6）应增加倾斜地层和曲面地层的显示，以与

实际情况更加吻合；

（7）应增加钻头对地层的判断力，以实时调整

实际的导向强度，提高轨迹的精度；

根据用户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我们制定了相应

的解决方案，找出问题的原因，通过代码的更改和

软件调试，使得软件功能更齐全、界面更友好、操作

更简单。

5 继续研究思路

国内非开挖技术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稳步发展

以来已有三十多年，近几来，非开挖更是蓬勃发展，

全国各地的非开挖企业和相关产品已具备一定规

模。行业的规范化、施工设计的精确化是未来的发

展方向。为了使该软件系统能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

求，笔者将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深化研究：第一，通过

进一步实际应用，搜集用户反馈信息，对软件功能

和界面进行全面优化升级；第二，解决软件产品化

的几个关键技术，如软件加密和远程升级等问题，

尽快在非开挖行业中进行推广。

参考文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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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Upgrading of 3D Track Design Of HDD Software

He Renjun Wu Xiaoming Tao Ya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 Wuhan, 430074)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d the 3D Track Design Of HDD software‘s features and applications, summarized

nearly two years of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the system and introduced the process of simulating engineering

environment and designing the track by a typically example. What more, some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program of

the software were introduced, and some ideas of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software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HDD, Design Track, Application,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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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定向钻穿越施工钻井液压力分析

遆仲森 杨先亢 王杜江 韦立勇 张彪 史卫国
渊中国地质大学渊武汉冤工程学院袁武汉袁430074冤

摘 要：孔壁稳定是水平定向钻进铺管成败的关键。影响孔壁稳定的主要因素是钻井液压力及其性能。

通过对水平孔中钻井液和地层压力平衡机理以及孔壁周围应力位移的分析，结合摩尔强度准则得出了孔壁

稳定时钻井液的允许压力区间公式，并对该区间进行修正得出了地层不单一以及地下水存在情况下的钻井

液允许压力区间公式。通过对公式的计算分析得出孔壁稳定的钻井液允许压力区间的宽度随孔深的增加而

扩大。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HDD)、孔壁稳定、钻井液允许压力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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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发展，非开挖技术的应用

越来越广泛。水平定向技术起源于石油钻井工业，

目前广泛用于市政管道、油气管道的建设行业[1]，其

铺管精度高、施工周期短、成本低，因此成为发展最

快的一种非开挖技术。然而在水平定向钻进的施工

中，常遇到孔壁失稳和冒浆，孔壁失稳将导致管线

和钻具被埋，给铺管工程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冒

浆一方面会造成孔内不良的钻井液循环, 引起孔壁

失稳,发生卡钻等事故;另一方面将造成河流和湖泊

等水系的污染,导致生态失衡。最终将会造成整个工

程失败的严重后果。因此降低铺管施工风险,提高铺

管成功率, 对非开挖定向钻进铺管技术孔壁稳定性

分析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2]。

钻孔钻井液压力在水平导向钻进孔壁稳定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钻井液压力过小则将导致缩孔，

造成埋钻、抱管等事故；钻井液压力过大，则有可能

导致地面隆起，从而影响施工的进度。因此，对于钻

井液压力的研究对于施工的顺利进行是非常有必

要的。

2 钻井液平衡地层机理

在钻进中地层压力主要是靠钻井液的压力来

平衡的。对于垂直孔，钻井液压力随着孔深的增加

而增加，从而与地应力的增加相符合。而水平孔内

钻井液压力是由静压力和动压力组成的，静压力由

钻孔的孔深确定，动压力在钻具处最高，到出口处

由于沿程损失而逐渐减少[3]。如图 1 所示，因此钻孔

内钻井液的对孔壁的压力值是一个区间。

图 1 水平定向钻进钻井液压力分布

如果将周围地层视为理想弹性介质，则钻井液

对孔壁的压力将会有主动和被动之分，其过大过小

都将产生地层的失稳。因此，孔壁稳定时的钻井液

允许压力值也应该是一个区间。为确保施工中孔壁

稳定，以上提到的两个区间应该尽可能重合。

3 钻井液作用下水平孔孔壁应力位移

非开挖成孔过程中，钻井液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成孔过程中，钻井液有着冷却钻头、携带钻渣、护

壁等作用。在成孔后又有稳定孔壁的作用。钻井液

的存在使孔壁周围土体中产生一个附加压力，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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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示。对于这个附加压力可用弹性力学的厚壁筒

理论来计算。在地应力系数为 姿=1，水平孔为圆孔，

且忽略钻井液向地层渗漏的情况下，则钻井液作用

下水平孔孔周应力公式[4]可表示为：

图 2 水平孔壁受力分析

(1)

式中：滓0 为地层初始应力 酌h,KPa；

滓r 为径向正应力,KPa；

滓θ为环向正应力,KPa；

R0 为孔壁半径, m；

R 为距孔中心的距离，m；

P0 为孔内钻井液压力, KPa。

式（1）结合本够方程和几何方程，可得孔壁周

围土体的相对位移公式[4]：

（2）

由式（1）可知，当 r=R0 时，孔壁应力为平面应力

状态，且环向应力和径向应力为主应力，如下式：

（3）

由（2）式可知，孔壁表面上即 r=R0 时，

（4）

由式（4）可知，当 滋 为正时，孔径缩小，当 滋 为

负时，孔径扩大。

4 孔内钻井液允许压力区间分析

结合摩尔强度准则对式（4）和式（3）分析可知：

1. 当 P0<酌h 时，孔径缩小，且 滓兹 >滓r，由摩尔强

度准则可知，土体的强度（滓1）[5]为：

(5)

若用 滓r 代入上式，求出 滓1，然后与 滓兹 比较，若

滓兹≥滓1，孔壁就破坏，因此，孔壁的破坏条件为：

(6)

将（3）式代入（6）式，可知孔壁的破坏条件为：

(7)

整理可得孔壁稳定时的压力为：

(8)

2. 当 2酌h>P0>酌h 时，孔径变大，且 滓兹<滓r，则孔壁

破坏条件为：

(9)

将（3）代入可得：

(10)

3. 当 P0=酌h 时，孔径位移为零，此时钻井液压力

为理论最优压力。

4. 当 P0≥2酌h 时，孔壁环向应力变为拉应力，孔

壁极其不稳，甚至坍塌破坏。

经上分析可得出水平孔钻井液作用下孔壁稳

定时的钻井液允许压力区间为（Pmin，Pmax），即

Pmin<p0<Pmax (11)

对于地层不单一以及地下水存在的情况，公式

（8）和（10）中的 酌h 应为 ，地下水的压力由孔

内钻井液来平衡。因此钻井液允许压力区间变为

（Pmin + Pw，Pmax + Pw），即

(12)

式中：n 为总的地层数；

酌i 为第 i 层地层的重度，地下水位以下取浮重

度，KN/m3；

hi 为第 i 层地层的厚度，m；

酌w 为水的重度，取 9.8KN/m3；

hw 为钻孔中心至地下水位的高度，m；

Pw 为地下水压力，KPa。

5 计算分析

以上得出的钻井液允许压力区间只与地层参

数和孔深及其地下水位有关，设地层单一，物理参

数如表 1 所示，地下水位为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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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Drilling Fluid Pressure During HDD Installations

TI Zhongsen Yang Xiankang Wang Dujiang Wei Liyong Zhang Biao Shi Weiguo

（Engineering Faculty,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The stability of the wall of hole determines the result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he critical factor

influenc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wall of hole is the pressure and property of drilling fluid.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balance mechanism of pressure between drilling fluid and form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displacement and stress

near the borehole, and gives the allowable pressure interval of the drilling fluid according to Mohr criterion when the

wall of hole stabilizing. The interval is corrected consider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groundwater and the diversity of

strata. A conclusion that the pressure interval enlarges with the increase of burial depth is obtained through

calculating.

Keywords: Horizontally Directional Drilling (HDD), the Stability of the Wall of Hole, the Allowable Pressure

Interval of Drilling Fluid

表 1 地层物理力学性质

根据表 1 所示地层参数可计算出不同深度孔

壁稳定的钻井液允许压力区间及其宽度（如表 2 所

示）。从表 2 可知随着孔深增加，水平孔壁稳定的钻

井液允许压力值也相应增加，并且钻井液允许压力

区间的宽度也随孔深增加而扩大。地下水存在时该

区间宽度增加的幅度较小。

地层
重 度
/ KN/m3

内摩
擦角/ 毅

粘聚力/
KPa

弹性模
量/ MPa 泊松比

粘土 17.5 10.2 7.2 1.35 0.43

钻孔深度/m 不考虑地下水 考虑地下水

允许压力区间/ KPa 区间宽度/ KPa 允许压力区间/ KPa 区间宽度/ KPa
6 渊78.98袁131.02冤 52.04 渊85.22袁124.75冤 39.53
7 渊93.33袁151.67冤 58.34 渊101.65袁144.55冤 42.9
8 渊107.67袁172.33冤 64.66 渊113.07袁156.89冤 43.82
9 渊122.02袁193.20冤 71.18 渊134.50袁180.67冤 46.17
10 渊136.36袁213.64冤 77.28 渊150.92袁199.02冤 48.1

表 2 不同孔深下的钻井液允许压力区间

6 结论

（1）水平孔中地层压力主要是由钻井液压力

来平衡的，而孔内钻井液对孔壁的压力值是一个

区间。

（2）理想状态下，平衡地层压力的钻井液允许

压力也是一个区间。并且该区间的宽度随着孔深的

增加而扩大。为维持钻孔稳定应使钻井液压力沿程

损失区间与允许钻井液压力区间尽可能重合。

（3）孔壁稳定的钻井液允许压力区间的宽度随

孔深的增加而扩大。地下水存在时该区间宽度增加

的幅度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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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河定向钻穿越卵砾石地层施工技术浅析

刘 彬 王永波
渊中石油管道局穿越公司 河北省 廊坊 065001冤

摘 要：本文主要介绍了定向钻穿越卵砾石层，未采取卵砾石隔离处理和地质改良等措施，在软硬岩

变化大的复杂地层施工遇到的技术问题和解决措施。

关键词：定向钻、卵砾石层、解卡

该定向钻穿越工程入出土端卵砾石层较厚、岩

石软硬变化大，卵砾石层与泥岩层交汇层控向难度

大，倾角难以控制，且该地层存在较大裂隙至断层，

一度使光缆管和主管导向孔钻探至此地层均出现

停止返浆且泥浆倒流现象，通过司钻调整和泥浆性

能及排量调整，克服了复杂地质结构造成的困难，

完成了导向孔和预扩孔施工。回拖过程中约拖至卵

砾石层出现卡管现象，通过紧急启动解卡应急预案

等技术措施，最终利用夯管锤配合钻机成功解卡。

工程穿越卵砾石层等复杂地质在未采取卵砾石隔

离处理等措施情况下，成功穿越了被业内人士公认

的“穿越禁区”，完成了主管道回拖，丰富了复杂地

质施工经验。

1 工程概况

该河流穿越根据穿越段河流两侧的地形、地质

条件和穿越管径的大小，确定入土角控制在 9°，出

土角控制在 6°。穿越管段的曲率半径为 1500D（D

为穿越管段外径）。管道水平长 655.8m，管道实长

659.31m。其中定向钻穿越出、入土点之间水平长

555.5m，实际长 559.3m。管径为 Φ711，壁厚为

11.1mm，X65 直锋埋弧焊钢管。管道设计压力为

8.0MPa。硅管套管采用 Ф114×6.4 20# 无缝钢管与

主管道间距 10m，单独进行定向钻穿越，定向钻穿

越长度及曲线同主管道。

2 穿越地质情况

该工程穿越地层共分 5 层：（1）粉质粘土层；

（2）中砂；（3）圆砾层；（4）粉质粘土；（5）泥岩。

各层岩土的岩性特征描述如下：

①层粉质粘土（Q4
al+pl）：黄褐色，软塑～可塑，局

部硬塑，土质不均匀，含铁质氧化物结核。该层分布

不连续，厚度为 4.70m～16.00m，层底标高为

64.52m～75.20m。该层表层部分为耕土。

①-1 层中砂（Q4
al+pl）：黄褐色，稍密，湿、水下饱

和，石英～长石质，均粒结构，颗粒级配较差。该层

以透镜体状分布于①层粉质粘土中。最大揭露厚度

3.40m。

②层圆砾（Q4
al+pl）：由结晶岩组成，湿、水下饱

和，稍密～中密，局部密实，亚圆形，混粒结构，级配

好，一般粒径 2mm～20mm，最大粒径 40mm，局部夹

卵石，充填混粒砂。该层分布连续，厚度为 3.20m～

11.00m，层底标高为 60.92m～73.41m。

③层粉质粘土（Q4
al+pl）：黄褐色，坚硬，含氧化铁

结核，局部夹少量粉砂。该层分布不连续，厚度为

1.30m～6.90m，层底标高为 62.51m～66.41m。

④层泥岩（中风化）：局部与砂砾岩互层，灰褐

色，主要矿物成分为粘土矿物，泥质结构，薄层状构

表 1 饱和单轴抗压强度试验统计表

项目

地层
样本数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统计修正

系数
标准值

榆泥岩渊中风化冤 14 25.6 0.4 8.9 8.94 0.99 1.1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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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节理裂隙不发育，岩芯较完整，岩芯呈短柱状，

中风化。本次勘察未穿透该层，最大揭露厚度

17.90m。

图 1 该穿越地勘岩芯取样

根据地勘资料对该穿越工程风险分析：该穿越

段地质结构复杂，穿越入、出土段分别分布厚度为

3.20m～11.00m 圆砾层，该段卵砾石层容易极易出

现卡钻和塌孔现象，卵石层和泥岩层交汇层易出现

控向时倾角 Inc 无法控制，管道回拖时容易出现卡

管等风险。

鉴于距离该穿越 50 米左右的另外一处穿越工

程的失败经历，在施工前,专家和施工队伍均建议：

（1）建议入土点侧夯管至岩石层，隔离圆砾层，

套管规格 Ф1300。出土端大开挖处理圆砾层，用水

泥管或钢管隔离圆砾层。

（2）建议主管四级扩孔，扩孔尺寸依次为 22、

30、36、42，分别用一套牙轮。该工程岩石穿越长度

400 米，主要为中风化泥岩，平均抗压强度 8.9MPa。

3 定向钻穿越施工过程

3.1 导向孔施工

9 月 30 日钻机等设备进场开始调试，10 月 17

日光缆管导向孔正式开钻。因为考虑到地质的复杂

情况，决定先打光缆管导向孔试探穿越地层卵砾石

层是否具有可钻性。光缆管开钻导向孔钻进至第 15

根钻杆约 140 米处泥浆停止返浆，并出现倒流情

况，根据地勘报告和实际钻探分析该地层为卵砾石

与泥岩交接层，存在较大裂隙或断层，倾角 Inc 可以

控制，通过司钻调整钻进速度，泥浆调整黏度和排

量，继续钻进约 1 根钻杆后情况正常。钻进至 51 根

钻杆约 480 米出岩石出钻机发生剧烈抖动，扭矩变

图 2 钻进用时分析表

化较大，根据地勘资料结合实际判断进入卵砾石

层，倾角可控，至 56 根后钻进正常，第 60 根出土。

10 月 25 日开始主管道导向孔钻探，至第 15 根

钻杆仍然出现泥浆停止返浆、倒流的情况，且倾角

Inc 不能控制，司钻回抽钻杆调整数次后 Inc 角仍无

法控制，最终决定调整入钻点。27 日于距离原入钻

点 1 米处继续钻进导向孔，同样钻进至第 15 根钻

杆约 140 米处泥浆停止返浆，出现倒流情况，此次

倾角 Inc 可以控制，调整钻进速度，泥浆调整黏度和

排量后，情况正常。卵砾石层至出土端此段钻进情

况同光缆管导向孔此段情况相同。

通过光缆管导向孔和主管道导向孔钻进用时

分析不难看出两条穿越轴线虽然相隔仅有 10 米距

离，地层变化很大，岩石软硬变化也很大。

导向孔钻进速度情况见图 2。

3.2 预扩孔尧洗孔施工

根据钻机和地层实际情况决定该工程采用 7

级扩孔，一级扩孔至七级扩孔分别采用（Φ350mm，

Φ450 mm，Φ550 mm，Φ650 mm，Φ750 mm，Φ850

mm，Φ950mm）岩石扩孔器扩孔，Φ950mm洗孔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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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级扩孔第 15 根至 17 根和 43 根至 46 根

钻杆时岩石较硬，用时较长，抖动也很明显，偶尔出

现卡钻现象，分析该段孔洞有卵砾石。第五级

Φ750 mm 扩孔时扭矩与行走压力较大，扩孔器出

土时发现扶正器被磨穿，详见图 3。

3.3 管道回拖施工

12 月 2 日扩孔、清孔全部完成后，21：30 分开

始主管回拖，钻机起步回拖力 40 吨，扭矩 3000PSI，

回拖后正常拖力 20 吨，回拖至 43 根钻杆约 408 米

时拖力逐渐增大至 40 吨。拖至 45 根钻杆 430 米时

钻机出现抖动，回拖力迅速上升至 100 吨达到钻机

拉力极限，不能拖动主管道，司钻反复推拉仍无法

拖动主管，确定主管道被卡住了（此地段为入土点

第 15-17 根钻杆处）。然后马上启动第一套应急预

案，在管尾用 320 型挖机进行返回拖，仍然无法拖

动。之后启动第二套应急预案，使用国产 4100 夯管

地层名称

光缆管

穿越长度

渊m冤

主管

穿越长度

渊m冤
地层特征

淤盂层粉质粘

土
38 47.5 --

淤-1 层中砂

于层圆砾
47.5 66.5 入土端圆砾层较出土

端厚袁控向难度大

榆层泥岩

渊中风化冤 473.5 445
岩石软硬变化较大袁
局部与砂砾岩互层袁
抗 压 强 度 0.4 -
25.6MPa

图 4 穿越解卡示意图

锤（夯力为 40—50 吨），3 号 0：30 分安装好夯管锤

开始夯管，夯管约 20 分钟后开始启动钻机回拖，钻

机回拖力控制在 45 吨，夯管锤继续夯管配合回拖，

主管道未见移动。钻机逐步加大回拖力，直至加到

100 吨，仍无明显动静，直至早晨 7：42 分主管道忽

然移动了几公分，钻机回拖力仍为 100 吨，之后又

移动了近 30 公分，此后钻机正常回拖，回拖力为 60

吨，直至主管道回拖结束。回拖夯管解卡示意图见

图 4。

4 该工程经验总结

（1）对于卵砾石层较厚的穿越施工要考虑采取

隔离措施或地质改良，避免卡钻、塌孔、控向角度不

能控制等问题。

（2）在进行岩石地层夹杂较厚卵石层等较复杂

地质定向钻穿越工程中，洗孔正常的情况下应进行

试一次回拖，再成功试回拖后确保孔洞清洁，拉力

扭矩正常，无卡管情况后进行主管道正式回拖。

（3）岩石地层施工要调整泥浆粘度，提高泥浆

携带钻屑能力，增大泥浆排量，配备满足大排量要

求的泥浆回收系统，定时检测泥浆性能指标，根据

地层情况及时调整泥浆性能。

（4）复杂地质施工时要科学制定各项应急预案

及技术保障措施。

定向钻穿越入出土端为较厚卵砾石层要采取

隔离处理等技术措施，同时面对复杂地质变化，施

工前要科学制定相应的技术方案和应对措施，确保

穿越工程取得成功。

表 2 定向钻穿越地层实际情况表

图 3 椎750 mm岩石扩孔器

46

Un
Re

gis
te
re
d



第 2 期

长距离城市地下管线润滑护壁泥浆配方应用

泮伟 乌效鸣
渊中国地质大学渊武汉冤工程学院袁430074冤

摘 要：武钢天然气燃气管道工程采用导向钻进技术施工，以非开挖方式进行。从工程实际角度优选了

泥浆配方，成功解决了该长距离管线扭矩阻力大、易塌孔的难题。

关键词：非开挖、导向钻进、钻进泥浆、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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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一般意义上，非开挖工程技术指在管线铺设

中，利用钻掘设备在不开挖地表的条件下，与地面

无线跟踪导航监测系统相结合，铺设各种地下管线

的施工技术。导向钻进法是非开挖施工法中应用较

广的一种，是一种无需挖掘工作井就能快速铺设地

下管线的钻进方法，它将钻探技术与控向技术巧妙

结合起来，在现代非开挖施工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其优点主要有：

①跟传统工艺相比，不必开挖、恢复路面，保护

环境、减少工程量和施工成本，不仅缩短工期，而且

大大地提高经济效益。

②工程施工过程中不影响正常的交通运输及

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

③适用性很强。在无法进行开挖的场合，如穿

越河流、湖泊、铁路、重要建筑物等的地下管线中，

即可采用非开挖技术施工，在电力、通讯、给排水等

领域也具有很强的适用性。

毫无疑问，泥浆在回扩钻孔和回托管道中起着

关键的作用，其功用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①射流。调节泵量可控制泥浆喷出时的速度和

作用在钻遇土层上的作用力，以此达到辅助切削土

层、快速钻进的目的。同时，还具有清洁扩孔器的作

用，防止糊钻现象。

②悬排钻渣。将钻进中破碎的屑渣悬浮并带出

钻孔，保持钻孔清洁。在停钻时又可保证钻渣悬浮，

不至下沉形成岩床。

③稳定孔壁。优质的泥浆能够在钻孔孔壁上形

成致密坚韧的泥皮，阻止钻井液中水分流入地层，

防止泥页岩的水化膨胀。

④平衡地层压力。钻进中遇到压力较复杂的地

层可通过调节泥浆比重达到平衡地层压力的效果。

地层压力较低时，可采用泡沫泥浆；反正，可添加适

量加重剂，达到所需的比重。

⑤冷却钻具。钻进、回扩过程中钻头及扩孔器

高速回转，导致钻具与土层摩擦产生大量的热，温

度过高容易损坏钻具造成孔内事故，而土层不易传

递热量，此时钻井液就起到良好的冷却效果。

⑥润滑减阻。在泥浆中添加润滑剂可显著提高

润滑效果，减小阻力和扭矩，保证工程顺利进行。

2 工程概况

武钢 -- 青山天然气（101 气柜 - 工业大道）中

压燃气管道工程，是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为城市居民

输送天然气而建的市政工程。工程设计总长度约

2300m，铺设的管道内径 φ250mm，主要穿越工业大

道路段和友谊大道，该路段均为城市交通主干道，

图 1 施工现场立面图和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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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流量较大、来往行人多。施工段有诸多通信、排水

管线，避免损毁周围管线，对导向轨迹的控制要求

较严格，见图 1。

工程所处的自然地质环境较复杂。自然地面以

下 1.2m～2.6m 为杂填土层，其下为淤泥质粉质粘

土层、泥沙层，铺设管道位于 3.2m，需穿不同土层且

地层交互出现。地理位置上看，施工区位于长江天

兴州大桥和东湖连线的中间地带，地下水位高，穿

越层含水量高。根据以往经验，穿越地层条件及环

境复杂，且铺设长度如此之大的工程难度较大。

为了不影响城市交通、避免开挖给居民生活带

来不便，并能够合理绕避建筑物，采用水平导向钻

进技术施工，以非开挖方式进行燃气管道铺设。由

于工程跨度太大，穿越导向精度难以保证，器具投

入过大，一次性穿越不能完成，故采取分段穿越、各

段连接的方式进行，综合考察确定工程总共分 5

段、每区段 400m 左右，逐段穿越，最后对口连接，这

样大大降低了工程难度和风险。不过，对非开挖工

程而言长度 400m 的铺管工程难度系数仍然较高。

根据非开挖导向钻进的一般步骤：导向钻进、

回扩钻孔、回托管道进行。导向钻进时，入土角 9°，

斜向下钻进 5 根钻杆后（到达地面以下约 3.2m），控

制导向保持水平钻进，方位上基本保持位于非机动

车道地面下方，距出土点约 20m 时，准备出土，出土

角 10°。导向期间不间断与地面测控系统联系，确

保方位准确。成功出土后，依次选用 Φ250mm、

Φ400mm、Φ500mm 的扩孔钻头进行三次扩孔，扩

孔结束后回托 PE 管道。

工程现场所用的设备机具见表 1，管材见表 2。

燃气管管道为 PE 管，单根长 10m，外径 Φ250mm，

导向施工时利用热熔对接技术逐段连接。采用专用

的对接焊机管道连接，保证热熔接口的强度高于管

材本体，不会由于土壤移动或活载荷的作用导致接

缝的断开。

友谊大道与工业一路交叉口行进至与工业二

路交叉口路段为重点施工段，见图 1，该段为第三段

施工，前期两段回托管道时，扭矩明显较大，推测上

孔壁难以保持稳定，有垮塌趋势所导致。这从侧面

反映出初始阶段现场使用的只添加膨润土的泥浆

不能满足平衡地层压力和护壁的需求。因此，该段

施工中除了保证工程行进速度，配置适合现场的护

壁润滑泥浆尤为重要。

表 2 PE80管材规格

表 1 设备机具

型号 规格

钻机 CASE6060
旋转高/低扭矩院13558Nm/6101Nm曰

最大推拉力院27.24T曰
钻孔最长距离院600m曰

钻孔最大直径院椎1200mm曰
钻杆 配套 椎87mm 若干袁每根长 4.67m
钻头 导向钻头渊1冤曰扩孔钻头渊3冤 导向钻头

椎250mm/椎400mm/椎500mm 扩孔钻头

泥浆泵 250L

公称压力 公称外径 公称壁厚 SDR 规格 长度 产地

0.5MPa 264 22.7 11 DN250 10m 河北

3 泥浆体系

3.1 实验

工程顺利开展的关键是保证孔壁稳定，防止孔

壁缩径、坍塌的发生。孔壁失稳会导致成孔困难、铺

管受阻。有时候还会造成地面裂陷、原有地下设施

受损。因此，成孔液应具有抑制孔壁变形和分散的

性能，同时还要有良好的润滑性，这样才能达到稳

定和保护孔壁的目的，为顺利铺管做好充分准备。

针对该工程的穿越段土层含水量较高，稳定性极

差，加上前期扭矩阻力过大的问题，拟定需在膨润

土基础上添加适量大分子聚合物及一些多功能处

理剂，增加泥浆的粘度、降低泥浆的失水，使其性能

控制在密度 1.02～1.05g／cm3 左右、粘度 40～55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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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水不大于 10mL，以利于更好的保护孔壁，提高泥

浆在孔洞中的悬浮携带能力。同时，添加适量的润

滑剂，降低孔壁的摩擦系数。选择的固相为湖北地

矿土，属中低端膨润土，加量 6%。流型调节剂在瓜

尔胶、中粘 CMC、低粘 CMC 中选择。选择皂化油作

为润滑剂。

优选流型调节剂和降失水剂。复配瓜尔胶、中

粘 CMC、低粘 CMC 后的泥浆性能参数如表 3。

由此可见，三种泥浆胶体率均在 85%以上满足

API 标准要求，证明聚合物与膨润土的配伍性良好。

加量相同的情况下，添加瓜尔胶和中粘 CMC 的泥

浆能够满足粘度的要求，低粘 CMC 的粘度偏低。而

相同粘度下，添加中粘 CMC 的泥浆失水量较小，具

有较强抑制性。与皂化油的配伍性看，由此，中粘

CMC 效果较好。

皂化油是优秀的润滑冷却材料，其作用机理是

溶于水后极性分子重新排列，使钻具、钻井液、土层

的直接接触转化为亲油端的接触，由此降低了摩阻

系数，达到润滑的效果。一般而言，润滑剂的分子链

越长润滑效果越好。实验中发现，搅拌 3 分钟皂化

油即可溶解完全，具有能够快速溶解、水化的特

点，高度符合非开挖现场即搅即用的要求，且实验

结果显示体系润滑系数明显降低。最终配方为：

6.5%膨润土 +0.4%MH-CMC+0.8%皂化油，其性能

参数见表 4。

表 4 钻井液体系性能

表 3 泥浆性能参数

注：①湖北地矿土 6%+ 瓜尔胶 0.4%；②湖北地矿土 6%+ 瓜尔胶 0.4%+0.2%皂化油；③湖北地矿土 6%+ 瓜尔胶 0.4%+0.8%

皂化油；④湖北地矿土 6%+ 瓜尔胶 0.4%+1.5%皂化油；⑤地矿土 6%+ 中粘 CMC0.4%；⑥地矿土 6%+ 中粘 CMC0.4%+1%皂化

油；⑦地矿土 6%+ 低粘 CMC0.4%；

椎200 椎100 椎6 椎3 AV PV FL 润滑系数

淤 21 15 3.5 2 18 10.5 18.4 0.465
于 20 14 3 1.8 17.5 10 17.8 0.303
盂 21 15 3 2 17.75 10 17.4 0.129
榆 20.5 14 3 2 17 10 17.2 0.102
虞 16 9 1 0.5 18 13.5 13.6 0.385
愚 17 10 1 0.5 17.5 14 12.4 0.065
舆 12 7 0.5 0 13 10 17.6 0.346

密度 g/cm3 AV渊mPa窑s冤 PV渊mPa窑s冤 苏氏漏斗粘

度渊s冤 YP渊Pa冤 YP/PV FL渊API冤ml PH 润滑系数

1.032 21.5 15 38义31 6.5 0.43 10 8 0.102
3.2 现场工程应用

采用实验室配方满足正常导向钻进和一级扩

孔要求，均可正常施工。随工程推进，作业坑中泥浆

表层浮有部分油质，皂化油泥浆体系被破坏，不能

稳定溶解，不能充分发挥润滑减阻作用。现场取样

试验，加入乳化剂 OP-10，起初乳化皂化油效果不

明显不能得到稳定的乳化液。据资料显示，水可以

提高乳化效果，故将 OP-10 和水以一定的比例混合

后，添加进泥浆液中，体系稳定，漂浮油滴现象得到

缓解。回托铺管顺利，行进每根钻杆的距离需要约

50s，速度较快，拉力、扭矩参数如下：拉管初扭矩

1900psi，拉力 1200～1300psi；拉管中期扭矩 2000～

2500psi，拉力 1400～1600psi，；托管末扭矩 800～

1000psi，拉力 1800～2000psi。对比施工始末，工作

坑内泥浆面没有太大的变化，表明未有大量泥浆漏

失的情况出现，孔壁稳定效果良好，对环境没有污

染。该 400m 管线铺设完成扩孔、回托管线等工程主

要内容共用 1 天时间，保证了安全、高效施工。

4 结语

①采用非开挖导向钻进技术进行长距离城市

地下管线铺设，减少了对交通的影响，保护环境，减

泮 伟 乌效鸣院长距离城市地下管线润滑护壁泥浆配方应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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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工程量。管线铺设之前多方面收集信息，进行现场

查勘，熟悉施工场地环境、地层特点、管线情况等。

②长距离管线铺设保证孔壁稳定是关键，必须

重视泥浆质量。武钢燃气管道工程中，以优质膨润

土 + 中粘 CMC+ 皂化油 + 乳化剂配制成的泥浆，护

壁效果优秀减阻润滑效果良好，大大降低了回转扭

矩和拉管阻力,同时在冷却钻头、清除钻进土屑等方

面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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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Wall Protection and Lubricative Mud in Long Distance
Underground Pipeline Project

Pan Wei Wu Xiaoming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4）

Abstract: Non-excavated Guide Drilling was used in the natural gas pipeline project of Wuhan Iron and Steel

Group. On the point of engineering, mud formulation was selective preferred. The difficult problem was successfully

resolved that torquemoment was too huge ,also the hole collapsed easily.

Keywords: Trenchlesss，Guided Drilling，Drilling Mud, Wall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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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大型定向钻施工中常遇的几个问题

覃龙 1 徐崇臣 1 吕铮 2
渊1.大庆油田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安装公司袁大庆 163000曰2.德州圣力管道穿越工程有限公司袁德州 253000冤

摘 要：本文以具体案例简要介绍了大型定向钻穿越中经常遇见的几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钻杆失稳、泥浆护壁、回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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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我项目部在江西省天然气管网一期工程九江 -

景德镇段输气管线工程中，有一处穿越鄱阳湖湖

口，设计长度为 1607.2 米，规格为 Ф508×10mm 和

光缆套管为 Ф114×6mm 两穿。设计要求为水平定

向钻穿越，在本次施工过程中遇到大型定向钻施工

常遇到的几个问题，现按工序将遇到这些问题并解

决问题归纳一下，以为同行将来遇到类似的项目提

供借鉴经验。

本次工程采用德国普莱姆 PD-250/90RP 履带

式水平定向钻机，如下图 1。钻机的性能参数如下：

动力(KW):2×273；最大输出扭矩(Nm)90000；钻机回

拖力(KN)2500；参考钻距(m)2500；液压系统额定压

力：25MPa。

图 1 施工使用的设备

2 施工过程

考虑到导向距离长，在钻机盯紧过程中钻杆扭

矩力容易太大而造成钻杆失稳现象，故在导向钻入

500m 时现场加入了一节变径接头将原来 API 标准

S-135 级 5〃的钻杆换成 API 标准 S-135 级 5.5〃

的钻杆。由于钻杆的直径变大，在 500m 之后的导向

过程中一直采用这种大直径的高标准的钻杆，顺利

的解决了长距离标准钻杆钻进过程失稳的问题。实

践证明，修改后的 S-135 级简支梁最低冲击强度要

超过美国石油协会规范的 48%。抗冲击强度的增加

使其比普通高强度材料钻杆安全系数更高。

从地勘报告中得到的信息是本次穿越的地质

条件比较复杂，需要经过一长段的沙砾地层，因此

我们在导向前就将三牙轮钻头外层附加特殊耐磨

层结构。从导向完成后导向配套钻具的分析，我们

看到：经过 1600m 的钻进，齿尖已被磨平，耐磨层被

磨去 1.0mm，无磁钻铤表面的磨痕最深处竟达

4mm。考虑到其对钻具的影响，我们在回扩孔时采

用的是“飞旋式切割刀 + 开瓶器结构的扩孔器”扩

孔组合。实践证明，这种飞旋式切割刀非常适用于

沙砾性质的地层，而后面紧跟的开瓶器结构的扩孔

器能顺利的成孔或护孔。

从地勘得到的信息，本次穿越会经过中、粗砂

层，并有部分砾石段，因此其泥浆的失漏系数会大

于通常的粉粘土，所以准备的钠质膨润土比理论计

算的需求量要多个 50%，并配备了相应的添加剂

（在钻导向孔时加入固体速溶剂、滤饼剂、护壁剂适

量；在扩孔时再另加入悬浮携砂剂适量；回拖管道

时再另加入合成基润滑剂适量）。实践证明，大量的

钠基膨润土及添加剂能较好的改善钻道和预扩孔

周围的局部地质条件，对成孔和护孔起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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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根据经验公式得到本次穿越的初始回拖力大

约为 1050KN，为尽量降低初始回拖力，我们在出钻

点挖发送沟，并往沟里放了约 800mm 深的水让管

线漂浮在水上已减少摩擦力。

图 2 出土端大堤外侧发送沟及注水情况

另一方面，我们在回拖万向节 U 型环之后自

制一个长 2m，管径为 508mm 的中空洗孔器进行回

拖，以解决托管时的引导性新问题并改善局部塌

孔现象。

由于上述措施的到位，当回拖开始时，初始回

拖力仅为 900KN，比原先的经验计算还要小

150KN，德国普莱姆水平定向钻机在稳定回拖的同

时迅速将钻机液压系统压力有 25MPa 稳步上调至

30MPa(相当于回拖拉力升至 1200KN)此时托管开始

慢而稳定的重新启动，经过 20min 后前进了 9m,待

回拖两根钻杆后，回拖拉力稳步下降至 700KN，为

了保护钻机，逐步调试回鹘钻机液压系统至额定压

力 25MPa，回拖力基本维持在 700KN 左右，直至回

拖顺利完成。

3 结论

江西省天然气官网一期工程九江－景德镇段

鄱阳湖湖口定向钻穿越项目是一项高风险的系统

工程，对钻机的穿越能力、钻机的锚固、钻具的选

配、导向孔的轨迹、回扩以及配制泥浆的性能要求

很高，并且对施工项目管理和人力资源素质也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鄱阳湖湖口定向穿越工程结合理论

分析，在施工过程中有效地解决了钻杆失稳、泥浆

护壁和回拖过程中所遇到的常见性技术难题，对以

后的施工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图 3 回拖时回拖段连接情况渊右侧为中空洗孔器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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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地质条件下管道定向穿越

李 刚
渊中原石油勘探局工程建设总公司管道穿越工程处冤

摘 要：本文介绍了天然气管道在复杂地质条件下定向钻穿越工程的施工工艺情况，结合江西天然

气定向穿越成功工程实例，分析了复杂地质条件下导向孔钻进、钻具选配、泥浆配比方案等风险的防范，为

类似工程的施工提供一定的参考。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砾卵石、螺杆马达、岩石钻扩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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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工程概况

江西天然气管网白塔河、信江穿越工程水平长

度分别为 760.98 米、876.1 米，穿越主管规格为

Φ508×10.0 L415 直缝埋弧焊钢管，管壁外防腐采

用高温型加强级三层 PE 防腐，光缆套管规格为

Φ114×8。穿越段曲率半径为 762 米（1500D）。

1.2 地质状况

白塔河及信江穿越工程场地均处于信江盆地，

地层结构类似。穿越地层综述如下：

①粉质粘土：黄褐色～灰黄色，可塑～硬塑，

湿～饱和，局部夹粉土薄层。无摇振反应，稍有光

泽，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岩土工程分级为Ⅱ，河

堤两侧广泛分布。

②层中粗砂：灰黄色，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

石，级配较好，饱和，稍密～中密，局部有细砂、粗

砂、砾砂夹层，含有圆砾。岩土工程分级为Ⅲ，河堤

两侧、河道中广泛分布。

③层圆砾：杂色，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

级配较好，饱和，中密～密实。局部有细砂、粗砂、

砾砂夹层，并含有卵石，卵石含量约为 15～50％，

粒径为 2.0～12.0cm，岩土工程分级为Ⅳ，场地内

均有分布。

④层强风化泥质粉砂岩：浅红色～浅紫红色，

泥质结构，层状结构，主要矿物成分为粘土矿物，含

石英，节理裂隙发育，岩芯破碎，呈碎块状、颗粒状、

岩质较弱，手易折断岩芯。岩土工程分级为Ⅴ，场地

内均有分布。

⑤层中等风化泥质粉砂岩：紫红色、细粒砂状，

泥质结构，层状结构，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

岩石质量指标为 40～100%。局部机械破碎严重，多

为碎块状。节理裂隙不发育，岩芯较完整，呈短柱状。

岩土工程分级为Ⅵ。该层未揭穿，场地内均有分布

2 穿越施工工艺流程

设备使用 ZT150 型钻机，该钻机最大回拖力

150T，最大扭矩 66000 牛米，泥浆泵采用 1000 升 /

分高压撬装式泥浆泵，钻杆采用 127mmAPI 标准钻

杆，导向仪采用 DCI 地磁有线导向系统。

2.1 穿越流程

钻机设备就位→安装套管→钻导向孔→预扩

孔→清孔→回拖管线

2.2 导向及扩孔钻具组合

导向及扩孔钻具组合见表 1。

表 1 工艺钻具组合如下表

3 关键工序风险的防范

3.1 导向孔曲线

导向孔的钻进是整个定向穿越施工的关键。确

序号 施工阶段 钻具组合

1 钻导向孔 三丫轮镶齿钻头+1.75 螺杆马达

2 四级预扩孔
450尧650尧750尧860mm 铣齿丫轮扩孔器垣
桶式前扶正

3 二次清孔 860mm 铣齿丫轮扩孔器垣桶式前扶正

4 管线回拖 管线+分动器+750 岩石扩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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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控向方案，泥浆和司钻要重视每一个环节，认真

分析各项参数，互相配合钻出符合要求的导向孔，

钻导向孔要随时对照地质资料及仪表参数分析成

孔情况。

在定向钻进过程中严格控制倾角变化率，尽量

缩短测量间隔长度，特别是遇到地层软硬变化或砾

石时，参数测量间距不得超过 3 米。调整方位要及

时，并留有余量，禁止反复大幅度调整角度，防止出

现“S”型轨迹出现。

钻机测量就位时，利用全站仪准确放出钻机就

位中心线；准确测量标定控向参数，要求细心并尽

可能多测取参数比较，以确定最佳参数。在管中心

线的三个不同位置测取，且每个位置至少测四次，

并做好记录

3.2 保持适当的扩孔速度及合理的扶正方式

在交错变化很大的地层进行穿越施工时，要

分别保持适当的施工速度，防止出现扩孔后的孔

洞出现台阶状，从而使穿越曲线变形。

根据不同的地层，使用不同的扩孔器组合进行

穿越施工在进行岩石地层进行施工时，由于穿越地

层存在岩石和其它地层的互换，一般情况下，使用

岩石扩孔器和扶正器的组合进行扩孔施工，如下图

1 所示。

图 1 岩石扩孔器和扶正器的组合示意图

3.3 塌孔防范措施

在卵砾石层中，一般采取的措施是利用套管穿

过所要经过的卵砾石层，用人工或机械将套管内

的卵砾石输送至孔洞外，套管顶进往往采用夯管

施工方法，其基本施工程序为：测量放线—制作

工作坑—下管—焊接切削环—夯管锤安装—夯

管———复测—管内出土—拆除夯管锤—焊接第二

节管。

3.4 锚固系统倾翻的预防措施

锚固系统在定向穿越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

作用，所有过程中的力都集中在锚固箱上，根据其

最终的效果和承受力的能力，认为锚固系统采用以

下的方式效果很好，尾锚管采用管径为 630mm 的

直缝焊管，连接杆采用 150mm 无缝钢管，连接杆与

地表呈 45°将锚固箱与尾锚，如下图 2 所示。

图 2 锚固系统示意图

3.5 钻机功率过小防范措施

由于回拖管线的大小不同，回拖力也不一样，

通常需要在施工前对回拖力有一个初步的估算，具

体估算的方式如下图 3 所示。

图 3 钻孔轨迹力作用图

一般来说，回拖力在第三点力拉力最大，其计

算公式为：在第③点产生的总回拖力为：

F③=F①-②+F 静 +F②-③+Fd3+F1

其中：F③ 为第 3 点的拉力；

Fd 为未拖入管线段产生的摩擦阻力；

F②-③ 为水平段产生的摩擦力；

F 静 为管线回拖到第 2 段时深度为 h 时产生的

静浮力；

F①-②为管线在第1段和第2段之间产生的摩擦力；

W①-②为管线在第 1 点与第 2 点之间的重量；

F①-②=W①-②×(fcosβ+fsinβ)；一般摩擦系数 f 为

0.2-0.3；

根据计算的结果，确定恰当的钻机型号和功率。

3.6 泥浆的合理配比

水平定向钻泥浆材料主要为膨润土和其它添

加剂，并且泥浆的配比情况对穿越成功与否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泥浆的配置依据导向钻孔时所反映的

钻进岩层的技术参数，见表 2。

根据本工程的地质条件，我们配制泥浆的具体

原则如下：

①聚炳烯酰胺经水解成胶水后按比例加入搅

拌的泥浆。水解时间 1-24 小时，聚炳烯酰胺不能直

接加入搅拌箱内搅拌，这样效果不好，甚至会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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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浆。对于受潮结成块的聚炳烯酰胺，用热水煮化

成胶水后方可使用。聚炳烯酰胺不能单独加入泥浆

内，与羟甲基纤维素或其他泥浆材料混合加入，泥

浆性能才优。聚炳烯酰胺加量越多，泥浆越稠，泥浆

流动性降低，泵吸困难。

②羟甲基纤维素水溶性好，搅拌泥浆时直接从

漏斗内加入搅拌箱内搅拌。羟甲基纤维素与澎润土

粉搅拌泥浆就能对付粉质粘土层，沙质粉土层，含

泥质细沙地层钻孔。羟甲基纤维主要功能是乳化和

悬浮沙。

③植物胶必须水解浸泡成胶水后加入搅拌箱

内搅拌泥浆，水解方法要正确，防止结块而浪费。植

物胶乳化悬浮护壁能力强，用植物胶搅拌的泥浆不

仅能对付沙质地层，还能对付有承压水的沙卵石地

层。植物胶能与聚炳烯酰胺、羟甲基纤维素混合

搅拌泥浆。植物胶价格低，是一种优质廉价的泥

浆材料。

④钻液宝、帮手即可单独与澎润土粉搅拌成泥

浆，就能对付沙质地层钻孔铺管，也可以混合与澎

润土粉搅拌泥浆。它们同聚炳烯酰胺、羟甲基纤维

素混合与澎润土粉搅拌成泥浆效果更佳，而且成本

也下降。

⑤搅拌泥浆时必须加 NaCO3，泥浆 PH 值达到

8-10 可行，多加 NaCO3，泥浆会变浓，成本增加。用

食用 NaCO3 搅拌泥浆效果稍差，不能用 NaCO3 搅拌

泥浆，NaCO3 会降低泥浆粘度，NaCO3 可用于黏性粘

土地层钻孔。

表 2 膨润土混合配比表

地质情况 产品 用量(每 1,000 升) 马氏漏斗粘度(s)
粉质粘土层 Hydraul-EZ(易钻)/Insta-vis Plus(万用王) (12-18 公斤/1.25-2.5 升) 35-40
粗砂层 Hydraul-EZ(易钻) (30-36 公斤) 45-50
卵石层 Hydraul-EZ(易钻)/Super Pac(帮手) (36-42 公斤/1.25-2.5 升) 60-70

中尧强风化粉质泥岩层
Hydraul-EZ(易钻)/Super Pac(帮手)/Suspend-
It(速浮) (30-42 公斤/1.25-2.5 升/1.2-2.4 公斤) 55-65

低 PH 值水质 加入纯碱调整至 8-10 (0.3-0.6 公斤)

4 结束语

管道穿越工程是一个风险较大的工艺过程，任

何一个环节考虑不到位都有可能产生失败，根据近

几年的穿越施工管理经验，结合本项目成功的实

施，本文认为：如果在施工前及施工过程中都能严

格按照这几个方面进行风险的分析和防范，将会极

大地降低穿越风险，提高穿越施工的成功率。

李 刚院复杂地质条件下管道定向穿越

图 4 回拖铺管使用的回扩头 图 5 回拖铺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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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钻管段施工的卡管原因分析与解决方案

杨 雯
渊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第一工程分公司 河北廊坊 065000冤

摘 要：定向钻穿越段周边地质超出规定范围，是导致定向钻管段卡管的内因，施工单位采取的预防和

处置措施不当，是定向钻穿越卡管事故的外因。盲目扩大管孔直径，或增加洗孔次数，对预防卡管作用有限，

甚至可能起负作用。地质情况复杂多变情况下，定向钻管段正式回拖前进行试拖，确定合适的回拖工艺参数，

是预防卡管的有效措施。回拖前应编制和落实解卡预案，一味强拖可能越卡越紧，甚至拉断钻杆或连接万向

节；没有钻机有效引导，夯管锤暴力强夯，管段会塑性变形严重。最好回拖前就在管道入土端事先备好地锚或

夯管锤，以尽量缩短解卡时间，避免泥浆干涸凝固。对于存在孤石的复杂地质，应使用前端为尖锥状的回拖

头。

关键词：定向钻、卡管、原因、方案

埋地管道建设过程中，经常需要穿越公路、铁

路、河流等，定向钻施工技术已在这方面得到广泛

应用。由于城市燃气管道建设中，地面拆迁往往成

为制约管道建设工期和费用的重要因素，更使得定

向钻使用越来越普遍。近年来北京燃气管道建设的

定向钻工程量占新建管道总长度的 20%，在浙江某

城际天然气干线总长 60 公里中定向钻工程量竟达

32 公里。深圳天然气高压管道建设的定向钻工程量

已较原设计有较大提高，预计今后还有部分地段要

改用定向钻。

定向钻管段穿越施工过程包括钻导向孔、扩

孔、洗孔、回拖等工序，回拖是最后，也是最关键的

工序。其他所有工序都是为回拖管段打基础，出现

失误通常是可以补救的，但回拖出现“卡管”事故，

则前面所有工作都将告废。如此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不说，由于城市管道的路由非常紧张，重新钻孔在

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要格外审慎。

1 卡管的原因分析

早期定向钻主要用于石油天然气长输管道穿

越大中型河流，故国家现行标准《SY/T4079-95 石油

天然气管道穿越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1]规定：定向

钻适宜于穿越的地质条件有粘土、亚粘土、粉砂、中

砂层，不适宜于岩石层、流沙层、砾石层和卵石层的

穿越。然而，目前埋地管道定向钻更多地用于穿越

公路，尤其是大型立交桥，周边地质通常为回填的

建筑垃圾；在丘陵地带的城市，地下则往往为基岩

和砾石；此外还有部分河床深部有极厚的细沙层。

因此定向钻穿越卡管的内因是周边地质超出了适

用范围。

该标准的条文说明指出：“穿越段内若有少量

区段的松软岩石或小区段的其他地质层，采取一定

的技术措施仍可穿越。”施工单位采取的预防和处

置措施不当，甚至起了负作用，是定向钻穿越卡管

事故的外因。

为预防卡管，最容易想到的措施是扩大管孔直

径。定向钻施工技术本身迄今并没有国家或行业标

准及规范，2008 年北京市颁发的地方标准《DB11 T

594.1-2008 地下管线非开挖铺设工程施工及验收

技术规程 第 1 部分 水平定向钻施工》[2]规定：“当待

铺设管线的管径为 Φ200～Φ800 时，根据现场地

质条件、管线种类及入土角度，扩孔直径一般控制

在待铺设管线的管径 1.2～1.5 倍。其他管径应根据

现场因素，将扩孔直径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施工单位有时将回拖前扩孔直径达到上限的

1.5 倍甚至更大，但实际上“卡管”情况仍时有发生。

这是因为在回拖过程中，管段在拖拉力作用下呈现

绷直趋向，而管孔是一条弯的圆弧曲线，管段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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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不可能与管孔中心线自然重合，相当部分是紧贴

管孔的某一侧壁偏心向前滑移（图 1），所以单纯扩

大管孔对防止卡管作用有限。另一方面，管孔越大

维持孔壁稳定越困难，反而会增加回拖时因塌孔导

致卡管的风险。

图 1 管道偏心向前滑移

管线铺设之前要作一次或多次洗孔，以清除管

孔内残留的钻屑，施工单位有时试图增加洗孔次数

来消除卡管风险。实际上，在坚硬孤石与松软土壤

交错分布的复杂地质情况下，多次洗孔反而会增加

卡管风险。此时松软土壤被反复冲刷，使得孔径远

大于坚硬孤石上的孔径，从而在两者交界处形成门

槛。洗孔次数越多，孔径差异越明显，管道回拖时发

生卡管的风险也越大（图 2）。

图 2 软硬土壤界面形成门槛

2 预防卡管措施

2.1 增加试拖工序

实际上，预防卡管最有效的措施是选择合适的

泥浆配比、流量以及回拖速度等工艺参数。钻进泥

浆有多重功能，最基本的是维持管孔的稳定性，配

比、流量需根据地质条件、使用阶段相应调整。在钻

导向孔、扩孔、洗孔阶段有携带钻屑、冷却钻头、喷

射钻进等功能；回拖阶段管道与孔壁环状空间里的

泥浆，则起悬浮和润滑作用，减少管道与孔壁间的

摩擦，从而避免卡管[3]。确定回拖工艺参数是否合适

的最佳办法，就是在正式回拖前进行试拖验证，即：

增加试拖工序。

受现场条件限制，定向钻前期地勘往往无法做

到很细密，如果在钻导向孔和扩孔过程中，发现一

处或多处扭矩异常增大，就很可能遇到了孤石，表

明地质情况复杂多变，应考虑额外增加试拖工序。

在正式回拖前，用 2~3 根管制成试验段，先行回拖

检验。试验段从钻孔全程通过，拖回到地面，一是检

验成孔质量，根据试验段防腐层划伤程度，确定是

否满足正式回拖条件；二是确定正式回拖时各项工

艺参数，避免发生卡管事故。

据了解，重庆燃气在 2009 年进行梨香溪穿越

就先进行了试拖，中石油管道局 2010 年在中俄原

油管道穿越黑龙江也进行了试拖，今年初广东佛山

燃气高压管网穿越西江工程中竟然进行了三次试

拖，成功之后才进行正式回拖。

2.2 编制和落实解卡预案

应审查落实回拖发生卡管时的应急预案和措

施。如果卡管发生在软硬土壤交界的门槛，只需稍

微后拉一下的扰动，再重新回拖时就可能错过卡

点。由于管道浮在泥浆中，这是不难做到的，而一味

强拖则可能越卡越紧，甚至拉断钻杆或连接万向

节，以致无法收拾。如果卡管发生是因为细沙塌孔，

则可以在钻机有效引导情况下，用夯管锤助力进行

回拖。深圳某次穿越没有合适的应急预案，结果遇

到孤石发生卡管时不知所措，匆忙下处置失误：先

是长时间停泵使泥浆干涸凝固，而后又在没有钻机

有效引导情况下，用夯管锤暴力全程强夯，结果管

段偏离管孔前行，导致钢管塑性变形严重超标，其

防腐层损伤情况更可想而知。

中石油管道局在每次定向钻施工前制定的应

急预案都包括卡管时的处理措施。2004 年在长春 -

吉林管道穿越松花江的预案中，明确当发生卡管时,

采用吊机或倒链反向拖拉解卡的方法，且回拖前就

在管道入土端事先备好地锚，以便需要时立即启

用，尽量缩短解卡时间，避免泥浆干涸凝固[4]。2008

年中亚天然气管道穿越伊犁河细沙层时，在回拖现

场提前准备夯管锤，遇到回拖阻力超过一定限度

时，将夯管锤与回拖管道连接，用夯管锤助力进行

回拖[5]。

2.3 选择尖锥状的回拖头

对于存在孤石的复杂地质，应使用前端为尖锥

状的回拖头（图 3），减少半球状回拖头（图 4）被卡

住的风险。也可考虑对半球形回拖头前端进行加筋

杨 雯院定向钻管段施工的卡管原因分析与解决方案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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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具体方案以尽量接近流线型，减少被门槛卡

住的风险为准。

图 3 尖锥状回拖头

图 4 半球状回拖头

3 结语

（1）定向钻穿越段周边地质超出规定范围，是

导致定向钻管段卡管的内因，施工单位采取的预防

和处置措施不当，是定向钻穿越卡管事故的外因。

（2）盲目扩大管孔直径，或增加洗孔次数，对预

防卡管作用有限，甚至可能起负作用。

（3）地质情况复杂多变情况下，定向钻管段正

式回拖前进行试拖，确定合适的回拖工艺参数，是

预防卡管的有效措施。

（4）回拖前应编制和落实解卡预案，一味强拖

可能越卡越紧，甚至拉断钻杆或连接万向节；没有

钻机有效引导，夯管锤暴力强夯，管段会塑性变形

严重。

（5）宁可备而未用，不可用时未备。最好回拖前

就在管道入土端事先备好地锚或夯管锤，以尽量缩

短解卡时间，避免泥浆干涸凝固。

（6）对于存在孤石的复杂地质，应使用前端为

尖锥状的回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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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定向钻进辅助系统

Joe Chong Peter Brown 著 王 磊 译

摘 要：本文讨论了水平定向钻进（HDD）辅助系统的功能。该系统能采用人性化设计，专为 HDD 知识

有限者或初学者所设计。系统是基于网络设计，在联网情况下即可随时随地的使用。该系统简单却能真实的

反应钻进情况，不像其他系统一样需要具有大量深入的 HDD 知识储备，因此其非常适合于各类人员，包括

HDD 初学者。其目的在于展示在最终设计之前可以确定的成果。用户也可以使用该系统对其目前所设计的

HDD 做独立检测和鉴定。该系统目前使用英语，但是将来也可以运用其他语言，比如日语、泰语，汉语以及

马来西亚语。目前 Trenchless Advisor Pty Ltd 公司(www.trenchlessadvisor.com.au/pre_assist.php)可提供该系统。

该系统的独特之处在于可以使一个计算机新手在不超过 20 分钟的情况下完成输入所需的设计参数。

包括产品管径大小、目标深度以及该距离下所需要的入土和出土角。该系统通过一个输入预定设计参数的

渐近过程来指导用户，同时也能提供一些有用的 HDD 相关安全操作信息给用户来制定其方案、设计和施

工。一旦设计参数输入到该系统中，无论设计正确或者错误，它都将给出 HDD 设计的可行性和建议以及进

一步的审核。这一审核包括工程设计数据和基本参数，而且还可以在系统结束运行替用户保存该方案，并打

印出一个 PDF 副本作为设计文件的一部分。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辅助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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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非开挖技术方法建造或者改造地下基础设

施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随着城市以及城镇的发展

规模增大，基础设施的需求也随之扩大。更多的住

房和商业建筑需要更大更长的输水管道、污水管

网，增长的通信需求、污水的回收处理、海水淡化、

低压下水道系统以及电力和天然气系统的增加。非

开挖技术在施工中的运用增多的原因有着多方面

的因素，可能在工作现场以及周边提高安全保障，

施工期间将对地面活动和构造的影响最小化。其众

多环境和社会效益中，包括极小的挖掘和很少的开

挖，成本（如果正确使用）和对当地的社区的实际可

见的影响效果。无论是对于大城市还是小城镇，这

些益处是有利于非开挖工程在澳大利亚的运用。

大量的规划设计是任何非开挖工程施工之前

都要进行的，是确保其成功的必要条件。随着在地

下进行大量非开挖施工的同时，规划设计对确保工

程施工正确准备来说极其重要的，90%的非开挖工

程就是建立在这种准备之上的。设计是非开挖施工

计划和成功实施的一个主要部分，因此拥有一个真

正的可实现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不幸的是，一些

客户把这些留给了非开挖承包商来处理，虽然在在

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发生事故，

或者和预先设计的尺寸不一致时，这就会有可能发

生争论和不必要的纠纷。至少客户应该有一个概念

就是设计本身要具有可行性。这就既可以对承包商

有指导作用，又可以确保实际的钻进路径和客户需

求一致，使承包商能够完成任务。即使有了设计信

息和对正确参数的理解，也不能保证及时的对所有

客户提供服务，因此他们把这部分设计交给非开挖

承包商来实现。

近年来，市场上出现很多可供参阅的关于水平

定向钻进的软件（HDD）设计类型。所有设计师只要

在谷歌搜索“水平定向钻软件”，就会得到大量的信

息。从全三维设计软件到了解简单操作的入门级软

件，一应俱全。大部分软件要求操作者懂得足够的

HDD 知识和数据参数，曾在相关项目付出足够的学

习时间，并有能力在特定的计算机加载程序。这可

以限制其他人员进入程序，使其很难在其他使用者

中扩展其可用性。

较常见的软件有 Vermeer Atlas Bore Pl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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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C Australia EZY NAV，Path Tracker 和 Bore Aid 等。

HDD 辅助系统是一个基于互联网的软件，不需要下

载到特定权限的计算机上，并允许用户在输出结束

后打印和保存参数副本。将这些参数输入到计算机

只需要不到 20 分钟，并会产生一个传递失败的结

果。

HDD 辅助系统允许用户通过快速便捷的计算，

来建立一个理论上可实现钻进计划，这样既可以协

助高科技人员进行编译，也可以满足基本用户的需

求。这方案的另一个目标是在这个行业向 HDD 用

户提供选择。设计这个软件是基于行业内的反馈。

据了解，仍然有许多工程师，设计师和承包商想进

入 HDD 建造业和一些辅助行业，而他们需要某些

帮助来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他们又不需要深入的

知识储备或对行业的深入了解。

这个软件方案以 HDD 初学者为目标使用群

体，应用最基本的 HDD 设计参数。在基本设计水平

中，该方案只适用于最简单的参数，而不能达到钻

进计划的整体最终设计需要。这是简单的钻进设计

的第一阶段，用来识别钻孔的设计实现情况。更多

的设计标准将在文章后面部分进行讨论。该方案的

目的只是作为指导，不能被视为包括技术验算的最

终设计。

对于 HDD 的基本知识和参数及规格的必备要

求是这项方案重点。但是，许多项目失败的原因是

不正确的规划或误解了达到符合钻进设计的参数。

实施预可行性研究，包括钻进计划和其他关联信息

及文件，是成功完成每个 HDD 项目的强制性关键

因素。在前期规划和评估推荐方法上花费一些时间

此可以为客户和承包商节省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上

面提到的可以从许多例子中看到，比如在许多会议

中出现过的项目介绍和经验丰富的设计师和承包

商。非开挖辅助系统旨在帮助指导用户，根据其所

有要求以成功实施项目。

1 程序的编制和要求

程序的配置和安装要直接、简单、便于使用。程

序中还要有详细的每步介绍，以便于让用户输入他

们需要的设计参数。程序让使用者以非常系统的方

式通过数据输入和设计阶段。浏览程序的时候，图

表和解释很有必要。程序中每页的编排概括见图 1

到图 6。这 6 张图表在用户需要输入怎样的设计参

数方面提供了基本的解释和说明。每一页面上都会

弹出小窗口以帮助用户在任一特定的输入界面输

入所需具体参数。程序也会对一些参数进行解释，

比如确定参数的意思，以及它们对钻进的影响。很

多设计参数都是连续的，以保证可进行简单的计

算。关于每个图的简单描述列在表 1 中，如下：

表 1 程序描述

图 1 程序流程图设计阶段

渊1冤步骤 1渊项目信息冤

图 2 项目信息输入阶段

图号 程序每一步骤的描述

1 概括程序流程

2 输入项目信息

3 设计参数单元的配置

4 产生的数据输入表格

5 输入钻进计算数据

6 输出钻进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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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2冤步骤 2渊设置冤

图 3 设计参数单元的配置

渊3冤步骤 3渊产生数据冤
产生的数据（图 4）也可以应用：能提供两种不

同直径的单聚乙烯或多聚乙烯管、产品线径（也可

以用作单独产品的直径）、单管。

有这些信息就可以完成钻孔尺寸大小的程序

计算，如果是钢管，也可以计算其最大折弯半径。

图 4 产生的数据输入表格

（4）步骤 4（钻进参数）

正确的钻进参数（图 5）是钻进达到要求的保

证。不管任何的 HDD 钻进设计，如果一个参数变化

了，需要整个钻进设计都要重新计算，以达到要求。

计算出的钻杆一般都要长 3000mm，这些包括：表面

钻进长度、出入角度、深度、推荐线路中钻进的深度

和距离、保持平稳的水下深度、预计地面情况包括

最大完成度。

图 5 钻径计算数据的输入

（5）步骤 5（详细报告）

钻进的详细信息，比如：钻进所能达到的预期效果、

实际钻进长度、最小钻进半径、机械后移距离、最小

HDD 所需回拉力、最小钻孔尺寸、挖掘所需泥浆总

量、灌浆体积、可达到的关键压弯力。

图 6 输出钻径计算结果

2 方法阐述

（1）技术程序用于辅助使用 HDD 项目的客户；

（2）简单操作，只需输入需要的技术参数；

（3）帮助用户理解实际需要的达成的参数，顺

利完成 HDD 项目；

（4）可以作为技术指导给没有经验的人介绍非

开挖行业；

（5）提供更广范围的技术设计计算；

（6）辅助客户编制成熟的技术参数；

（7）帮助编制需要的文件、技术参数以及投标

Joe Chong Peter Brown 著 王磊 译院水平定向钻进辅助系统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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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

（8）在未知风险下，帮助客户提交更精确的投

标报价；

（9）最小化项目实行阶段中的变数；

（10）提供设计参数列表和图纸，项目流程图，

以及其他所需信息；

（11）帮助客户和承包商更好的理解项目中存

在的相关风险；

（12）通过非开挖辅助系统展示核算的信息通

过用户输入原始数据产生。原始信息越精确越好，

以此能够使非开挖辅助系统产生正确的结果。

3 结论

客户必须意识到程序中还有很多技术和钻径

数据没有展示出来，应该注意，最终详细设计应该

由经验丰富的非开挖工程师负责承担。非开挖工程

师丰富经验应包括向下钻进计算、地质学、技术局

限性方面的经验和对产品参数及风险的细致理解。

最终钻进设计中也应该考虑其他因素，包括具体实

施时可能的灌浆、钻掘所需要的水量、文件、风险管

理、技术参数设计、地理位置以及绘制满足周围环

境和安全需要的钻进地图。但在此程序不讨论这些

数据，而只是强调在钻进设计中最基础数据的重要

性。我们的目的是，在使用过程中改善程序，增加其

他的所需参数。当然，也要确保程序使用的便捷性。

总之，此程序就是为非开挖技术提供简洁有效的使

用方法，而不是在任何项目上都考虑直接开挖。其

目标也是通过提供另一种教育工具形式和对非开

挖技术的现实性及操作性的理解，提高大家今后对

非开挖技术的使用意识。

这个程序现在还在初始发展阶段，还需要从使

用测试的客户那里收集大量的编制信息。软件预期

是 2010 年底能够完成并投入使用在非开挖行业。

这当中我们还需要不断地从使用者中收集意见和

建议，以此来提高软件性能，我们将继续努力完善

软件，尽快的更新数据，期待从业内收到更多的反

馈信息。

参考文献院
http://dictionary.reference.com/browse/standards

Industry Feedback and Literature Survey Report TTI

Consulting Engineer Pty Ltd.

译自<International No-Dig 2010 2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 Paper #20

朱文鉴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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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距离曲线顶管技术在电力管道工程中的应用

陈 勇 1 陈永光 2 黄以华 2
渊1.福建省东辰岩土基础工程公司厦门分公司曰2.厦门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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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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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特点，也逐渐被工程建设方、社会所接受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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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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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中铺设直径达 2000mm 埋深在 5m 电力管道，在国内为数不多，在福建厦门地区也是尚属首次。通过在工

程施工中对设备、施工工艺的摸索和改进，最后采用泥水平衡顶管施工技术成功铺设建设方所要求的电力

管道。本工程将为在福建地区采用顶管技术铺设大口径长距离、曲线管道提供了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非开挖技术、泥水平衡顶管、岩层掘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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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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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城市的发展将涉及到地下空间的开发和利用，

采用非开挖技术进行城市地下公用设施的开发和

利用是一种逐渐被社会广大民众所接受新型的施

工公用设施施工方式之一。采用非开挖实施城市地

下公用设施具有以下优势：①工程施工具有环境友

好型特点；②与传统开挖等施工工艺相比，综合经

济成本具有很大优势；③能够准确、快捷的实现地

下公用设施的安装铺设；④对地面交通、商业、社会

活动等影响很小。因此在当前采用非开挖技术安装

城市地下公用设施是较为经济合理、安全有效的一

种施工方法。

厦门市地区在改革开放后的浪潮中，经济得到

了蓬勃的发展，对城市地下设施（电力、通讯、给排

水、燃气热力等）管道的运输能力需要不断的提高

和增大，因此需要大量的修建或扩建现有的地下设

施。本论文中所涉及的工程正是扩大区域输电能

力、空中电网入地缆化的方针政策的大背景下的工

程。工程经过建设方、设计方、业内专家教授以及施

工方的综合研讨确定采用泥水平衡式曲线顶管铺

设该区域内的电力管道。工程主体为两座顶管沉

井、顶进长度约 180m 直径 2000mm 管顶埋深为 5m

的预制混凝土管道顶管工程。受场地建筑群体及工

程地质条件限制，工程拟采用曲线泥水平衡式顶管

施工工艺铺设电力管道。工程通过招投标形式,最终

选定福建东辰岩土公司厦门顶管分公司作为该工

程的施工单位, 下图 1 给出了 2003 年～2010 年 8

月份采用土压平衡和泥水平衡顶管铺设管道的施

工业绩。

图 1 2003年耀2010年 8月份止东辰厦门顶管分公司

业绩情况

作者简介：陈勇，1952 年 5 月 11 日出生；现任福建省东辰岩土基础工程公司厦门分公司经理,高级工程师,从事非开挖工作

近 20 年，具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陈永光，厦门电力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安全总监；黄以华，厦门电力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工程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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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地质条件

顶管工程场地位于文曾路两侧, 顶管工作井位

于文曾西侧山坡坡脚位置, 接收井位于文曾路东侧

且位于立交桥交界位置,场地空间十分受限。

顶管施工段位置位于文曾路西侧属于山地地

形，局部位置有基岩出露，坡脚位置主要为中沙或

粗砂冲击地层。由于后期人为活动，沿文曾路两侧

20m 范围内都是商业建筑和民用建筑。顶管施工区

域总体高差在 1.5m 范围之内。顶进轨迹总体位于

文曾路沿线方向。

根据市政工程岩土工程勘察要求，位于施工区

域范围需要进行初勘和详勘，以便详细了解施工区

域工程地质条件和水位地质条件。通过工程区域居

民调查和相关水文和地质管理部门核实区域工程

地质和水位地质条件，并通过在顶进方向上进行勘

察孔直观钻探勘察，准确详尽了解了该区域内的施

工地质条件：

工程地质条件：施工区域内地表以下 2m 范围

主要是以回填层为主，回填层最大有 300mm 大小

等的建筑垃圾块体，且致密度很差，透水性很好，其

中局部是山体冲积沉积砂层和卵砾石层。西侧山体

坡脚位置有基岩出露，属于中风化砂岩和强风化花

岗岩，岩石强度在 15MPa~25MPa 之间。如图 2 所

示：

水文地质条件：施工所在地属于亚热带海洋性

气候，降雨频繁，除市政公用设施、商业建筑和民用

建筑外，区域内植被良好。区域内常年地下水位位

于地表以下 6.53m。

图 2 管道顶进区域地质剖面图

注：Q4
ml 为杂填土，碎石和块石占 40%左右；Q4

dl 为坡积

粉质粘土或残积粉质粘土，其中 >2mm 砂砾含量为 10%

~15%左右；Qel 为残积粉质粘土，主要是由全风化的花岗岩堆

积而成；r52渊3冤c 为全风化和强风化花岗岩，花岗结构较清晰，质

地坚硬，上部全风化花岗岩强度达 50MPa，下部强风化花岗

岩强度高达 65MPa。

3 设计考虑

顶管工程设计主要涉及顶管工作井和接收井

的设计、顶管顶进轨迹设计和设备选型。各部分设

计需要考虑的因素侧重点存在差异，但都是建立在

对施工区域内工程地质条件详尽掌握的基础上才

能确定设计方案。

3.1 顶管工作井和接收井设计

通过对工程区域内工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

条件收集和分析，采用沉井施工工艺进行顶管工作

井和接收井的施工，综合经济效益显著。鉴于两个

井功用上的差异，在进行设计时将工作井设计成直

径为 6500mm 深度为 9.8m 的沉井，主要考虑工作井

施工区域条件及顶进过程中顶进力的需要及工作

井的后期功用（顶管作业完毕作为电力维修检查

井）。接收井位于民用建筑与立交桥之间，施工区域

位置狭小，不利于工程施工，所以在设计时候采用

逆作法进行施工，这种施工工艺具备：工期短、节约

支护资金，安全可靠，主要实用于深基坑作业。接收

井的尺寸为：长 3.2m×宽 3.4m×深 7.95m。

3.2 顶管顶进轨迹设计

顶进轨迹设计在顶管工程整个过程中十分重

要。通常进行设计需要考虑：地下水影响、地层强

度、区域内工程施工空间限制情况、周边地质地貌

等情况。由于所要进行的工程为 110KV 半曾Ⅱ回、

半将Ⅱ回、半鸿Ⅱ回线路开断进金榜变工程控制性

部分。安装电力管道大致位置已经基本确定，通过

工程施工平面图，明显可以确定采用直线顶管必将

破坏接收井附近建筑物基础，并且可能导致工程失

败，所以采用劈开建筑物基础的方式设计顶进平面

曲线。并且工程施工区域内上部地层松散，为避免

在施工过程出现冒浆等工程事故，保持管道顶进的

良好注浆效果，设计管道顶进埋深属于比较均一稳

定地层，设计管顶埋深为 5.0m。在考虑众多因素之

后确定的顶管顶进轨迹长度约为 180m 曲线顶管。

3.3 设备选型

在确定工程施工方案之后，需要确定工程所用

设备的型号和能力，在对工程地层强度、施工区域

最小曲率半径、铺设管道外径、施工单位所具备技

术队伍水平等综合考虑之后，选定由厦门鑫勇通非

开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生产的 YD2000 泥水平

衡式顶管机（图 3 所示）作为工程选定设备。设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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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参数如下：

图 3 工程施工选用的 YD2000泥水平衡顶管机

1)顶进速度：0～100mm/min;

2)切削刀盘：转速 2.8rpm；转矩 555kNm；破碎

岩石硬度≤80MPa；对抗土压≤500 KN/m2；电机功

率 15kW×6;

3)纠偏系统：纠偏油缸推力 100T4 个；最大纠偏

角度为 3°；纠偏泵站压力 31.5MPa; 纠偏泵排量

7.25L/min;

4)进排泥管道通径:φ100mm;

5)机头外形尺寸：φ2440x4350mm;

6)机头重量：25000kg。

4 施工过程

在完成顶管工程设计之后便进入顶管工程施

工阶段，顶管工程施工阶段主要包含：顶进纠偏和

测量控制技术、注浆减阻技术、泥浆循环回收技术。

下面就这三个方面在本工程中的情况进行阐述。

4.1 顶进纠偏和测量控制技术

本工程主体为直径 2000mm，管材企口形式，埋

深 5m，顶进长度为 180m 的泥水平衡曲线顶管。顶

进长度分为：直线顶进段 （133.8m），缓和段

（16.8m），圆曲线段（39.4m）。根据场地条件和选用

设备的性能参数，理论计算曲率半径 R 为 300m，项

目工程拟采用的曲率半径 R 为 200m，并且掘进机

头的最大纠偏角度要达到 3°。曲线顶管平面示意

图如图 4 所示。

曲线顶管纠偏主要依靠布置掘进机头内的纠

偏油缸来实现，通常还通过设计掘进机位置管节交

接以及管节长度变化来实现纠偏导向。管节间纠偏

提出是设置木垫圈方式进行跟进纠偏，保证掘进机

头的纠偏效果。

由于本工程中的曲率半径已经达到最小的

200m，因此在进入缓和段和圆曲线段需要不断变化

管节长度以及纠偏导向才能按照设计轨迹掘进安

装管道。

在曲线顶管中对顶管导向的测量控制是一项

复杂而又关键的技术。图 5 给出了本工程中采用的

曲线导向控制测量的原理和计算公式。

图 5 曲线顶管施工测量控制原理图

通过在管道内设置第一测站 P1 方式进行目标

点 Q 的坐标进行曲线顶进方向的控制。

被测点 Q 的坐标(x,y)的坐标可以按照下面公式

(1)和公式(2)计算得到：

x=l0cos琢0-ld1+l1cos（琢0+琢1） (1)

y=l0sin琢0-l1sin（琢0+琢1） (2)

目标测点与设计中心线的误差 d 为 ：

(3)

采用这种测量控制方法，第一点工程测量直接

成本较低，并且也基本能够满足

建设方对铺设电力管道的精度要

求，第二点在实际测量过程中，

由于需要不断复测监测，测量控

制的工作量很大，操作时间也很

长，因此对曲线顶管工程施工停

顿过多，引起顶进过程中顶进力

的增大。

图 4 文曾路泥水平衡曲线顶管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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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注浆减阻技术

顶管工程顶进力的大小对工程附属设施（工作

井和接收井）的施工、顶进设备能力以及工程成败

都有至关重要的联系。通常对于泥水平衡顶管，在

管道进入曲线顶进阶段顶进力计算可按照公式(4)

计算得到：

(4)

式中：K 为曲线顶管的摩擦系数;K = 1/ (cosα-

k·sinα)，其中:α 为每一根管节所对应的圆心角, k

为管道和土层之间的摩擦系数, k = tan (φ/ 2) ；n 为

曲线段顶进施工所采用的管节数量; F0 为开始曲线

段顶进时的初始推力,kN ;F′为作用于单根管节上

的摩阻力，kN。

当管道从曲线顶进进入直线顶进模式时，顶进

力可按照公式(5)计算顶进力大小：

Fm=Fn+fL (5)

式中：Fn 同上，为曲线段顶进力大小。L 为直线

段顶进段的长度。

根据工程勘察和场地详勘，曲线顶管掘进地层

为全风化花岗岩及强风化花岗岩地层，最大的岩石

强度可能达到 60～70MPa，下图 6 给出了在掘进过

程中穿越岩层时候所排出的钻渣和非岩层颗粒情

况。因此在管道顶进过程中需要合理采用注浆减阻

技术，有效降低地层以及管道曲线顶进所增加的顶

进力同时也通过设计中继站传递总顶进力，在较小

顶进力情形下实现管道顶进铺设。

图 6 顶进管道沿线地层变化情况

因此，在曲线顶管中进行注浆减阻是有效降低

工程风险、减少顶进力最为关键的措施。通常注浆

后顶力可减少到原来的 1/4~1/3。下表 1 给出了本工

程中注浆减阻的触变泥浆的配合比设计。随着不同

地层，需要不断调整触变泥浆的配合比，以实现最

优的减阻效果。现场所用注浆减阻的设备和现场情

况如图 7 所示：

表 1 触变泥浆配方

适用土层 原料 1 原料 2 增粘剂 润滑剂 胶凝剂

一般土层 膨润土 100kg 水 900kg CMC2kg 废机油 40L 高分子胶 2kg
含水砂土层 膨润土 100kg 水 950kg CMC1~2kg 废机油 40L 高分子胶 2kg

1- 压力表; 2- 注浆泵; 3- 贮浆池; 4- 触变泥浆; 5- 闸阀; 6- 注浆管; 7- 注浆口; 8- 顶管管材; 9- 工作坑; 10- 顶进设备;

11- 工作坑底板; 12- 工作坑后背 (注:注浆管、注浆口一般设 3～4 个)

图 7 移动式注浆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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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现场顶进力的记录，整理得出了全段工程

顶进力的变化曲线，如图 8 所示。

图 8 全段工程顶进力的变化曲线

从图 8 中可以看出按照理论计算公式，应该随

着顶进距离的增加，顶进力也随着曲线式增长，但

是实际顶进力却并不是按照理论方式增长，主要是

通过设置曲线段管节长度(2m 和 1m 管节）以及良

好的注浆效果实现顶进力的控制。

4.3 泥浆循环回收处理技术

采用泥水平衡顶管技术中，循环的泥浆系统主

要功能：①破碎掘进面地层，冷却切削刀具；②输送

排除渣土，③平衡地层压力。鉴于循环的泥浆具有

如此的功用，因此，对循环泥浆的处理和回收利用

将有效降低工程的直接成本，同时也能有效减少废

弃泥浆运输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在本工程中采用了全自动化泥浆处理回收装

置，高效、迅速的处理循环泥浆为工程提供了很好

的保障并解决了市区施工泥浆污染的难题。现场处

理分离泥浆情况如图 9 所示：分离出来的渣土再通

过卡车运输到郊区指定位置，降低了液体泥浆运输

的设备高要求，同时也减少了废弃泥浆的体积。

图 9 现场泥浆分离装置处理废弃泥浆

5 结论与建议

在进行项目工程论证之前，我公司从国内泥水

平衡式顶管机主要生产厂家进行了实地考察，主要

的厂家有：江苏扬州广鑫顶管机械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镇江安达非开挖机械有限公司和上海钟仓机

械设备有限公司三个厂家的设备生产情况，之后我

们还实地参观了上海水务集团公司施工的浦东青

草坪供水管网直径 3000mm 顶管施工现场。结合厦

门地区主要工程地质条件及项目工程的技术特点，

拟选用厦门鑫勇通非开挖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研制

的泥水平衡岩石顶管机。

通过对泥水平衡式曲线顶管国内外的发展情

况对比分析，对于采用曲线顶管敷设电力管道所涉

及的工作井和接收井系统、液压顶进系统、电气系

统、顶进导轨系统、泥浆处理循环系统、纠偏和方向

控制系统中所需要的理论基础和技术做出分析，及

设备厂家考察、参观类似工程现场，得出采用泥水

平衡式曲线顶管敷设地下电力管道是切实可行的，

并且工程施工质量能够满足电力部门对管道敷设

的要求。

通过项目工程的试验施工，将所得出结果应用

于后期类似泥水平衡式曲线顶管过程中，为后期工

程提供借鉴和参考。推动泥水平衡式曲线顶管技术

在厦门地区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市中心地下管道

铺设工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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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Long-distance Curved Pipe Jacking in Power Pipe
Construction

Yong Chen1 Yongguang Chen2 Yihua Huang2

(1 Fujian Dongchen Geotechnical Foundation Engineering Company Xiamen Company; 2, iamen Power Engineering Group Co., Ltd.)

Abstract: At present, trenchless technology is universally recognized by owner and society for its beneficial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y character.

As one of the most mature trenchless technology, slurry balanced pipe jacking is playing important role in

municipal construction. However, it is the first time for Xiamen to install a power pipe with 2000 mm in diameter and

5 meter in embedding depth using slurry balanced pipe jacking method, which is uncommon even around China. The

power pipe was successfully installed after improvement of construction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which can be

referenced by other large diameter power pip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Keywords: Trenchless Technology, Slurry Balanced Pipe Jacking, Rock Tunn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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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管径长距离顶管施工技术
在万源北路污水管道铺设中的应用

白艳波 1 李志权 1 周文平 2 武志国 2 史曙光 3
(1 北京排水集团管网分公司 2 北京市市政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 北京致远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摘 要：万源北路污水管线工程采用机械顶管施工方式铺设 DN1050 的钢筋混凝土管，在无地下水的

硬土层中，顶进长度达到 303 米。本文介绍了施工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关键词：顶管、泥水平衡、小管径、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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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顶管施工有着不中断交通、不抽取地下

水、不干扰人们的正常生活、对周围环境影响小等

显著优势，在人员密集的商业区、交通繁忙的闹市

区施工优势逐渐显现出来。随着我国城市现代化建

设的飞速发展，污水管网正在加紧完善，机械顶管

施工技术在污水管道铺设中已被广泛采用，施工难

度大的新课题在不断涌现。在北京市万源北路污水

管道铺设工程中，我们遇到了小管径、长距离顶管

的实际问题，DN1050 钢筋混凝土管道一次顶进长

度达到 303 米。

小管径钢筋混凝土管材的管壁薄，承受顶力

小，顶进距离增长，顶力相应增加，管壁易破损，甚

至管材破碎，顶进失败；管径小，顶管掘进机出现故

障时，人员进入困难，不易排除。小管径机械顶管施

工从经济与安全方面考虑，顶进长度最好控制在

130 米至 150 米之间。

1 工程概述

万源北路污水管线位于北京市丰台区，西起南

大红门路，东至规划蒲黄榆路，全长 1061.2 米，管径

为 D1050，采用顶管方式施工。按照最初的设计图，

沿线布设 21 个检查井，分成 20 个顶管段，单个顶

段长度在 50 米左右，是个很轻松的常规工程。

万源北路宽度只有 12 米，双向双车道，交通流

量极大，仅公交线路就有 12 条，路南侧紧邻火箭研

究所院墙，路北侧分布有学校、医院、商场、店铺，人

员熙攘，车流不绝。管道位于万源北路北侧地下，东

西走向，穿越南场路、万源路二条道路及数十间商

铺、民房，施工时不能中断交通，不能占用道路、不

能干扰百姓的生活。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北京市政

设计研究总院、北京市排水集团管网分公司、北京

致远监理公司与施工单位共同商讨，多次修改方

案，最终设计了 7 个工作井，全线分成 6 个顶段，其

中 7#-5# 顶段长度达到了 303 米。

要求顺利穿越、安全施工、保证道路、商铺、民

房安全，施工不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工程特点是

小管径、长距离、穿越道路、商铺、民房。穿越土质为

粘土，无地下水。

2 施工工艺

目前，较为流行的机械顶管施工有土压平衡与

泥水平衡两种，土压平衡顶管掘进机采用螺旋输送

机排土，螺旋输送机直径较大，管内径小于 1500 毫

米的掘进机内没有安装空间，本工程只能采用泥水

平衡机械顶管方式施工。

泥水平衡机械顶管施工有很多优点：适用的土

质范围较广；可有效地保持挖掘面的稳定；对周围

土体扰动小,引起的地面沉降小；所需总推力较小，

适宜长距离顶管；工作坑内的作业环境比较好；采

用泥水管道输送弃土,不存在垂直吊运、搬运土方等

容易发生危险的作业环节，工人劳动强度较低；挖

掘、排土、顶进连续进行，施工速度较快。

泥水平衡机械顶管施工存在一些缺点：弃土以

泥浆形式存在，不易运输和存放；泥浆处理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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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场地需求面积大；在闹市区施工，泥浆易对环

境形成不良影响；在无地下水的地层中施工，土体

不易均匀分散到泥浆内，导致排泥困难、降低顶进

速度；塑性较大的粘土，在泥水仓的格栅、排泥管

口、排泥泵等处易发生粘结堵塞，处理较为麻烦。

2.1 工艺流程

泥水平衡属封闭式的机械顶管，顶管掘进机内

泥水仓压力等于其所处位置的土体土压力与地下

水压力之和，顶管掘进机的前进量与其切削、排土

量相等。泥水平衡顶管机前部、刀盘后端安装有隔

板，形成泥水仓，通过管道将地面的泥水压入泥水

仓，调节泥水压力使其与所处位置的土压力相近，

开挖面始终保持在稳定状态。旋转刀盘切削土体，

渣土进入泥水仓，分散到泥水中，形成泥浆，通过输

泥管道运送到地面。与此同时，掘进机及掘进机后

部所铺设的管道被液压千斤顶推进，填补由于排出

土体形成的空间，从而在不破坏原土应力的状态

下，完成铺设管道的目的。

图 1 顶进施工工艺流程

2.2 技术参数

本工程使用扬州广鑫顶管设备厂生产的 TP-

ND1050 型泥水平衡顶管掘进机，主要技术参数如

下。

尺寸：顶管掘进机外径 1310 毫米，全长 3910

毫米，总重量为 8 吨，进排泥管直径 110 毫米。

切削刀盘：旋臂式，四个旋臂，开口率约 40%，

驱动电机为 22 kW 两台，转矩 143kN.m，刀盘转速

2.6 转 / 分，切削外径 1330 毫米。

纠偏油缸：纠偏油泵工作压力 25MPa，纠偏角

度 3°，纠偏油缸最大行程 40 毫米。

顶推设备：液压泵型号 YZ1200，最大工作压力

31.5MPa，顶推油缸使用二只，每只最大推力 200

吨，行程 1.8 米。

3 主要技术措施

3.1 洞口止水圈

泥水平衡顶管施工中，泥土仓内的泥水，在压

力的作用下，沿管外壁流到工作坑洞口，传统平板

式止水圈底部与洞口墙壁的接合不严，经常发生泥

水泄漏。这一工程，采用套筒式止水圈，在平板式止

水圈的底圈上焊接一段套筒。将套筒插入洞口，使

用混凝土浇注，底圈及套筒与顶管坑结为一体，能

完全阻止泥水涌入工作坑。

3.2 后背

工作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采用锚喷倒挂方式

施做，后背结构为锚喷墙＋混凝土＋后背铁的形

式，将后背铁垂直立于锚喷墙前，锚喷墙与后背铁

之间的空隙灌注 C10 混凝土。顶进时后背将油缸推

力传递到工作坑，工作坑整体受力，分散了后背土

体所承受的压力。

图 2 套筒式止水圈安装示意

3.3 管材

DN1050 的管材壁厚为 117 毫米，管径小，管壁

薄，承压能力差。顶进距离越长，顶力越大，顶力大

到一定程度，管材承受不住，发生破裂，如何能够增

加管材的承压能力是本工程的关键。单纯靠增加混

凝土强度、增加钢筋密度提高管材强度的效果有

限。而提高管材加工精度，使管材二个端面尽可能

平行，可增加相邻管节的接触面积，能大幅度提高

管材的承压能力。在北京跃通水泥制品有限公司高

度重视和积极配合下，重新制作了管材模具，并加

强管材生产过程控制，生产出高精度管材，从材料

上保证工程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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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滑润减阻

顶进施工中，向管壁外侧不间断地注入滑润泥

浆，形成泥浆套，管道在泥浆套内移动，可大大降低

摩擦阻力，减少管道推进的总顶力。每节管有三个

注浆孔，在同一圆周上相隔 120 度排列，为维持浆

套压力、防止泥浆倒流、防止泥土拥塞注浆管，在注

浆孔内安装泥浆止回阀。顶管结束后，通过注浆孔

向管壁外侧注入固结浆，替换润滑泥浆，固结浆能

胶结管材与周边土体、充填空隙，减少因顶管施工

造成的地表沉降幅度。

滑润泥浆注入量按掘进机的超采量计算：

其中：Q — 顶进一节管的注浆量，立方米

W — 掘进机切削直径，W＝1.33 米

D — 管道外径，D＝1.284 米

L — 每节管长度，L＝3 米

理论注浆量为每节管 0.28 立方米，考虑到泥浆

的损失，实际用浆量根据现场情况适当增加。

通常顶管注浆采用一台注浆泵，一条注浆主

管，顶进距离加长后，很难使润滑泥浆均匀分布。在

本工程中，采用分段定压注浆法：分为机头注浆与

管道补浆二大部分，机头注浆单独安装注浆系统，

注浆与顶进同步进行，注浆要求大流量、小压力。管

道补浆分段设置，每 60 米长的管道设为一个注浆

段，每段单独连接一条注浆主管道，配备一台注浆

泵，每条主管道上安装一个定压阀，使管外壁的泥

浆压力始终保持在 0.15～0.25MPa 之间，注浆要求

为小流量、大压力。达到定压注浆、均匀润滑、浆套

稳定，减小阻力的目的。

3.5 排泥

顶管施工中使用的泥水有平衡土压与输送渣

土二个作用，泥水循环使用，对泥水的要求有二个，

一是在泥水仓中，要求切削下来的渣土尽快分散到

泥水中，使得泥水变成泥浆，通过管道输送到地面，

要求渣土分散速度越快越好；二是在地面上，分散

到泥水中的渣土尽快沉淀，泥浆再次转化为泥水，

要求沉淀速度越快越好，以利泥水再次循环使用，

增加泥水的携土能力。

本工程穿越土质为粘土，没有地下水，土体密

实、坚硬，切削下来的渣土呈块状。在泥水仓中，渣

土块表层的粘土颗粒遇水膨胀，阻止水分进一步渗

入，土、水的混合、分散速度慢，造成渣土运不出来，

影响顶进速度。泥水仓内安装有二个搅拌棒，随刀

盘旋转，但旋转速度仅为 2.6 转 / 分钟，搅拌作用不

大。针对这一问题，安装了一台九级高压水泵，向泥

水仓内打入高压水，泥水仓内分布六个出水口，搅

拌棒不停地搅动土块，在高压水射流冲击下，加快

了土、水混合速度。

3.6 泥浆外弃

场地狭小是制约工程的又一个难题，泥水平衡

顶管使用水作为输土介质，大量泥浆排到地面，通

常的做法是修建一个泥浆沉降池，泥浆沉淀后形成

可运弃泥状物外弃，泥水循环使用。

为了有足够的泥水循环使用，须加大沉淀池面

积，而本工程现场小，没有修建沉降池的空间。安装

了五套钢制沉降池，每个沉降池长 6 米，宽 3 米，高

2 米，池间使用管道连接，为防止泥浆外溢污染环

境，沉降池周边码放宽 1 米，高 0.5 米的沙袋。

顶管穿越的土质为粘土，分散在水中的粘土颗

粒细小，沉淀速度慢，泥浆越来越稠，最后失去携泥

作用，自然沉淀所需时间很长，最终中断顶进，等待

泥、水分离，常常是顶进一节管需要一天时间。尝试

使用水处理的絮凝剂，沉淀速度不明显，最后的做

法是只能使用封闭罐车，吸抽粘稠的泥浆外弃，虽

然提高了施工速度，但也加大了施工成本。

图 3 顶管工作现场

3.7 测量

长距离顶进，测量是个关键问题，顶管机前进

方向由激光经纬仪发射的激光指示，激光照射的有

效距离为 200 米，距离过长后，激光散射严重，光点

变成很大的光斑；同时在管内水气作用下，激光发

生折射，失去指示方向的意义。为克服这一困难，采

用人工测量、手工标靶的方法。每顶进一节管测量

白艳波 李志权 周文平等院小管径长距离顶管施工技术在万源北路污水管道铺设中的应用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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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测量人员在掘进机光靶上手工标示出顶进的

正确方向，机手按指示方向进行纠偏操作。

3.8 纠偏

每顶进 0.5 米，要求机手记录激光靶的光点坐

标，绘制出顶管掘进机上下、左右偏差随长度变化

的曲线图。当偏差达到 20 毫米时，测量顶管机姿

态，即掘进机前端、后端的偏差值，以此判断掘进机

偏离顶进轴线的程度，当掘机机平行于轴线或再前

进偏差将减小时，可不采取纠偏措施，反之则采取

纠偏操作。纠偏前在图上标出掘进机预计行进路

线，确定纠偏角度及纠偏长度，每顶进 0.5 米测量掘

进机姿态，当掘进机与顶进轴线平行时，可停止纠

偏操作。纠偏时要求在一段相对较长的距离内和缓

地调整，一个纠偏操作可多次进行，绝对禁止短距

离、大角度纠偏。

3.9 控制沉降

顶管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地面沉降，管道在

医院、商铺、民房下通行，同时横穿二条公路，一旦

出现地面大幅度沉降，会导致公路下陷、民房裂缝、

商铺倒塌，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失，社会影响极大。

地面沉降的实质是土体损失，土体损失越多，

沉降幅度越大，施工中采取二种方法有效地控制地

面沉降：一是严格控制出土率，减少土体损失，管道

推进体积与土方挖掘体积相等，操作中，靠调整管

道推进速度与排泥速度得以实现，始终观察泥水仓

压力表，保持压力值在规定范围之内；二是填补土

体损失，顶进中向管外壁注入润滑泥浆，并保持一

定的泥浆压力，顶进完成后，再次注入固结浆，完全

填充管外空隙。

4 结 语

本段顶管自 9 月 29 日开始顶进，10 月 15 日完

成，历时 17 天，平均每天推进 17.9 米，最大顶力仅

为 22MPa，最大高程偏差 -38 毫米、水平偏差 35 毫

米，地面最大沉降值 7.3 毫米。

万源北路污水工程，在车水马龙的公路下穿越

没有中断车辆运行，在人员密集的商业区施工没有

影响商业活动与百姓生活，在狭窄的场地条件下，

小管径顶管一次贯通 303 米，是在北京城区施工的

一次突破，为更长距离的顶管施工积累了工作经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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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管技术最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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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 100 多年的历程，顶管技术得到长足的发展，其应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泛。为了适应新的

应用环境，顶管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本文收集了近几年顶管最新工法及新设备，以

供读者更全面了解顶管技术最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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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管技术是最早出现的一种非开挖技术，它的

顶管机形式已从手掘式、挤压式发展到了现在的机

械式。近代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对顶管施工周围

的环境保护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使顶管机的形式向

着机械旋转切削式、泥水平衡式、土压平衡式先进

机型发展。近二十年来，随着顶管理论日益完善及

机械制造工艺的提高，各种顶管新技术及新工艺不

断出现，促进了顶管技术飞跃的发展。

1 顶管新工法

1.1 直接铺管法

直接铺管法由德国海瑞克公司首创，并于 2007

年 10 月在德国莱茵河穿越试验项目中成功应用。

莱茵河穿越项目施工距离为 464 米，在直接铺管过

程中，海瑞克推管机的平均推力为 80 吨，最快掘进

记录为 90 米 / 天，工期仅为 13 天。

直接铺管法为由一套新型推管机提供推动管

道的推力，推管机被固定在入土端，管道被推管机

的夹持装置夹紧后，向前推动进入土层，管道直接

与可遥控式的掘进设备相连，推力通过管道传递至

刀盘，开挖出来的渣土通过管路中的泥浆管道排

出。该工法整合了现有小型隧道施工方式、海瑞克

推管机和水平定向钻三方面的技术优势，能实现连

续施工作业，一次性完成管道铺设（图 1）。

直接铺管法与顶管的差别在于：（1）直接铺管

法推管机安装在较浅的入土井，通常与水平线呈一

定夹角把掘进机顶进土层；（2）直接铺管法允许在

钢管中先安装好泥浆管路；（3）直接铺管掘进机的

刀盘可以配备不同的刀具，以满足不同地层的工作

要求；（4）直接铺管施工方式的掘进机尾部被设计

为锥形状，以增加机器超挖量，加大环空间隙。

在直接铺管法中，推管机是最为重要的一环节

（图 2）。在掘进过程中，推管机从外部夹持管道，并

沿着设计轨迹从入土井推进，推管机必须保证掘进

机在掘进过程中有足够的正面推力（表 1）。

同顶管或水平定向钻相比，直接铺管法的优势：

（1）通过单一步骤进行快速管道安装；

（2）无需费时接管或安装钻杆，无需下套管；

（3）安装前，管道可以提前焊接好或经过测试，

实际施工时间短；

（4）无需进行花费巨大的工作井建设，仅需地

面上简单的入场道路和出口基坑；

（5）适用地层广，卵石、漂石、岩层皆可。

表 1 海瑞克推管机规格

图 1 直接铺管法

型号 推力或拉力渊t冤 适用直径渊mm冤
HK300PT 300 500要要要914
HK500PT 500 500要要要1200
HK750PT 750 1000要要要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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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海瑞克推管机

1.2 AXIS系统真空挖掘法

威猛公司（Vermeer）开发了 AXIS 导向钻进系

统，它适用在坡度要求比较高的地方，铺设的管道

直径在 250-350mm，最大能达到 500mm，铺设距离

达到 107m，铺设管道可以采用回拖或顶进的两种

方式进行。这个系统有四部分组成，钻机、钻机动力

单元、真空动力单元和真空回收箱（图 3）。因为采用

真空抽吸钻屑的方法，泥浆处理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图 4）。导向系统使用的是激光导向装置，提高了坡

度控制的准确性（图 5）。AXIS 系统最大能提供

18144 千克的顶推力，扭矩能 达 到 6650N·m

（110rpm）和 3525N·m（218rpm），真空动力源为

180kw，流速 96m3/min，真空抽吸力在 0.88bar，空气

流速 350km/h，储蓄箱的体积可以在 3000 或 7500

升。

真空挖掘系统有以下几个优点：

（1）在施工过程中没有任何挖掘头或相应的机

械设备去接触地下的管线；

（2）被破坏的土层直接被吸入封闭的车载罐体

中，很少或几乎没有灰尘，并且开挖出的孔洞旁边

也无成堆的土屑。尽管所产生的孔径是由所需的工

作空间决定的，但空气动力挖掘机仍能得到比常规

挖掘机小得多的孔径；

（3）还可用来完成小直径测试孔，以便在进行

主要施工之前证实施工的可行性。地下管线最大的

特点就是我们无法在地面上看到，但通过空气动力

挖掘机我们可以确定已有管线的位置；

（4）除了挖掘，空气动力机系统还可用来清理

钻井液和其它废物，也可以用来清洗小孔径管线中

的阻塞。

图 3 AXIS系统的组成

图 4 真空抽吸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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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真空挖掘导向钻机

2 顶管新设备

2.1 复合型盾构顶管机

复合型盾构顶管机是将顶管与微型隧道施工

相结合的一种工法，由日本首先研发，它可同时进

行顶管及盾构施工，特别适用于长距离、急曲线施

工。复合型盾构顶管机机头可看作顶管机机头与盾

构机机头的集合体（图 7）。

图 7 复合型盾构顶管机机头

在长距离顶管施工时，由于所需顶力过大，常

常会超过顶管机最大顶力或管道承受界限，为此，

复合型盾构顶管机当面临顶进所需顶力过大时，可

改顶管工法为盾构工法，即实现施工方法的改变。

这样可克服长距离顶管工程中顶力过大问题（图

8）。

图 8 复合型盾构顶管机长距离施工

对于某些有特殊性要求或地层限制原因的急

曲线顶管工程，由于顶管施工所允许的弯曲曲率有

限，施工要求难以达到。复合型盾构顶管机能够在

急弯曲段变顶管施工为盾构施工，通过组装预制弯

曲管片来满足急曲线施工，其曲线半径可达 15 米

（图 9）。

图 9 复合型盾构顶管机急曲线施工

2.2 矩形顶管机

矩形顶管机是在日本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式顶

管机（图 10），它主要用来安装矩形管道,可用于建

造地铁车站、地铁及水底隧道旁通道等。矩形管道

相对于圆形管道的优点在于大的过流断面和少的

图 5 激光导向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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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费用。

矩形顶管机刀盘上有三个旋转轴，每个旋转轴

的不同位置上配有切削具，这种设计能提高土与泥

浆的混合和相互作用（图 11）。矩形顶管机的驱动机

构可分为自转和一种公转方式，通过减少公转过程

中自转的频率可以提高驱动力。因为自转轴成为这

个机构的回转速度，掘进、混合、搅拌的效果都要超

过一般的掘进机。此外，用三轴切削刀具替代一个

切削工具，使每个切削刀具掘进范围减少，受力降

低。通过降低荷载可以大大消除顶管机机头外部与

内部环境的差异，可以减少切削刀具的外径，提高

掘进效率。此种矩形顶管机能够快速并安全的施工

矩形管道，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也会大大降低，具有

很好的经济性。

图 10 矩形顶管机

图 11 多轴刀盘

2.3 Photogrammetry地表变形检测技术

Photogrammetry 技术是一种非接触式的变形检

测技术，主要通过影像手段获取目标点的三维变形

大小（图 12）。首先从空间多角度对目标点进行摄影

测量，获取连续的三维影像信息（图 13），通过

Photogrammetry 软件进行现场目标点重现，进而获

取三维可视目标点坐标值，最后针对施工前后可视

目标点坐标值的变化得出变形量。

Photogrammetry 技术目前在美国主要应用于地

质 灾 害 、 文 物 保 护 、 建 筑 重 现 等 领 域 ，将

Photogrammetry 技术用于非开挖地表变形检测尚属

新的领域。

Photogrammetry 主要优点是可以实现非接触远

距离测量，减少对空间依赖；三维可视化效果好；量

化生成目标点坐标，误差在 0.02mm 以内。

图 12 多角度摄影

图 13 三维可视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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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普拉特河非开挖隧道风险管理案例分析

Aaron T. Burns P.E. Andrew B. Lockman J. Russell Snow 著 黄学刚 译

摘 要：大草原水利项目（PWP）将增加奥罗拉市百分之二十的城市供水，每年提供高达一万英亩 - 英

尺（约 33 亿加仑）的水。PWP 项目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输送系统，该系统由直径为 60 英寸、约 33 英里长的地

下原水传输管道，15 个非开挖隧道（包括南普拉特河）和三个抽水站组成，该抽水站将亚当斯县的南普拉特

河水垂直提升 900 英尺输送到奥罗拉市的新彼得宾尼净水设施。非开挖方法被用来构建水路、湿地、高速公

路、干道和铁路下面的管线。南方普拉特河非开挖隧道是该项目最重要和具有挑战性的工程之一。

南普拉特河隧道的地层条件的特点是由从细粒到粗粒砂组成的冲积层，与河漫滩沉积物凝聚的砾石，

局部地方含有卵石和石块，基岩上覆盖着粘土岩。冲积层有 25-30 英尺厚，一般具有高渗透性和高储水能

力，而粘土岩渗透性低。该隧道长约 260 英尺，在粘土岩中隧道的最大深度为 48 英尺，并配有一个直径 78 英

寸的钢护筒、一条直径 60 英寸的钢管道以及支持系统监控和数据采集（SCADA）的通信光纤电缆或管道。

本文介绍了与南普拉特河隧道相关的风险管理。此外，本文还探讨了，在不影响美国联邦监管的水域及

美国工程兵管辖范围内的湿地的情况下，与工程建设有关的独特设计和施工挑战。

关键词：南普拉特河、非开挖隧道、风险管理

第 2 期

2011 年 4 月

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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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奥罗拉是科罗拉多州人口第三的城市，且人口

还在迅速增长。水是管理城市需要的关键。在 2002

年和 2003 年史无前例的干旱严重影响了城市供

水，而且导致城市水库储存能力不到 30%，城市开

始从外处配水。在非干旱的年份里水资源系统能为

人们提供充分的水源。然而，可以明显看出，该系统

需要更多的水源和养护工作来维持在严重干旱时

期有充足的水供应。通过制定一个长期的水资源管

理计划来加强现有供水系统的可靠性，扩大水源保

护的措施，提供更多的水源储存，升级现有的水利

基础设施，并显著增加水的供应。

经过奥罗拉对包括采购水资源水权、确定新

的资源、实施小流域水系统等 50 多种潜在的水源

替代方法的进行评估后，大草原水域项目（PWP）

被评选为是最快、最具经济效益，并可以满足当前

及未来至 2025 年的水资源供应与需求的环保型

可持续发展方法。该项目通过西方水资源法来获

取水源权，并消除了从其他水权持有者处获取资源

的需要。

大草原水域工程是在布莱顿和科罗拉多州附

近与南普拉特河毗邻的浅层沙砾石层中获取水源，

并通过直径为 60 英寸、长约 34 英里的焊接钢管将

年产约 3.3 亿加仑的水输送至新建的水处理厂。三

个抽水站用来把水抽高 900 英尺。传输原水的管道

部分已采用生物修复治疗方法进行处理，并在出售

给消费者前由新工厂进行最终处置。

2 非开挖隧道

提升沃特斯城市供水的迫切需要使得大草原

水域项目的时间安排非常紧迫，并要求该项目于

2010 年底完成。为了避免向美国陆军工程公司（美

国陆军工程兵团）获得 404 许可证的需要，项目组

制定了一种方法，通过采用非开挖施工方法来隧道

所有管辖区的湿地或美国水域（美国）。从美国陆军

工程兵团获取 404 许可证是联邦的任务，它有可能

会触及推迟该项目的环境影响声明（EIS）。该小组

与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相协调，并获得了管道隧道方

向上的美国水域和湿地的管辖决定权。由于美国陆

军工程兵团的制度和管道路线的不断变化，使得决

定权的获取是一个渐进过程，但在建造九个美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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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时才被允许可以用非开挖技术来隧道整个线路。

该项目也有许多其他与美国水域不关的地方，包括

隧道公路和铁路。在整个项目中，非开挖隧道的总

长度大约为 4200 英尺。

对于该工程来说，在美国水域下方进行非开挖

隧道具有很大的高风险，因为如果水路受到填料价

格的影响施工可能会停止，在加上获取美国陆军工

程兵团的 404 许可证可能会触及到 EIS 对工程制

定的条例。由于无法预料所遇的地层条件，地下建

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3 南普拉特河隧道

南普拉特河隧道被认为是最引人注目和风险

最高的隧道。由于河流的重大影响，该工程很有可

能放置在一个需要 404 许可证，并可能会触及到

EIS 为工程所制定的条例的地位上，将导致延长几

年完工。隧道隧道对机器操作存在着风险，如果遇

到如硬石灰岩或其他结构等地层条件时，需要停止

掘进机，并可能需要放弃设备。地质勘察已经发展

起来为地下条件提供特征分析，即使是不允许通过

普通的高水位上限钻掘。隧道线路和施工方法的限

制使得建设通常不会在一个不太重要的隧道设计

中采用保守的方法。

4 地质调查

与南普拉特河隧道相关的风险水平需要一个

充分的地下调查。在顶进井和接受井位置处提前施

工竖井（见图 1）。由于没有许可证和考虑到美国水

域的影响，没有河上提前施工竖井。钻孔显示了一

个浅层地下水位以及由两个不同的地质单元构成

的层状地质体，上层为河流沉积物、下层为粘土岩

基岩。上层包括中密到密集的砂砾石，该层分级为

粘土到砂质粘土。在粘土层下面是一个纯砂土层，

它与西部轴出的基岩相接触。在东部轴处粘质砂土

将纯砂土与基岩分开。基岩主要是粘土岩，不过中

间夹有一些粉砂岩。该粘土岩一般有中到高的可塑

性，以 Thewes（2004）定义的评估程序为基础含粘土

岩很有可能堵塞清除淤泥的设备。

在隧道河流的隧道路线上以及向上游、下游偏

移 20 英尺的范围内采用传统的地震折射来进行勘

察。地震资料表明，基岩接触面是光滑的，且沿河岸

平行分布。由于流水产生的地震噪声干扰，使得从

河下收集的数据是不可靠的。采用折射脉动（雷米）

方法进行第二次地震调查，该方法最初是试图沿着

平行于各堤岸的河流进行的。雷米技术测定的基岩

或冲积层接触面在钻孔记录深度的 10%内，并决定

尝试在河里使用雷米技术，这三个地震线相互连接

起来，采用钻孔来进行地震资料的解释。图 2 显示

了基于钻孔的一般冲积层以及采用雷米地震调查

方法获得的基岩或冲击层接触面。

图 2 南普拉特河隧道地层剖面图

采用岩土及地球物理调查方法得到非开挖隧

道的竖向剖面图。该隧道最大深度距离轴为 48 英

尺和总长为 260 英尺。南普拉特河水在该地区一般

较浅，但水深常发生季节性变化。估计水深不到 5

英尺，且隧道隧道的土壤和岩石覆盖深度估计约为

30 英尺。

5 非开挖技术

在挖掘南普拉特河隧道可以采用三种常见的

非 开 挖 技 术， 分 别 是 是 泥 浆 微 隧 道 掘 进 机

（SMTBM），土压平衡微隧道掘进机（EPB MTBM 或

EPB）和传统的隧道掘进机（TBM）。

SMTBM 的特征是在掘进机前面安装舱壁来形

成一个压力室，通过向里面注入的膨润土泥浆与挖

掘出的材料混合来稳定开挖面。采用与开挖相协调

的控制方式，SMTBM 通过泵入压力室的材料来调

节推力。EPB 的特征是在开挖面后面安装舱壁来形

成一个压力室，以开挖的土体来稳定工作面。采用

图 1 南普拉特河隧道拟建竖井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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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挖和掘进速度相协调的控制方式，通过压力室

里的挖掘物来调节 EPB 的推力，也可以内置一个淤

泥阀门或者通过一个钻孔来调节 EPB 的推力。传统

的 TBM 采用了全面旋转切割刀头，并配备能通过

从局部到整体关闭的液压控制阀门来调节从开挖

面上流入土中的水流量。TBM 还配备了切割刀具来

通过高胶结的材料、巨石或其他障碍物。

6 风险方法

根据地下调查，确定了一些风险。对于每一种

掘进方式，每个风险都被赋予一些定性指标（无,低,

中,高）。这些指标反映了设计团队对于风险水平的

意见（由后果乘以可能性来定义）或成本显著增加

的潜在因素。对于南普拉特河隧道中的每种掘进方

式的风险以及与其相关的风险或者不确定性的指

表 1 每种隧道方法的定性风险

开挖面控制 泥浆损失率 堵塞装备可能性 风险有效性 处理障碍物能力 成本

常规 TBM Conventional 高 无 低 低 低 低

泥浆 MTBM 低 中等 高 低 中等 中等高

EPB MTBM 低 无 低 中等

标如表 1 所示。

7 开挖面控制

依据地球物理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冲积层或基

岩的接触面比预期的更不规则。地球物理方法在评

估基岩接触面形状方面比深度评估更可靠。通过地

球物理调查结果的审查，研究小组注意到了河下存

在一个深的冲积沟谷的潜在因素。如果冲积沟谷与

隧道相交，将有冲积物流进入隧道的危险，并威胁

工人的安全，从而在河道中形成洼地。设计团队认

为，采用传统的隧道掘进方法是具有很高的风险

的，而使用任何一种可以控制工作面压力平衡的

MTBM 方法会使风险降低。

8 泥浆流失

泥浆 MTBM 可能存在压裂软基岩及泥浆流失

到河里的潜在风险。考虑到充填物质可能会排放到

美国水域，因此需要 404 许可证。层状粘土岩是水

平的，如果严格遵循 SMTBM 进行精心的施工实践，

这问题风险为中等。由于 EPB 机器与传统的隧道掘

进机不使用泥浆，因此它们的风险等级为“无”。

9 堵塞设备的可能性

粘土岩基岩存在堵塞 MTBMS 的潜在风险。有

堵塞或“粘性”的高风险性是由 Thewes（2004 年）提

出的，被用在隧道工业中试图对挖掘物堵塞切割刀

头及 MTBM 的泥浆丢失的潜在因素进行量化。一般

来说，粘度是泥浆 MTBM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对 EPB 或常规掘进机无关。图 3 显示了从南普拉

特过河附近采取的粘土岩样品的粘度图。

图 3 南普拉特河附近粘土岩堵塞设备的可能性

图 3 显示了粘土岩具有很高粘性的可能性。使

用 SMTBM 可能会导致时间长期拖延，推进速度非

常缓慢，花费很大的资源，并有可能与预期不符合。

因此，泥浆 MTBM 具有很高的风险，而 EPB 和常规

掘进机的风险较低。

10 掘进机的适用性

隧道掘进机的适用性对工程成本和施工进度

起着很大的作用。在美国，隧道承建商的数量是有

限。因此，重要的不是隧道掘进机类型的限制，而是

只有少数的承建商拥有特殊的设备。如果隧道掘进

需要很特殊的掘进机，那么工程成本将大幅度增

加，而且施工组织计划也可能无法实现。

在工程领域内，传统的隧道掘进机应用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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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由于泥浆掘进机在各种地下条件中能维持土压

力的平衡，近几年来其变得越来越普遍。EPB 掘进

机只能在有限的地下条件下运转得很好，所以在美

国运用得不是很广泛。设计团队在美国无法找到一

个拥有适合该工程的 EPB 掘进机的承建商。可以制

造一台新的掘进机或花费大量金钱从海外购买。设

计团队评定传统的 TBM、SMTBM 和 EPB 的可用性

风险分别为低、低、高。

11 障碍

钻井过程中，在基岩中没有遇到高胶结性岩

层，但它们确实存在于项目区的粘土岩基石中。该

胶结层通常是砂岩和粉砂岩，也含有石灰石。此处

有遇到在 20000 磅下无侧限抗压强度基岩的可能

性。不同的隧道掘进机对于障碍物有不同的处理能

力。传统的隧道掘进机允许进入机器表面，所以可

以改变换用切割刀头，障碍物可以通过人力清除。

符合该工程所需尺寸的 MTBM 通常都配有巨石破

碎机，但不易接近机器表面。对于处理障碍物方面，

传统的隧道掘进机被评定为低风险，MTBMS 被判

定为中等风险。

12 隧道掘进方法允许性的选择

该设计理念限制了允许的隧道掘进方法，对于

那些方法设计者认为能够成功，并提供了可接受的

风险水平。该说明书详细介绍了四种掘进方法（盾

构、常规 TBM、SMTBM、EBP）。根据这些地下信息，

对于每一条隧道，设计师对承建商所考虑到的四种

隧道钻掘方法都提出了限制。有些隧道可以采用这

四种方法，而有的却仅限于这四种方法中的两种。

承包商有责任选择最好的掘进方法。

南普拉特河隧道的严重危险性使得该工程需

要 404 许可证，该证涉及到掘进面失稳或者是泥浆

流失到河里的情况。根据地下条件及表 1 提供的风

险分析，可以通过使用 MTBM 方法和严格的建筑施

工来大幅度降低风险。从表 1 可以看出，传统的

TBM 除了在控制隧道表面的能力外，其他方面它都

等效或优于 MTBMs。据了解，传统 TBM 可以提供最

具成本效益的解决方案，因此通过采用传统的 TBM

来减少或缓解工作面失稳的风险。

如果采用传统的 TBM，设计团队通过增添液压

可关闭的阀门来减小工作面失稳的风险，但是阀门

并不能缓解所有的风险。想要采用这种方法来达到

成功施工，承办商必须注意到方方面面。在掘进过

程中，如遇到搞风险地区必须将阀门部分关闭，比

如因为某种原因使得开挖暂停，或者发现地下水位

变化。表 2 给出使用该方法的潜在风险。

表 2 带阀门的传统 TBM的潜在风险

13 施工建设

在施工的第一阶段，由于最近在美国水域内发

生了一个与大草原输水工程无关的类似于非开挖

的冲突，美国陆军工程兵团非常重视该项目。因此，

奥罗拉市选择重新评估与用于安装输水管道的非

开挖隧道相关的风险性，包括南普拉特河隧道。这

次签合同的承包商投标指出他们会采用安装有阀

门的传统 TBM。

由业主、设计人员、施工项目经理、承建商组成

的团队召开了会议，集体讨论并制定出了解决方

案。考虑多种解决方案，具体如下。

（1）加深隧道埋深

当从地球物理勘察低点测量时，如果隧道可被

加深到上覆有 10 英尺厚的地层中，团队普遍认为

风险将减少到可接受的水平。另外，增加深度都将

降低一定的风险。原有竖井约 48 英尺深，考虑到改

变以决定的支撑系统的花费，将隧道加深 10 英尺

从经济上来说是不可行。在竖井开挖的过程中，承

包商需要评估加深 2 到 4 英尺的费用。额外的加深

可能需要通过将施工垫降低几英尺或延长支护来

完成。

（2）采用泥浆 TBM、EBP 或 MTBM

在遇到土体流动时，将带阀门的传统 TBM 换

为泥浆 TBM 或 EPM、MTBM, 可以控制工作面的稳

定性。但是，成本增加、进度延迟和潜在的一些技术

开挖面控制 泥浆流失 堵塞装备可能性 掘进机可用性 处理障碍物能力 成本

带阀门的传统 TBM 中等 无 低 低 低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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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仍是重大问题。EBP 掘进机的可用性仍是一个

问题，并可能导致延迟进度和增加成本。在掘进中

开挖出来的高塑性粘土岩很可能会堵塞设备，它不

是影响美国水域的风险，但会导致增加成本，延迟

进度。

（3）水平钻进

在隧道顶部进行水平取芯或超前水平定向钻

（HDD）孔来验证地层条件、岩样质量、地下水条件。

因为可以得到岩芯，所以水平取芯会提供最优的数

据。据认为，如果检测岩芯是强基岩，则钻孔不会产

生明显的水流，那么风险将减少到可接受的水平。

考虑到时间的延长及专业承包商进行取芯的费用，

将采用水平定向钻孔（HDD），但是水平导向钻进得

不到用于试验的岩芯。相反，在成孔的过程中，把粘

土岩与夹扎着岩屑的泥浆混合物输送大孔外。一旦

完成钻孔，水平定向钻孔内会涂上一层泥浆。如果

将岩芯清洗后用一个接收器检查，可以测定岩样的

质量。用洗涤液侵蚀过的岩石是会降低其质量。不

清洗的水平定向钻孔可以被接收器或探针检测出

是否崩塌或散落。此外，还可以观察和测量从孔内

流出来的水。

小组决议：

（1）在拟建的隧道顶部超前施工一个直径为 8

英寸的水平定向钻孔。考虑到侵蚀的情况，水平定

向钻孔将不被清洗但能被检测，并在钻孔中放置一

个 PVC 管。连续多天监测该孔内的地下水情况。

（2）如果水平定向钻孔没有遇到冲积层、明显的

地下水、崩塌或不稳定的地区，采用配有阀门的全断

面钻掘方法来施工隧道，其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3）作为一项补充措施，依据遇到的地下水和

地下条件，承建商尝试将竖井和隧道加深 2 至 4 英

尺。在竖井施工中，将会重新评估额外的增加深度。

依据增加的水平定向钻孔对风险进行了重新评估。

假定水平定向钻孔表明，隧道由粘土岩覆盖，其潜

在风险见表 3。

开挖面控制 泥浆流失 堵塞装备可能性 掘进机可用性 处理障碍物能力 成本

有 HDD 孔的传统 TBM 低 无 低 低 低 低

表 3 有 HDD孔的传统 TBM的潜在风险

14 南普拉特河隧道施工

南普拉特河隧道于 2009 年 2 月开始施工。竖

井在挖掘后已经失水。在拟建隧道的顶部超前施工

一个直径为 8 英寸的水平定向钻孔，在行进竖井施

工。岩芯显示了一致的粘土岩材料，并且该钻孔几

乎没有产生水。初步预测是，该水平定向钻（HDD）

孔穿越了坚硬的粘土岩。由于浆量和隧道两侧及底

部切削涂层，很难将相机放入孔内并获取的优质照

片。考虑过用低压水从后到前冲洗钻孔，但在这样

会损坏或侵蚀被洗涤水覆盖的粘土岩，这样将承担

很大的风险。该钻孔空置了很多天，在孔中从前到

后安装一根管道，以评估其他部分是否存在塌陷。

水平定向钻孔建在中等强度的、少水的、没有障碍

物的粘土岩中。因此，隧道遇到冲积沟谷的可能性

是非常低的。

在隧道底部附近遇到粉砂岩层。粉砂岩的强度

一般很高，但是，一旦其受到扰动将失去其大部分

强度。如果将隧道埋深加深，隧道底部将会在粉砂

岩中，这种方法是不易采用的。因此，隧道埋深不能

增大。

隧道挖掘于2009年 3月 16日开始。承建者为保

证与设计规格一致，选择了配有液压控制阀门的 TBM

掘进机，挖掘速度很快。该隧道建成于2009年 3月 20

日，且施工过程中没有遇到意料之外的地下条件。

南普拉特隧道的建设成本是每英里越 6100 美

元，或者 260 英里长隧道共约 160 万美元。通过与

其他用于 PWP 输水系统的非开挖隧道相比，南普

拉特隧道每英尺的费用约为普通隧道的 2 倍。高地

下水位要求施工进行降水，与其他 PWP 隧道相比，

导致南普拉特隧道如此高的造价，其主要因素是它

的埋深（48 英尺）。

参考文献院
Thewes, M., Burger, W. June. 粘土层中进行 TBM 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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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剂摩擦特性及其对顶管推力和管 -土相互作用
的影响

K. Shou J. Yen M. Li 著 胡成超 译

摘 要：润滑剂普遍应用于顶管工程中，尤其是在复杂地质条件和长距离顶管中。使用润滑剂的主要目

的是减小管土之间的摩擦力，但是定量地确定这两者之间的真实接触情况是十分困难的。测量管 - 土相互

作用的新型技术目前仍然很少并有待进一步发展，所以只能利用间接手段测定管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且

这些测量方法的应用基于对工程的定性评价。本研究应用一种简单的试验方法来测定台湾地区最常用的润

滑剂的摩擦特性，这些摩擦特性可以用于顶力的估算和直线与曲线顶管中管 - 土相互作用的数值分析。对

顶力的分析结果表明顶力的减小与摩擦系数的减小密切相关，并且润滑剂在曲线顶管中的作用比在直线顶

管中略大。此外，对台中科技园中 400m 长直线顶管工程的研究显示由经验公式得到的顶力估算值比实际要

大，这表明由超挖造成的管土之间接触面积的减小对砂砾石地层中顶管施工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

关键词：顶管、顶力、润滑、管 - 土相互作用、有限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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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顶管工程中，顶力是确定管壁厚度、中继站

位置和润滑要求的关键因素。通过减小顶力，可以

将管道破坏的风险降低，同时也有助于施工成本的

降低。特别是在长距离顶管或困难地质条件下的顶

管工程中，润滑剂的应用对于降低所需的顶力值是

必不可少的。润滑通过降低管周的摩擦应力以降低

顶力。通常使用润滑剂的目的是为了使其在周围土

体中形成一层物质，并对其加压从而抵消地下水压

力以稳定超挖区域。

然而，因为很少有工程案例的条件和技术参数

完全相同，所以的对润滑剂的性能进行简单的比较

是不可取的。在两个顶管工程中除了岩土材料和地

下水条件不同之外，管径、埋深、渗透速率和超挖率

等也很少相同。尽管这些因素对顶力的影响十分明

显，但目前还没有技术能够定量地测定它们的作用

效果。顶力的估算和润滑剂的应用仍然是基于经验

法则。

位于台中市西郊的台中科技园正在进行开发，

它位于含红土的砂砾石地层之上。在这里一个包括

污水处理厂和管线在内的污水系统于 2005 年初开

工建设。超过 20,898m 的地下管线是这个污水系统

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 68%的地下管线是通过非开

挖方法敷设或将要进行敷设的。

致力于这些非开挖工程，采用一种简单的试验

方法去测定润滑剂的摩擦特性。本文针对润滑对顶

力的影响及管 - 土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还

对台中科技园 400m 长直线顶管工程的顶力纪录进

行了分析和讨论，并采用数值方法对直线顶管和曲

线顶管案例中的管 - 土相互作用进行了研究。

2 岩土材料和润滑剂

为了给台中科技园的开发提供建议，本研究致

力于分析台湾中部砂砾石地层中的非开挖施工。这

些地层是一种复合的岩土材料，主要由砂砾和泥土

组成，直径范围为 5-20cm 的砾石占据了体积的大

部分。由于实验中的尺寸效应，很难测定这些材料

的力学特性。这片地区的砂砾最初由石英岩风化而

来，它们的莫氏硬度超过了 6.0，并且单轴抗压强度

大于 1000-2000 kg/cm2，这给开挖施工带来了困难。

一般来讲，台中地区的砂砾石地层具有高摩擦角

(37-49)和低粘聚力（Wu 等,1995; Ren 等, 1998）。

作为一种钻井液，泥浆普遍应用于石油勘探中

82

Un
Re

gis
te
re
d



第 2 期

以稳定钻孔并清除钻孔碎屑。对于盾构和顶管，钻

井液主要起土体改良和润滑的作用。在许多工程

中，它们的作用包括支撑开挖面，产生孔隙水压力

以减小摩擦，以及将开挖土体改良成易排出的混合

物（Norris 和 Milligan, 1992; Milligan, 2000;Mair 等,

2003; Merrit 等, 2003; Chapman 等, 2007)。

一般来讲，除水之外，一种钻井液由膨润土，聚

合物和易溶的化学品组成(Darley 和 Gray, 1988; 美

国机械工程师协会振动筛委员会, 2004; Aberson,

2007; Carey, 2009)。凭借顶管技术的发展，新型化

学添加剂得到了应用和发展，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形

成一层保护层并隔绝周围的水分(Darley 和 Gray,

1988; Milligan, 2001; Baumert 等, 2005)。

3 测定摩擦特性

如同其它的非开挖方法，顶管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管 - 土相互作用受到如开挖条件、超挖、中止、

管道纠偏以及润滑等因素的极大影响。尽管针对

土体与地基加固建筑物（桩，土工合成材料等）之间

摩擦力的研究有很多，但对土体与管道之间摩擦阻

力的研究却很少(Uesugi 和 Kishida, 1986; Dove 和

Frost,1999; Pellet 和 Kastner, 2002)。

在本研究中，考虑到研究地区砂砾土的尺寸效

应，将采用一种简单的大尺寸试验方法来确定土体

与混凝土管道之间的摩擦特性。这种方法将润滑

剂注入混凝土块和土体之间，然后测定移动混凝土

块所需的临界拉力（见图 1）。试验通过施加不同的

动荷载以改变作用在混凝土块上的正应力，然后可

以获得不同套的正应力和摩擦力数据以确定润滑

剂的摩擦特性。

将从台中科技园采集的岩土材料均匀地放置

在试验用的尺寸为 122 cm ×76 cm × 30 cm 的防

水木箱中，用一个特别制备的尺寸为 21.5 cm ×21.5

cm× 7 cm 的混凝土块来代表混凝土管的一部分，

并将钢板放置在混凝土块上作为一个附加动荷载，

然后使用一个电子荷载秤（精度为 0.1kg）测量混凝

土块移动时的临界拉力。

在本研究中，试验对几种最常用的润滑剂的组

合物进行了测试：膨润土、聚合物(超级聚丙烯酸)和

增塑剂（一种硅酸钠和聚丙烯酸酯的结合物）。这

五种不同类型的润滑情况是：

（1）一层 4.5cm 厚的膨润土泥浆（10 夸克需要

130 秒的马氏漏斗时间）；

（2）在一层 3cm 厚的膨润土泥浆上面有一层

1.5cm 的聚合物；

（3）在一层 1.5cm 厚的膨润土泥浆上有一层

3cm 厚的增塑剂；

（4）在一层 1.5cm 厚的膨润土泥浆上有一层

3cm 厚的增塑剂；

（5）一层 4.5cm 厚的增塑剂。

这些润滑类型的摩擦系数通过一个简单的对

应不同正应力的大尺寸试验得到（见表 1）。结果显

示膨润土和增塑剂能减低 20-25%的摩擦力；增塑

剂和膨润土或聚合物的结合物能降低 65-75%的摩

擦力，这可以同其它研究中发现的润滑减阻的最大

摩擦减少量相比较 (Milligan 和 Norris, 1999; Borghi

和 Mair, 2006)。但是将增塑剂和聚合物结合起来的

效果比仅用膨润土时的效果略差。

与实际顶管工程中的管 - 土相互作用类似，在

简易的摩擦试验中润滑剂被从混凝土板下挤出。然

而，相对的润滑效果进行了量化。值得注意的是在

混凝土板和土壤之间可以保存一厚层的增塑剂，这

K. Shou J. Yen M. Li 著 胡成超 译院润滑剂摩擦特性及其对顶管推力和管-土相互作用的影响

(b) 侧视图

图 1 测量管土相互作用的简单试验

(a) 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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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大幅度地降低接触面的摩擦力。

因为荷载越小导致的误差越高，所以在荷载较

低和使用增塑剂的情况下（减少摩擦）试验结果就

不够准确。但是，这些试验结果被用于以下环节中

的顶力估算和数值分析。

4 顶力估算

许多学者为了了解顶力在顶管过程中的发展

情况进行了室内试验和现场试验。其中许多研究通

过考虑一些参数的影响对顶力进行估算，这些参数

包括刀头阻力、纠偏、管道接头变形和润滑的作用。

其它的研究涉及到对大量案例历史和顶力预测模

型的经验因素的统计分析(Chapman 和 Ichioka,1999;

Osumi,2000; Pellet 和 Kastner, 2002; Sofianos 等 ,

2004; Staheli,2006)。本研究对直线顶管和曲线顶管

均进行了研究，还对经验公式进行了修改并将其应

用于顶力估算。

4.1 直线顶管

1 包括混凝土块的重量

表 1 不同类型润滑剂的摩擦系数试验结果

常压 1 无润滑剂 膨润土 膨润土+聚合物 增塑剂+膨润土 增塑剂+聚合物 增塑剂

4.3 kN/m2 0.53 0.33 0.4 0.15 0.13 0.43
7.8 kN/m2 0.54 0.46 0.45 0.20 0.11 0.40
11.2 kN/m2 0.50 0.41 0.47 0.21 0.15 0.36
平均值 0.52 0.40 0.44 0.19 0.13 0.40

减小率(%) 0 23.5 16 65 75 23.5

对于典型的顶管，顶力主要克服来自两方面的

阻力，即刀头的迎面阻力（F0）和管壁的摩擦阻力

（FS）:

F=F0+Fs (1)

刀头的迎面阻力 F0（kN）理论上应介于主动土

压力和被动土压力之间，并且可以凭经验同标准贯

入试验的 N 值联系起来(日本微型隧道协会, 2000)

F0=10.0×1.32π×D×N (2)

其中 D(m)是管道的外径，而 N 是标准贯入试验

的贯入值。但是以经验数据为基础，这个公式可以

修改为：

F0=10.0×1.32π×DS×N' (3)

其中，DS（m）是顶管机的外径，N' 是一个以经

验为基础的因数（黏土时设为 1.0，砂土时设为 2.0，

砾石土时设为 3.0）。

尽管管壁的阻力主要是由管道与土体之间的

摩擦形成的，但确定阻力的大小是相当困难的。这

是因为顶管这个复杂的过程受开挖条件（超挖、中

止、管道纠偏和润滑等）的影响很大。管壁的阻力 Fs

可以由经验表示如下：

Fs=π×D×τ×L+ω×f×L (4)

τ=σ×f+c' (5)

其中，L 是管道的长度，ω 是单位长度管道的

重量，σ 是管道表面的正应力，f 和 c' 分别是管道

与土体之间的摩擦系数和黏附力。由于太沙基的拱

理论是分析作用于管道上的土应力最广为接受的

理论，因此本研究应用太沙基落门公式来计算正应

力 σ：

σ=γ(D/2)/tanφ (6)

其中 γ 是土体的重度，φ 是土体的内摩擦角。

注意摩擦系数 f 是由管道与土体之间的内摩擦角

δ 决定的：

f=tanδ (7)

其中 δ 根据经验取土体内摩擦角的一半，即

φ/2 (日本微型隧道协会, 2000; Pellet 和 Kastner,

2002; Sofianos 等, 2004; Staheli, 2006)。

4.2 曲线顶管

曲线顶管大约起步于 20 年前，Nanno (1996)对

其进行了理论研究。然而，由于力系的不稳定性，对

顶力进行估算是十分困难的 (Nanno, 1996; Wei 等,

2005; Broere 等, 2007)。日本微型隧道协会（2000）提

出了一种经验公式来估算普通曲线顶管中的顶力

（图 2）。

F=（Fo+f1·L1）·Kn+λ·f1·Lc+ f1·L2 (8)

其中 n 是管道的数量，L1 是从 EC 点到接收井

的距离，Lc 是曲线段的长度，L2 是从出发井道 BC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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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刀头处的阻力 F0 可以表示成：

(9)

其中 Q1 和 Q2 分别是管道顶部和底部的土压

力，Acs 是刀头的横截面积。管土接触面的摩擦阻力

f1 是一个关于摩擦应力 P（=σ×f）和直径 D 的函数

f1=P×π×D(10)。

图 2 一个普遍顶管工程的对中

曲线段的纠正系数 K 可以定义为：

(11)

其中，α 是弯曲角度，k 是弯曲段的摩擦系数，

尽管本研究将 k 和 f 设为一样，但由于弯曲段的润

滑情况不同，他们也可能不同。但是，k 可以根据经

验定为 tan(φ/2)，其中 φ 是土体的内摩擦角。此外，

将曲线和直线段的阻力比率定义为：

(12)

在本研究中，将方程（1）、（3）和（4）用于估算直

线顶管的顶力，而将方程（8）用于估算曲线顶管的

顶力。

4.3 结果和讨论

由于本研究致力于顶管在台中科技园的应用，

所以对砂砾石地层中的顶管进行了考虑和分析。为

了便于对比，研究对一个 8m 长直线顶管案例和一

个 8m 长曲线顶管（直径为 20m）案例进行了分析。

在这两种情况中，管道位于地表下 9.65m，并且当输

入如表 2 中的数据时，对 5 种不同类型润滑情况下

的顶力进行了估算。

正如所料，表 3 和表 4 中的结果显示润滑剂在

直线和曲线顶管中具有类似的作用效果。增塑剂加

聚合物情况下的顶力减少比例为 63-64%，仅比摩

擦系数的减少量略低。当管道更长的时候这种差异

预计会更小，因为这时候顶力将主要由管道与周围

土体的接触面摩擦力平衡。此外，润滑剂对曲线顶

管的作用更大。

研究选用的 400m 长直线顶管案例使用一台

MTS 射孔出土顶管机进行开挖，其外径为 2.85m。为

避免在始发井出现过大的顶力，沿着中心线设计了

8 个中继站。地下水位线位于开挖面以下。对于这个

案例，在顶进最初的 23m 过程中没有使用润滑剂，

随后由于阻力的突然增大开始使用润滑剂，在顶进

82m 之后，换用一种新的润滑剂即膨润土和聚合物

的结合物。中继站直到顶进 150m 之后才起作用，因

此，仅采用和分析了顶进前 150m 过程中的顶力监

测结果（见图 3）。

表 2 顶力估算的参数

直线顶管的参数 曲线顶管的参数

F0 方程渊3冤 F0 方程渊9冤
N' 3 姿 0.129

D(m) 2.85 D(m) 2.85
渍(毅) 37 渍(毅) 37

棕(kN/m) 44.5 琢(毅) 1.15
L(m) 8 n 20

表 3 一个 8m直线顶管的顶力要求

润滑剂类型 摩擦系数 k 刀头的阻力 F0(kN) 管柱的阻力 F(kN) 总顶力 Ftotal(kN)
无润滑剂 0.52 354.56 1805.36 2159.92
膨润土 0.40 354.56 1388.74 1743.30

膨润土+聚合物 0.44 354.56 1527.61 1882.17
增塑剂+膨润土 0.19 354.56 659.65 1014.21
增塑剂+聚合物 0.13 354.56 451.34 805.90

增塑剂 0.40 354.56 1388.74 17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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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显示了润滑条件刚变化后的斜率变化点。

尽管不论从理论或经验公式分析，顶力的减小量在

数量上与所估算的顶力不相当，但它却合理地揭示

了润滑的作用。摩擦系数可以通过反算回归线的斜

率得到。这种方法能得到三种接触面条件下的摩擦

系数分别为 0.15、0.09 和 0.06，这仅是实验室得到

的 0.52，0.40 和 0.44 这些值的 1/3-1/6。

由于顶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顶力的测定值

和估算值间存在差异是有许多原因的。在台中科技

园，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对管道与土体之间的接

触面积估算过高。这片研究区域的砂砾石地层主要

是由砾石（超过 65%）和砂土组成的。砾石和砂土基

质的破坏是切割的主要破坏机制，这很容易在周围

岩土体中引起超挖的现象。因此，由超挖引起的沉

降是在这种土壤中进行非开挖施工遇到的普遍问

题。当在松散土壤中进行开挖时，除非采用润滑措

施，否则开挖面和超挖间隙通常是不稳定的(Mar-

shall 和 Milligan, 1998a; Marshall 和 Milligan,1998b;

Camusso 和 Barla, 2007)。

图 3 对台中科技园一个 100m顶管工程的顶力对比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工程中需设置超挖刃以

将圆形开挖的直径从 2.85m 扩大到 2.92m。总之，在

砂砾石地层顶管中似乎超挖对顶力的减小作用很

大。关于反算得到的摩擦系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摩擦力的减少量比 Osumi (2000) 提出的 0.35-0.60

减小系数得到的减少量略小。

对顶力的高估可能是由超挖引起的接触面积

或接触应力减小造成的。但是这两个因素要受到超

挖量、超挖间隙中的润滑剂量和管道周围超挖面稳

定性的影响。如果有一个完全有效的润滑系统，则

泥土可以从管道中排出，也可以浮于润滑剂中。从

理论上讲，顶进阻力随后会非常小。

5 管 - 土相互作用的数值分析

研究采用有限元分析方法对润滑影响下的管 -

土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假定管道的直径为 2.85m，

并位于地表之下 9.65m。为了进行对比，研究分别对

一个 20m 长的直线顶管和一个 20m 的曲线顶管

（直径 20m） 进行了分析，并采用有限元程序

ABAQUS 进行有限元分析(Abaqus 有限公司, 2005)。

边界条件和单元类型如下：（A）地面和竖直面

分别由铰支撑和滚支撑加以约束；（B）采用三维的

实体单元(C3D8I)模拟管道和土体；（C）采用界面单

元模拟管土之间的摩擦作用。对直线和曲线顶管进

行数值分析的三维网格分别如图 4 和 5 所示。将管

道顶入到底部虚线的位置，并对沿指定区域分布的

应力进行了说明和分析。

通过重复三个数值步骤，对整个顶管过程进行

了模拟：移除管道内部和管道所处位置的土体单

元；平衡区域以获得并积累影响；最后向前推动管

道单元。运用经验公式对顶力进行估算，并将顶力

施加在管道的后部。基于对台湾中部地区岩土材料

的试验结果，采用广义的 Drucker–Prager 模型作为

本构关系模型(Shou 和 Wu, 2002;Shou 和 Liu, 2004)。

破坏准则通过原位三轴试验确定，并认为杨氏模量

表 4 一个 8m曲线顶管的顶力要求

润滑剂类型 摩擦系数 k 刀头的阻力 F0(kN) 管柱的阻力 F(kN) 总顶力 Ftotal(kN)
无润滑剂 0.52 377.18 1872.08 2249.25
膨润土 0.40 377.18 1392.08 1769.26

膨润土+聚合物 0.44 377.18 1545.43 1922.60
增塑剂+膨润土 0.19 377.18 611.02 988.20
增塑剂+聚合物 0.13 377.18 419.00 796.18

增塑剂 0.40 377.18 1392.08 176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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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深度的增长而增长（见表 5）。

为了进行对比，将两个典型的摩擦系数 0.13 和

0.52 作为接触单元的参数输入。如图 6 中所示的对

直线顶管情况的分析结果证明润滑能有效地减少

管道与周围土体的摩擦。关于曲线顶管的情况，研

究对刀头附近的应力场进行了分析。管道内侧的应

力释放可以通过观察图 7a 中的应力分布曲线得

到，图 7 和图 8 中曲线管道周围的不均匀应力场分

别显示了管道内侧和外侧的应力分布。类似于直线

顶管的情况，润滑可以降低与管道紧密接触的土体

中的应力集中，并且润滑在刀头附近和管道外侧的

影响更大。图 9 列出了由数值分析得到的位移剖面

图，从中可以看出润滑大大降低了管道外侧的位移

但却略微增大了内侧的位移。

(a)透视图

(b)俯视图

图 4 直线顶管的三维网格划分图

（a）透视图

（b）俯视图

图 5 曲线顶管的三维网格图

表 5 ABAQUS分析的输入数据

考虑到超挖的影响，管道仅能在有限的接触面

上滑动，这可能是由理论或经验公式求得的顶力值

估算过高的主要原因。本文对只有 1/3 接触面的情

况（见图 10）也进行了模拟以研究超挖的影响作用。

图 11 显示部分接触情况不仅减少了接触面积同时

也减少了约 15%的应力（对于摩擦系数为 0.13 的情

土壤特性渊台
中的砂砾土冤

渍(毅) 37
c(kPa) 29.4
E(kPa) 1E+006
篆 0.3
酌(kN/m3) 23.00

混凝土特性

E(kPa) 2.17E+007
篆 0.3
酌(kN/m3) 23.52

接触面特性
法向情况 硬接触

切向情况渊摩擦/不利冤 使用不同的摩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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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 区（见图 4） (b) 2 区

图 6 不同摩擦系数下直线顶管中管道外侧的Mises应力分布

(a) 1 区（见图 5） (b) 3 区

图 7 不同摩擦系数下曲线顶管中管道内侧的Mises应力分布

(a) 2 区（见图 5） (b) 4 区

图 8 不同摩擦系数下曲线顶管中管道外侧的Mises应力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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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这一发现表明超挖的作用是显著的，并且它对

顶力的控制是十分重要的 (Marshall 和 Milligan,

1998b; Pellet 和 Kastner, 2002; Phelipot 等,2003)。

6 结论与建议

致力于研究台中科学园的顶管工程，本研究通

过简单的大尺寸试验对应用最普遍的润滑剂进行

了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膨润土和增塑剂能够降低大

约 20-25%的摩擦力，将增塑剂与膨润土或聚合物

结合起来能够降低大约 65-75%的摩擦力,这可以与

其它学者发现的最大的摩擦力减少量相比较

(Milligan 和 Norris, 1999; Borghi and Mair, 2006)。但

是，本研究发现膨润土与聚合物的结合润滑剂的性

能要比仅用膨润土的效果略差。

图 10 对由超挖造成的管土之间 1/3部分接触情况的考虑

对顶力的估算显示顶力的减少率与管土之间

摩擦系数的减少率相当，并且润滑在曲线顶管中的

效果要比在直线顶管中好。通过对台中科技园的案

例研究发现，顶力监测值与估算值之间的差异可能

是由管道与土体之间接触面的估计过高造成的。由

超挖引起的沉降是这片区域非开挖施工普遍遇到

的问题，超挖大大地促进了顶力的降低。此外，由反

算法得到的摩擦系数，要比 Osumi（2000）提出的乘

以减小因数的结果要小。

数值分析表明润滑能有效地降低管道周围土

体的应力和位移。对于曲线顶管，润滑在刀头附近

和管道外侧的影响更大。由超挖引起的部分接触情

况不仅能够降低接触面积还能降低管道附近的应

力。这个发现表明超挖在顶力控制中起到非常关键

的作用并且影响很大。

顶力不仅受到超挖量的影响还受到超挖条件

K. Shou J. Yen M. Li 著 胡成超 译院润滑剂摩擦特性及其对顶管推力和管-土相互作用的影响

(a)3 区（见图 5） (b) 4 区

图 11 不同摩擦系数下曲线管道的Mises应力分布

图 9 不同摩擦系数下曲线管道的位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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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即是否对超挖间隙中的润滑剂加压，管道

周围的间隙是否由润滑剂支撑。通过有效的润滑，

土体能够从管道中排出，并且管道能够浮于润滑剂

中，那么从理论上分析顶进阻力会非常小。

由于顶管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为保持土体

稳定和降低顶力的润滑要求是不相同的。润滑的设

计仍然是一个逐案的经验操作。作为未来的研究方

向，本文提出了更多关于摩擦特性试验，管土接触

模拟和顶力预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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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施工的成本节约与环境保护

Thom Kalkman Paul Seitz Dave Bennet Dave Mathy Tim Tekippe 著 胡成超 译

摘 要：A 号管线是一条内径为 96 英寸的无压式污水截流管道，它的投入使用将会淘汰康科德城的一

个主泵站，而这个泵站目前的旱季平均抽运水量为每天 1000 万加仑。新管线的修建通过了各种场地条件，包

括市立高尔夫球场、繁华商业区中拥挤的城市街道以及泥土修筑的胡桃河防洪渠道的地下区域。污水截流

管线和接头管线采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敷设，包括采用土压平衡盾构（EPBM）开挖技术和微型隧道掘进

（MTBM）技术（870 英尺长的内径为 72 英寸的管线）进行顶管施工（3,050 英尺长的内径为 96 英寸的管线），

以及采用传统的明挖法横穿胡桃河防洪渠道（540 英尺长的内径为 48 英寸的双平行管线）。

A 号无压截流管线项目取得了一些独特的关键成就。它们是：EPBM 安装：采用 EPBM 施工法进行设计

和施工促进了顶进长度极限的增长。数量有限的管盖表明对径向超挖的控制是工程成功的关键。由于有限的

管盖，在地下和地表分别设置了监测点对管道沿线的沉降进行检测。设计并修建中继站（IJS）和工作井以便

能施加较大的推力。等级纠正：当将第二个内径为 72 英寸的微管隧道掘进机安装在错误的等级（相差 2.8 英

尺）时遇到了一个关键的施工难题。出现这样的错误是由于对激光制导系统的设置相差了 10 倍。选择的纠正

方法是在采用湿密度为 40 磅且 28 天养护单轴抗压强度为 300 磅每平方英寸的多孔混凝土回填产生的空隙

的同时，将整个内径为 72 英寸的 RCP（钢筋混凝土管道）拔出。以每天 40 英尺的速度将内径为 72 英寸的管

道拔出，这为采用水泥浆进行修复以避免任何地下倒塌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一旦将管道全部拔出，承包商就

在多孔混凝土中进行隧道开挖并将管道成功安装到正确的位置上。

关键词：顶管、隧道、成本、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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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康科德城撤销了污水处

理设施，并修建一个污水泵站。这个泵站从城市收

集系统的低洼处抽水，途经大约 0.5 英里输送到由

中央孔特拉科斯塔卫生区（CCCSD）拥有和维护的

截水管道中。这个泵站是城市居民和 CCCSD 为利

用马丁内斯的 CCCSD 地区污水处理设施对这部分

县镇的污水进行分区处理而采取的努力获得的成

果。目前康科德泵站在旱季的平均抽水量为每天

1060 万加仑，在湿季节的抽送水量达到每天 4800

万加仑的极限值。

90 年代中期，作为对 CCCSD 收集系统扩建完

善工作一部分，CCCSD 敷设了一条新的埋深更深的

内径为 102 英寸的污水截流管道。这条截流管线的

尺寸设计的很大，足以能够从康科德城中一个距现

有泵站约 1 英里的地方抽运无压水流。目前的这个

项目通过在泵站和 CCCSD 截流管道之间敷设一条

新的大直径污水截流管线将康科德城的无压水收

集系统与 CCCSD 的内径为 102 英寸的截流管线连

接起来。新管线的使用削弱了对通过现有泵站、压

力干管和较小的 CCCSD 截流管线进行抽水的需

求，从而节省了大量抽水成本。

在停止使用康科德泵站之后，包含对泵站进行

改造和维护的费用在内，该市每年节省的抽水耗能

费用大约有 30 万美元。此外，通过减少对泵站的水

泵及控制系统进行操控和检修，并增加下游管道系

统的管道数量，新截流管道的敷设增强了城市收集

系统的可靠性。旧的规划布局中包括这个泵房和单

根的横穿胡桃河防洪渠道较深区域的压力干管。这

个泵站和压力干管已经连续工作了 30 多年。因为

没有备用管道，所以这根压力干管从来没有为了维

护和检修而停止运行。胡桃河地下的新无压下水道

系统包括两根直径为 8 英寸的管道。新的平行管线

能够使城市在旱季时将水引向其中一条管线，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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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另一条管线进行检查和维修。

2 线路及施工方法的选择

为了确定无压截流管道的线路，对多种选择方

案和备选方案进行了考虑。但是，管底标高由其两

端确定：上游端标高由现有的康科德城下水道系统

的最低点确定;下游端标高由 CCCSD 的内径为 102

英寸的截流管道确定，它有一个建成的连接箱以便

与内径为 96 英寸的管线进行连接。限制性的垂直

连接点意味着新地下水管道的埋深在一些地方会

很深—最低点处的管道底部埋深达 32 英尺。相反，

沿拥挤的经络公园大道范围内的管线埋深相对较

浅，这片区域需采用非开挖方法施工以尽量减少对

交通的干扰。当管线横穿胡桃河的时候埋深也非常

浅，这片区域要求采用两根混凝土封装的直径为 48

英寸的管道，以提供足够的泥土覆盖层抵御侵蚀和

冲刷。

考虑到如土壤类型、地下水位、公众干扰、沉降

风险、设备和承包商的可用性、施工干扰和成本等

诸多因素，需要对明挖法和隧道施工法（暗挖法）进

行评估和比较。采用明挖法对银河路沿线的直径为

72 英寸的管线进行敷设需要进行支护，由于考虑到

支护的深度和重要性，最终选择微型隧道施工法作

为最节约成本的方法。对于沿经络公园大道范围的

直径为 96 英寸的污水截流管，采用明挖法施工对

交通造成的干扰令人难以接受。因此，对采用隧道

施工法敷设直径为 96 英寸的管道的方案进行了进

一步评估。由于考虑到沿管线的地下水条件和工程

用的大直径隧道掘进设备的适用性，选择土压平衡

盾构（EPBM）开挖作为这段线路的最佳施工技术。

如前所述，管线的上游端横穿了一个重要的防

洪渠道（胡桃河）。虽然在核桃河横穿段采用非开挖

方法具有对河槽和机动车道干扰少的优势，但采用

明挖法也可以减少对侵蚀和冲刷的担忧。在覆盖层

较浅的情况下穿越低流量的河道中心时，可以采用

明挖法安装管线的混凝土外包层。

在决定采用隧道开挖法进行敷设管线的下游

段之后，对工作井和接收井的位置选择进行了研究

和比较。考虑到了在泵站和连接点之间的公路沿线

有许多的公用设施，以尽量减少对当地工商企业的

影响为首要目标，还针对施工对交通和土地权的影

响进行了考虑。当地的商业机构包括家得宝、美国

邮政总局、电路城、车管局、酒店、多家汽车经销商、

布坎南场高尔夫球场、几个小型企业和办公楼。

已有的污水截流管道、雨水渠和光纤电缆影响

了对工作井位置和管道路线的选择。由于新管道的

尺寸和重量比较大，因此需要较大的工作井中转区

以便能够容纳重型起重机和顶管设备，并能储存在

采用土压平衡盾构和微型隧道法施工期间所需的

物料和管道。因为该管线的中心段较长且要通过一

个繁华的商业区，所以将工作坑布置在商业区的外

围，将一个较小的接收井建在商业区内道路的右侧

（见图 3）。这种布局限制了在繁华的城市街道进行

建设的规模和复杂性。面积更大的工作井位于商业

区的末端，上游段的工作井位于康科德家得宝商店

附近的两个停车场之间，下游段的工作井位于高尔

夫球场的停车场附近，同时也靠近大酒店和布坎南

机场。

3 做一个好邻居

在设计初期，管线布置在公众设施用地和已有

其它管道的用地内。因为要研究新的选择方案以留

有空间布置工作井，并尽量减少对街道交通的影

响，要在需要的地方对线路的更改和新的地役权进

行谈判。一个关于家得宝物业的新地役权协议包括

关于施工和已完成工程的具体条件。新的管线紧邻

家得宝大厦穿过，项目组对可能发生的沉降进行了

评估并与业主谈论了的工作细节，以征得各方对这

个协议的同意。在家得宝地产范围内修建工作井的

承包商尽量减少对商店和顾客的干扰以避免造成

对现有财产的破坏。录像记录了施工前的场地条

件，在管道和建筑物修建完成之后，所有的地表情

图 1 由于新污水截流管线的使用而被淘汰掉的

70年代中期建成的康科德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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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需恢复到施工前的状态。直径为 72 英寸的管线

的上端紧邻商店的基础穿过，但我们预测的沉降值

极小。作为预防措施，对沉降进行了监测，结果证明

对建筑物没有影响。

图 2 固定端标高限制了对新截流管道路线的选择

图 3 最终路线包括一条横穿河流的管线和一条位于城市

街道地下并通过综合高尔夫球场的隧道

在新管线的另一端，工作井对停车场和布坎南

场高尔夫球场的部分地区造成了影响。在早期阶段

项目组与高尔夫球场工作人员和康特拉科斯塔县

政府（球场所有者）进行了协商，在工作期间施工活

动对球场的正常营业没有影响。在高尔夫球场地区

的施工工作需要与邻近的机场保持协调，美国联邦

航空局对设备高度的限制和标记也属于承建商的

责任。

一个中间接收井位于家得宝和邮局附近的城

市街道十字路口。这项工作需要对行车道进行长期

封闭并进行深基坑开挖支护，有时会进行大型的

施工活动。相关条款被列入详细的交通管制计划，

虽然这项工作具有干扰性，但修建相对较小的工

作井比使用其它方法在这片区域敷设管道的干扰

性要小。

4 隧道开挖面临的挑战

如上所述，EPBM 顶管被选作对直径为 96 英寸

的隧道进行施工的方法。通过对现有技术和土壤条

件的考虑，为了避免对高尔夫球场、交通及沿经络

公园大道的商业造成重大干扰，决定采用长距离顶

管穿越这片敏感地区。该线路的地下部分是一条从

高尔夫球场停车场区域到 CCCSD 连接点的精确长

度为 1300 英尺的隧道。从高尔夫球场停车区的同

一个工作井开始，穿过子午公园大道的地下区域，

一直到达银河十字路口，上游的顶管长度大约为

1700 英尺。

设计的钢筋混凝土管道接头包括与管壁内的

钢笼焊接在一起的钢钟和钢栓并能够抵抗较大的

推力。管道外壁和隧道壁之间的环形空间内的连续

润滑剂通过管壁的端口注入。这些端口还可以用于

提升管节，并当驱动设备安装好之后向环形空间中

注浆。

在线路的某些地方需要设置中继站，以防治工

作井中的顶力过大。这些中继站包括插入管节之间

的液压油缸，他们随着管道的顶进而启动。它们依

照“蚯蚓”原则进行工作，推动前一根管道向前顶

进，然后中继站后面的管节通过另一个中继站或工

作井中的千斤顶推进。对直径为 96 英寸的管道的

初步施工计划表明根据顶进距离需要在高尔夫球

场布置 5 个中继站，在经络公园大道布置 7 个中继

站。图 4 包含一个中继站例子的照片。

需要对“超挖”或隧道壁与管道外径之间的距

离进行控制，并对超挖允许的最大值和最小值进行

了规范。超挖量太小会增加摩擦力和顶力，然而超

挖量过大会增加沉降的风险。经络公园大道沿线的

层位管线导致管道的覆盖层厚度不太理想。通常在

覆盖层厚度为管径的两至三倍时首选土压平衡顶

管，但层位的升高导致在一些地方覆盖层厚度仅约

为管径的 1.7 倍，这增加了地表沉降的风险。因此，

允许的最大超挖量被规定为 1.0 英寸，这为润滑创

造了条件并能限制地面沉降。除了上述对施工方法

的要求之外，规范还要求对管道路线和隧道地区上

方各点进行频繁检查。通过调查对管道上方的土体

沉降情况进行监测以便在顶管过程中做出相应调

整。允许的最大沉降在规范中是有限制的，并要求

直到所有的地面运动停止后才能结束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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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使用多个中继站调控顶推力

为了承受工作井中的巨大推力，总承包商在与

顶管相反的方向设计了大型的推力后座。隧道分包

商的初步估算表明，工作井中需要承受高达 1200

吨的顶力，以成功顶进直径为 96 英寸的管道。为了

修建这个工作井，对包括 L 形，圆形或八角形设计

在内的不同工作井布局方案进行了比较。影响方案

选择的因素包括钢板桩面积、混凝土推力后座的体

积和工作井的可用空间。

5 穿越河流的挑战

正如前面提到的，新截水管道的上游端穿过了

核桃河，即一个水位随季节变化的宽阔的防洪渠

道。由于对审批要求和是否符合环保有严格的限

制，因此对这片区域的穿隧工程进行了初步调查。

一般认为隧道开挖将减小对沿岸区域影响，并简化

审批程序。然而，截水管到底部及枯水渠道的固定

高程导致从管顶到现有河流底部存在小间隙。这个

间隙的尺寸导致选择了采用两条平行的直径为 48

英寸的管线穿越河流的方案，这些管线的覆盖层不

足 4 英尺。因为在暴风雨期间河道的底部常遭受高

速的冲刷，因此对新管线的冲刷保护是十分必要

的。采用明挖法施工对河床的环境破坏比采用非开

挖法施工造成的破坏是更易控制，而传统的钢筋混

凝土最适合用于包裹管线。

此外，对横跨河流的虹吸管的概念也进行了研

究。然而，通过这条管线的流量在干燥和湿润季节

之间波动较大，这就提出了关于管线中水流流速以

及虹吸管较低端是否能运送较重固体的问题。将双

平行 48 英寸管线敷设在一个稳定的斜坡上，则固

体沉降在一定程度上是没有问题的。将隔离门设计

在管线的上游端，以便在干燥天气时提供更大的冲

刷速度并能维护管线。

在穿越河床的明挖法施工设计中，一些需要审

批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从防洪角度出发，在允许的

情况下郡防汛机构和陆军工程兵部队都应参与进

来。加州渔业部需要制定一个河床改造协议并划定

一个较小的改动范围以限制施工对河流和周边湿

地地区的影响。一个合格的生物学家需要在施工之

前对现场进行调查并参与到一切必需的野生动物

搬迁工作中。该地区的水质管理局提出了水质认证

要求，以保护河流并防止水质受到影响。由于铁马

自行车道沿着防洪渠道的西岸，所以东湾公园区要

求减小对道路使用者造成的影响。与这么多机构保

持协调是设计的组成部分，该项目的规范包含许多

必须遵守的限制和要求，以便能成功穿越河流。

承包商对穿越河流工程的非开挖方法进行了

在评价，通过节省成本和时间以达到工程经济的目

标。然而，由于受到上述的一些限制，非开挖方法可

能要比明挖法的成本高。因此，该项目的一部分地

区采用明挖施工以减小对这片区域的影响。由于河

流在旱季也不断流，所以在河流上游筑坝拦截而在

下游采用一根较长的钢管穿越整个河岸地区。选用

沙袋来修建上游和下游的水坝，围绕污水管道进行

管道安装支护。对板桩之间的区域进行降水以便于

进行管道敷设和基础施工。临时分级使得重型设备

能进入到狭窄的支护沟中，早期的降水、开挖和支

护方案要经过反复检查并与施工方法保持一致。

6 统筹相关的建筑物

沿着截水管道需要修建几种不同用途的建筑

物以便将隧道和明挖法施工统筹进行。检修孔建筑

物位于工作井中，而更复杂的连接建筑物位于接收

井。在报废的泵站附近有一个新的测量井，它用于

计量 CCCSD 和康科德市之间管道中的水流量并计

费。对与这些建筑物相关的特点和困难进行了进一

步的论述。

在工作井中修建了主管道的检修孔。将相同尺

寸的管道连接到检修孔两侧的位置，以水泥内衬和

涂层钢板拟合作为检修孔的基础。该设备很大足以

支撑一个直径为 60 英寸的检修孔管，检修孔管修

建在混凝土板基础上，并在这个设备的上部出露。

这样的布置与在检修井基础上现场浇筑混凝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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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相比节省的成本非常可观，但仍需要进行验收检

查和清洁。在接收井中不同尺寸管道的连接处，设

计了混凝土拱顶以容纳管道进行连接。这些拱顶是

在管节安装之后进行现场浇筑的，它还拥有诸如凹

槽型地面、T 型锁衬砌、隔离线路的滑动门和与规划

截流水管的连接等特点。

上游的测量建筑物是一个具有合适的入口通

道、照明和通风的钢筋混凝土地下室。测量仪器是

一个喉管宽 24 英寸且直径为 36 英寸的文氏管。它

采用双量程压力传感器设计，以便在旱季和湿季流

量变化时均能保持较高的精度。在湿润天气时峰值

流量大于每天 3500 万加仑，设计该系统的目的旨

在将超过 3500 万加仑的流量引入到测量区附近的

直径为 60 英寸的平行管道中。选择文氏计量装置

是基于对通过的大流量范围的精确度的考虑，而且

业主在其它地方采用大吼管文氏计量表测量的结

果也能满足精度要求。该仪器使用康科德抽水站现

有的遥测设备将信息传送到 CCCSD 控制中心。

为了让测量建筑物和连接管道的施工顺利进

行，对上游泵站位置的施工流程控制和统筹是非常

重要的。旧泵站是为这个城市大部分人口输送废水

的唯一途径。该站及其压力干管已经有 30 多年的

历史了。因为该泵站无法中断工作进行检查，所以

对该泵站的健康情况尚不清楚。在检修孔处紧邻泵

站的上游设置了一个城市收集系统的连接站，不同

管道中的水流汇集到这里。旱季的时候承包商拆除

了检查孔的顶端, 并在穿过检修孔的地方安装了一

跟临时的短管阀芯，以保证主水流的连续。然后将

临时管道周围的检修孔拆除，并在临时管道周围新

建连接建筑物。将与现有检修孔连接的小尺寸污水

管连接到泵站上，直到新的截流水管建好并完成测

试。随后,将临时管道和插头拆除,并将通向泵站的

主管道关闭，然后将水流引向新的污水截流管道。

译自 <Pipelines 2010: Climbing New Peaks to Infrastructure

Reliability—Renew, Rehab, and Reinvest>

ThomKalkmanPaul SeitzDaveBennetDaveMathy TimTekippe著 胡成超译院隧道施工的成本节约与环境保护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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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顶管中管 -土间相互作用的分析

K.J.Shou F.W.Chang 著 黄学刚 译

摘 要：采用物理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的方法对顶管过程中的管 - 土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在将数值

分析与模型试验的结果进行比对校准之后，运用有限元分析程序 ABAQUS [1]对顶管过程中的地表沉降、破

坏机制和管 - 土相互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作用于开挖面上的推力对于顶管是至关重要

的：推力过小是造成地表沉降的主要原因；而推力过大则会引成地表隆起。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管道的埋

深对于选取合理的推力以及确保开挖面的稳定是十分关键的。

关键词：顶管、管 - 土相互作用、有限元分析、物理模拟、地下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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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管线的敷设和更新是城区发展过程中的一项

重大建设工程。传统的沟槽开挖法具有施工简便和

造价低的优点，但是对施工区的环境和交通影响很

大。因此，为了避免这些问题，非开挖施工法得到

了发展和应用。近年来，随着台湾地区的快速发

展，非开挖建设工程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对管 - 土

相互作用的认识不足，在施工过程中经常会遇到

一些困难。

由于地质条件的不确定性和施工过程的复杂

性，大多数岩土工程问题的分析难度很大，而模型

试验和数值模拟为我们研究这些复杂的岩土工程

问题提供了新的途径。本次研究通过模型试验和三

维数值建模来模拟真实的顶管系统。

本次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管土之间的相互作

用，以便研究和解决顶管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本研究采用模型试验和数值建模的方法进行了分

析，在将数值模拟的结果与模型试验的结果进行对

比分析之后，运用有限元程序对顶管过程中的相关

问题进行了研究。

根据实验室研究成果，在三维数值模拟中选用

广义的 Drucker-Prager 模型作为本构模型。作为校

核工作的一部分，对顶管过程中两种典型岩土材料

的特性进行了分析，并将数值模拟的结果与模型试

验及理论模型的结果进行了对比，然后重点分析了

地表沉降、破坏机制和管 - 土相互作用等一系列问

题。此外，基于数值模拟的结果，对今后的顶管施工

提供了一些建议。

2 模型试验

基于一些合理的假设，理论分析、模型试验和

数值模拟为复杂工程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选

择。理论分析运用数学方法描述工程问题并能得到

精确地结果，但由于它们的数学公式只能建立在限

定的几何条件和边界条件上，所以它们的适用范围

非常有限。相反，由于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的假设

更加灵活，所以他们能够更真实地模拟工程问题。

本研究采用了一个三维的模型试验来模拟真

实的顶管系统，而且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可以运用

这个模型研究一些有趣的现象。模型试验的主要目

的有两个：定性地研究顶管过程中的管 - 土相互作

用；为数值模型的校准提供一个参考。

2.1 模型理论

模型理论为建立一个类似于真实系统的高质

量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于那些由数学公式描述

的现象，可以运用相似准则将真实的系统转化为物

理模型。此外，可以运用量纲分析来提高模型和真

实系统之间的相似性。

相似理论主要由三条准则构成[2]。首要准则是

指两个相似系统的控制特征如系统几何特征、区域

的物理特征、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等具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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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准则是部分相似定理：如果可以建立一个

包含一定数量(N)的变量的函数来描述一种现象，那

么这个函数可以归结为关于 N-M 个独立的无量纲

乘积的关系，其中 M 是用来描述变量的参考量纲的

最小数量。第三准则规定：如果上述的控制特征（系

统几何特征，区域的物理特征，初始条件和边界条

件）相似，则这些系统必定相似，而且这些无量纲乘

积也相同。

基于模型理论，并同时考虑几何条件、初始条

件、边界条件、岩土材料的种类和施工工艺等因素，

建立一个三维的物理模型（1 / 10 ~ 1 / 20 的比例）以

分析顶管过程中的管土相互作用。如图 1 所示，这

个三维物理模型包括一个沙箱（1.8m × 1.2m ×

1.5m），一个用于推动管壁厚度为 0.5cm 的钢管的机

械顶管装置，以及一个监控装置。监控装置包括安

装在砂箱内部的微型压力表和砂箱顶部的激光扫

描仪，它的主要功能是控制管道的推进和探针的数

据采集。

图 1 物理模型由一个砂箱(1.8m伊1.2m伊1.5m)袁一个机械顶

管装置和一个监控装置组成

2.2 假设和步骤

本研究选用了两种典型的岩土材料即松散砂

土和密实砂土进行模型试验。首先使用 #4 筛网对

砂土进行筛析，然后通过筒仓将砂土放入砂箱中。

密实砂土经过自由落体和压密的过程制成，而这些

过程必须认真执行和检查以确保砂箱中的砂土密

度均匀。为了将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的结果进行比

较，必须获得材料的相关参数，如单位重度、含水

量、相对密度、粘聚力（c）、内摩擦角（φ）和变形模

表 1 试验用岩土材料的参数

单位重度 酌
(KN/m3)

相对密度

D酌

内摩擦角

渍
杨氏模量 E

(KPa)
泊松比

淄
静止土压力系数

K0
松散砂 1.60 27% 35 150 0.299 0.426
密实砂 1.73 67% 44 305 0.233 0.3

量（E 和 v）。这些参数经实验测定并于表 1 中给出。

在顶管施工过程中，挖出的砂土可能会堆积在

开挖面后部，以至于引起地表隆起。为了模拟地表

隆起现象，在第一类模拟中将管道顶入砂箱的同时

而不将管道中的砂土排出。对于这种情况，管道中

堆积的砂土越多，则在开挖面上积聚的压力越大，

最终导致地表隆起现象的发生。第二类模拟是当将

管道顶入砂箱的同时将管道中的砂土排出。此类情

况下，可以对坍塌与开挖面支撑压力之间的关系进

行研究。第三类模拟是通过拆除开挖面上的一个临

时支撑（一种可拆卸的盖帽）以模拟开挖面上突然

失去压力的情况。试验分别对不同覆盖层条件下的

地表沉降现象和拱效应进行了研究。

3 数值模拟

由于顶进过程中的管 - 土相互作用是一个三

维问题，因此十分有必要进行一个三维数值模拟。

本研究运用 ABAQUS 有限元分析程序的三维功能

对其进行了研究。

3.1 开挖面稳定性理论

Leca 和 Dormieux[3]以非粘性土中的浅层圆形隧

道为研究重点，针对开挖面的稳定性提出了一种理

论分析模型（见图 2（a）-2（c））。他们运用极限平衡

分析法推导出了关于开挖面支撑压力求解的上限

法和下限法。

上限法由假设一个刚性的圆锥滑块导出（见图

2（d）），它可以用来确定临界支撑压力以避免在模

式 I（浅层覆盖）和模式 II（中层覆盖）中出现坍塌现

象。此外，它还可以用来确定引起地表隆起的临界

推力。上限法可以用公式表示为

滓T=滓S NS+酌DNr (1)

其中,滓T 是临界支撑（推动）压力，滓S 是地表荷

载参数，NS 和 Nr 是加权系数（取决于临近隧道的锥

体轴线与水平线之间的夹角），D 是隧道的直径，酌

K.J.Shou F.W.Chang 著 黄学刚 译院微型顶管中管-土间相互作用的分析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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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土体的重度。

由于支撑压力的不足，对滑动锥体做了不同的

假设：在破坏模式 I（浅层覆盖）中有一个滑块，而在

破坏模式 II 中有两个滑块。另一方面，在破坏模式

III 中有一个出露地表的滑块。本研究运用这种理论

分析模型初步确定开挖面上的支撑压力，然后对其

在不同的破坏模式下的适用性进行了概述。然而，

由数值分析结果得到的信息则更为详细。

3.2 模型假设

基于对台湾西部地区岩土材料的实验结果，在

数值模拟中选用广义的 Drucker-Prager 本构模型[1]。

破坏准则可以由三轴试验的结果得到，并认为杨氏

模 量 随 埋 深 的 增 加 而 增 加 。 在 广 义 的

Drucker-Prager 本构模型中，屈服准则定义如下:

（2）

（3）

（4）

（5）

其中,p 是等效压应力，q 是 Mises 等效应力，J2
是应力偏张量第二不变量，pt 是 q=0 时的等效压应

力。其它参数如 a, b 和 pt 可以通过假定或者是三轴

试验的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5]。在本研究中，这三个

参数可以通过下面的方法得到（见表 2）。其他的假

设如边界条件、单元类型和数值模拟的参数如下：

（1）在对模型试验和实际工程的数值模拟中，

地表和周围边界分别由铰支撑和滚支撑约束。

（2）土体和管线由三维的实体单元模拟。

（3）分析中所采用材料的基本参数可以通过试

验得到[5]（见表 1 和表 2）。

3.3 顶管模拟

对于浅层隧道，开挖面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施

加的支撑压力而且取决于排土的速度。在数值模拟

中，可以通过改变支撑压力的大小和移除单元体来

模拟整个顶进过程，将支撑压力（由上述开挖面稳

定性理论计算得到）施加在开挖面的单元格上[3,4]。

由于开挖面上的支撑压力不易求得，模型试验

可以通过以下反复试验的方法进行：

(1) 采用开挖面稳定性理论（破坏模式 III，上限

法和下限法）计算支撑压力和推进压力。

(2) 在顶进第一根管道的时候采用下限法计

算支撑压力，顶进第二根管道的时候采用上限法

计算。

(3) 根据压力表读数和地表测量数据，反算得到

(c) 破坏模式 III (d) 锥体破坏假设

图 2 浅层隧道的破坏机制渊根据 Leca和 Dormieux渊1990冤的理论修改冤

（a）破坏模式 I （b）破坏模式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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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进第六根管道时的支撑压力。

(4) 通过对顶进步骤 1,2 和 6 时的支撑压力的

线性回归分析进行插值可以得到步骤 3-5 时的支

撑压力。

(5) 根据与物理模型测量结果的对比，反复调整

施加的支撑压力。

(6) 顶进过程的数值模拟通过重复以下三个步

骤得到：移除管道所处位置和管道内的土体单元，

平衡区域以获得并积累影响，放置新的管线单元。

4 结果与讨论

4.1 模型试验

在工程实例中，管道直径 Dp= 15cm，覆盖层厚

度 Hc= 22.5cm（Dp 和 Hc 在图 1 中标出），并且在松

散砂土中顶进时不排出推入管道中的砂土。结果表

明在顶进距离超过 20cm 后发生隆起（如图 3 中试

验 flsp15d225），并且在随后顶进至 55cm 后，最高隆

起点位于距起始点 70cm 远处 （大约距开挖面

1D=15cm）。这表明，在 0-20cm 的顶进过程中，开挖

面上的压力逐渐积累至隆起发生的临界值。此外，

在 20cm-50cm 的顶进过程中，顶进面前方隆起土体

和顶进面后方塌陷土体的位置不断发生移动。

顶进过程中的压力表读数于图 3 中给出，它显

示了顶管施工对周围应力场的影响。通过比较图 3

中松散砂土的 flsp15d75 曲线和密实砂土的 fd-

sp15d75 曲线，可知隧道开挖面的影响范围对松散

砂土为 30cm,而对密实砂土为 40cm。

对于不同覆盖层条件下隧道开挖面支撑压力

突然失效的情况，试验结果在表 3 和图 4 中给出。

覆盖层的厚度和土体的性质对拱效应的影响很大，

结果表明当覆盖层厚度为 15cm 时所需的支撑压力

是 22.5cm 时的三倍。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覆盖层厚

度在 22.5-45cm 内所需的支撑压力是相等的。这意

味着如果在隧道开挖面施加足够的支撑力，则附加

的垂直荷载是由拱效应引起的。

图 3 顶管过程中的压力变化情况

图 4 开挖面突然失去压力时在顶进方向上的地表位移

将模型试验与 Leca-Dormieux 理论模型相比

较，结果能相当一致地预测破坏模式 I 的地表沉降

情况，但却不能一致地预测破坏模式 II 的沉降情

况。在模式 II 的模型试验结果中，椭圆长轴的方向

表 2 由三轴试验得到的 Drucker-Prager模型输入参数

松散砂 密实砂

aqb-p-pt= 0,
pt=0.5941
a=0.6732
b=1.009,
Fitting

error=0.179

aqb-p-pt = 0,
pt=0.5628
a=0.4583
b=1.029,
Fitting

error=0.156

滓3 (KPa) 20 30 40 50 60
滓1(KPa) 72 115 155 185 218

滓3 (KPa) 20 30 40 50 60
滓1(KPa) 126 176 241 302 337

K.J.Shou F.W.Chang 著 黄学刚 译院微型顶管中管-土间相互作用的分析 99

Un
Re

gis
te
re
d



非开挖技术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11 年 4 月

垂直于顶进方向，而 Leca 和 Dormieux 提出的却是

与顶进方向平行[5]。但是，二者对破坏模式 III 的预

测结果也相当一致。

4.2 数值模拟

对于模型试验的数值模拟，结果相对较为详

细。在模型试验中，将直径 D = 15cm 的管道顶入覆

盖层厚度为 22.5cm (1.5 D)的松散砂土中，而不将推

入管中的土体排出。顶管过程中的地表变形历史如

图 5(a)-(b)所示，数值模拟的变形情况（例如顶进

55cm 的情况）与模型试验（adv55 试验）的变形情况

较一致。

对于相同的情况，模拟结果表明最大变形发生

在隧道开挖面前方一个直径为 1D（见图 6 和图 7）

的圆形范围内。水平变形的分布说明了由顶管引起

的压缩效应，且显示了隆起破坏（图 2(c)中所示的破

坏模式 III）模式的发生。此外，塑性应变的分布显示

表 3 不同覆盖层情况下顶入直径 15cm管道的地表沉降情况

覆盖层厚度 7.5cm 15cm 22.5cm 30cm 45cm
地

表

沉

降

范

围

Y (cm) 16 30 20 19 16
X (cm) 23 33 25 23 19

Area (cm2) - 778 393 343 239
H (cm) 7.1 12 6.9 7.4 10.7
L (cm) - 45 18 18 18

琢 - 18.4毅 39.8毅 39.8毅 39.8毅
开挖面到沉降中心 Z 的距离(cm) - 3 2.5 3.5 5.5

根据 Leca-Dormieux 模型求得的 Z 的理论值(cm) - - 1.8 1.8 1.8

(a) 纵向 X 区 (b) 横向 X 区

图 5 顶管过程中的地表位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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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应变位于开挖面前方 10cm 处（图 8）。

图 6 管线周围水平位移 u2分布渊松散砂土袁Dp=15cm

图 7 管线周围水平位移 u3分布 Hc=22.5cm冤
另一方面，若顶管过程中砂土清除得过快过

多，则可能发生地表沉降（图 2(b)中的破坏模式 II）。

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挖去隧道开挖面前方的砂土之

后再进行顶管（无支撑顶进）的方法进行数值模拟。

图 9 中的结果表明在加入管线单元之前，开挖面上

部有向下的变形而底部有隆起变形，此外还存在一

个一直延伸至地表的破坏区域（破坏模式 II）。

在与模型试验比对校准的基础上，采用数值建

模的方法模拟一个在始发井处存在施工困难的顶

管工程（工作井的透镜区右侧存在塌陷现象）。这项

工程采用直径为 1.8m 的管道在密实砂土中进行顶

管，且覆盖层厚度为 4m。模拟主要侧重于分析塑性

区和透镜区（开挖面起点处）附近的塌陷现象。模拟

采用去掉透镜区约束的方法以模拟透镜破坏的过

程，透镜破坏之后再去掉滑块以模拟透镜的坍塌。

图 10(a)中的结果显示坍塌区大约宽 2D，长 1D（位

于开挖面起点的前方）。图 10(b)中的塑性应变分布

也显示了类似的影响范围。上述的结果合理地说明

了透镜区的坍塌情况。

图 9 管道周围的竖直位移 u3分布

渊松散砂土袁Dp=15cm,Hc=22.5cm袁10cm 无支撑顶进冤

(a) 竖直位移分布

(b) 塑性应变分布

图 10 开始顶管后透镜区右侧情况

（松散砂土，Dp=180cm，Hc=400cm，坍塌情况）

4.3 讨论

对于不清除管中砂土的顶管情况，输入的推力

值对数值模拟是十分关键的。然而，合理推力的确

定需要与应力场相匹配，这个应力场可以采用压力

表来测定。尽管得到的位移场比较合理且与各自的图 8 管道周围的塑性形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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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试验相一致，但数值分析的结果与模型试验的

结果之间仍存在少于 50%的差异。这些误差可能是

由对岩土体本构关系，小变形概念的理想假设以及

其它的数值错误造成的，而进一步的敏感性研究可

能会有助于精度的提高。

通过一系列的分析及对 Leca-Dormieux 理论模

型的研究，总结出一条推力特征曲线（见图 11）。这

条曲线说明了上限法和下限法：当推力值大于上限

法的求解值时发生地表隆起，而小于下限法的求解

值时则发生地表沉降。这条曲线给出了一个顶管时

确保开挖面稳定的推力取值范围。

5 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采用了模型试验和数值建模的方法来

分析顶管过程中的地表沉降，破坏机制和管 - 土相

互作用等岩土问题。分析结果表明作用于隧道开挖

面上的推力对管 - 土相互作用的影响是十分关键

的。推力过小是引起地表沉降的主要原因，而推力

过大则可能引起地表隆起。

对比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的模型能一致地预测

地表隆起现象，但却不能一致地预测地表沉降现

象。通过一系列的分析，总结出了一条推力特征曲

线。这条曲线说明了上限法和下限法：当推力值大

于上限法的求解值时会发生地表隆起现象，而小于

下限法的求解值时则会发生地面沉降现象。除推力

对顶管的重要性之外，研究还显示管道的埋深对确

定合理的推力以及确保开挖面的稳定也是十分重

要的。管道与土体之间的摩擦会影响顶管所需的推

力，但影响并不大，然而这对于分析管道表面附近

的应力状态却十分重要。研究还表明应更多地关注

尤其是浅层顶管的工艺流程和地表荷载的影响。

研究结果还表明需要更加注意千斤顶和地表

重力引起的附加荷载，因为引起的应力集中可能对

管道造成破坏。此外，特别是对于浅层顶管，应尽量

避免不均匀沉降对管道造成的破坏。

对于数值模拟和 Leca-Dormieux 模型理论预测

之间存在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对破坏模式的基本几

何假设造成的。此外，在 1g 条件下对一个大尺寸的

顶管工程进行模型试验，结果可能并不理想。因此，

对于浅层隧道，其他理论模型的建立以及离心机的

应用可能会是今后研究的更好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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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 推进距离（见图 3-5）

c 粘聚力

D 隧道的直径

Dp 管道（隧道）的直径

Dγ 相对密度

E 杨氏模量

flsp15d225
松散砂土，管道直径 15cm，覆盖层厚度
22.5cm 的情况

fdsp15d75
密实砂土，管道直径 15cm，覆盖层厚度 7.5cm
的情况

Hc 管道 （隧道）上方覆盖层

J2 应变偏张量第二不变量

K0 静止土压力系数

NS，Nγ 加权系数

p 等效压应力

pt q=0 时的等效压应力

q Mises 等效应力

σ1 和 σ3 最大和最小主应力

σT 临界支承（推）力

σS 地表荷载参数

φ 内摩擦角

ν 泊松比

γ 土体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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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渍玻纤软管点位修补技术在排水管道养护中的应用

杨庆余
渊天津振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冤

摘 要：本文介绍了浸渍纤维软管点位修补技术的工艺原理、安装机具、修补材料和技术关键，并与国

外同类技术进行对比，以适应国内排水管道修补为目标，发现、提出并实现了需要改进的部分。以期排水管

道业界更多地认识并应用这项新技术。

关键词：点位修补、非开挖、排水管道、修补器

长期以来，排水管道病害开始多表现在接口失

效和局部损坏，管材结构完好，旨在密封接口和漏

损点的点位修补更趋合理，也是排水管道养护的重

要手段。

1 点位修补技术

点位修补技术特点是针对性强，哪里坏就修哪

里，还可以降低费用。对局部损坏的排水管道进行

修复（修理），上海排水管理处朱保罗总工程师在

《排水管道点状修理》一文中给出了全面详实的描

述，文中详细介绍到了许多国外先进的非开挖点位

修补技术，诸如嵌补注浆法、套环法等的优缺点，也

包括德国 Kurz-Liner 点位修复(短距离)工艺，这种

工艺是先用树脂将玻璃纤维织物浸透，再将玻璃纤

维织物包在管道内衬修复器上送至管道损坏处。在

CCTV 的监控下，通过对修复器进行空气膨胀，将其

与管壁相贴，然后再进行固化。

我们知道，Kurz-Liner 点位修补技术在西方发

达国家也属于成熟的最新工艺，我们已经引入并有

外资实施过。但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应用都必须与我

国管道的具体现状相适应，因为我们的管内状况往

往会影响其技术水平的发挥。同时我们需要在使用

国外技术的过程中尽快国产化，发现并改进不能适

应国内管道状况的部分。Kurz-Liner 点位修补技术

在我国排水管道接口密封应用过程中的实际情况

正是如此，本文的目的就是介绍浸渍纤维软管点位

修补技术的工艺、安装机具、修补材料和技术关键，

并与国外同类技术进行对比，把我们创新的部分贡

献出来以孜排水管道界同仁共同商榷、提高。

2 浸渍纤维软管点位修补技术工艺

（1）对有问题的管道实施堵水、降水，进行管道

清淤和高压水清洗；

（2）对管道进行内窥检测，确定破损位置和需

要修复的尺寸；

（3）裁剪玻璃纤维材料，计算树脂用量，按照一

定的比例，时间、混合，搅拌。

（4）将混合树脂与裁剪好的玻璃纤维材料进行

碾刮、浸润；

（5）把浸润好树脂的玻璃纤维安装在修补器上；

（6）连接充气装置对修补器打压充气到额定工

作压力；

（7）在混合树脂的凝胶时间内保持修补器的压力；

（8）修补器放气，撤离，凝胶固化后的玻璃纤维

紧密粘贴在管道内壁上；

（9）管道内窥设备对修复面进行检查，修复工

作完成。

3 修复材料和设备

（1）玻璃纤维材料有两层构成，一面是构造结

构 CRF 组织，另一面是混合聚酯纤维作用层（见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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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玻璃纤维材料

（2）树脂：环氧树脂基础上的多种混合材料，凝

胶时间以 1.5 小时到 2.5 小时不等（见图 2）。

图 2 树脂胶

图 3 短距离内衬修补器

（3）短距离内衬修补器：根据管径和修复要求

采用不同尺寸型号的修补器，修补器是两端安装有

滑轮的橡胶夹层体，可以安全的将修复材料送入管

道内的待修位置，滑轮能够避免修进口修补器复材

料和橡胶体与管道发生接触（见图 3）。不同尺寸的

修补器可以对 DN100-DN1200 的破损管道进行修

复。

（4）充气设备 气泵、气管、压力表等（见图 4）。

（5）管道内窥电视检测设备（见图 5）。

（6）高压水管道清洗设备。

图 4 充气加压设备

图 5 CCTV遥控安装系统

4 浸渍纤维软管点位修补修复对象

（1）城市雨水、污水管道长期运行局部破损、腐

蚀、渗漏，管道接口渗漏。

（2）新铺设的排水管道或电力管道，由于施工

不当造成的接口渗漏或局部破损。

（3）城市雨水、污水管道接口及局部破损等部位的

结构强度恢复。

5 浸渍纤维软管点位修补技术特点

（1）整个修复过程工作人员无需进入管道，安

全可靠。无须开挖，利用现有检查井就可以完成修

复工作。

（2）施工时间短，从树脂混合到完成局部内衬

修复仅需 3-4 小时。

（3）玻璃纤维局部内衬修复厚度 3 毫米，修复

后的管壁光滑，可提高通水能力。

（4）常温固化，无需加热或紫外线等外加能量

固化。

（5）材料耐酸碱腐蚀，水密性强，粘结性高，有

一定的柔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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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特殊配方混合树脂，在潮湿的地下或带

少量水流情况下作业，树脂会牢牢粘覆盖在管

壁面上。

（7）施工设备体积小，安装转移方便。

（8）无害施工，经济环保。

6 与国外同类技术比较优势

2007 年，德国一家公司将浸渍纤维软管点位修

补技术首先在天津市政排水管道进行了推广，随后

在上海、杭州等地都有大面积应用。实际工程中我

们发现国外技术存在以下四个重要技术问题：一是

我国排水管道内壁腐蚀特别严重，同时接口部位缝

隙过宽过深，造成修补材料在这些位置连旧管材质

接触不上，更谈不上完全封闭漏点；二是密封材料

结构设计没有考虑面内剪切等因素，耐久性差；三

是管内固化时间相对较慢，一般需 3 个小时；四是

不能遥控施工，操作人员往往需要下井作业。

为此，我们的 CIPP 点位修补技术作了如下改

进和提高：

（1）改进纤维增强材料组成圆环的结构设计，

以增加修补结构和性能的耐久性。同时适当加厚，

加入携带树脂能力高的材质，大大提高密封环的环

刚度。

（2）改进树脂胶粘剂配方，加入膨胀树脂材料，

在保证水下性能的同时使之具备体积至少膨胀三

倍的功能，以确保严重腐蚀部位的密封性能。

（3）在确保树脂胶粘剂配方具有在地表环境温

度下的可操作时间的同时，加入适当组分，使之在

地下 15℃环境能够加速反应，不必等待 3 个小时的

反应时间，以加快安装进度。

（4）按照国内相关行业标准进行配套工艺改

进，调整并增加一些辅助工艺，确保在 100%非开挖

和 CCTV 监控状态下完成施工。这样就能解决

DN800 以下管道的点位修补问题。

7 浸渍纤维软管点位修补技术

（1）实际工程（见图 6）应用结果表明，在浸渍纤

维软管点位修补技术进行内衬整治修理前对管道

清洗是十分重要的。排水公司除了要求进行基本清

洗外，还采用高压水喷嘴进行清洗。在清洗完成后，

玻璃纤维织物包送至修补位置前用气将上游管道

口封堵，以防止污水将清洗管径的修补段管道再

次污染。在定位修补及固化完成后将气囊拉出，

污水可以重新流动。一般管道封堵的措施不是十分

繁琐的。

（2）浸渍纤维软管点位修补技术成功应用的关

键是修补器、浸渍树脂配方、衬管结构设计和衬管

安装四个部分。修补器可以进口，作为常规设备使

用；浸渍树脂配方衬管结构设计和衬管安装三个部

分则是靠企业自主研发。本公司 2009 年完成的点

位修补实际工程证明我们的努力是成功的。

（3）浸渍树脂配方的重要要求和技术难点是在

潮湿的地下或较强的水流情况下，保证树脂的固化

不受水的影响且固化后的树脂会牢牢粘接覆盖在

管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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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09年完成的点位修补实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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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排水管道检测结果分析及修复技术选择

赵巨尧 1，3 周律 1 安关峰 2 段木子 2 刘添俊 2 张洪斌 2 李思敏 3
渊1 清华大学 环境学院袁北京袁100084曰2 广州市市政集团有限公司袁510060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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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确定适合广州市地下排水管道的修复方法，对广州老城区近 100km2 地区进行调查。调查采

用管道潜望镜(Quick View, QV)、管道闭路电视(Closed-Circuit Television，CCTV)、管道声纳(Sonar)进行综合

探测，结果表明，调查区域内的地下排水管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破损断裂、错位、路基下沉、管道淤塞现象，其

中小直径管道的损坏情况较为严重，尤其是 300mm 的管道将近报废。针对地下排水管道的调查情况，结合

现有修复技术的特点，经过对修复成本及施工的难易性的研究讨论，得出适合多种管道和缺陷类型的翻转内

衬法(Cured In Place Pipe, CIPP)和施工要求相对简单的 U 型折叠法(U-fold)满足要求，并能够产生较高经济

社会效益。

关键词：翻转内衬法、U 型折叠法、排水管道检测

1 概述

广州市地处中国大陆南部，广东省省会，人口

总数大约 760.72 万人，城区面积 7434.4 平方公里，

市中心城区目前已建管道总长度达 1297.495Km，总

投资 756013 万元。目前，广州市的人口与城镇建筑

规模已趋于平衡，因此对新建基础设施的需求急剧

萎缩，对公共设施的修复与维护工作量却日益加大
[1]。排水管道日趋老龄化，各种问题陆续凸显，导致

排水管网多处地点坏损严重，已严重影响了居民城

市生活。

非开挖修复技术是 70 年代末期，在英国、美国

及日本最先得到开发的管道施工技术，并取得了良

好效益。我国 90 年代初引进修复技术，目前在工程

使用中，翻转法，缠绕法，爆管法，短管法都已有一

定的使用经验，例如上海市杨浦区使用了短管法并

注浆加固双重工艺，对 800mm 的管道进行修复[2]；

苏州市西环路 CIPP 法对直径为 1.2m 的钢筋混凝

土管排水管道进行修复[3]；广州市采用缠绕法对六

二三路排水管道的修复，成功解决了管道沉降产生

结构性的损坏，管道泄露或地下水渗入等问题[4]。

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市政排水管道的修复质

量，完成把设计成果转化为产品的过程，并能高效、

安全、卫生、经济的改变污水管道的现状是现今管

道事业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本文针对广州市的情

况，对老城区近 100km2 范围现有排水管道系统存

在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在此基础上，结合现有的管

道修复技术特点，提出 CIPP 和折叠法是适用于调

查范围内的排水管道的修复技术。本文还对实施的

技术进行了比较和分析，并提出了建议和相应的技

术需求。

2 广州市部分区域排水管道检测结
果分析

2.1 地区排水管道基本情况调查

研究选择了广州区域典型的雨污水系统进行

详细的管道设施现状调查。整个调查区域面积为

94.845 平方公里，调查管道总长约 356.463 公里。调

查的范围内，地下水对混凝土结构及钢筋混凝土中

的钢筋不具腐蚀性。地下水位为 0.85m～2.40m。土

岩层较为稳定，无不良地质现象，有些地段施工时

易因水头差产生流砂、管涌、崩塌等现象。把不同直

径的管道分为不同管段进行调查，调查中采用管道

潜望镜(Quick View, QV)、管道闭路电视(Closed-Cir-

cuit Television, CCTV)、管道声纳(Sonar)进行探测，表

1 为调查区域内不同管道直径对应的长度及管段

数；图 1 为该区域的管材及其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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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调查区域内污水管及雨污合流管管材及其所占比例

表 1 显示该区域管道直径在 300mm~2400mm

之间，其中 300mm~1000mm 管径的管道占多数。图

1 中大部分的管材属于钢筋混凝土管和 PVC 管材，

占管材总数的 97.78%，其他管材如玻璃钢加沙管、

钢管、陶瓷管、铸铁管等也均有涉及。

2.2 管道损坏情况分析

把管道缺陷分为结构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两

大类，结构性缺陷又分为：破裂（PL）、变形(BX)、错

位(CW)、脱节(TJ)、渗漏(SL)、腐蚀(FS)、胶圈脱落(JQ)、

支管暗接(AJ)、异物侵入(QR)；功能性缺陷又分为：

沉积(CJ)、结构(JG)、障碍物(ZW)、树根(SG)、积水(JS)、

封堵(FD)、浮渣(FZ)。图 2 为调查区域内，典型的

300mm~800mm 的管径中，产生的不同结构性缺陷

的管段数量情况比较图。图 3 为调查区域内，整个

管道中不同功能性缺陷类型所占的比例分布图。

图 2 调查区域内结构性缺陷情况

图 3 调查区域内功能性缺陷情况

图 2 可以清楚的看出该区域中结构性缺陷的

类型及损毁程度。排水管道错位、腐蚀、混接现象严

重。部分管材质量问题，造成管道的破损断裂，管基

础损坏致使管道产生上下或左右错位，污水长期浸

泡路基，路面下沉，污水溢出。小管径的管道处于交

通密集地段，所承受的压力负荷较大，因此损坏情

况严重，尤其 300mm 直径的管道，而 800mm 以上的

表 1 调查区域内雨污管道调查情况

管道直径渊mm冤 管道长度渊m冤 调查管段总数渊段冤 管道直径渊mm冤 管道长度渊m冤 调查管段总数渊段冤
300 114001 9757 1300 315.1 10
400 61963 3359 1350 219 5
500 44780 2216 1400 1196 354
600 42781 1867 1500 1532 53
700 8710 349 1600 310 10
800 25047 1053 1800 1131 41
900 5051 178 2000 229 9
1000 24401 806 2200 699 17
1100 89 6 2400 897 38
1200 10764 400 汇总 356463 20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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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径基本没有损坏。图 3 表明该区域中的管道功能

性缺陷主要为沉积、结垢和障碍物，且占整个功能

性缺陷类型的 93%。这是由于污水干管长期不清疏

造成的。使得管道过流能力大量减少。

3 修复技术对比分析

广州市交通繁忙、建筑群密度高、生活节奏快、

排水管网运营条件差、且无法大规模投资重建，因

此应尽量选用能够使得管道修复前后水力条件变

化小、道路和交通的破坏程度小、对居民生活及社

会影响小、成本低、施工周期短、且具有一定的使用

年限和良好的运行效果的修复方法。

3.1 修复方法的选择

新时代要求改变排水管道操作落后的现象，采

用高效、安全、卫生、经济的清掏技术和管道修复技

术。譬如采用高压冲冼水车，吸泥车等清疏管道，可

以实现下水道疏通冲水、吸泥、运泥一条龙作业，减

少淤积现象，使管道的功能性缺陷得以缓解。

排水管道老化是难免的，采用 CIPP 法或折叠

法 进 行 修 复 是 很 有 效 的 方 法 。 CIPP 对 于

300mm~2400mm 的管道在国内、外均有相应施工经

验，且适合修复钢筋混凝土管道和 PVC 管材以及所

涉及的所有管材的排水管道，无接口，一次性修复，

对于各种缺陷修复效果良好，因此在具有多缺陷类

型、管段、管材的广州市排水管道，使用 CIPP 法进

行修复比其他修复方法更为适益。

本 研 究 区 域 中 损 害 严 重 的 管 道 在

300mm~600mm 之间，在 U 型折叠法的适用范围之

内，采用 U 型折叠法对管道进行修复后，管道可消

除渗漏，增强抗压能力，表面光滑，无褶皱，无垫圈，

操作简单，管材常见，且热熔法的连接使修复接口

不易渗漏，修复成功后可长期使用，因此折叠法也

适用于广州排水管道的修复。

在选用修复方法时应尽量采用先进的新型管

材，可改善水力运行条件。传统的市政排水管道多

采用混凝土管，虽然价格低廉，但是管体自重大、施

工难度大、强度小、寿命短、管壁粗糙、易引起管道

流水不畅甚至堵塞。如能采用新型管材，如硬聚氯

乙烯波纹管(UPVC 管)、HDPE 缠绕管等则可以大大

改善水力运行条件，这些管材价格贵些，但重量轻、

施工简单、强度大、寿命长、管壁光滑、排水流畅，可

以大大提高排水管网的排水效能。

表 2 为 U 型折叠法、CIPP 法及开挖修复的工

艺对比。从中可以得出，CIPP 法施工周期最短，修复

管道类型最广，对环境的要求低，但是对清通技术

和施工技术要求较高，且在国内，管材的配置还不

完善；折叠法修复范围较小，但可带水作业，对清通

的要求较低，且易养护；开挖法为最传统的方法，即

对整个管道进行更换，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大，且工

期长。

表 2 管道非开挖内衬修复方法比较

工艺名称 U 型折叠法 CIPP 法 开挖法

内衬材料 PE 管渊聚乙烯管冤 无纺布和聚酯树脂 钢筋混凝土

使用范围 300mm~600mm 25mm~2700mm -
载流能力损失 大 小 无

开挖面积 较小的工作坑 无 全部开挖

接缝 热熔 无 垫圈尧套筒尧承插

推进动力 机械牵引 水压 吊装管道

固化成型 压缩空气 水热尧常温 -
管道要求 圆形袁修复管道保持顺直 允许小角度转向 需全部拆除

清通 可带水作业 要求严格 -
养护 不需要 需要 不需要

施工周期 较长 短 长

周围防护墙 简单防护 不需要 大范围长时间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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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修复方法的选择，不仅应该考虑工艺条

件，更应该结合费用效益进行比较。修复成本包括

施工成本和社会成本，开挖管道的直接费用则包括

搭建设备、人行道的拆除和重置、开挖和保护，旧管

道的移除，管道垫层的布置，新管的安装和埋置，回

填和压实，周围环境的复原等[5]，施工费用与原管长

度、管径、埋深成正比。对于 CIPP 及折叠内衬法，直

接费用主要包括机械设备的购买，清通，旁通，设备

的转移，开挖工作坑，原管道的熔断，管道修复中的

操作费用，工作坑的回填和路面的复原，最终的成

果检测，检查井的建设。CIPP 法及折叠内衬法的技

术难点和先进设备的引进则占主要成本。开挖修复

对环境的影响非常大尤其像广州这样人口建筑密

集，交通繁忙的地区，工期长、道路破坏面积广会给

市民的生活带来很大不便，尤其在举办重要活动

时，对地下管道所在区域进行大面积开挖是不可能

的，而 CIPP 和折叠法不需要基本考虑社会成本，施

工期短且小面积开挖是其主要的特征。因此无论怎

样比较 CIPP 法与折叠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都是远超过开挖修复的。对 CIPP 和折叠法的

选择则需要根据施工要求，材料准备进行考虑。

3.2 现存的问题

不同的国家对现存管道的分类不相同，因此根

据不同的分类选用的修复方法也不尽相同，法国分

类标准根据管道缺陷类型和变形的程度，把现存的

管道分为三类；丹麦根据现存管道是否已经崩溃及

管道的形状（圆形或是蛋形），周围土壤的类型把原

管道分为六种类型；美国是根据管道的部分或完全

的与原管道的偏差程度把管道分为两种类型[6]。本

文结合英国 WRC(Water Research Center)修复管道

的分级方法对广州管道进行分类。在我国还没有明

确的规范法则对管道分类进行指引，这对管道修复

的选择计算将带来很大的困难。

CIPP 法应用时需要对衬层厚度，树脂强度，浸

泡程度进行计算，不同的树脂要进行长期的蠕变测

验，施工过程中对技术控制及端口的处理都需要较

强的理论实践和应用技能，我国的 CIPP 技术还不

够成熟，修复过程中，如果质量控制不严，将出现针

孔与缺口、起皱、起泡、软弱带、隆起、白斑、内衬管

开裂、内衬管脱离旧管等质量问题[7]。在今后施工过

程中相关人员应提高修复技术，尽量避免，否则将

导致修复工作的失败。

采用 U 型折叠法时需建立抗坍塌保护装置防

止穿插过程中出现坍塌现象，并且在穿插之前应该

将不同的管段均焊接成完整的一条管段后再进行

穿插，穿插过程一次成功，否则会造成整个修复的

失败及原管的报废。因此在穿插过程中应对推进

速度、PE 管和管道内壁的摩擦力等进行严格跟踪

控制[8]。

4 结论

加强管网设施维护和管理，定期清疏管网设

施，并定期周期性对市政排水管网检查井、泵站、进

水井逐个逐段进行巡查、清理、疏通，努力维持排水

管网设施处于良好的运营状态，减少管道淤积现象

的出现。

广州市应尽早采用先进技术，提高市政排水管

的施工质量，把设计成果转化为产品。广州地区

300mm~800mm 的损坏程度较为严重，本文仅对小

管径的排水管道进行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直

径的管道损坏程度将日益严重，U 型折叠法则不适

宜对大直径管道进行修复，方案也将随之改变。

CIPP 法适用多种缺陷、多种管径的管道修复，但是

技术要求严格。

国内管道修复处于初期阶段，最多还是借用国

外的设备，管材、经验和规范，缺少综合整个排水管

道使用寿命、费用、水力条件和结构条件的决策经

验，也缺少广泛的、多角度的工程研究案例来支撑

整个的研究数据，这对修复方案的选择带来很大的

困难，随着施工经验和理论研究的快速增长，修复

工艺必将日益成熟，也将会为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管

理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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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Detection and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for Sewers in
Guangzhou

Zhao Jurao Zhou Lv An Guanfeng Duan Muzi Liu Tianjun Zhang Hongbin Li Simin

Abstract: In order to pick the appropriate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for sewers in Guangzhou, a scope of 100

km2 in the old town was primary detected by Quick View (QV), Closed-Circuit Television (CCTV) and Sonar. The

survey shows that the phenomenon of crack, dislocation, roadbed subsidence, blocked pipes are quite serious in the

pipes. And the minor diameter pipes’damage situation is less optimistic, particularly 300mm diameter.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s of the rehabilitation technology, the repair cost and the difficulty of construction are discussed.

CIPP ,proper for a variety of defect types and U-fold, relatively simpl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construction , are

suitable for the sewers in Guangzhou repair work, and can produce higher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Keywords: CIPP, U-fold, Detection, Sewer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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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哈西首都圈 36英尺 Hobas 主管道爆裂的修复

B. W. LaMay R.E. Hutchinson V. H. Herrera 王 虎 译

摘 要：2008 年 8 月，继 Tropical Storm Fay 之后，城市圈一段 36 英尺主管道又发生了三处破裂。这段主

管道使用的是 Hobas 管，位于城市圈巷道下面。巷道属于佛罗里达州的运输部（FDOT），是塔拉哈西最繁忙

的路段。管道破裂采用非开挖修复以加快施工进度，减少对巷道的干扰，并最大限度修复管道。由于 Hobas 管

以前没有破裂过，为了减小对 FDOT 的干扰，先采用一个试点对管道破裂修复可行性进行了验证。结果在

90 分钟内完成了 280 英尺，平均每分钟 3 英尺，施工过程没有造成干扰。从试点获得的经验在剩余管道设计

和维修过程中得到了应用。

关键词：Hobas 管、修复、推广应用

1 背景介绍

距托马斯 P·史密斯污水处理厂（TPSWWTF）

约 18 英里的首都圈主管道是塔拉哈西市的污水收

集和传输系统的关键部分。这段长 2 英里，直径 36

英尺的主管道位于 Capital Circle Roadway 和 Old

Weems Road 之间的环城巷道下面。Capital Circle

Roadway 巷道属于佛罗里达州的运输部（FDOT），是

塔拉哈西最繁忙的路段之一。这段两英里的环城主

管道建设于 1985 年，采用的是 Hobas 管。管道通过

四个泵站每天向上游泵送污水平均每分钟 5900 加

仑。2008 年 8 月，热带风暴费伊袭击了塔拉哈西，超

过 14 英尺的降雨汇聚到泵站并被被泵入首都圈主

管道。这场百年一遇的暴雨极大的增加了首都圈主

管道的流量，致使两英里管道发生了三处破裂。图 1

所示为两英里首都圈主管道设计图及其剖面图，图

上标示了三处破裂的位置。根据限流理论和压力数

据，管道破裂原因还无法确定。人们怀疑，除了巷道

和交通荷载外，水泵故障引起的瞬态荷载（浪涌压、

水锤或局部真空）或由于流量激增导致的压力增加

引起的发电机不稳定都是管道破裂的诱因。虽然三

处破裂所在高程不同，但破裂处均位于或接近联轴

器，且发生破裂时各泵站均有一个或多个水泵异常

或故障记录。此外，在一号破裂处的后续维修时，在

主管道上方安装了混凝土盖板，使其与环城巷道扩

建时修建的暴雨排水通道隔离开来。很可能就是这

一负载导致了一号管道破裂。

第三处破裂修复之后，对管道进行了压力试

验，结果显示管道能承受的极限压力约为 25 磅每

平方英尺(psi)。由于再次发生破裂的风险太大，这段

主管道被暂停使用，污水被引往管道四周。2009 年

4 月份塔拉哈西市与 MWH 签订合同，要求其提供

管道破裂修复建议并进一步商定了详细修复计划。

2 现有操作参数

管道修复设计考虑了今后主管道的操作参数，

保证管道修复后能够承受今后可能会遇到的流量

和压力。由于原有施工记录无效，Hobas 管的压力等

级暂时还未确定。相比现有管道厚度，压力等级估

算为 90 psi。现有提升泵站的流量和压力有限，其峰

值还未知。取提升站平均日流量 3.0 作为最大流量

和压力值。表一总结了现有修复方法评价中使用的

操作参数。

3 管道破裂维修方法的选择

由于主管道在繁忙的 FDOT 首都圈巷道下面，

评估两条管线需要暂停主管道过长时间，因此，采

用传统露天开挖的方式铺设新管道是不现实的。考

虑到这些约束条件，修复工作计划采用非开挖技术

进行。可供使用的非开挖技术方法有三种：原位固

化(CIPP)、滑模衬砌和爆管。管道修复备选方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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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首都圈主管道设计图及其剖面图

与选择的基本目的是使修复后的主管道能够有尽

量大的承压能力以尽可能减小或消除提升泵站的

压力。

CIPP 首先被排除，因为当前市场上该技术仅能

给大于 12 英尺的管道提供承压能力不大于 50psi

的预应力衬砌。滑模衬砌是个可行的方案，它在

Hobas 管外无明显的变形或倒塌，可以防止衬砌滑

动。但虽然能够选出满足主管道压力要求的受力

管，由于旧管道内径、新管道外径和新管道管壁厚

度存在差异，新滑模衬砌管道横截面积会极大减

小。爆管是唯一能够安装与旧管直径相同或更大的

管道的方法。旧管道爆裂时确实可能对周围环境造

成影响，也可能会震动上方的巷道。一般情况下，旧

管道埋深应该是旧管道外径与安装新管道的膨胀

管的外径差的十倍。对主管道 As-Builts 的检查表

明旧 Hobas 管的平均埋深约为 7 英尺，最浅处为

4.5 英尺，最深处为 13 英尺。可以确定，主管道可以

用同等直径（36 英尺）的管道修复，但若变成 42 英

尺的管道，可以将其对上方巷道和周边设施的影响

减至最小。对爆管技术的市场调查显示，对 Hobas

管进行爆管修复还没有先例。但使用爆管技术更换

球墨铸铁和钢筋混凝土等材料的 36 英寸以上的管

道已经被业内接收。通过与爆关技术单位和设备制

造商多次讨论，可以确定用现有爆管技术修复 36

英寸 Hobas 管是可行的。

由于城市需要维持管道现有流量，最终选定 36

英尺球墨铸铁管系列(DIPS) 聚乙烯管(PE)最为爆管

表 1 现有操作参数

操作参数 数值

公称直径渊内径袁ID冤 36"
外径渊OD冤 38.3"
材料 Hobas (玻璃纤维)
现有 Hobas 管压力等级估计值 90 psi
平均日流量 5袁900 gpm
每日平均流速 2.31 ft/s
最大流量(设峰值为 3.0) 17,700 gpm
最大流速 5.6 ft/s
主管道最低点平均工作压力 56 psi
主管道最低点最大工作压力 72 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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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材料。为了满足系统压力要求，选定尺寸比(DR)为

13.5，额定压力为 128 psi（根据美国自来水厂协会

(AWWA)C906），Id 为 32.3 英尺。水力分析表明，用

32.3 英尺 ID 管替换 36 英尺 ID 管使得不用升级现

有水泵就可以创造提升站的峰值 3.0。由于 PE4710

管比 PE3408 管密度更大，抗压强度更高且裂纹生

长更慢，更适合爆管技术，所以被选定为爆管材料。

4 现场检验

充分理解主管道内部情况以合理设计爆管修

复方法是很重要的。由于要使用钢电缆线或噗通棒

来牵引新管穿过原有管道，所以现有管道内部必须

要清空。爆管不能通过管道配件和阀门，所以在爆

管前先要确定这些配件和阀门的位置并将其移除，

待爆管完成后再重新安装。一般方法是在原有配件

和阀门的地方设置爆管驱动和接收点。改变管道材

质会影响爆头和破裂速度，所以了解所有管道材质

变化很重要。2009 年 5 月末，现场开始使用闭路电

视摄影机、三维激光传感器和声纳等多种检测手段

来检测将要修复的主管道变形、缺陷以及阀门、配

件和管道材质变化的位置。状态评估的结果表明:尽

管一些连接缝分离被检测了出来，还是有些大的变

形和缺陷存在。在检测的这段管道上发现了十几处

断裂和缝隙，确定了两个空气释放阀、四个旋塞阀、

一个 11.25 度垂直弯曲两个 22.5 度水平弯曲和三

处球墨铸铁部件的位置。

5 地下效用调查

内部状态评估的同时，对地下效应也进行了调

查，以核实周边公用设施的位置，确保这些设施被

充分隔离，防止爆管时这些设施被破坏。现有的公

共设施和主管道周围满是沟槽，以验证它们之间

水平和垂向的隔离。三个 44 英尺钢护筒的位置

也用沟槽进行了验证。另外，现场的土层也被确

定为粘土质和淤泥质粉细砂。地下水水位低于主

管道位置。

6 爆管试验

由于没有对 Hobas 管进行爆管的经验，先对

Hobas 管爆管可行性进行了试验验证。试验主要要

达到四个目标：

（1） 确定使用爆管技术用 36 英尺 DR13.5

PE4710 管取代原有的 Hobas 管的可行性。

（2）满足 FDOT 的要求，使爆管技术通过 FDOT

认可。

（3）因为爆管施工涉及到土层、回填材料、原

管道深度、交通管理、工作时间以及减少和补救可

能的地面隆起和对周边设施的影响等多方面因

素，需要设立施工检测部门，以确定最佳爆管速度

和长度。

（4）提供调整工作方法和技术的意见，以提高

效率和降低成本。

7 试验设计

试验选取 Hobas 管南端直线长度 280 英尺的

一段管道进行了爆管试验。选取这一段是因为它可

以代表剩余部分更换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典型情况：

覆盖物最少，因此若此段没有发生隆起，则说明剩

下部分很可能不会再发生隆起；典型的 36 英尺管

道爆管长度为 200-400 英尺，所以选取 280 英尺作

为试验长度。

图 2 所示为爆管试验位置。试验管道末端设计

连接到一段新埋藏在地下的 36 英寸的球墨铸铁

管。这段管道的安装可以避免首都圈巷道和阿巴拉

奇景观道路繁忙的十字路口的维修工作。现有的 36

英寸 Hobas 管下游充满了流动性填充物和遗弃物。

该试验设计规定，承包或可以利用气动或静态管爆

管。气动爆管使用气动撞击锤以恒定的力和可变的

速度牵引替管穿过原有管道。大部分工程都采用气

动爆管。静态爆管采用液压动力单元，使用拉棒牵

引爆头和替管穿过原有管道。

8 试点建设

试验合同签给了当地一家承包商———所罗门

施工队，爆管承包商为波兰设施建设公司（PUCC）。

PUCC 选择气动爆管进行试验。爆管设备由 TT 技术

提供。选择气动爆管是因为加利福尼亚曾有过用气

动爆管修复过类似 Hobas（Techite 管）管的经验。

试验为期四天，2009 年 8 月 20 日周四晚上开

始，周六爆管，周日测试和复位。爆管设置见表 2。

爆管开始时遇到了一个问题———爆裂在距开

始的地方约 4 英尺的地方就终止了。挖开爆破头可

B. W. LaMay R.E. Hutchinson V. H. Herrera 王虎 译院塔拉哈西首都圈 36英尺Hobas主管道爆裂的修复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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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1 英寸的扩张切割刀刃太小，难以切开

Hobas 套管。在扩张器上 10、12 和 2 点钟方向上焊

接了三个 3 英寸刀片后，问题得到了解决。调整后，

直到试验顺利完成，上方巷道没有受到震荡。爆管

在 90 分钟内完成，平均每分钟 3 英尺。各方对实验

结果都感到满意，决定剩余部分的修复工作也用气

动爆管完成。

9 试验经验教训

试验段管线修复结果可为其它管段的裂管设

计和优化裂管施工提供经验和数据，主要经验教训

如下：

（1）空气动力机与膨胀器可以爆裂 Hobas 管；

（2）切割 Hobas 套要求刀片最小尺寸为 3 英

寸。最少要有 4 个刀片才能切割管道，刀片安装在

12、3、6 和 9 点钟方位；

（3）使用同种型号的空气压缩机，加大空气供

给量，使用较大冲击锤（最低 1，300 立方英尺）；

（4）完成更长的爆管需要更大的膨胀器，建议

使用 45 英寸膨胀器；

（5）提供多个膨润土排污口以保证管道全方位

润滑；

（6）对膨胀器、空气压缩机和润滑进行改进后，

应该可以进行 400 英尺以上的爆管。估计一周可以

完成 3 次爆管；

（7）使用 316SS 航空电缆作示踪线，以确保保

管过程中电缆不被破坏；

图 2 首都圈主管道修复计划和剖面图

表 2 爆管试验设置

爆管施工方法 气动爆管

替管型号
36" DR 13.5 PE4710;32.3" ID, 38.3"
OD

液压热熔对接焊机 McElroy 1648
绞车

20 Ton TT Winch Set at 12 tons for
bursting

空气压缩机 (1) 1600 cfm袁 (1) 950 cfm
扩充器

Rear expander, 42" diameter (4) 1"
cutting blades, modified to 3"

润滑 TT Bentonite pump to supply EZ m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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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使用机械连接器连接 PE 管需要先把连接

器拆开，放入接收坑中。由于拆卸很频繁，建议修复

剩余管道时使用两台连接器，一台用于地面上管道

的连接，另一台拆开预备连接没有接收坑的管道。

备用连接器和闲置的零件应按规定放在工地，以节

省连接管道需要的停机时间；

（9）最里面的两条向西和向东的首都圈旅游专

线巷道需要关闭，以使承包商有足够的空间准备零

部件，运输和连接管道，完成爆管和恢复巷道。

FDOT 批准封闭了最里面 1000 英尺的交通。

10 爆管设计与施工

10.1 设计

结合试验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最终确定了剩余

主管道的修复设计方案。如图 2 所示，修复工作被

分成独立的三个工程，下面具体描述。

工作单元 1A：爆管从试验段北边至工作单元

1B，直线长度 1750 英尺。本段直接交由做过爆管试

验的所罗门施工队和 PUCC 完成。

工作单元 1B：位于 1A 段与 2 段之间，直线长

度 930 英尺的 36 英寸 DIP 管。灌浆并抛弃原来的

36 英寸 Hobas 管，包括旋塞阀和 11.25 度垂直弯

曲。直接掩埋的部分是为了避免移除 11.25 度垂直

弯曲，爆裂这段埋藏在 15-20 英尺深的管道。这段

工程承包给了一个城市电召承包商。

工作单元 2：从工作单元 1B 开始直线长度

5005 英尺，还有连接到原来 36 英寸 DIP 管上的

235 英尺 36 英寸 DIP 管。工程移除原来 44 英寸钢

护筒(87LF，70LF，and 136LF)中的 Hobas 管和修砌

新的 36 英寸 PE4710 管滑模砌衬。这段工程通过竞

标分包给了 Allen’s Excavation 和 PUCC。

驱动 / 接收坑位于原有旋塞阀、空气释放阀处，

钢套管两端，工作单元 DIP 管连接处和每隔

300-400 英尺的地方。承包商需要调整爆管坑的数

量和位置以便能够在尽量长的爆管长度内将坑的

数量减到最少。

一般管道破裂会沿着重力线从一个出入孔到

另一个出入孔，所以没有必要设置连接点，但为了

预防管道受压，还是要设计连接点。在爆破施工过

程中，接收坑收到新的管道，然后该坑发动下一次

爆管。管道两端与其它管道闭合，但管道间不能用

普通水压动力连接器连接，因为管道末端不能移动

并在一起，完不成融合过程。为了完成连接，发明了

一种新的连接方式———用 DIP 盘在 PE 管端上，用

MJ 适配器将其融合起来。详见图 3。

图 3 封闭圈详图

10.2 施工

工作单元 1 施工开始于 2009 年 11 月，随后工

作单元 2 于 2009 年 12 月也开始施工。应 FDOT 要

求，除了圣诞节和新年休息了两个星期外，每周施

工 5 天，每天工作 24 小时。爆管施工都由 PUCC 完

成。工作单元 1 施工设置与先前试验相同，TT

Technologies 制造了新的 45 英寸膨胀器。工作单元

2 结合了试验经验，包括使用新的有多个润滑排出

口的 45 英寸膨胀器；在 12、3、6 和 9 点钟方向安装

了 4 个 3 英寸刀片；使用两个 1300 立方英尺空气

压缩机。表 3 总结了工作单元 2 完成爆管的长度和

表 3 工作单元爆管日程表

爆管长度 爆管时间 平均速度 爆管长度 爆管时间 平均速度

310 75 4.1 484 105 4.6
390 93 4.2 484 90 5.4
484 90 5.4 425 90 4.7
210 50 4.2 387 60 6.5
484 225 2.2 464 110 4.2
484 115 4.2 399 90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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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装置改良后，有 484 英尺的爆管速度超过了

400fpm。平均爆管长度为 417 英尺，平均速度

4.5fpm。平均而言，每周可以完成两次爆管，也就是

说每周可以完成 830 英尺的新管道安装工作。封闭

件相对容易安装，管道连接点很结实。发射 / 接收坑

长 20 英尺，宽 12 英尺，开有 20 英尺长的发射入口

坡道。工作单元施工 2 于两个月内完成，即于 2010

年 2 月初完工。

10.3 工程造价

市里提前购买了 PE4710 管，并将其提供给承

包商安装。爆管成本，包括市里购买管道的花费，每

英尺约为 297 美元。而直接埋藏安装 DIP 的工作单

元 1B 为 335 美元每英尺。

11 结论

首都圈主管道维修工程的成功证明，大直径

Hobas 管可以用爆管的发放替换。相比传统的开挖

维修，爆管方法的有点有：缩短了设计时间，节省了

施工时间，最大限度减小了施工对当地交通和商业

活动的影响，尽可能避免了对原巷道的开挖和回

填，节省了施工成本。此外，爆管技术是唯一可能大

规模替换原有管道的非开挖技术。当选择修复损毁

的 Hobas 管道时，爆管技术可以作为一种可行的和

有利的选择。

译 自 <Pipelines 2010: Climbing New Peaks to Infrastructure

Reliability—Renew, Rehab, and Reinvest>

乌效鸣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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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实施污水收集系统全面修复项目

Richard Dressel William Landin Christopher Michalos 著 王田青 译

摘 要：本文介绍了科罗拉多市政公司对地下污水管网系统进行检测评估情况，包括干线、人井、沉淀

池等，全面介绍了管网的材质情况、评估进度和费用等。

关键词：污水管道、评估、修复、收集

1 简介

污水管道系统是社区投资最大的公共基础设

施之一，就其本身而言，要求以合理的方式管理、运

行和维护以取得最大工作寿命。除了保护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的价值，关键是要减少收集系统的污水溢

出。因为溢出的家庭污水和工业污水可能会给公众

健康和环境造成重大危险。国内各机构在实现该目

标方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近年来，国家监管

执法机构也对污水管道溢出问题给予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

2000 年，科罗拉多市政公司（Colorado Springs

Utilities）开始着手污水管道的评估计划（SSEP），对

选定的污水收集系统基础设施组件进行状态评估。

该计划对卫生下水道收集系统的提升站、口径大于

10 英寸的管道和所有交叉口管道（包括口径小于

10 英寸的管道）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评估。目的是

为分析污水管道收集系统的结构完整性和容量限

制开发一个综合框架，并改善公用设施的预防性维

护计划。该计划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通过对老化的污

水收集系统的修复和升级来保障公众健康。

在计划的进展过程中，通过对系统缺陷的严重

性和缺陷位置的鉴定，决定对计划进行扩展。2002

年，市政公司对该计划进行了扩展并重新命名为污

水管道评估及修复计划（SSERP）；计划将指出需要

立即修复的区域，并按照评估结果安排先后顺序进

行修复。年度预算也优先用于修复最严重的缺陷。

为使修复后的污水管道溢出（SSOs）的可能性降至

最低，对污水管道收集系统的状态和能力的评估结

果将作为实施修复、监测和维护工作的依据。

本文的重点在于回顾 SSERP 取得的成就，突出

对收集系统的检查，修复和评估所做出的努力。

SSERP 为市政公司收集系统监测计划建立了基线，

为收集系统的评估和修复构建了系统而全面的框

架。给出了系统改进的优先顺序，并采用决策支持

系统，该决策支持系统考虑到了缺陷的频率和严重

性、成本和修复的可施工性及各种修复计划。所有

的运行和维护（O&M）任务由市政公司去执行。市政

公司保留了 MWH，为收集系统的修复、更换和维修

长期提供全面而系统的检查、实地调查、闭路转播

（CCTV）、声纳分析、状态评估、设计、项目管理和施

工管理。

2 项目目标

污水管道评估及修复计划（SSERP）有下述几个

主要目标：

（1）为管道及检修井的状态评估制定和实施系

统的计划；

（2）对直径不小于 10 英寸的管道进行状态

评估；

（3）对提升站的状态和能力进行评估；

（4）对主要管道交叉口和次要管道交叉口进行

状态评估；

（5）通过液压模型对直径不小于 10 英寸的

管道进行能力评估，该模型可用于市政公司的未

来规划；

（6）识别需要修复、更换的污水管道收集系统

部件，并确定其优先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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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为修复、更换项目开发设计方案和具体规

划，并提供施工管理服务；

（8）为污水管道检测和维护计划提供审查；

（9）支持市政设施升级管理措施。

3 监督管理

2000 年，美国环保署（EPA）针对污水管道溢出

（SSOs）开始在第八区实施执法行动。2001 年，关于

污水管道溢出（SSOs）问题，市政公司及科罗拉多公

共卫生和环境部门（CDPHE）提出加入（COC）协议，

尽管他们并没有义务这样做。COC 包括一份条例，

市政公司依照该条例安排日程进行设施检查，增补

和维修，并对采集与传送系统进行综合评估。这些

评估和评定工作按照公认的标准实施。

经谈判协商，COC 协议于 2004 年 2 月 3 日生

效，包括以下组成部分：

（1）对收集系统的提升站、拦截器、干线、和收

集器（口径不小于 10 英寸）进行状态评估；

（2）对提升站、拦截器、干线、和收集器进行系

统能力评估；

（3）基于状态评估结果对以上部件进行收集系

统改进；

（4）对污水管道收集系统的运行和维护（O&M）

手册及根控制计划进行评估。

2005 年，COC 增补了一号修正案，包括下列附

加要求：

（1）对交叉口管道进行收集系统状态评估；

（2）基于状态评估结果对交叉口管道进行改进；

（3）对市政设施的恶意破坏、外溢 / 释放反应和

交叉口管道进行评估。

在美国环保署为 SSOs 在第八区开始执法行动

之前，（SSERP）已经开始实施，尽管如此，COC 协议

和一号修正案下实施的大部分活动都在计划的范

围内。SSERP 的实施使用了标准行业惯例和成熟的

技术，以满足 COC 协议。

4 收集系统状态评估

为了对公用设施的污水收集系统进行状态评

估，采取了检修井实地检测，闭路转播和声纳分析

的措施。对所有直径不小于 10 英寸的污水管道内

部条件也进行了评估；对于暴露在外面的所有管道

（包括口径为 8 英寸的管道），在这些管道的交汇

处，管道内部和外部状态都要进行评估。这些评估

为公用设施污水收集系统现状评估提供了统一的

框架。

5 评估资料的使用

状态评估数据的首要作用是了解管道系统适

用性评价的收集系统运行情况。SSERP 的记录为收

集系统改进、运行及维护活动的选择和安排提供了

全面的数据。市政公司通过物理特性检查和状态评

估的优先反应降低了泄漏和 SSOs 的可能性。该方

法为利用有限的资源尽快修复受损管道及更有效

的解决 O&M 问题提供了框架。对污水收集系统部

件进行状态评估是 SSERP 工作的一部分。

6 管线

在每个公用设施下水道使用闭路转播或声纳

分析对所有的截管、干线、收集器和管道交叉口进

行检查。内部闭路转播依照全国下水道服务公司协

会（NASSCO）管道评估和核证计划（PACP）实施，该

计划在下文 PACP 评估一节中会给出定义。声纳分

析用于流速高而难以进行状态评估的管道。通常，

口径不大于 8 英寸的污水管道被定义为局部收集

管道，不包含在 SSERP 范围内。

对于口径小于 10 英寸的局部收集管道，只对

其主要交叉口和次要的交叉口进行评估。2005 年，

市政公司依照局部收集器修复计划，建立了一个类

似的口径不大于 8 英寸的污水管道修复计划，该计

划未被列入 COC 协议。

7 检修井

虽然对检修井的状态评估不在 COC 协议内，但

是对检修井的外观检查和所有管道的现状评估包

括在 SSERP 内。这点特别重要，因为这样当临近的

管道修复时，可以对检修井的修复和更换进行预测。

8 管道交叉口

对管道交叉口的检查包括管道内部和外部的

检查。内部检查主要通过闭路转播实现，外部检查

包括对管道外部条件的实地调查和物理特性检查，

如果是暴露在外面的管道，还要对管道周围条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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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查。

9 提升站

SSERP 对公用设施的 15 个提升站的状态和污

水泵能力进行了评估。对提升站的评估依照使用时

间 10 年以上，十年以下五年以上，和五年以下的顺

序进行。对每个提升站的状态评估主要包括以下几

个部分：

（1）出水井和排水井的通道；

（2）出水井和排水井的结构状态；

（3）机械部件（泵、管道和阀门）的情况；

（4）供电设备和配电系统；

（5）仪表装置和控制元件。

10 能力评估

SSERP 对公用设施污水管道收集系统的拦截

器、干线及主要提升站等进行了收集系统能力评

估。评估包括动态液压模型的开发和校准，估算主

要管道和提升站的最大流量，鉴定当前和将来的容

量不足，并通过设备改造在 2025 年之前解决容量

不足问题。

11 沉淀池优先顺序

对公用设施收集系统沉淀池评估的优先顺序

基于以下考虑：现有和预期发展状况、系统状况的

记录、系统的寿命、构件材料、维修史、可用流量监

测数据及专业判断。

12 物理特性检查

首选的检查方法是闭路转播法，因为该方法可

以清楚的观测管道内部条件并对每个缺陷进行评

估。但是闭路转播只能在低流量（对于口径不小于

24 英寸的管道，充满率低于 25%）条件下进行。很多

情况下，只能在夜晚流量低的时候用该方法对管道

进行检查。当流量太高而无法进行闭路转播时，就

要用到声纳检测。声纳检测利用管道表面反射的声

纳波绘制管道剖面图。根据这个剖面图，可以检测

到诸如孔洞，断裂，碎屑堆积等缺陷。根据 PACP 标

准对观测结果和缺陷进行编码，以确保与其他检查

数据兼容。声纳检测用于不能采用传统闭路转播的

少数管道。

13 PACP 评估

PACP 方法为闭路转播检查的能见度，观察结

果编码和缺陷编码，照相机拍摄速度和布局，照明

和颜色建立了标准。

NASSCO PACP 是一种条件评估方法，包括对

管道状态进行排序的可视化标准。该排序将进一步

恶化或故障（管道不能达到设计传输能力）的可能

性在 1———5 之间评级。NASSCO 将缺陷分为两类。；

结构性缺陷是指已损坏管道处的各类缺陷；O&M 缺

陷是指在污水管道内的各种异物，可能妨碍运输系

统的运行。

为了优先处理和安排纠正反应，使用管道评级

和响应安排代码系统作为对管道评级的有效手段。

根据表 1 中 PACP 的定义，对每个管道评出 1———5

之间的等级。另外，开发响应安排代码系统也为每

个管道确定目标修复，维修或复验时间。结构性缺

陷和 O&M 缺陷的等级定义在表 1 中给出。

表 1 PACP管道状态等级定义

对管道退化或失效的预测略带主观。等级和响

应代码的定义取决于缺陷的数量及缺陷的严重性，

管材，深度，土壤和地表条件。随着 SSERP 的实施，

该系统逐渐发展完善。表 2 对系统反应安排代码及

其如何应用于结构性缺陷和 O&M 缺陷给出了更详

细的定义。

条件

等级
定义

1 非常好院小缺陷渊未来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不大冤
2 好院缺陷尚未恶化渊20 年内出现故障的可能性不大冤
3 中等院中等缺陷并将继续恶化渊管道在 10--20年内失效冤
4 较差院不久将发展成为 5 级缺陷的严重缺陷渊管道可能

在 5-10 年内失效冤
5 亟需关注院需要即时注意的缺陷渊管道已经失效或 5 年

内即将失效冤

表 2 关于结构性缺陷和O&M缺陷的响应安排代码

响应代码 安排

A 需要立即关注

B 需要在 90-180 天内修理或维护

C 需要在 1-2 年内完成修理或维护

D 在 3-5 年内复验

E 在 15 年内对最初的检查进行复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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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检查和状态评估结果

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已经对 4000 多个管

道进行了检查，这些管道口径在 10—66 英寸不等，

总长度超过 1025000 英尺，约 194 英里。状态评估

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并收录在市政公司的技术备

忘录（TM）。每一种 TMs 都记录了检查方法（上述），

状态评估结果，推荐措施，可能的施工成本意见，图

1 为 2000 年—2008 年检查进展结果分布图。

图 1 每年检查的收集系统管道的长度

图 2 为对不同类型管道材料的检查结果。

图 2 检查管道材料的分布类型

由于 CMPS 管和 UCON 管的管道结构特性较

差，市政公司确定不管这两种管道物理特性检查的

表面状态如何，都要对其进行修复或更换。图 3 为

对不同的管道材料类型划分的结构等级。

15 修复

根据 SSERP，制定了关于污水管道和检修井修

复，污水管道更换，管道交叉口更换，及巩固工程的

标准投标文件，修复工程将根据任务分配给承包

商。承包商要按照技术规范和投标文件完成这些工

作，并使用标准的单位定价。在有些情况下，要为特

殊的任务准备设计方案，比如对重要的交叉口管道

的更换。该方案包括设计，招投标过程中的协助，建

设订单管理任务，施工期间的工程服务，驻地项目

代表（RPR）检测服务，以及协助建设任务结束活动。

16 方法

在物理特性检查和状态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对

收集系统改善任务次序进行安排并分发给承担系

统修复任务的承包商。项目建设工作包括管道更

换，就地修复管道（CIPP）衬里，选择 CIPP（CIPPe），

点修理，交叉口管道更换，岸坡加固，等级结构控

制。CIPPe 是在相邻的可能不需要立即关注的管道

上完成的，但是也包含在修复任务内，因为有了旁

路泵设置，才能有效的完成任务。该项工作还包括

检修井修理，内衬更换。

承包商需要对所有的修复，更换和管道交叉口

工程进行规划，协调，并在完工日期或 COC 要求的

日期之前完成这项工作。市政公司对所有的工作进

行了公示。承包商需要获得所有必要的许可证，执

行交通控制，设置旁路泵系统，完成工作任务中每

项修复工作。计划包括施工管理服务，提交审查，检

查，定期的施工进展会议，审查承包商支付应用，修

改任务要求，图纸记录，审查合同和工作任务收尾

文件。该计划还提供当地允许的援助（例如，铁路许

可证）和协调。

所有的管道修复和更换工作完成之后，承包商

要提供一套竣工的闭路转播视频以备审查。管道的

保修期为两年（自验收日起）。保修通知给出了未达

到合同要求的质量保证标准的管道。开发商要修复

每个缺陷并延长保修期。承包商要提交给市政公司

一份最终的每个管道的闭路转播视频，作为将来检

查的参考。

图 3 对不同材料类型划分管道结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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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修复结果

下面的表格和图表是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对根据 SSERP 实施的管道修复活动的总结。

图4 每年完成修复的类型总结

18 减少 SSO’s

从图 5可以看出，自 SSERP 实施以来，SSO’s 明

显减少。

图5 SSO爷s季度总结

19 计划费用

图 6 给出了 2000 年 -2008 年的计划费用。状

态评估费用包括与管道检查相关的闭路转播和物

理特性检查的所有费用。工程费用包括所有与条件

评估，规划，施工合同文件制定，QA/QC，施工管理服

务有关的费用。数据管理费用包括为更有效的管理

资产而开发的数据管理系统费用。市政公司内部劳

务费包括所有分配给该项目计划管理的市政公司

内部员工的费用。市政公司的杂项费用一般包括与

该计划有关的，不在施工或劳动范畴内的费用。市

政公司 G&A 费用包括所有市政公司内部所有与计

划有关的会计，行政，及法律费用。修复成本包括所

有对管道，检修井和交叉口管道进行维修，更换，和

点修复费用。

图 6 每年项目总成本

20 总结

文章对市政公司 SSERP 及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已经完成的工作进行了概述。COC 协议持续

至 2012 年。此处提供的数据是一份 2008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的工作汇编，该工作汇编及时建立了对

公用设施污水收集系统的检验、状态评估、修复、更

换、及维护活动的持续动态过程的初步记录。此项

工作仅限于口径不小于 10 英寸的收集系统部件，

但包含了提升站及主要交叉口和次要交叉口管道

中口径小于 10 英寸的管道。SSERP 为污水收集系

统的现状奠定了基线，并为系统的修复，维护和能

力需要提供强大的管理工具。

译自 <Pipelines 2010: Climbing New Peaks to Infrastructure

Reliability—Renew, Rehab, and Reinvest>

朱文鉴 校

* 各点维修没有记录长度作为计划的一部分

表 3 管道修复总结

活动 管道数量 占所有管道百分比 管道长度 占所有管道总长度百分比

检查 源园园员 员园圆缘源源圆
悦陨孕孕 员园苑怨 圆苑豫 圆怨缘愿圆猿 圆怨豫
悦陨孕孕藻 远园 员豫 员猿苑愿员 员豫
点修复 源源 员豫

管道更换 猿猿 员豫 愿圆苑猿 员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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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拉多奥若拉市主干雨水管道的评估检查和修复

Joe Kleiner Craig Jacobson 著 唐佳芝 译

摘 要：2007 年，图标工程公司和奥若拉水公司展开一项项目，来调查评估科罗拉多奥若拉市的排水系

统中的大直径 CMP(金属波纹管)。项目最初阶段着重于比较现有的承压容量和城市集水区可能的排量，以及

评估管道的结构完整性。随后阶段，包括换衬系统的设计和建造。为了完成项目任务和目标，利用各种方法，

包括动态 SWMM 分析、自动和人工管道检查、金属波纹管系统中换衬的设计。

城市中心排水系统于 1974 年建造，尺寸从 84 英寸到 120 英寸，总长接近 4350 英尺。此管道系统是为奥

若拉城一片极其重要地区的排水所服务的,该地区包括奥若拉城中心和奥若拉市政中心。由于该地区的高度

不透水性，排水系统上游领域的排量有可能超过系统的排水能力。因此,结合复杂的层流劈裂和滞留特点，就

根据环保局 SWMM5 项目来制定动力雨水管道模型。排水管道系统主要完成检测、取样、测试三个阶段，这

三个阶段将在后面的文章中详细讨论。奥若拉水公司希望将现有的 3060 英尺长的管线换衬为 120 英寸的

CMP。正如所预料的，在最后的设计阶段遇到许多障碍，关于重要地区管道的插入和表面入口受到限制。换

衬项目的建造将于 2009 年 12 月开始。

总之，论文最后将根据最初的检查和所确定的现有的情况（大量腐蚀）来铺设 CMP 管，并于 2009 至

2010 年冬天进行换衬的建造。

关键词：雨水管道、评估检测、修复

1 背景

2007 年夏天，在奥若拉城一年一度的雨水管道

检修期间，发现一个直径为 3m 的金属波纹管出现

了腐蚀。这条管道是著名的城市中心排水管道中的

一部分，于 1974 年建造，是该城市高发达地区的主

干线，地区包括奥若拉城市政中心和奥若拉商业

街。此系统若失败将造成巨大损失，因为系统的主

要管线位于包含一部分平行且重要的滞水设施和

穿过一个沟道系统的城市街道下方。

奥若拉城雇佣了一个工程咨询公司来分析管

道系统中腐蚀情况，并提出缓解腐蚀的建设性意

见。评估包括排水管道的检测、测定、取样。首先，

一个自动化的工作平台被使用，数字光导纤维

CCTV(闭路电视)记录仪，可对内部管道形状、直径、

形变、偏斜进行精密测量和可进行气体测定的激光

扫描仪。

测试阶段总结出现有管道系统存在不同程度

的老化。在管道内部混凝土与有较多水积的 CMP

之间的界面处，其腐蚀十分严重和明显。工程咨询

公司将提供出即时的和永久的可行性防护措施。

当计划研究完成，奥若拉城希望可以对城市中

心排水系统 932m（3060ft）的管道提出一个长期的

解决方案。在城市排水区域和洪水控制区域处雨水

权威机构的帮助下，奥若拉城集中力量去完成项目

的最后设计。设计的部分要求是最小化的影响周围

的环境，明挖的方法和附近有城市公园的都不在选

择范围之内。设计的最后阶段，将选用 2.5 米的光滑

内衬管。和原来的 3.0mCMP 管相比，2.6 米之间的

内衬管所减少的 n 值可增加其雨水的搬运能力。设

计过程中包括 3 个不同城市职员和部门中的工作

点设计工作区在现有的排水管与内衬管的基础上

的标记点。此外，也进行标记人工挖孔的位置来维

持未来的排水系统。

城市中心排水项目于 2009 年后半年开始宣传

竞标，2010 年 1 月开始实施。实施时，指挥者决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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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一个被低强度水泥浆抱起的高密度 PE 管，建设

于 2010 年 7 月完工。

2 现有的水文条件

城市中心排水系统在奥若拉城市中心区域围

绕的面积超过 2.8 平方公里，包括奥若拉步行街和

奥若拉市政中心。此排水系统区域目前接近全面发

展，几乎没有不发达区域，此区域是高度密集的，包

括几个大的零售商、交易商、公共机构，穿插一小部

分家庭住房或单个家庭经营。

此系统大多数通过一系列的积水口和雨水管

道收集系统，城市中心排水系统位于下游尽头，并

且分支到 WTGC，径流超过集水口和管道系统的容

量时，一般表示，水漫过地面沿不透水路径快速移

动。比如道路停车等。该区地域的水文特征有助于

大径流承压达到最大，并且输水能力可能超过排水

系统容量。

滞洪设备就是著名的城市中心滞留池，相邻于

奥若拉市政中心，这一可容纳多达 85603 立方米的

暴雨水，它与城市中心排水系统相联系。当有重大

暴风雨时，滞留池既可以从池中排出水，也可以当

排水管道容量有限时，雨水流回检测池。检测池的

下游处也有相同的水文条件，雨水既可以进入排水

管道，也可以当水压过大时，从管道中流入检测池。

这个项目，环保局利用雨水管理模式（SWMM）

第五版并结合科罗拉多城市水文办法（2005 年）来

进行水文分析，并利用 SWMM 中的运动态模型来

分析城市中心排水系统、检测池、入口收集系统之

间的相互作用。此项目是按照百年的寿命来建造设

计的，并作为分析和后续项目设计的基础。

计算表明城市中心滞水库和排水系统的上游

领域可容纳百年中最多雨水 54.3cms (立方米每秒)

中的 23.3cms，这些排量中超过 20.4cms 被上游领域

收集和分配系统所收集和搬运。余下的 30.6cms 被

陆地上的滞水库所运送，滞水库下游现有的排水容

量范围从下游段的 26.5cms 至 WTGC 汇流处的

33.8cms,百年内将不会出现地表溢流的现象。然而

正如上面所讨论的在滞水库和 WTGC 之间的表面

入口处会出现超载，在滞水库和下游入口将出现反

向流动和超载。

由水文分析可知，如果没有入口处的超载部

分，现有的 3 米金属波纹管排水系统并不能满足百

年的要求，分析也表明水文条件的复杂性，包括反

向流动和超载现象。将来若要对设计进行更改则需

考虑这些复杂条件。如图 1 和 2 表明的是在项目所

涉及的范围内，反向流动和超载的情况。

图 1 城市中心排水池水位流量图

埃文斯坦路和凡普勒路的汇流点 J62 (安全系数为 61)

埃克哈特和埃文斯坦路南部的入口处

图 2 城市中心滞留池下游的超载水文流量图

3 现有排水管道系统的检查、取样和
测定

现有排水管道系统中，分三个阶段完成检查、

取样和测定，第一阶段为一机械工作平台（图 3），由

工程咨询公司的第一分包商完成，机械工作台主要

提供数字光纤闭路电视记录仪，精密气体测量的激

光扫描仪（如图 4 所示）。CCTV（闭路电视）记录仪

Joe Kleiner Craig Jacobson著 唐佳芝 译院科罗拉多奥若拉市主干雨水管道的评估检查和修复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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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完整管道系统的高分辨率录像，为检修孔的位

置、排水的连接、损伤管道区域和完整性问题提供

测量依据，也可鉴定出沿管道长度上的管道材料的

隆起和凹陷。最后气体测量也可鉴定出管道系统中

硫化氢的多少。

现有排水管道系统内部连续地收集数字 CATV

数据，这些数据可显示存在的缺陷，像变形、裂纹，

以及变质。例如在 CMP 与混凝土铺砌的底部之间

的界面经常出现生锈，沿管道长度方向激光扫描仪

持续测定，且它转动 180 度形成半球形，有 10mm

的分辨率。它显示出不同类型的信息，包括综合腐

蚀和压力图表。压力图表是在钟点方向 9 点至 3 点

之间以综合视角显示数据，分别在钟点 9 点、10 点

半、12 点、1 点半、3 点。图表用颜色来表示材料的隆

起和凹陷，材料凹陷可反映腐蚀面积，用黄和红色

来表示，且红色表示早期的凹陷，反映出来的腐蚀

并不一定是管道腐蚀，也可能表示该处管径超过设

计管径。隆起度用蓝色刻度表示，蓝色越深，管中隆

起程度越大，绿色刻度表示管道尺寸几乎没有变

化。图 5 表示典型的激光扫描报告。

激光扫描也可提供其他重要的信息，包括横截

面的测量精密度。由于管材为 CMP，扫描中实质会

出现凸缘，所测出的是凸缘最高点和最低点的平均

值。因此，理论上讲，一个 3 米直径的管道有

736.2mm 的凸缘，测出水平与竖直方向的结果为

3.1 米。根据水平和竖直直径可确定初椭圆度和偏

心距。椭圆度计算方式为 1-（Dmin/Dmax）,用百分数

来表示。对于 CMP 管道系统，决定是否该处有问题

的基本是是否管道回填土支撑，是否一些程度的偏

差在误差允许范围内，是否土壤结构相互作用力存

在。即便给定了尺寸，椭圆度达到 10％或更多的变

形则要标记，若变形更大，则不需要再考虑其对结

构完整性的影响了。

偏心距是判断其偏离圆的程度，由水平和竖直

直径计算出来。偏心距为 0 表示竖直直径相等，此

管即为一完美的圆。当检查激光横截面时，必须考

虑竖直方向的混凝土倒拱。在目测观察和单个激光

扫描的基础上，对比的实际基准线可能是接近

76.2mm，少于实际的直径。例如，3 米的 CMP 若为完

美的圆，其竖直直径应为 2.97m。CCTV 录像展示主

要缺陷和变形，激光扫描仪可提供管内直径的精确

测量。根据测量可知道水平竖直直径，计算椭圆度，

得出实物扫描图，并找出有问题的区域。一般而言，

椭圆度和偏心距没有太大问题。而在扫描图中发现

扁率和变形，很可能是由于最初和随后阶段建造时

造成的破坏。

关于气体测定，整个排水系统中未发现硫化氢

气体。

测试的第二阶段是由各领域工作人员用各种

不同的非破坏方式来进行间接测定，此测试阶段由

工程咨询公司第二分包商完成，它就像检查阶段一

样，更注重于对生锈和老化区域的一个更全面的综

合评价。非破坏的测试包括目视检查、刮痕、硬度探

查和超声波测厚，目测主要鉴别典型的生锈和缺陷

图 3 响应器 R河口到主溪流的机械工作平台

图 4 响应器 R机械工作平台的有线电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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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用带线的刷子将这些区域清洗干净并防止其

进一步扩展。硬度测定主要检查被腐蚀地区的结果

和金相上的完整性。超声波测定老化区域的 CMP

厚度。未生锈的区域用来控制测量。

如图 6 和图 7 所示，管线的目测检查表明了生

锈区域进展的不同阶段。在最初的阶段，包括包覆

材料的褪色和亏损，并伴随少许的表层材料的亏损

或是结构的减弱。生锈的最高级阶段是以金属波纹

管材料的老化和有效地减弱结构的潜能为特征的。

问题区域包括由混凝管道内部的上端与金属波纹

管的界面形成的边缘。很明显，这种腐蚀是因为长

期暴露在混凝管道上方的水中引起的。据记载，4 种

活性的流动的 0.1m（4 英寸）的聚氯乙烯排水管通

过混凝管道内部上端的金属波纹管延伸。和它一

起，地面水在薄弱区域活跃的渗透也被记载。在腐

蚀区域上方，管线表面看起来良好的区域有

3.454mm 的超声控制测量被记载。在较小的生锈区

域，3.277mm 和 2.718mm(0.129 和 0.057 英寸)的超

声厚度测量被记载。按检查员的观点，这些区域并

没有构成明显的损坏。在严重腐蚀的位置，由于

CMP 中主要的片状剥落和孔洞影响，超声探测是不

实际的。这些区域的探测电极在金属波纹管线材料

中渗透。在测试前清洁这些区域导致原始金属波纹

管线材料的破裂。超声厚度测试表明腐蚀区域既不

是完整的或接近原始厚度，也不是太薄而不至于不

被测试的状况。

总之，无损探测的结果是依赖于目测检查和评

估上的。腐蚀的程度是从褪色和电镀层的脱落到金

属波纹管的原始材料的完全脱落都有的。测试表

明，金属波纹管线主要材料的损失不是腐蚀区域的

必要组成部分，而是局限于孤立的区域。最糟糕的

区域表明地下水渗透原因是因为管线材料的大量

损失，以及暴露在外面地下水台阶中。

图 6 CMP中的 PVC渗透曰少许材料剩下并变薄的 CMP
管曰箭头所示为水冲刷过的 CMP

图 7 包裹材料少导致管道亏损的生锈区域

测试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包括移动和检查金属

波纹管线材料的小的样品，从而努力确定在混凝水

泥管线内部下方的金属波纹管线材料的状况。取样

将在 2008 年 1 月 31 日和 2008 年 2 月 1 日执行。

三个样品将在内部管线周边的位置来取。测试样

品如图 8 和图 9 所呈现。这些测验样品显示良好

的状况，或是少许甚至没有内部或外部生锈或老化

的标志，这就更加确认了 CMP 暴露与空气和水中

的效果。样品的情况同时也演示了外部管线包裹层

的效果。

总之，管线检查和测试的这三个阶段完全地评

估了城市中心排水系统的内部状况。褪色，老化和

生锈的区域在管线系统也完成鉴定。老化和生锈大图 5 响应器 R机械工作平台的激光扫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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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被定位在边缘区域，即混凝管线内部上方和金

属波纹管线的分界面。很明显，生锈是由于长期暴

露在水中和空气中引起的。生锈表明了进展的不同

的阶段，即工程到达了最糟糕的腐蚀区域，表现出

金属波纹管线原始材料的几近完全风化。在这项研

究的表格中，问题区域是孤立的，并不在管线上连

续延伸。在研究的期间，管线结构的完整性并不被

认为很重要，然而，老化将会继续并且不断加剧。最

后，将沿着混凝土与 CMP 的分界面上完全的老化

并最终导致结构的破坏。

4 从设计和建造两方面的缓蚀措施

根据管道测试阶段, 来调查系统短期和长期的

容量和完整性问题。一般而言，长期的措施除了入

口处有挖孔或少量插入开挖的非开挖方法外，也考

虑系统的开挖和用新材料替换的方法。另外，昂贵

的维修和监测也可缓解老化和延长现有管道的预

期使用寿命，要判定建造和安装的可用性，及必须

从数量和建造的经费预算两方面考虑。

对于短期的解决方案，给出的推荐方案是修复

CMP 排水系统中的隆起变形和沿管道生锈和腐蚀

的区域延长铺砌的混凝土。具体来说，扩展铺设范

围可封面 CMP 的腐蚀范围和恢复有积水处的混凝

土边缘形状。短期的建议也包括安装监控系统和时

刻表来侦察和记录其进一步的腐蚀。

长期的解决方案是对 2.6 米内管的 3.0 米 CMP

管进行垫衬。尽管它将形成一个更小的直接，但系

统的水文容量 n 值从 0.024 下降到 0.012,。虽然 n

值减少了，但小直径管却够用，使用一个较大的管

径和减少环状浆材的使用比使用小管径管道更有

效。通过选择，一种 2 号渗铝钢作为垫衬材料在价

值上比其他材料更好。

正如第一阶段所讨论的，奥若拉式希望找到长

期的解决方案。垫衬系统最后的设计与 2009 年完

成，方法是安装长为 932 米直径为 2.6 米的 2 号渗

铝钢来垫衬现有系统。垫衬系统的实施将得到奥若

拉城城市排水和洪水控制中心的共同担保。

城市中心换衬项目的实施与 2010 年 1 月开

始，持续到 2010 年 7 月。最终设计时，并没有选用 2

号渗铝钢，组织者最终选择安装直径为 2.6 米的

HDPE（高密度聚乙烯）管。在安装过程中，HDPE 管

接头用现场焊接的方法使水接头更紧密。相类似

地，定制的配合横向连接用 HDPE 现场装配。HDPE

管的 n 值为 0.01，低于最初的设计值 0.012。因此，

需增加垫衬系统 70cfsd 的水文容量。HDPE 管墙厚

度接近 127mm,比设计管径薄，这有助于减少填充

于衬管和主管之间的环状空间的注浆材料。

译自 <Pipelines 2010: Climbing New Peaks to Infrastructure

Reliability—Renew, Rehab, and Reinvest>

乌效鸣 校

图 8 CMP的内表面

图 9 CMP的外表面沥青覆盖以做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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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水管闭路电视检查技术的研究进展

Brian youngpyo Jo Kevin Laven Benjamin Jacob 著 贺建群 译

摘 要：作为重力污水管道状态评估的标准技术，闭路电视已经有了成功的和被认可的悠久历史。传统

的闭路电视技术要求有可用的通过检查孔的途径，而且之后不能有过多操作；这使得它难以适用于给水干

线。在过去的五年中，使用管内闭路电视对给水管道进行检查已经变得可行：在给水管道继续使用的同时，这

些检查依然可以进行。

本文详细介绍了过去 5 年内此项技术新的研究进展和应用。它阐述了一种使传感器通过在用水管的机

械装置，以及视频技术在更长使用时间和更高分辨率上的研究进展。作为对这种系统的使用说明，文中也介

绍了这种技术的几种典型应用。

关键词：状态评估水管、给水管道、绳栓检查系统、可视检测

1 在线管道的检查工具

人工目视检查一直是对工程状态进行评估的

主要方法。虽然传感器在某些方面检测的非常准

确，目视检查仍然具有其优点。其他方法无法超越

使用视觉检查能够发现的范围广泛的问题。比如重

力下水管道，使用闭路电视检查的轻便以及它能够

检测到的绝多数问题，使得视觉评估成为状态评估

的标准。虽然带压水管的失效模式正趋向于变得更

少，并且往往难以视觉辨认，任然有许多管道问题

很容易被视觉检查发现。事实上，大多数水管线很

难采取停止供水服务的检查方式，这意味着一种能

够在给水管道不停止供水的情况下进行检查的工

具能够在实际应用中提供许多种有效评估的解决

方案。在一些给水管道中，流量的减少在某种程度

上取决于渗漏或堵塞的程度。泄漏和气穴已经可以

使用管内声学对泄漏的位置进行有效地评估，但堵

塞却是另一回事。如果没有有效地指出他们的位置

并进行修补，部分关闭的阀（在已知或未知的地

点）、管道残留的碎片和其他限制流量的情况，几年

内就会出现在管道里。使用闭路电视识别和定位这

种被堵塞的部分，从而为现场修理提供支持。

流量限制不仅存在队列中某一个点，也可能在

通过很长一段管道的过程中被逐渐增强。腐蚀瘤，

或沿管道周围逐渐增强的流量限制，可以有许多形

式，既可以是局部存在也可以是沿管道全长都存

在。粗糙或锯齿状的结核瘤，例如是由产品腐蚀引

起的，却可以有一个与管道直径减小不成比例的流

量减少。同样，淤泥，泥沙，或碎屑在管道底部沿线

的堆积会限制管道的可用直径。在上面介绍的这些

区域，集结在原始水源线的贻贝生物，没什么特殊

的斑马贻贝，正在逐步降低管道的输送能力。在线

视觉检查可以同时评估和定位任何类型的沿管道

逐渐增强的流量限制问题。

管道内壁的可视化提供了一个评估管道多方

面状况的途径。腐蚀是金属管道失败原因的重要组

成部分，管壁的点腐蚀和均匀腐蚀都可见。金属管

道经常使用混凝土或砂浆内衬防止腐蚀，这样的

水管都受到磨损，并逐步地从局部管壁开始分层，

两者都可以直观地进行视觉评估。金属与混凝土

管道，磨损和损坏管壁也可视觉评估。更值得一提

的是在复杂条件和装置情况下也可评估套管连接

的管道。

随着管壁的规范化，线路阀也可以通过可视检

查。线阀门一般是出现破裂或腐蚀，这种损伤可以

比较容易进行评估因为它们可看见。由于机械阀门

本身存在的问题，或是管道内杂物造成的，可能会

阻止阀门完全关闭和提供一个良好的密封线阀。有

时效用记录可能不清楚一条线是否存在阀门以及

它的位置，特别是阀室由第三方工作占用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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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定位管道内表面阀的位置，精确跟踪管道表

面，可以使得此类记录的阀门被精确定位，为修复

它们提供支持。

至于水管的条件专业评估工具的成熟，对内部

检查工具来说一种明显的趋势是，不需要管线采取

停止服务的方式。对于自由浮动的工具，检查潜在

的障碍或意外的侧面损伤具有明确的价值。由于整

个这些工具是为了避免采取停止服务管道的工作

方式，这样的预先筛选成为必要的提供服务的视频

检测工具。

在世界上的好多地方，非法或未知水龙头的存

在是个重要问题。可视化直接检测这些水龙头并在

表面找准它们的位置，可以提供一种强有力的工

具，这有助于公共事业单位使用这些工具来控制严

重的水资源流失。

最后，随着视频质量的不断提高，提供管内检

查评估有着诱人的前景。生活水管的位置和所有可

见内部结构缺陷的评估，都可以大致相同的方式使

用重力污水远程操作车辆。

2 在役视频技术

2.1 开发平台

在役视频系统，以撒哈拉视频（Sahara Video）著

称，是基于成熟技术平台，允许将一个连栓传感器

插入带压力水管。插入装置允许一个直径 1 7 /8 英

寸（48 毫米）的传感器通过直径为 2 英寸（50 毫米）

的标准水龙头。提供了长度达 6000 英尺（2 公里）电

缆，以绞车和锥管安排使用水的流量拉动传感器通

过管道，说明如图 1 所示。

图 1 绳栓检测平台

插入技术首次被应用是在内联低位声学检查

泄漏位置，这种技术的商业化是在 1997 年。在泄漏

位置的布置上，单一外壳结合声波传感器和表面位

置敏感工具。低位控制技术，实时分析、实时声学检

查三者的结合，已被证明是对付泄漏位置最关键的

定位技术，第一个技术被证明对所有类型的管道直

径和材料是完全有效的。它成功地找出上千个泄漏

位置，包括一些小至四分之一加仑（1 升）每小时的

地方。

2.2 早期的视频检测原型

由于平台部署代表了大部分的挑战，初步适应

的低位嵌入的声学泄漏定位技术（the tethered inline

acoustic leak location technology）使得管道内部视频

检测变得相对简单。泄漏位置传感器被安置在水密

耐压房中的闭路电视摄像头和灯光取代。同样，表

面的声信号电子处理设备被一个视频显示和录音

装置取代，为实时和后续分析处理做准备。该传感

器使用一个锥管管道沿管道拉动，它通常安装在传

感器的末端。为了防止锥管阻塞视频摄像头的视

野，设计了一个进一步沿电缆附加锥管的新方法，

并使锥管在中心孔上，让相机恰好适合通过，如下

面图 2 所示。

图 2 降落伞形式连接电缆袁相机通过孔中心

3 挑战和系统改进

几个成功的项目都使用的早期原型，这被以前

文献详细记录了（Laven et al，2008 年），包括：

失去阀定位在达拉斯，德克萨斯州；

水泥胶结管线状况评估，加拿大，多伦多；

使用自由游动工具（free-swimming tool）预检

验与筛选，加拿大，哈利法克斯；

内部腐蚀评估，英国，南斯塔福德郡；

管道内障碍物的调查，英国。

在这些早期的调查，很明显，平台部署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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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对该系统几项实用技术的改进是至关重要

的。几个具体的挑战特别强调：

1）提供足够的灯光照明和扩散；

2）提高视频信号质量的电缆长度达 2 公里；

3）改善传感器的位置追踪；

4）提高了系统的易用性。

3.1 改善照明和扩散

部署平台（The deployment platform）要求电缆是

中性浮力的，这就要求电缆线内芯有一个数量和直

径上的上限。反过来，这地方上的电流大小，进而限

制了在标准电压可提供给传感器端的电流。随着电

流的可用，唯一可行的传感器光源是发光二极管

（LED），这也小到足以容纳在 45 毫米直径压力管

内。LED 技术的最新进展使得超亮发光 LED 能够

用在最新的闭路电视传感器上，以在管道内提供更

多光亮。

除了总的照明亮度，有效扩散也是获得高质量

图像的关键。如果光线都集中在前方，光线中心明

亮的点和昏暗的周边场，两者的反差会严重影响图

像的清晰度。通过使用一个半透明的房屋，并把

LED 安排在不同的角度，就会取得更好光扩散效

果，从而消除早前产生的“聚光灯效应”。图 3 显示

了早期原型和现在的照明安排，后者明显灯光更

亮，扩散更好图像也更清楚。

图 3 原始照明渊左冤和改善照明安排渊右冤

3.2 视频信号的推进

视频信号衰减相当迅速，尤其是在一个长的电

缆驱动而无中间信号加强措施的情况下。传统视讯

系统有一个约 800 米的距离限制，但此应用程序的

目标电缆长度为 2 公里。要弥补这一衰减，在放大

电路前增加了一个内置的大幅度提升缩减信号的

装置。事实证明，电缆长度足够长的情况下，需要额

外的信号增加措施以达到 2 公里。为了在距离从 30

米提到 2 公里的同时提供良好的视频质量，三步开

关被用来协调附加的信号助推器，以锐化图像、减

少偏差的影响、恢复彩色信号。如果视频信号的亮

度水平太低，调节内置的亮度控制旋钮，可使图像

更亮。图 4 说明了相同的图像在不同层次的增强下

的效果。

3.3 面位置的准确跟踪

部署系统包括一个里程计以跟踪部署的电缆

长度，这是原来系统所假定的唯一跟踪传感器的手

段。该最新版本的系统主要包括一个标准的位置跟

图 4 通过 2公里电缆相同的图像袁显示在原型联合国推动格式渊左冤与预扩增渊中心冤袁
与目前的系统的前置放大加上 3步信号刺激渊右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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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并在屏幕上显示距离以备参考；也包括一个特殊

的实时系统表面跟踪设备称为 PipeHawkTM。能够提

供达到亚米级精度表面位置感应，即使是金属水管

并且在达 30 英尺（10 米）的深度。

3.4 提高易用性

为使原来的原型升级成为可以商业化的系统，

许多实用性改进已经实施。该系统的电子设备已进

行了改进，并成为一个单一机架系统安装在防震外

壳内，便于在施工现场的移动运输。该系统现已与

绳栓管内泄露位置检查系统 标准完全兼容，所以两

者之间的切换只需要简单的更换一个传感器，再塞

到一个不同的电子盒内即可。一个集成的带硬盘驱

动存储的 DVD 记录和现场播放可以进行简单的回

放和数据归档。再在系统上接入一个阳光下可读的

LCD 显示器，使室外操作变得简便。显示器和电子

盒如图 5 所示。

支持 NTSC 和 PAL 这两个常见的视频格式标

准。从视频采集到 DVD 的播放都必须遵循相同的

标准，因此世界各地采用这两种标准的传感器都能

被使用。

图 5 集成电子系统渊右冤和阳光下可读液晶显示器渊左冤

总结目前的能力：

最大压力：200 PSI（13 条）；最小流速：1 英尺 /

秒（0.3 米 / 秒）；

最大电缆长度：6500 英尺（2000 米），直径：>4”

（标准插入 >12”）；

最小插入孔口：2”（50 毫米）；自来水操作温度：

-5℃至 +45℃；

视频标准：NTSC 或 PAL；分辨率：768 x494

（NTSC 制式）；

数据覆盖：距离，自定义注释；表面跟踪：实时，

～1 英尺；

数据记录：DVD 刻录机和 455 小时硬盘驱动器

存储容量。

4 案例分析

4.1 费城自来水事业处院48冶铸铁水管

费城自来水事业处，因其积极的失水削减计划

而众所周知。 2007 年主干管泄漏检测中使用了声

学检测管内漏洞，该系统被成功引用到管道检测系

统中，用以检测每年春秋两季选出的目标管线。

2008 年 4 月，乔治博士使用管内视频检查 48”铸铁

管道。这次检查利用早期的视频系统原型，其主要

特点是可视，如管道接头之间、管道出口、管内闸门

的磨损或腐蚀的管道墙上的补片。由于前面提到的

系统原型的局限性，裂缝等小毛病不能明显地看

到。样本照片如图 6。

4.2 威奇托福尔斯

在 2009 年 6 月，在威奇托福尔斯市检查了部

分 20”钢质管道，使用低位嵌入的泄漏定位以及管

内视频检查技术。这次检查使用的是中间（改进）原

型系统覆盖 1 英里管线，这只应用了部分但并非全

部的改进措施。多种功能在此项目中被成功检查出

来得益于改进的视频分辨率。如图 7 所示，分别是

失踪的灌浆联接缝，纵向裂缝，被困气囊，堆积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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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底部的杂物。

4.3 夏洛特窑梅克伦堡

2008 年 6 月，夏洛特·梅克伦堡公用事业部门

发现氯水铺在布来河浅埋段。他们怀疑这些泄漏以

54”管道为主。最近在附近出现的一些隧道爆破施

工中，可能有管道受到激动并导致管道泄漏。54”管

道是向南夏洛特主要的供水管道，因此，CMUD 需

要迅速找到泄漏的地方，以方便及时维修。

CMUD 将内部的各泄漏位置联系起来，以便调

查，确定泄漏的位置，通过提供的视频进一步确定

管线的内部情况。泄漏位于克里克银行的地下。该

视频检测表明，在管道接头处发生泥浆泄露，并且

在管道接头处已经腐蚀变色表明正泄露处的接头

已经失去作用。如图 8 所示。

4.4 达拉斯水公用事业

达拉斯水公用事业部最近已经进行了两次管

道内部视频调查。第一个项目包括用闭路电视检查

6”球墨铸铁污水压力管道。闭路电视传感器插入 6”

图 6 样本照片来自费城 48冶铸铁压力干管检查

图 7 从威奇托福尔斯 20冶钢质管道检验样本照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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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需要获得“Y”管接头，如图 9。为了减少水的浊

度，注入新鲜水并从水管中冲出来。这个过程是相

当有效的，并在屏幕上显示合理的质量检测数据。

样品照片如图 9。

第二次检查是进行欧文大道（Irving Blvd）24”给

水管道。检查发现，这在视觉上确认管道底部的碎

片，几个侧边泄漏点，以及管内是否存在 WEKO 密

封，示例照片如图 10 所示。这些 WEKO 密封安装在

14 年前，使用闭路电视检查展现了其发现之前维修

管道残留附属物状况的能力。

图 8 泄漏位置和视频样品照片来自夏洛特窑梅克伦堡 54冶水管

4.5 安大略省清洁水局渊果皮地区冤
安大略省清洁水局最近在皮尔地区使用了 60”

在线视频检查技术，企图以直观地验证管道泄漏的

位置先前指示栓联声测试。视觉定位泄漏源是非常

困难的，因为在共同微裂纹在压力下会大量失水，

但几乎看不见。内联录像调查是无法检测泄漏的，

但在显示仪上有清晰可见的 T 形物，并且管壁也有

清除的视觉效果，如图 11 所示。

4.6 亚特兰大市

在亚特兰大市的流域管理部在 2008 年 6 月进

行了一项研究和开发在线视频技术的试验。检查了

三条中平行铸铁原水管道的两条，一条 30 英寸直

径（在 1893 年安装）和一条 48 英寸直径（在 1924

年安装）。拴绳摄像机被插入到 2 英寸全口球阀水

龙头并下入 30 英寸管道中 1673 米和下入 48 英寸

管道中 3765 米。这个试验使用了照明衰减、电缆长

图 9 插入安排和样品来自达拉斯水公用事业 6冶铸铁压力管道

图 10 样本照片来自达拉斯水公用事业 24冶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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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限的系统早期原型。从视频数据处理，以及工

作人员优良的服务中进行检讨，在证实以前的联接

缝密封工程进行与否上是非常有用的（见下面的图

12），以及在管道什么部分，即使他们无法找到足够

的纪录确认之前联合修复效果的确切程度。这次视

觉检测还第一发现了水管道内的被困气囊，如图

13。摄像机碰到气囊并分散成小气泡时就确认了这

是一个空气囊。视频还能够提供一般意义上管内砂

浆内衬的情况，并确认管道内部是否普遍清洁或有

障碍物。在整个过程中，检验和分析人员对待产品

的代表性功能是严谨认真的。

5 结论

虽然视频技术还没有足够高的质量来逐站的

检查管线，绳系内嵌视频技术目前已经可以使用

了，尤其对一些普通的资产管理决策有很大帮助。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应该屏除潜水视频工具的

用途 -- 不一定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用的。随着管道

技术的发展，一些具体的问题都可以被检测到，如

WEKO 连接密封件，接头漏浆，内联阀，杂物沉淀，

联接缝等大尺寸的特性和缺陷，目前都可以检测、

定位和检查到。随着更多像素（如在当前版本）和更

多监控功能相机的出现，这种技术在未来可能会得

到更广泛的应用。

参考文献院
[1] Laven, K, Jones, C, Larsen, M, and Payton, R

(2008). Inline CCTV Inspections of In-Service

Pressurized Water Mains. Proceedings of ASCE

Pipeline 2008, Atlanta Georgia

译自 <Pipelines 2010: Climbing New Peaks to Infrastructure

Reliability—Renew, Rehab, and Reinvest>

乌效鸣 校

图 11 照片渊果皮区冤来自加拿大安大略省清洁水机构 60冶水管

图 12 联接缝有渊左冤和无渊右冤修复密封袁样本照片来自亚特兰大市 48冶水管

图13 被困气囊袁照片来自亚特兰大市 30冶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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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游动检测仪对大直径 PCCP管的现场检测

Xiangjie Kong Xinlu Tang Dave Humphrey Brian Mergelas
Roberto Mascarenhas 著 张 峰 译

摘 要：遥控领域变压耦合检查法（RFTC），自 1997 年商业化推出后，已成为条件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

（PCCP 管）行业评估的标准。虽然这种技术几乎适合所有类型的 PCCP 管，但是在实际中进行许多 PCCP 输

水线路 RFEC /TC 巡查时，还有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其中大部分 PCCP 管线不能暂停服务和完全脱水。

2007 年，自由游动检测仪被开发并成功用于小直径 PCCP 管（24”- 48”）领域。它拥有在现场进行

PCCP 管道线 RFTC 检查的能力。可以通过小型带压钻孔分接技术将这种新型仪器投入到在用管道中，沿

着水流穿越管线的同时收集 RFTC 数据，然后在下游另一个带压钻孔分接装置中被回收。

目前，这个自由游动检测仪正在大口径（60”及以上）应用中扩大规模。本文将介绍其在大直径 PCCP 管

现场检查时的技术要领和操作要求。现场测试结果也将呈现。

关键词：钢筋混凝土管、自由游动检测仪、大口径

1 简介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PCCP 管）已被广泛用于

大型输水和废水超过 50 年。 PCCP 管是一种巧妙

设计的复合材料，利用混凝土的压缩和钢材的拉

伸，制造出的一种经济，有效和持久的产品。然而由

于腐蚀和加强管道强度钢丝的高预应力，PCCP 管

道偶尔破裂。最初的破裂，以及大量高压水的释放，

可能导致危害当地环境，公众安全忧虑，重大财产

损失和大面积服务中断。供水系统运营商可能会面

临收入减少，限水和法律责任，以及承担维修或更

换费用。

希望避免这些后果，并确保 PCCP 管道线持续

安全和经济的管道运营商正在积极寻求解决方案，

来对其老化的基础结构提供一个准确的评价。为适

应这一需求，皇后大学 David L.阿瑟顿教授开发了

RFTC 技术。根据他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的工作，

该系统被授予其专利，该系统为供水系统的管理人

员提供 PCCP 管线中其任何区域的位置，分布和管

道破坏数量，从而得到最佳状态评估资料。

迄今为止，RFTC 技术已被用于检查的超过

2,500 英里的 PCCP 管线。在管线中大多数 RFTC 巡

察执行要依靠自动前行或依附自带工具，手动操

作，检查小组。一些成功的 RFTC 系列工具可以有效

的检查直径从 36”至 252”的管线。这些系统要求

PCCP 输水线暂停服务，对管道运营商来说是非常

昂贵，不方便，往往是不可能的。因此，自由游动检

测仪在现场作业环境是非常需要的。

由于运作上的限制 PipeDiverTM 技术已被特别

设计，用在正在使用的或不能停止服务管线。相对

于管道检测的其他方法，由于管道仍然在服务，该

技术提供了明显的成本节省，消除了昂贵的脱水和

暂停服务的需要。该系统提供了有关针对个别管道

存在失效风险的重要信息。通过衡量这些数据，有

选择地在修理或更换风险管道，公共设施可以显著

延长使用寿命，并且节省大量预算资金。

2 PipeDiver 背景
该系统主要是一个自由游动的仪器，包括助航

器，电池模块，跟踪模块和传感器模块，如图 1 所

示，它可以在管道中悬浮，并有灵活的鳍用来在管

道内推进仪器。该系统专为大口径管道检测，通过

简单地增加电池模块来巡航更长距离。根据检测管

线，各种各样的技术，如微型变压器接头或涡流仓，

都可以安装在上面。

启动和回收套筒可以展开和复原如图 2 所示。

该套管可以搭载在精准的拖动工具上。一旦到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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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时，设定的巡航过程就开始了。这包括检测基础

及附属设备，仪器下套管，套管清洗，详细的现场审

查。

图 2 PipeDiverTM检测中投放和回收设施的安装

挖土机或起重机可用于提升放置每一个套筒，

通过标准接头如一个 12 英寸的带压钻孔分接，将

其连接到管线上。一旦放置就位，套筒通过稳定支

架固定，接头仓门打开，PipeDiver 仪器准备发射。这

种多功能的仪器，可以通过插入室或明渠管道投入

管道，从水库回收。

一旦仪器进入输送总干线，它就依靠它的鳍和

浮力快速稳定在管道中心。仪器前行速度和管道内

液体流速基本相同。凭借其灵活的设计，该仪器可

以穿越各种管道弯曲部分，包括 45 和 90 度弯曲。

在巡航过程中它也可以穿越必须打开的蝶阀，如图

3 所示。

图 3 PipeDiverTM仪器穿越蝶阀

该仪器发送和接收信号和处理的方式和调频

接收器工作原理相同。这些信号在管道内被放大，

并且在复杂区域干扰很少。检测期间，通过地表的

检测仪器和预测站点，仪器动向被跟踪。对于短距

离测量，现场人员可以跟踪进度。在到达指定的检

索点，通过捕捉网和机器手仪器从管道上取出。耐

用的套网张开到管径大小确保捕捉到仪器。该捕捉

网还可以引导援助机器手防止故障。一旦安全，仪

器从管道内取出。仪器中的数据会被下载和分析解

释，以查明和量化管道危险地点。

3 哈利法克斯现场检查

哈利法克斯的贝德福德连接管道，如图 4 所

示，30”直径构建缸内衬钢管（LCP），被选为 PipeDi-

verTM 系统的现场试验段。这条管线是很难去停止服

务，认为是一个高风险的管段，因为它靠近住宅区

和工业区，有相对较高的压力（170 磅）。 HRWC 安

装了两个 12”带压钻孔分接在管道上，以方便检查，

并提供了一个随时调用的卡车来提升和安装，满足

发射和回收套管的需要，如图 5 所示。

图 4 哈利法克斯贝德福德管线鸟瞰图

图 5 位于三脚架固定的带压分接器上的回收套筒

检查涉及 2280 英尺整体跨越距离，共 97 管。

检测数据分析显示，在本段 11 根管道存在从 5 至

图 1 PipeDiverTM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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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不等的破坏。在检验结果的基础上，HRWC 在

2008 年施工季节一个主要城市道路拓宽工程中，更

换了 1,640 英尺 30”的部分管道。

五根管道被验证挖掘（4 根破坏和 1 根不破

坏），点算断丝的实际数量，测量断丝的位置，然后

与已报道的检验结果进行比较。由 PipeDiverTM 得出

的断线数量和验证过程中发现断线的实际数量比

较见表 1。

表 1 PipeDiverTM检测结果和验证结果

STA 管长渊英尺冤 预测渊PipeDiver冤 实际渊验证冤
断线数量 断裂位置渊英尺冤 断线数量 断裂位置渊英尺冤

113+64 24 25 12.5 30 12.5
118+45 24 5曰10曰5 2.0曰7.4曰11.5 6曰12曰6 1.8曰7.5曰11.2
112+20 24 5 12.5 17 12.5
116+53 24 5 12.5 17 12.5
112+44 24 0 N/A 0 N/A

图 6 显示，管道末端和管道中段的破坏清楚反

映在 RFTC 检测数据中。此外，一个中度破坏管道验

证图片如图。

图 6 RFTC破坏检测数据和验证管道

五年，从实施贝德福德连接管道验证的结论是：

（1）自由游动检测仪能够准确地找到断裂破坏

部分

（2）自由游动检测仪能够找到良好的管道

（3）两根管道的实际断裂数量在预测断裂数量

的上下偏差 5 根之内。两根管道实际发现断裂数量

比检测预测数量多。实际破坏数量大于与预测的数

字，可能是由于：在检查和验证之间过了 1.5 年；在

清理砂浆过程中破坏了在检查期间处于破坏的边

缘完整管道。

4 大直径检测仪

小直径自由游动检测仪在哈利法克斯试验成

功之后，放大研制成大直径系统。一个可扩展的大

直径检测仪被设计出来，有更坚固，稳定的皮瓣。

进行了广泛的测试和修改，作出了可扩展性的检

测装置。

图 7 显示了大直径检测仪。

图 7 大直径 PipeDiverTM检测仪器

新的大直径电子套件使系统运行起来比传统

的数据收集的时间更长。该仪器在管道中穿行时可

配备额外的电池模块，来延长工作时间。图 8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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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大直径检测仪的信号和标准 RFTC 检测信号

比较的样本。大直径检测仪，能够准确地检测 5 根

断线。

图 8 大直径检测仪信号和标准 RFTC检测仪器信号

这两种测试和检验表明，大直径的自由游动系

统还可以扩展到任何口径 PCCP 管（高达 252 英

寸）。组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互换或更换，而该系统

仍能准确地检测管道破坏。采用可定制的方式，在

管道基础 / 检查的范围内，确保最佳状态投放，回

收，电子仪器安装。

5 墨西哥现场检测

基于大直径系统可扩展性的成功，在墨西哥进

行了自由游动检测 99”PCCP 输水管道。这是一个

重要大口径管道，为千百万人供水。不需要脱水或

关闭管道进行 RFTC 检查，对墨西哥当局非常重

要。该项目从一个水池投放一个大直径检测仪，进

行 23 英里检测，然后从另一个水池回收仪器，如图

9 所示。

图 9 检测路径

投放和拆卸套筒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无分

接需要），因为水池工具提供了一个开放式投放，它

帮助实现了仪器投入和提取出管道系统。起重机将

仪器从地表水平移到水池上方，如图 10 所示。仪器

随后从水池投放到 99”PCCP 管道。

图 10 从水池中投放

该仪器能够从发射水池，而不需要手动打开管

道进行 RFTC 检查。仪器投放后，水流推动仪器前行

23 英里，直到到终点水池。定位器装置被放置在地

面上，以确定跟踪仪器位置。该仪器在穿越管线同

时，知道了标记的具体位置和到达时间，同时获取

检测信息，并估计到达时间。一旦该仪器进入末端

水池，起重机把它拴住，取出水池，如图 11 所示。

图 11 从水池中回收

数据取出 PipeDiverTM 仪器，并与先前 RFTC 同

一段的检测数据比较。个别管段破坏清晰可辨，如

图 12 所示的数据。

图 12 大直径检测仪获取数据和标准 RFTC检测获取

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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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综述

最近自由游动检测仪已经被成功开发。通过 12

个“带压钻孔分接装置”协助，可以投入到现有管

道，同时在有压水流中前行，进行 RFTC 检测，最后

从管线中回收，所有这些都没有停止管道服务。这

就避免了任何服务中断，大大降低检查的总成本，

满足几乎所有的 PCCP 管道系统检查。

在哈利法克斯试验验证了小直径自由游动检

测系统。该仪器在现有管道中如预期那样投放和回

收，像管道图纸发现的一样，采集的数据清楚地表明

管道特征，确定了破坏管道。五根管道核查证明该系

统能够检测断丝数量，位置，是否没有断丝存在。

大直径巡察在墨西哥成功进行。自由游泳检查

仪被应用于大直径 PCCP 管道。不像在哈利法克斯

时使用发射和回收套筒，该仪器从水池中投入和回

收。这种替代方法并没有使用任何带压钻孔分接，

系统照常工作。来自大直径检测仪的数据与之前

RFTC 数据相比，证实了大直径自由游动检测仪能

够扫描个别破裂管道。

随着大直径 PipeDiver 可扩展性，RFTC 现在可

以执行各种直径的 PCCP 管检测，不用暂停服务。自

由游动 RFTC 仪器是一个通用平台，可定制，以检查

像 252”大的水管。利用一个相对较小带压钻孔分接

投放和回收，在自来水行业，这一自由游动仪确立

了标准的检测方法和协议。因地而异，该工具还可

以通过基站或明渠管道投放，从水库回收。这种能

够任何时候不暂停供水服务情况下进行 RFTC 检测

的能力，必将促使 PCCP 管道运营商开发更极具成

本效益的评估方案。

参考文献院
[1] X. Kong, X. Tang, B. Mergelas, J. Hannam, C.

MacDonald, and C. Yates. (2009). Live PCCP

Inspection Using a Free-swimming Tool.

Proceedings of No-Dig Show 2009, Toronto,

Ontario, March 29-April 3, 2009.

[2] B. Mergelas, X. Kong and D.L. Atherton,“NDE

Inspection of PCPP using RFEC/TC”, Proc.

Pipelines 2001 Int. Conf., San Diego, CA, 15-18

July, 2001.

[3] B. Mergelas and X. Kong, “Best Practices in the

Condition Assessment of Water Transmission

Pipelines”, Underground Infrastructure Advanced

Technology Conference, Washington, D.C,

December 6-7, 2004.

[4] X. Kong and B. Mergelas, “ Practical Engineering

Considerations for developing a freeswimming tool

for RFEC/TC inspection of PCCP transmission

mains in a live operating environment”, Proc.

Pipelines 2007 Int. Conf., Boston, MA, 8-11 July,

2007.

译自 <Pipelines 2010: Climbing New Peaks to Infrastructure

Reliability—Renew, Rehab, and Reinvest>

乌效鸣 校

138

Un
Re

gis
te
re
d



第 2 期

管道周围液流的数值模拟

Abolghasem Pilechi Peyman Badiei 著 杜晶 译

摘 要：使用一个完整的动态二维（2DV）数值方法来研究水下管道周围的流动模式,该模型求解了纳维

- 斯托克斯控制方程（NSE）。该方程是在 σ 网络结构中用有限体积方法来解决的。湍流用实际的（k -ε）模

型进行模拟。工程描述了在计算区域里实际的干元素。由若干干元素组成的圆形管道系统被认为是一个结果

已经被实验室数据证实了的模型的例子。

关键词：管道、流体、数值模拟

1 介绍

圆柱管线绕流在海底管道工程问题中具有重

要的工程关联性。流体力学计算集中在管道以及经

常发生在管线下的局部冲刷的模拟（要求建立精确

的管道流场模型）。虽然已经广泛进行了关于一个

孤立的圆柱绕流的数值模拟，但是只有少数的数值

模拟研究考虑到了流体流经靠近墙壁的圆柱的情

况。（Lee 等，1994）对于二维的纳维 - 斯托克斯方程

提出了基于 SGS 湍流模型的有限差分的解决方法。

定性比较很好的吻合了 (Bearman and Zdravkovich,

1978)的实验测量。（Lee 等，1997）对二维以及三维

的大漩涡的模拟提出了有限元的解决方法。他们发

现，二维和三维的模拟都很好的吻合了实测数据，

并且三维的 模拟要略微好于二维。 (Lei 等，

1997a,2001) 在研究具有相对低的雷诺数的流体流

经靠近墙壁的圆柱时，提出了直接的二维和三维数

值模拟（DNS）。(Liang 和 Cheng, 2004)检验了标准

k-ε，威尔科克斯高雷诺数 k-ω，威尔科克斯低雷

诺数 k-ω 在反映流经圆柱的 SGS 湍流模型时的表

现。实际的方程是用在非正交边界拟合曲线坐标系

统中的有限差分方法来解决的。

在这项研究中，使用了一个由（Ahmadi 等，

2006）提出的 2DV 全动态模型。该模型应用有限体

积法去解决在 σ 坐标上考虑到一系列涉及深度的

相关因素的 NSE 方程。该模型进一步考虑到了在该

区域所涉及到的相关因素。在此文中该方法用于模

拟水下管道的圆形截面周围的流动模式。

一根直径为 D=0.3m 的管道处于和基床的距离

为 e=0.37D 的位置。实验室里用流量为 0.071m2/s 的

流体在深度为 4D 的矩形渡槽里进行实验。基床的

粗糙度 ks 为 0.01m，圆柱面要确保水力光滑。计算

域中水平距离的范围是从 x/D=-10 到 x/D=20。圆柱

中心为（x,y）=（0,0.87）。

上述由（Jensen，1987）提出的实验通常被用作

基准来比较和验证数值模拟的结果。

2 控制方程

2DV的纳维 - 斯托克斯控制方程为：

（1）

（2）

（3）

其中 u 和 w 是分别为在 x 和 z 方向的水平

和垂直速度，P 为总压。籽 为水的密度，vt 为湍流

粘滞性。

将压力分解为静水压力以及动压力（籽P*）：

(4)

压力的分解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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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用公式（5），控制方程可以写成如下形式：

（6）

（7）

3 边界条件

在水的自由表面（z=孜）存在大气压力（Pa）。运用

公式（4）：

…………… （8）

自由表面运动学条件要求：

（9）

假设在基床上滑动的情形下，切向速度不为

零。垂直速度设置为零。

要求流量上界为 0.071m2/s，远离管道的下游边

界存在固定水位。

4 网格系统

滓坐标边界拟合就像是由基床和自由表面构成

的网格系统，并被用于离散计算域，如图 1 所示。

未知的变量是定义在有水平和垂直速度分量

（定义在边缘，压力定义在每个小网格的中心）的交

错网格上。

图 1 替代变量和网格

5 数值解

数值方法包括用投影法对平流以及扩散项进

行解答。在第一阶段，由于平流和扩散项引起速度

变动。在下一阶段，压力的计算基于从一组三个方

程中省略速度而得到的一个方程，即在两个垂直方

向上，排除平流和扩散项之后得到的连续性和动量

方程。可以用 ＡＤＩ 方法来解决由在每个小网格

应用压力方程所引起的三对角线线性方程组体系。

线性方程组，当压力未知时：

（10）

（2i 为未知的动压矢量）

：未知的二维系数矩阵

：包括上一时间刻度的速度和压力的矢量

矩阵A軏的元素是P軈*n+1 里未知的动压系数

读者可以通过 Ahmadi 等（2006）的文章做进一

步的了解。

被称为艾哈迈迪等作进一步的详细资料

（2006 年）。

6 单个网格的作用情况

单个网格通常被认为是由有封闭边界的一定

体积的水组成，在封闭边界上，正常速度为零。由于

进入网格的零通量，初始零动态压力将在流经单个

网格时保持不变。

在图 2 所示的 15 个网格中，给定其中一个网

格的压力方程，可以显示B軍i 矢量的其中一个组成部

分。所有的压力都是在之前的时间刻度中已知的变

量。从图 2 可以看出，压力由水平和垂直速度分量

因素引起。在单个网格边界上，正常的界限速度为

零，所引起的压力也假定为零。

当给定单个网格的压力方程时，可能会出现三

种情况。这些情况如图 3 所示。在第一种情况下给

定的是孤立网格。网格的正常边界速度是零，在B軍i

矢量相应的压力被视为零。第二个情况发生在单个

网格存在八个临近的网格。在这种情况下，有正常

的零速度所引起的压力同样为零。第三种情况下，

给定的网格之下的第二排网格是独立的。在这种情

况下，这些网格中的压力被视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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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给定的速度和压力影响给定网格的连续性方程

图 3 单个网格存在的不同情况

当遇到单个网格时，相应的矩阵列系数取 １．

如图 4 所示，在这项研究中，管道以六边形和十二

边形作为模型。在图 6 中，对两种情况的结果进行

了显示以及比较。

图4 六边形渊葬冤和十二边形渊遭冤管道模型

7 结论

在这项研究中，一个能够进行涡流和湍流流动

模拟的 2DV 被用于水中被划分为 40 层、深 0.6m，

以 0.05 为一个刻度、长 9m 的范围内。所有的计算

都运用了无量纲时间刻度 Δt=0.03。该模拟管道直

径为 0.3 米，并且被放置在差距径比（缺口比率）为

0.37 的墙上。

距离

图 5 速度矢量袁流线和管道周围的涡流

监测距离管道中心 1.0D，1.5D，2.5D，4.5D，

8.5 Dand 16.5D 位置处的流速，图 6 显示实验结果

的记录以及比较(Jensen,1978)。

图 6 速度向量袁管道周围的简化和动荡

（离散点显示实验结果，连续线（圆）和三角形）分别显示六边

形和十二边形模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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