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NTENTS
Comprehension

Ariaratnam Poised To Take ISTT To Next Level Traci Read渊1冤
World-Wide Pipeline Construction Plans Remain Strong Rita Tubb渊3冤
Slowdown Prompts Omaha Contractor to Explore Geothermal Jeff Griffin渊6冤
Annual Gas Distribution Survey 渊9冤
Pipeline Outlook: Studies Indicate Strong Years Ahead 渊12冤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13th Annual Directional Drilling Survey: Mixed Market Recovery for HDD Robert渊14冤
5,675-Foot x 72-Inch HDD Bore for 48-Inch Pipe Sets New Record Ben Boere Roy Estes渊18冤
HDD Project Completed In Cascade Mountains Extreme Boring Jeff Griffin渊20冤
GSW Goes Small To Conquer Rock Jeff Griffin渊23冤
Modern HDD Tech Finally Brings Gas To Branson 渊25冤
Ditch Witch Introduces New Compact Drill Rig Jeff Griffin渊27冤
Keep the Bore Path on the Straight and Narrow 渊28冤

Microtunnelling & Pipejacking

Analysis 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Bidirectional Curve Pipejacking of Jianxin-xiannong 220kV
Electric Power Line Engineering in Fuzhou City Wang Hao Chen Qiang Chen Yong渊30冤
Three Point Construction Completes 1st U.S. Front Steer Microtunneling Project 渊34冤
Direct Pipe Method Proves Comes To U.S. 渊36冤

Pipe Renovation & Replacement

Pre-Chlorinated Pipe Bursting Offers Effect Water Main Rehab Option Matt Timberlak Ted Berry渊39冤
Two Methods Of Culvert Repair Successful In Indiana Jeff Griffin 渊41冤
New Method to Monitor Curing of CIPP Installations Jeff Griffin渊43冤
CIPP Best Practices Ed Kampbell 渊45冤
New Technology Saves a Sewer Interceptor要and $1.5 Million Angus W. Stocking渊47冤
Effective Point Repair of Laterals 渊50冤

Others

Vacmasters Introduces Powerful Air Vac System Jeff Griffin渊52冤

Advertiser
渊2冤

Domestic & World News
渊8曰17曰19曰44曰46冤

Un
Re

gis
te
re
d



第 1 期

Ariaratnam准备将 ISTT提升到新的水平

Traci Read 著 杨宇友 译校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ISTT）工作的设想，重点说明了 ISTT 后期工作目标。

关键词：非开挖、协会、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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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 Ariaratnam 博士最近当选为国际非开

挖技 术 协 会 （ISTT） 新 任 主 席 ， 任 期 三 年 。

Ariaratnam 博士以前在 ISTT 任副主席，他是 2007

年当选的。他一直是 ISTT 和 NASTT（北美非开挖

技术协会）的积极成员。两个组织都服务于社团

议会。

1996 年，Ariaratnam 博士在加拿大阿尔伯塔

省埃德蒙顿的阿尔伯塔大学参与了非开挖施工

方法的研究。在学院担任教员时，他致力于建立

一个非开挖方面的研究和教育计划。他继续在美

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进行研究和发展教育，从

2001 年到现在他一直是 Ira A. Fulton 工程大学

Del E. Webb 建筑学院的施工管理和工程管理专

业教授。

Ariaratnam 博 士 说 ，“ 我 相 信 这 么 多 年 在

NASTT 和 ISTT 的工作让我作为 ISTT 主席工作的

更有效率。过去那是我的试验场，现在随着我们

社团向新水平的发展，我期待着在 ISTT 的下一个

挑战。”

1 ISTT 的未来

为各国提供各种非开挖技术和这些技术的使

用培训，对达到 Ariaratnam 博士为自己和 ISTT 设

定的在未来三年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Ariaratnam

博士说：”随着我们发展非开挖行业，而且我相信

非开挖方法就是未来，它的关键在于我们专注于

同一时间为不同国家进行培训，同时 ISTT 将其覆

盖范围延伸到其他国家。“我已经设定了 ISTT 需

要向其中投入资源以培育新的社团的特别地区。

阿根廷和智利将是南美社会的一个补充，而且我

们需要看向亚洲。新加坡和中国社团是 ISTT 的伙

伴，而印尼、马来西亚、印度和斯里兰卡是有发展

机会的亚洲国家。这些国家需要表达自己的意

愿。”

Ariaratnam 博士解释说，在一些水和污水处理

是关键要素的欠发达国家，如果能够给他们带来

非开挖技术和领导人的专业知识，可以帮助提高

他们的经济和民生。“那些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

的，简单地打开水龙头，期待干净的水来冲厕所

并顺利完成，这在世界许多地区是不现实的。从

社会的角度来看，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在这些

国家的能力，帮助培养他们的人民如何最好地使

用非开挖技术。

“当然，转变政府将始终是我们必须克服的障

碍。例如，ISTT 开始在新的地区促成关系，持赞成

意见的政府可能有领导人的变化，然后我们就不

得不全部从头再来。在国际舞台上，我们要在有

限的时间里进入到一些这样的地区。在 ISTT 的工

作让我建立了一个良好的与政府及其机构的联

系，因为我代表国际社会来推进非开挖技术。”

有人问及他 打算如何实 现这些目标 时，

Ariratnam 博士说到：“我想加强与非开挖执行委

员会的合作将这些技术推广到各个分支机构来

达到我们的目标。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

及国际水学会等合作，有助于快速应用到需要它

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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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STT 非开挖技术展
据 Ariararatnam 博士称，出席第 29 届国际非

开挖技术展，是人们在一个新的文化舞台上，学

习新的非开挖产品和技术的完美平台。世界非开

挖技术会议暨展览会将于 2011 年 5 月 2-5 日在

德国柏林举行。“作为主席，我的任务之一是对

ISTT 有个更为全球化的远景规划。通过拓宽严

格的欧洲市场，并把大会开到不同的国家，我们

将 能 够 影 响 到 全 球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 博 士

Ariaratnam 解释说。“去年，ISTT 非开挖技术展在

亚太地区举行；今年，我们将在欧洲举行，在返回

亚太的澳大利亚悉尼之前，我们去美洲的巴西圣

保罗。要成为国际舞台的一部分，国际展会是一

个很好的方式”。

ISTT 成立于 1986 年，其目标如下：为了公众

利益，推进非开挖技术的科学和实践；为了推进

科学和实践中的教育、培训、学习和研究。

ISTT 鼓励通过其国际和地区会议，研讨会和

分支机构在全球范围内共享它的目标的社会的

形成和联系。今天，有 26 个附属社团代表 32 个

国家和地区。每个社团有权提名一位主管为 ISTT

董事会董事。为了日常运作的有效进行，执行小

组委员会有权替全董事会执行决定。

在董事会辅佐 Ariaratnam 博士的是副主席

Derek Choi；执行董事 John Hemphill；会员秘书

Kyoko Kondo。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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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强劲发展的管道建设

Rita Tubb 著 刘耀东 译

摘 要：本文详细介绍了世界各地管道铺设的总体情况。

关键词：非开挖、管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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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有效的数据表明全球有超过 89,000 英里

的管道建设市场。其中的 49,488 英里正处在计划

中并将逐步开展，有 39,745 英里处在不同的建设

阶段。

英国石油公司最新公布的 2011 年世界能源的

回顾调查数据表明，由于去年全球的能源消费需求

增长了 5.6%，这也是自 1973 年以来的最高增幅，为

了适应能源消费需求的增长我们将需要更多的管

道。报告将该增长归功于发展中国家经历了萧条之

后强劲的经济复苏。

报告表明去年石油消费增长 3.1%，这也是自

2004 年以来的最高增幅。天然气需求增长 7.4%，这

是有史以来的最大增幅，这表明我们对天然气的需

求强劲。煤炭消耗增长 5.2%，这是 31 年来的最高单

年增幅。在 2010 年中国的能源消费增长 11.2%，并

且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由于亚太地区的几个国家引领着全球的经济

复苏，毫无疑问在报告中提到的六个地区中这一地

区将会有最高的新建及计划管道英里数。以下是各

地区报损及计划再建的管道英里数：亚太 36,596；

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地区 -12,079；西欧和欧盟

2,330；中东 8,455；前苏联和东欧各国 22,029；非洲

-7,744。

1 亚太地区

高速发展的亚洲经济正在驱动着全球能源需

求的增长，并且逐步扩大在发展经济体中石油和天

然气市场的份额。就计划及在建管道而言，在该地

区中国、印度、澳大利亚是最活跃的。活跃的中国市

场主要围绕着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CNPC）进

行，它也是中国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和供应

商，为确保能源安全中国一直致力于协调国内和国

际的资源和市场。

在十二五规划期间（2011-2015）相比十一五规

划（2006-2011）的 167,775 英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管道建设计划将扩大两倍。这表明到 2015

年底管道建设数将达到 335,550 英里，或每年

67,100 英里。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标志性建设工程

是西气东输二期（WEEP），中国最大的在建计划之

一。西气东输一期有 2,485 英里长，从新疆到上海，

输送能力达每年 170 亿立方米。

西气东输二期总计将达 5,656 英里，输送能力

达每年 300 亿立方米。全部的管道计划在 2012 年

底完成。

由于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且拥有占全球 15%

的人口，分析人士认为印度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需

求将增加。几个进口计划，包括液化天然气和管道

计划，将会被推动。

印度燃气公司正在建设 870 英里的达波尔 -

班加罗尔管道。Punj Lloyd 负责其中十分之七的

铺设，总计长达 510 英里。KISS-KSSIIPL 铺设其

中的十分之二，余下部分由斯基姆尔石油公司进

行铺设。

同样在泰国，Punj Lloyd 也正在为泰国国家石

油有限公司建设 42 英寸、185 英里长的液化天然气

管道项目，这条管道从罗永府附近的一个天然气液

化站输出液化天然气。这项计划有 45 个水平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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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钻孔，计划到 2013 年底完成。

2 澳大利亚

2009 年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

和第四大液化天然气出口国。考虑到澳大利亚拥有

充足已探明的天然气资源，由于亚洲对煤炭和液化

天然气需求的增加，澳大利亚扩大其出口是近在眼

前的。受澳大利亚与其主要出口地亚洲之间距离的

影响，全部出口都是以液化天然气的形式，而不是

管道输送。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澳大利亚的液化天然气出

口增长了 48%，并且在短中期内这项数据被认为还

将继续增大。日本是其主要的出口国，其它的出口

国还包括中国、韩国及台湾。

由于这个原因，澳大利亚的许多在建及计划项

目都与天然气液化站有密切联系。其中之一是澳大

利亚太平洋液化天然气项目（APLNG），奥雷金能源

公司和康菲石油公司各占其中 50%股份，该项目把

天然气输送到位于格拉德斯通的液化站。澳大利亚

太平洋计划的构想是跨越位于昆士兰州的苏拉特

和博文盆地的天然气产地，通过 280 英里长的管道

将气体输至格拉德斯通的柯蒂斯岛上的天然气液

化站。

3 非洲
当潜在的能源资源还比较充裕时，那些质疑及

太多顾虑的想法将会继续阻碍石油和天然气产业

的发展，这些顾虑因素包括政治、经济、运行和地区

政治方面的风险，但不仅限于此。

尽管存在着各种挑战，但非洲的管道项目还是

在计划和建设中。最具雄心的计划之一是跨撒哈拉

天然气管道（TSGP），由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和阿

尔及利亚石油天然气公司建设。这项 2,565 英里长

的管道将尼日利亚三角洲北部的天然气经尼日利

亚输送至阿尔及利亚，然后输送至沿海。该项目预

计到 2015 年完成。预计将花费 100 亿美元，其中的

30 亿美元将用于天然气上游产业开发。欧盟官员表

示，到 2016 年这条管道将能为欧洲提供每年 20 亿

立方米的天然气。

4 西欧、欧盟各国

西欧及欧盟各国表示，欧盟议会通过了一项为

30 个天然气项目拨款 19 亿美元的的决议。接受拨

款的项目包括 500 英里的土耳其 - 希腊 - 意大利

项目（ITCI），130 英里的波塞冬管道，281 英里的斯

坎莱德管道，2050 英里的纳布科管道，235 英里的

敖德萨 - 布罗德项目和 130 英里的斯洛伐克 - 匈

牙利项目。

5 南美、中美、加勒比海地区

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阿根廷都有在建

及在计划的重要管道。由巴西石油公司设计的 530

英里的乙醇管道把乙醇从生产地输送至位于圣保

罗和里约热内卢的消费中心。这条管道的输送能力

达每年 2,100 万立方米。即将开始的 2,575 英里长

的东北阿根廷天然气管道（GNEA）把天然气从玻利

维亚输送到阿根廷。阿根廷宣布第一阶段的建设将

于今年底开始，这将使玻利维亚的天然气输出能力

增加到每天 2,770 万立方英尺。这条管道预计花费

50 亿美元，将为六个省的 340 万居民提供天然气。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下降之后，哥伦比亚的石

油生产迎来了引人注目的增长。这一增长主要归功

于该地区为吸引外资所采取的管理体制改革。为复

苏上游石油工业，哥伦比亚对哥伦比亚石油公司进

行了局部私有化。

扩大石油生产必将扩大对石油输送和冶炼方

面的投资，中国已经表达了对这一方面进行投资的

兴趣。

哥伦比亚石油公司，拉丁美洲四大石油公司之

一，将与国际财团合作进行输油管道建设。这将花

费 42 亿美元，输送能力将达每天 45 万桶，预计于

明年底完成。

哥伦比亚输油管道公司计划在卡萨纳雷与科

芬纳斯之间建立私用石油管道，管道长 596 英里，

最终的输送能力将达每天 45 万桶。这将是哥伦比

亚规模最大的管道，现在正在逐步进行建设。整个

项目估计将花费 42 亿美元。计划到 2012 年 12 月

完成。

虽然没有表明有标志性的管道建设，但对国际

市场而言，委内瑞拉仍然是举足轻重的原油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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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等待建设的是 21 亿美元，293 英里的连接委内

瑞拉的苏克雷和安索阿特吉州的天然气管道，第二

条天然气管道连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将经过巴

西、乌拉圭、智利和玻利维亚。在石油管道建设方

面，预计在 2012-2013 年开始，由国有的委内瑞拉

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国家石油输送公司合作开发奥

里诺科地带的石油。

6 前苏联、东欧各国

各非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成员国中，能源计划

发展最慢的是欧洲和亚欧地区的非成员国，包括俄

罗斯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成员。预计从 2007 年到

2035 年，由于人口减少及替换苏联时期低效设备提

高了能源利用效率方面的影响，这些地区的能源消

耗将会只有 17%的增长。

虽然如此，俄罗斯、前苏联各加盟国及东欧各

国都公布了其未来的石油和天然气计划，其中几个

在建及在计划的项目将使其管道网络扩大到欧洲

和亚太地区。

预计哈萨克斯坦将增加其石油和天然气活动。

在接下来的几个十年里，其石油产业的高速发展将

使其跻身世界五大石油输出国之列。2009 年哈萨克

斯坦每天生产 154 万桶石油，预计到 2019 年这一

数字将至少能提高两倍。天然气生产的稳步增长也

使哈萨克斯坦从一个天然气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

由于缺少连接西部产区和东部加工区的管道及出

口管道，哈萨克斯坦的天然气产业发展已经落后于

其石油产业。但是到 2014 年，当哈萨克斯坦至中国

的管道建成后，其天然气将能运至东部加工区，将

同时增加其天然气出口。

受碍于缺乏对外港口，哈萨克斯坦主要通过管

道来输送国内的石油天、然气到国际市场，土库曼

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样也通过管道出口。邻国中

国和俄罗斯是哈萨克斯坦的主要经济伙伴，并向其

出口需求资源，提供经济援助。由于这个原因，在接

下来的几年里哈萨克斯坦将大举进行管道建设。

哈萨克斯坦正在进行的几个项目，包括 54 亿

美元的里海管道和联合里海管道扩建计划，这两条

管道将哈萨克斯坦西部的原油送至位于黑海的冶

炼厂，扩建后的输送能力预期将增加至每天 140 万

桶和 73 万桶。

在塔吉克斯坦，在建设的 20 亿美元的东西管

道项目将把该地的天然气产业连成一条网络。土库

曼斯坦天然气公司和土库曼斯坦石油天然气建设

公司合作开展这项计划。这条 620 英里长，56 英寸

的管道输送能力将达每年 300 亿立方米。

等待建设的是 215 亿美元的南溪天然气管道

项目，该项目预计每年能输送 630 亿立方米的天然

气到 10 个欧盟消费国，项目由意大利埃尼集团和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主持建设。同时法

国电力公司和德国温特斯豪公司也参与了这项计

划。俄罗斯计划于 2015 年试运行这条管道。

7 中东

中东被提名的几个重大项目有 3,201 英里的管

道项目及 5,254 英里的管道项，且都正处在不同的

建设阶段。再接下来的两年里，伊朗天然气工程开

发公司计划投资 60 亿美元用于建设 1,677 英里的

高压天然气管道及 19 座压缩站。该计划主要建设

从伊朗沙赫尔到扎黑丹长 335 英里的跨伊朗天然

气管道和其它一些通往巴基斯坦边界的管道；一条

从德黑兰到阿玛兹长 373 英里的管道；和一条通往

东南部哈赫巴哈尔的 56 英里长的管道。

乌效鸣 校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11 期

Rita Tubb 著 刘耀东 译：世界各地强劲发展的管道技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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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低迷促使非开挖工程承包商转向地热开发

Jeff Griffin 著 毛大平 译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非开挖施工承包商转型从事地热开发地下垂直铺管施工的情况。为水平定向

钻进设备商和施工承包商提供参考。

关键词：非开挖、承包商、转型

地源热泵系统的使用越来越多，它能够稳定地

工作，并获得更大的效益。全国各地工程承包商可

能都已经有了切身感受。最近经济衰退是这个国家

自大萧条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它使得整个建筑

行业陷入低谷，大多数工程承包商苦苦挣扎，但瑞

克.施密特(Rick Schmitt)不愿就此认输。

施密特于 1998 年 1 月成立了 NEBCON 公司，

当时主要从事激增的光纤铺设业务，在 21 世纪初

退出了已经处于低谷的光纤铺设市场，对相关业务

进行了调整，在拓展公司原有业务范围的基础上还

开辟了新的领域，借此度过了难关。由于他乐于尝

试新事物和坚定的决心和毅力，NEBCON 公司多

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增长，现已有 14 名员工。施密

特对公司“以质取胜”与“稳扎稳打”的经营理念颇

为自豪。2009 年，也就是光纤市场陷入萧条不到十

年，施密特发现自己处于相同的困境，面临着一系

列的挑战。

“经济陷入混乱时，我们感受到自身市场的低

迷，所以我开始研究学习地源热泵系统（GSHP），”

施密特说，“在进驻地源热泵（即通常所说的地热）

安装市场之前我们调研了其他几个地区，并做了大

量的调查。看起来有很多事要做———我可以感到这

里有极大的机遇和广阔的市场增长潜力。”

施密特向 HVAC（锅炉、火炉、空调和热泵）承

包商，地源热泵的供应商和制造商转型，并收集地

源热泵市场信息。他发现地源热泵安装和 NEBCON

公司已经从事 13 年的水平定向钻进（HDD）有许多

共通点。

“由于世界上有这么多人看重绿色科技，因此

很多人认为发展地源热泵是正确的，”施密特说。

“越多的消费者了解它，就越容易接受他们在这项

可再生能源项目上的投资。总的来说我觉得这项技

术有望被广泛推广，虽然最初安装花费可能较大，

但就长远来看，最初的开销是值得的。”

1 地源热泵

地源热泵就是一个将地下热量转移到地表，用

于地上建筑物或住宅供热或制冷的过程，也可提供

热水。

一套典型的地源热泵系统由热泵机组，空气传

输系统（管），热水系统和一系列长形循环埋地塑料

管（垂直或水平埋管）组成。建筑物加温、冷却要求

地表循环数量是递增的。循环管充满了安全环保的

防冻剂，与建筑物内部的热泵相连。

在升温循环期间，系统可以通过热源泵在地表

自动从循环回路的液体中获取热量，热源泵积聚热

量并把它通过管路传送到建筑物的各处。与此同

时，防冻剂不断循环回溯于管道内再加热，该过程

持续进行。

在天气炎热需空调制冷时，该系统自动逆向

运转。从建筑物中释放出来的热量，直接被传递至

热水器或者地面储存起来，以用来抵抗几个月后

的寒冬。

简而言之，在冬季，地源热泵将热量从地下传

导至建筑物；在夏季，系统则将热量从建筑物输送

到热水器或重返地下。由于拥有地热能的地球是

非开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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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天然储存热量的容器，所以这是一套可再生能

源系统，相比于依靠化石燃料产生热量的常规系

统，地源热泵系统在产生热量上的效率提高了五倍

有余。

2 投资合适的设备

在完成所有研究工作、培训公司员工、让钻工

接受适当培训并获得认证后，施密特转向威猛公司

寻求帮助，以确定出最适合的钻进设备，这套设备

将为 NEBCON 公司即将安装的热泵系统提供服务。

最初，施密特信心满满地专注于住宅地源热泵系

统，包括横向和竖向二种形式热泵的安装。威猛公

司的经销商对于设备也有了答案。

“我们使用威猛公司设备已经好几年了，对他

们的经销和厂家支持很满意，”施密特说。“销售代

表建议我们尝试 D20x22FX 系列 II 型变角钻机，该

型号钻机是威猛公司专门为地源热泵系统研发的。

为了地源热泵的安装，该型号钻机有很多其他钻机

不具备的功能，如水平钻进、竖向钻进或者在任意

角度完成钻进的能力。我们还看到了变角钻机具有

其他钻机所没有的、在细节上的改进。”

NEBCON 于 2010 年春季开始安装地热系统，

目前已成功完成 30 多个项目。“我们以 90毅竖直钻

进，然后变换到 60毅、45毅、30毅的斜孔而无需移机重

新定位。这种减少孔位数量的能力尤其在狭窄的地

方是一个巨大的优势。该情况通常在庭院或部分住

宅区遇到，”施密特说。

国际地源热泵协会（IGSHPA）要求在垂直安装

相邻循环间须有 15 英寸的间隔。施密特说道，为保

证 15 英寸的间隔，普通钻机必须移动 15 英尺后重

新定位，再开钻下个孔。而 D20x22FX 变角钻机，允

许钻工将钻机从更小距离的位置，以不同的角度钻

进，达到必要的相同循环间隔。

“我们仅把机器移动一小段距离，事实上不到 6

英寸，仍可以达到每进尺 20 英寸有 15 英寸的间

隔，然后继续钻进。”他说：“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特

点，在机位小偏移的条件下，通过改变钻孔角度，让

我们能在相对接近的距离内安装数个循环系统，也

使孔位更加紧密。所以无需破坏大面积庭院，具有

相当大的优势。”

3 曲折中不间断地学习

尽管有超过 30 次安装经验，NEBCON 公司仍

不断提高其地源热泵安装技术，因为学习新技术显

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中最有趣的是适应横向和

竖向热泵系统的安装差异。

“垂直钻进显然有一个学习过程”，施密特说，

“你钻进通过不同地层时会遇到多种不同的情况，

我们试着调整钻井过程中的许多方面，如泥浆的配

制，如何有效地清除岩屑，以及不同情况下钻具材

料的选择。想成为一名优秀竖直钻进工人将是一个

持续的过程，并非任何人都可以在一年内掌握的。”

施密特解释道，对于铺设管道细节和钻孔轨迹设

计，NEBCON 公司留给 HVAC 承建商来处理。在开

始新的安装过程之前，施密特和他的职员必须考虑

一些事情，如钻孔会穿过建筑物，循环系统定位的

相关细节，竖直钻进中钻孔定位，系统的材料与制

造以及与热泵系统的实际连接，要使其正常运转。”

“多数情况下，我们试图从地板穿透建筑基础，

向新的地源热泵接近”施密特说，“这使安装过程更

为清洁。我们选择循环系统的安放位置时，需要对

已有的化粪池系统错综复杂的细节（如果适用）以

及对天然气，自来水，下水道等公用管线均有所了

解，还需要了解地形如丘陵，斜坡，低矮建筑物以及

私人管线的位置。”

场地设计完成之后，施密特着手制定钻进计

划，包括制定钻孔位置及孔间距离以减少场地面

积，钻进角度以及导向钻进中工具的选择和预计地

层条件，需要安装循环系统材料的种类、尺寸，对工

图 1 施工地热垂直钻进钻机

Jeff Griffin 著 毛大平 译：经济低迷促使非开挖工程承包商转向地热开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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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预算，其他所有在施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及解决方法。“对于任何新设备的使用，最初都会犯

一些错误，”施密特说，“但我们对这台新型设备的

表现非常满意。自动下钻功能非常实用，因为我们

不必像普通钻机那样必须对每个钻杆重新对中。这

种钻机可以将待加接的钻杆放置成水平、垂直或者

任意角度，而不需其他辅助设备。”

4 广阔的前景

施密特对通过地源热泵装置扩大公司的业务

很满意并对未来充满信心。施密特说：“在我们的服

务范围中，增加的地热项目已使我们的业务得到了

扩展，并且让我们能够为市场提供更为广泛的服

务。这样有助于减轻市场变化对于公司业绩的冲

击，也为公司带来了更加稳定可观的收入。”

这种加热、冷却的可重复利用模式拥有广阔的

前景。施密特说，“我认为对于地源热泵来说还有许

多扩展的空间，因为看起来我们有点落后于周边的

一些国家。”

“我想，有很多工程承包商因为技术问题害怕

而回避地热系统循环装置。我们希望与这些工程承

包商分享我们的成果，这或许能够为我们的同行多

开辟一些探索前进的道路吧！我们积极筹划、着手

地热系统循环装置的市场营销，期待着社会的认可

以及接下来规模的更加发展与壮大！”

霍宇翔 校

译自.<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3 期

Akkerman 公司渴望参与北美非开挖技术协会

(NASTT)年度教育基金十周年拍卖会，非开挖展示

于 2011 年 27 日至 3 月 31 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

今年新拍卖有机会在投标电子港湾上选择捐赠前

10 天的现场进行。

今年，Akkerman 公司捐赠了一套 240A 型导向螺旋

钻进系统，是一套最大钻进长度 100 米（300 英尺）

的螺旋机钻，租赁期不超过一个月。这系统包括：一

套 240A 型顶进架、万能螺旋钻进适配器、动力系

统、导向系统、100 米（300 英尺）的导向管、单级焊

接扩孔头和应用附件（适用于现场施工项目）。投标

最终在拍卖会之夜进行。

为 NASTT教育基金 AKKERMAN公司参与拍卖会

240A 型导向螺旋钻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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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输配年度调查

杨宇友 译校

摘 要：本文介绍了美国天然气输送、配送和使用的调查情况，重点分析了价格对天然气输配的影响、

事故率和管道情况。

关键词：天然气、调查、输配

在美国，每一天将近有 7000 万的顾客依赖于

国家天然气分销网络，包括燃气分销公司以及燃气

管道，来传输天然气到他们家里或者工作场所。目

前，这些顾客年平均消耗燃气 20 万亿立方，占全美

每年总能源消耗的 22%。

最终用户包括 92%的居民区，7%的商业，以及

1%的大型工业和发电厂。

然而，大量的用户，虽然在数字上较小，却消耗

了超过总燃气 60%的份额。超过 1500 家不同大小

和类型的公司执行着燃气分输的任务。它们包括地

区燃气传输公司（LCDs），服务于成千上万的客户，

也包括那些服务为少于 100 户客户的公司。它们也

包括为那些终端用户直接提供大量燃气的主要输

气线路管道公司，虽然通过输气管道传输的燃气经

常为地区燃气传输公司的最终客户所用。

来自能源信息管理局（EIA）的最新报告表明，

国家超过 1500 个当地的燃气传输公司在未来一年

将面临挑战。虽然美国天然气消费预计增长，但是

价格却不会跟涨。

能源信息管理局在 2010 年 10 月 13 日发布短

期能源展望，预计美国 2010 年及 2011 年的燃气消

费分别将出现 4.6%及 0.1%的涨幅。

因为 PHMSA 收获了补充信息，管道的历史总

里程也许会改变。根据这份报告，在工业及电力行

业的燃气消耗在 2010 年像往年一样使燃气消耗总

量增加。

报告表明在 2011 年 0.1%的燃气消耗增长量是

来自于大约 1%的民用，商用，以及工业的燃气消

耗，电力行业消耗将此数据抵消了 1%。明年预期的

民用及商用消耗是根据对美国人均取暖时长的估

计得出的。正如报告里所说，工业部门燃气消耗增

长是由预计的天然气加权工业产值 2%增长量计算

的。除了 2011 年电力消耗少幅减少（0.3%）之外，预

计的电力部门天然气消费下降 1%，主要是由于核

电力及基于可再生电力生产的增加。

1 价格问题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今年的油价比去年同

期低。能源信息管理局（EIA）报告显示，2011 年的油

价有可能达到 4.58 美元每 MMBtu，比早些时候的

预计低了 0.18 美元每 MMBtu（4%），这主要是因为

更高的国内产量的预计。图 1 1984-2009 年天然气输送管道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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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些趋势为地区燃气传输公司（LDCs）提

供了有力的商业机遇，工业正面临着新的规范，即

要求每一个燃气输送系统的操作者在 2011 年 8 月

2 日之前，按照管道和危险材料安全管理局

（PHMSA）的条款，制定出一份书面的配送诚信管理

计划（DIMP）。新的规范中花费最多的部分可能就是

关于为所有新的或者替换服务管线的单个家庭居

民安装溢流阀（ESVs）的要求，如果这是实际可行

的话。

图 2 1986/1/1 至 2009/12/31 的配气系统操作员

事件统计摘要

作为法律法规的改变以及消耗量增长所带来

的结果，整体的 LDC 花费在来年里预计将会增长。

<< 地下建筑 >> 最新的研究数据表明，燃气利用的

花费是用于新顾客，以及国家的 1，217，160 公里的

传输主线的重建，修复，及替换，以及 65，514，933

个服务设施，仪器，阀门，稳压器，阴极的保护，SCA-

DA 网络和调峰设施总数与今年的 11 亿美元相比，

在 2011 年将接近 12.1 亿美元。

2 塑料管道

从 20 世纪50 年代开始，聚乙烯（PE）已经被广

泛应用于燃气传输管道系统。今天，聚乙烯占每年

所有新的燃气传输管道安装材料的 97%。这些强硬

的，耐用的管道产品为燃气管道工程的高成本效

益，可靠和安全的燃料传输系统的设计和安装提供

了极大的便利。柔韧及轻质，聚乙烯管道系统是耐

化学及腐蚀的，可以减少了地下管道基础设施阴极

保护的需要。热融合方法将这些系统联合，提供有

潜力的无泄漏的系统性能。一个完整的直径范围从

1/2 英寸 IPS 到 24 英寸 IPS 在墙厚度或者 SDR 的

范围内中是可以利用的。

根据塑料管材研究所报告，一种新型热塑性管

道材料已经被引用到燃气传输工业。聚酰胺（PA）管

道系统提供一个全新领域的性能。PA 管道系统包

括一个比传统 PE 管道系统更高的静水压力水平，

正是如此，为更高的压力操作需要提供了一个最适

当的补充。正如 PE 管道系统那样，PA 系统在较广

的尺寸和有完整配件补充的地方是可以使用的。相

似的，PA 管道系统使用热融合发连接，可以提供相

同的、有潜力的无泄漏的系统性能。

虽然聚酰胺管材产品在过去的 30 多年已经在

不同的与能源有关的领域得以应用，但是它们直到

最近才被引进到燃气传输工业。今天，4 英寸的聚酰

胺 11 是唯一被允许用于燃气加压传输的塑料管

材，包括由运输部门 200 条防扩散安全倡议。塑料

管材研究所说这表明 PA 管道系统作为耐用，抗腐

蚀，抗化蚀以及无泄漏的选择在钢筋管材操作范围

的潜在用途。

3 管道事故预防

根据管道和危险材料安全管理局（PHMSA），大

多数美国管线网络是在地下的，使得管线易受到第

三方开挖的威胁。当然开挖损害是可以 100%避免

的，但仍然存在主要的原因导致包括死伤事故。在

所有由于管线失效导致的严重事件中，有四分之三

是与传输系统有关，同时，多于三分之一的失效是

由开挖损伤造成的。

管道和危险材料安全管理局注意到，一个避免

管线以及其他地下设施损坏的基本方法之一，是施

工方与管理或者持有埋藏设施的人之间的及时沟

通。当施工方与热线呼叫中心联络时，施工方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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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适当确定计划的开挖活动区域，以保证所有的

基础设施都在施工之前被注意到。热线呼叫中心然

后与基础设施公司联系，这些公司能派遣工作人员

来定位并标记基础设施的准确位置，以避免损坏。

4 调查结果

LDC 经理们再一次被问及几个项目的意见，包

括调查以及修理泄露的主管道的花费。紧跟着来自

工业参与者以及其他主题的成本数字以及意见。

由调查参与者提供的关于今年主要成本的数

据报告，直径 2 到 4 英寸的 PE 管材继续被广泛应

用于燃气基础设施工业，在发达地区新主管线的安

装占到了 95%到 98%。虽然每尺钢筋主管线安装的

成本已经下降，但是每寸塑料主管线安装的成本已

经增加了。

那些得知的塑料主管线安装成本价从 9.54 美

元至 23.54 美元每 2 英寸不等；12.96 美元至 33 美

元每 4 英寸；以及 45.7 美元到 64 美元每 6 英寸。

然而很多公司表明他们将不会再使用钢筋主

管线进行新的安装，其他公司提供如下价格，作为

保护钢筋主管线安装的成本：2 英寸，4.75-18.50 美

元；4 英寸，13.9-17.85 美元；以及 6 英寸，14.75-64

美元。

在过去一年中，受访者标明泄露位置 - 街道或

者草地 - 促使调查及修复泄露主线的成本的花费。

45%的受访者认为泄露位置是主要花费因素。每一

次发生事故的维修费用，除去尺寸的因素，需要 350

美元到 2800 美元不等。然而，今年多于 76%的受访

者认为调查和维修泄漏主管的平均花费在 350 美

元到 1500 美元。

几乎 110 万顾客提供如下的费用作为公司调

查以及维修泄漏的平均成本：2 到 8 英寸，350 美

元；以及 12 到 24 英寸，900 美元。

5 诚信经营

大量本年度参与调查的人预测明年制定的输

配诚信管理计划（DIMP）会代价很高并且难以承受，

尤其对小的地区燃气传输公司。超过 75%的受访者

说他们预测这些立法对地区燃气传输公司和最终

客户的代价会比管道和危险材料安全管理局建议

的更大。

大量的受访者认为，以下这些导致增加费用：

对过剩流量阀（如果可行的话安装在所有服务于单

一家庭居民的新的替代服务线上）的文件和记录以

及要求被认为是加入服务中的费用。

佛罗里达煤气使用将诚信管理立法看作额外

的追踪和报告负担以及文件作用的相关费用创造

需求。受访者同样表示，会有符合标准化的政府形

式的额外费用，对于大多数的公司来说，将远远超

过任何好处。

较老的系统造成了最近几项爆炸，公司表示，

他们仍在继续长期项目来取代在 1960 年代，70 年

代和 80 年代安装的未受保护的钢服务线。

大气能源在 Mid-Tex 分工时取代了钢服务线，

因为它在 2004 年从德州公用美国电力煤气公司获

得了气体分配系统。2010 年 7 月，该公司公布它有

57 合同人员致力于做这个工作，平均每周更换 500

条钢服务线。钢服务线正在被聚乙烯线所取代，并

且加入现代融合技术。

据该公司介绍，这 Mid-Tex 分工更换计划代表

预防维修及持续保养，它是该公司在它们操作气体

分配系统的 12 个州里提出的。据报道，公司已经完

成，或已在进行中，即它们服务的其他州的管道更

换项目。

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66%的被调查者称他

们有更换项目正在进行，而 16%表示在现有系统中

没有铸铁或未受保护的钢。15%的报告在已有的系

统有生钢，以下是被当作用于选择每年更换的主要

服务线的风险评估:泄漏历史、管材、保养维修历史

和位置。只有 3%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今年还没有开

始一个长期项目来取代在现有的系统中的生钢和

铸铁。

受访者对于使用承包商的报告指出，承包商继

续为安装气体设备提供一个新分布建设的很大一

部分。尽管大约 10%的报告表示，他们不依赖于承

包商，但还是有大约 80%依靠承包商实施 85 -

100%的所有新建筑项目，而 10%依靠承包商进行

20 到 73%的工作。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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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前景：研究表明它具有光明未来

杨宇友 译校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地下管道的发展情况，同时对后续 10 年的发展情况进行了预测。

关键词：非开挖、管道、前景

虽然石油和天然气输送管道建设与 2008 年相

比有所放缓，两个不同的研究的设想预测未来几年

会有一个坚实的市场并且天然气使用和消费将持

续增长至 2030 年。

1 Douglas-Westwood 公司报告

据预测，到2015 陆上管道项目全球花费将达到

1930 亿 美 元 ， 根 据 能 源 业 务 分 析 师

Douglas-Westwood 公司的第三版《世界陆上管线报

告》2011 年至 2015 年的数据。

该报告指出，近年来，相对来说，陆上管线市场

活动水平可以认为是被短期宏观经济因素影响。

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发达地区，如北美，其经

济受到严重影响；但没有在发展中地区那么严重，

如亚洲，它的经济增长一直强劲。

报告中称，在这些发达经济体中，全球经济衰

退对破坏能源需求和减少信贷供应有双重影响。

这种组合导致许多拟议管道项目被推迟或者

在某些情况下被取消，这被每年开支下降的趋势所

突出———这一趋势导致每年工业开支显著减少。

然而，在 2011-2015 年的预测期内，这些短期

因素将最终再次让位给更长远的和特定的行业驱

动。

该报告指出，在 2012 年以后，全球石油和天然

气需求的持续增长和相关产品的增加（活动的根本

长期驱动程序）需要对管线基础设施进行重大投

资。

在北美，增加发展非常规能源的投资，例如页

岩气，油砂，需要设置创造一个生产位置浓度的转

变，而且将需要在新的管线项目做主要投资以将新

能源和现有的管线网以及新市场相结合。

与此同时，在亚洲，飞涨的能源需求将继续支

持国内管线网投资的强劲水平，许多跨国家和跨地

区的项目也被设计出来以满足长期能源需求。

在欧洲，通过集成供应多样化和更大的区域网

络创造更大能源安全的愿望驱动着大量地区和跨

地区项目的投资。

2 增长

Douglas-Westwood 公司的《世界陆上管线报告》

预测，与 2006-2010 年相比，2011-2015 年间管线安

装公里数增加了 11%。在亚洲，东欧和前苏联以及

北美，预计有将近 74%的相关开支。超过 68%的这

笔开支预计将花费在天然气管道上。

据报告，亚洲作为最大的预测市场而突显———

由两个长管道建设和相关花费而来———占预测资

本花费 550 亿美元。

Douglas-Westwood 公司官员说，预测过程中涉

及到项目 - 项目基础上所有宣布管线前景的审议。

这个过程导致大量已宣布管线项目“溜出”预测期。

此外，一些当时被期望提前的项目会漏过，但是同

样一些新的项目肯定会在预测期内取得成果 - 或

多或少为可能出现的项目漏失做出补偿。

Douglas-Westwood 公司预计，鉴于市场驱动的

力量和公布的项目数量，陆上管线行业强劲复苏，

在预测期内经历大量和持续的投资水平。

要了解 2011-2015《世界陆上管线报告》的更多信

息，请访问 http://www.dw-1.com/shop/shop-info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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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longref=547~0。

3 INGAA 研究

北美管道建设预计将保持强劲势头。从传统到

非传统的来源供应变化预计将继续是未来管道建

设的主要驱动力。

《天然气管道和存储基础设施项目到 2030 年》

的研究，由 ICF 国际为 INGAA 准备，分析各种市场

情况下未来天然气基础设施的要求并预计在未来

20 年的投资范围，主要是为了处理从非常规页岩盆

地和致密砂岩到现有网络增加的国内生产量。

研究发现，到 2030 年，美国和加拿大将需要

28,900-61,600 英里的额外天然气管道。整个美国和

加拿大将需要新的基础设施，并不仅仅是天然气跨

区域之间长距离运输。根据这项研究，所有地区都

需要天然气基础设施服务于日益增长的需求和 / 或

需求的变化。即使成熟的生产盆地地区将不断需要

额外的开发。

北美占计划管道的 19,260 公里，8,839 公里的

管道正在建设。有 4,600 多公里的计划管道是阿拉

斯加和加拿大的项目。包括 364 英里长的 Beluga 到

Fairbanks（地下二层）天燃气管道。这个管道需要从

Cook Inlet 到 Delta 的 24 英寸线和从 Delta Junction

到 Fairbanks 的 12 英寸线。该项目将是一个阿拉斯

加主要天然气管道的支线，一旦建好，可以将天然

气由 Delta Junction 或者 Glenmallen 的连接传入中

南部阿拉斯加市场。

4 阿拉斯加的 2020 年

虽然 Transcanada 和埃克森美孚还有 BP/ 康菲

公司（迪纳利）计划的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项目已

到开放季，直到 2020 年左右他们才能开始服务。

另一个项目涉及 DCP Midstream 计划的在德克

萨斯州的 700 英里液态天然气管道。DCP Sandhill

管道线始于西德克萨斯分馏和贮存地并沿 Texas

Gulf Coast 布点，包括 Mont Belvieu。

DCP 说这个系统应该减缓影响这些地区生产

者能力限制。DCP 沙丘管道，估计在 2013 服务日期

内，将有 130,000 桶 / 日的目标能力。

至于建设活动，最重要的北美建设项目是

TransCanada 的美国和加拿大的跨境梯形加大墨西

哥湾沿岸扩建工程。

这条 1,611 英里长，36 英寸原油管道从阿尔伯

塔省的哈迪斯蒂开始，通过萨斯喀彻温省，蒙大拿

州，南达科他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延伸到东南部。它

集成了一个通过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斯州的

Keystone 管道（二期）的一部分，以服务于柯兴市场，

继续通过俄克拉荷马州到荷兰现有码头附近的一

个交货地点，德克萨斯阿瑟港港口服务，德克萨斯

市场，完成。

70 亿美元的梯形加大扩展计划于 2012 年开始

运作。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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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次水平定向钻年度调查：
水平定向钻综合市场恢复

Robert Carpenter 著 杨宇友 译校

摘 要：本文详细介绍了第十三次水平定向钻年度调查情况，对钻机数量、型号比例和施

工应用等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市场、综合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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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水平定向钻整体市场恢复在 2011 年中看

上去有所提高, 但是许多承包商依然在萧条的经济

状况中挣扎。

根据美国市场所作的第十三次地下工程水平

定向钻年度调查结果，整体市场复苏仍然是承包商

最关心的问题。专门的行业研究已在三四月份进

行。

对大多数承包商而言，项目积压直接反映在他

们集中将工作努力与特定的市场利基结合起来。在

众多的领域里,2011 年正被证实为是盛宴或饥荒的

一年。例如, 在 2011 年年底之前，一个东南部的承

包商打算购买 20 台小型水平定向钻机，正是由于

其公司的特殊通信及电力项目开始运作了。“我们

的工作人员在 2012 年的第一季度就订满了,”他说,

“剩下的时间我们也会对其它项目招标。”

然而,其他人则认为市场会继续萧条下去。一个

加利福尼亚的承包商评论说“如果价格继续下跌,我

就要开始靠除草赚钱了”。一个内布拉斯加州的承

包商担心水平定向钻市场将会“继续衰落直到过剩

的二手机器被挤出美国。但是假如并购并不影响

ILEC, CLEC 以及资本支出的话，2011 年情况将会

还好。”

这个密歇根州承包商抱有乐观的态度,他强调,

便宜的价格在向别人的生存施压。“市场上每英尺

的平均价格除了上涨不会走向任何趋势。某些人打

钻太便宜了，以至于我们其余的人很难继续发展。”

图 1 水平定向钻进初级市场情况

然而, 即使受访者中有反应出一些漠视评论和

合理担忧, 但大多数人表示了对未来水平定向钻市

场的总体信心。“我们很乐观,相信无论是现在和将

来水平定向钻将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来自西海岸

的这位承包商说。

一位肯塔基的承包商如此简单地定义他们

2011 年的市场：“煤气价格增长了；电力和下水道价

格保持稳定。”一位美国中西部地区的承包商说他

们已经看到水平定向钻工作的平稳增长:“我看到它

每年扩大更多,”他补充说。

太平洋西北建筑公司看到一个光明的未来:“我

们对该产业充满激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投资该

公司，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计划将它建设成为最

大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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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机遇

近些年来，具有开创精神的水平定向钻承包商

们已经在大力追求定向钻进应用的多样性。这些努

力源自于拓宽他们的市场以及寻找新式、实际的应

用和市场利基的必要性（2001 年光纤市场崩溃的结

果）和真诚愿望。“当然,过去的几年是很艰难的。”一

位东南部的承包商承认。“但是我们已经致力于把

水平定向钻业务发展成许多不同的市场。我们一直

留心探索新的应用。这极大地帮助并且容许我们在

良好的形式下度过萧条期。”

阿拉斯加的承包商同意该说法，说他们公司已

经从水平定向钻业务“不断增加的应用”中受益。

水平定向钻取得成功的另一部分因素是地下

市场对该技术的广泛接受。作为一种最初主要用于

能源、通信市场的方法，水平定向钻在证明它能够

应用于其他领域的地下管道安装的道路上稳步前

进。“由于工程师的设计工作和明挖程序的环境问

题,水平定向钻变得更强大了。”印地安那州的承包

商观察到。

另一个承包商预言“随着燃料价格上涨 ，横跨

全国的定向钻孔将取代深开挖。”

几个被调查者预言在不久的将来水平定向钻

市场几乎不会有改变或进展。“定向钻进市场不会

在未来的几年内有很大的发展—我看不到住宅市

场和经济有太大的变化。”一位中西部的承包商说。

另一位路易斯安那州的承包商同意这种说法:“由于

经济问题，我看它(市场)会保持不变。”

未知的经济前景继续抑制水平定向钻行业的

发展,一个东北部的承包商说。“目前的工作量不像

它本应该的那么稳定。长期看起来有点不稳定,而且

为了使承包商们放心，需要做一个更好的预算。”

在亚利桑那州，一个承包商指出“自从联邦资

金对乡村公共服务，国家周转基金资助项目，或是

道路项目的承诺没指望之后，近期和长期将反映经

济从这里开始。

“水平定向钻的适应性以及其它非开挖技术在

不断的上升,”他说。“然而,由于它呈现出节约成本

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越来越多地要求去看看在很多

项目中定向钻井是否可以作为一个可能的解决方

法———过多的需求致使我们可能会增加另一种中

等大小的钻机。”

水平定向钻行业中活跃的公司和机构拥有大

量的公共事业设备,他们占有 13%的市场份额，剩下

77%的市场份额由承包商占有。定向钻行业中约

17.6%的企业或机构将水平定向钻作为他们的业务

重点。

2 市场驱动力

2011年的其中一个积极的市场驱动力是远程

通信市场，这得益于其长期搁浅的“立即上马”刺激

计划终于要蓬勃发展了（虽然在资金完全到位之前

已经进行了三次尝试）。从本质上讲,建设周期已经

被压缩到 18 个月,导致某些地区迎来疯狂的建设热

潮。问题仍然在于刺激资金于 2012 年消耗殆尽之

后，届时通信市场将自然恢复到什么样的程度。

图 2 水平定向钻机生产和销售数据

通信市场常使用较小水平定向钻设备。所以,部

分通信市场在至一年表现强劲, 2011 年的钻机设备

的销售量从 2010 年的 1441 台跃升至大约 1770 台

就不足为奇了。单单是 2011 年的第一季度,就将近

售出 450 台设备。

对于地下公用建筑行业来说，水平定向钻已然

成为了“规则变革者”。自它在 80 年代末被引进,市

场给予定向钻机巨大的认可,事实上可以说是信赖。

水平定向钻是真正意义上的突破性技术，如今它渗

透于建设市场的方方面面。地下公用建筑公司从五

年前平均只有六台钻机增加至现在平均拥有大约

八台钻机(各种尺寸)。承包商和公用事业公司预估

他们在 2011 年中将有超过 49%的工程会用到水平

定向钻，到 2016 年这一数字将增加到 54.6%。

当不同的市场动态在 2011 年开始发挥作用

时，通过规章制度的作用市场份额方面也有些转

Robert Carpenter 著 杨宇友 译校：第十三次水平定向钻年度调查：水平定向钻综合市场恢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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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随着对通信建设备受重视,它所占的市场份额从

2010 年的 18.5%增长到 2011 年的 22.6%。煤气输

配行业中水平定向钻的应用也从 2010 年的 16.1%

增长到 2011 年的 17.3%。不出所料,由于经济衰退

仍然消极地影响着大多数城市的现金流动，给排水

市场对水平定向钻的应用减少了。在许多地区,新的

市政建设已在很大程度上陷于停顿。水平定向钻在

水利建设中的市场份额从 2010 年的 16.6%下降到

2011 年的 13.7%, 其在下水道建设工程中份额是从

11.9%减少到 10.9%。

至于现在钻机尺寸的分布，小钻机类处于五年

中的最高水平，即 68.3%的承包商拥有小型钻机(拉

回装置在 40000 磅之下)。超过 23%的承包商拥有中

型钻机 (拉回装置在 40000 - 100000 磅之间),而

8.4%的拥有大型钻机(大于 100000 镑)。

图 3 水平定向钻机型号分布图 图 4 承包商采购钻机情况

图 5 水平定向钻机大小尧年龄和施工长度

图 6 采用水平定向钻机铺设管线比例

“其它”类型的水平定向钻市场还是包括许多

区别和创新的应用。但是在今年的研究中，地热出

现比以往更加强烈。生产商们已经预言（亦是希

望），市场中水平定向钻的应用可以有实质性的增

长。地热首次显示出一些影响市场的确定性迹象。

3 采购计划

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出现了通过购买中型、甚

至是大型钻机来扩大新市场的趋势，从而使取代小

型钻机成为必要。但是 2011 年承包商的采购计划

反映出另一个通信市场恢复活力的副产品，67.1%

的人在下一个钻机采购中计划投资小钻机，23.6%

计划购买一个中型钻机和 9.2%希望可以购买一个

大型钻机。2010 年，每个承包商平均购买了 1.4 台

钻机, 而在 2011 年，承包商计划采购平均每人 1.6

台钻机。

二手钻机市场正在趋于成熟, 并且正在成为影

响以旧换新和采购的一个实质性因素。二手钻机的

采购数量在过去的三年里由于经济不景气只有部

分增长，在萧条期,承包商需要更换部件或是为了扩

大他们的规模而去寻找昂贵许多的新钻机的替代

品。大约 51.7%的拥有水平定向钻的人说他们已经

采购了二手设备，有 46.7%的表示下次采购时会认

真考虑采购二手钻机。根据 51.4%的调查对象反映，

二手中型钻机是承包商们最可能购买的设备。

钻机业主在重置之前平均操作迷你钻机 4064

小时;平均操作中型钻机 4238 小时,大型钻机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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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寿命中工作时间最长的，达到 6182 小时。

每英尺的定价仍然是不确定的而且难以确定。

所有类型的应用程序的平均价位从低至 5 美元每

英尺到高达 140 美元每英尺。就像先前讨论过的一

样,低价格对所有承包商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66.6%的钻机操作者都使用 Walkover 定位系

统，28.3%的钻机操作者使用有线线路，余下约占

5%的钻机操作者使用其它系统。

由于使用超过十年的构件数量从 2010 年的

12.5%下降到 2011 年的 10.0%，因此水平定向钻设

备方面的成长比较年轻。当承包商们逃离市场且那

些留下来的由于资金问题被迫延长他们设备的寿

命的时候，电信业就垮了，电信业的崩溃正是标志

着这些设备使用的时间范围。2010 年,旧的构件数

量显然逐渐减少了。

2010 年,大约 7.7%的承包商反映水平定向钻合

同超过 2000 万美元; 13.5%在水平定向钻业务中赚

得 500 到 1000 万美元,44.2%赚到 100 到 500 万美

元,34.6%的赚到在 50 到 100 万美元。2011 年,

29.9%的承包商希望从水平定向钻合同中挣到更多

的钱,42.9%的预期大概相同的收入，27.2%预期会

赚的少些。

高密度聚乙烯仍用于通过水平定向钻安装的

最常见的管道；43.9%的时间都在使用它。PVC 管道

是 22.9%；钢是 15.5%,球墨铸铁是 12.7%；而其他类

型的管类为 5%。

对于全国各地的承包商来说，保持各种尺寸的

水平定向钻零件的生产量的需求始终是极为重要

的。事实上, 75%的承包商认为”服务”是他们在寻找

设备 / 服务供应商最为重要的因素。约 61%的人看

重质量；56.7%强调技术知识；50%的参与者看重服

务 / 设备的价格；41.7%看重他们服务 / 设备供应商

的位置。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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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径72英寸水平定向钻进5675英尺新纪录

Ben Boere Roy Estes 著 张瑛 译

摘 要：本文介绍了阿布扎比实施的供水管道穿越施工的情况，该工程为 HDD 穿越施工的最近世界记

录。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机、供水、穿越记录

阿布扎比旅游局正在研发一个集商业、住宅、

休闲为一体的项目，该项目位于离阿布扎比岛海岸

500 米的一个低洼小岛上。这一名叫萨迪亚特岛的

开发预计耗资 270 亿美元，最终将容纳大约 150000

居民。拥有一个世界级高尔夫球场，一个纽约大学

校园，一个世界级的表演艺术中心和一个 30000 平

方米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萨迪亚特岛有望成为阿布

扎比的文化中心。

1 供水基础设施

大规模基础设施的发展，包括雨水排水系统、

污水处理系统、电网站点、供水和储水系统，其中必

须要铺设两条直径为 48 英寸的水管，来穿过阿布

扎比海峡从而连接萨迪亚特与纳卡赫枢纽站上的

主要供水网络。原先选择好的管道路由被土地所有

者拒绝了，项目因此被推迟了大约一年，然后将其

替换为两根平行放置的 48 英寸钢质管道和一个 6

英寸导管埋设光纤电缆才达成协议。

2008 年 8 月，林登贝格给水排水部（林登贝格

阿联酋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部门）给予 FlowTex 埃

及公司一份水平定向钻孔并安装连接纳卡赫枢纽

站和萨迪亚特岛管道的合同。第一个 5，280 英尺的

钻孔于 2009 年 9 月 21 日动工至 2010 年 5 月 4 日

结束，第二个 5，675 英尺的钻孔于 2009 年 10 月 19

日动工至 2010 年 7 月 22 日结束。使用海瑞克公司

的 400 型钻机完成该钻孔。这两个先导孔同时成

孔，在第一个先导孔完成扩孔后，利用相同的扩孔

工具进行第二个钻孔的扩孔。

2 扩孔

由于地层经常在几米的范围内从软到硬，再到

非常坚硬，12 ?英寸的先导孔钻进十分困难。地层主

要是软钙质泥岩、粉砂岩和含有条状石膏晶体的砂

岩、和坚硬的砂屑石灰岩。之前设计的曲率半径为

5，250 英尺的钻孔在一些区域无法实现就不得不改

用曲率半径小于 3，300 英尺的钻孔。由于较小的钻

孔曲率半径决定钻孔的尺寸为 72 英寸的而不是原

先设计的 62 英寸。

钻孔的扩孔非常此困难，是由于为该工程订购

的扩孔钻头不适用于目前位置的坚硬地层。FloTex

刚完成了一个位于马达加斯加穿越山体的水平定

向钻孔。那项工程的中途他们转用桶式扩孔器，此

后在钻进速度、钻具寿命和孔内情况方面有重大改

进。他们也意识到在 2008 年的时候，这个桶式扩孔

图 1 穿越拉管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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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在沙特阿拉伯的相似地层条件下创下了一个直

径 42 英寸，3，050 米长的钻孔记录。

最后，这项工程决定使用带有铣齿刀刃的桶式

扩孔器。咨询了这种扩孔器的制造商，也就是澳大

利亚 Transco 制造公司，扩孔器有 26、36、44、58 和

72 英寸几种规格。这种新型钻具用于工程的后半

期，即先导孔完成以后。这就要求开始扩孔时就采

用配有专门铣齿刀刃的桶式扩孔器。如我们所料，

最初在坚硬地层中扩孔速度极其的慢，在一些孔段

完成一根钻杆长度的扩孔要花 2 个小时。

当第一级桶式扩孔器扩出后，就在其前后加装

上桶式扩孔头。事实证明铣齿刀刃在钻坚硬地层时

要比其他刃具快的多，而且钻软土地层时也不会产

生泥包。扩孔速度大约每根钻杆耗时 30 分钟，如果

岩屑中的含泥量可以很好处理的话，在一些孔段速

度会更快。所有的扩孔器使用前都安装好桶式扩孔

头。这种孔底钻具排列是一套集中的、稳定的扩孔

器，能纠正钻进时的微小偏差。整个过程中回拖力

在 5 吨到 50 吨之间，回转速度在每分钟 25 转到 50

转之间，泥浆流量在每分钟 475 加仑到 660 加仑之

间，现场一天 24 小时运行。

按照标准设计的扩孔器，58 英寸以内的规格都

可以非常顺利的工作。在这一点上，72 英寸扩孔器

的重量在软土地层中显得重了些。FlowTex 公司的

项目经理 Ben Boere 与一个 Transco 公司的销售技

术员一起建议，设计了一个轻便的 72 英寸扩孔器。

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就生产出了该型扩孔器并空

运到现场。这台轻便的扩孔器运行的十分好。它的

扭矩和回拖力不大，扩孔效率与其他小尺寸扩孔器

相似。

3 冲洗液问题

在整个过程中，钻孔冲洗液也是个问题。由于

钻孔在两岛之间的水下，盐水侵入就成为一个问

题。经监测冲洗液显示由于地层中石膏成分很高加

上海水涌进钻孔，泥浆粘度就遭到了破坏。在多次

试验后并根据以往经验，将冲洗液改为基于海水和

抗盐聚合物设计的泥浆。而且在成功利用海水配制

泥浆后，淡水也不需要运送到现场了。

最后一个钻孔的扩孔在 7 月 22 日完成。回拖

管道入孔时，需用水作为重压材料，来保护管道的

阴极保护涂层，并保持回拖力在最小值。在一个光

滑而笔直的钻孔中，将这样的长度与直径管道拖

入，只需要相当小的拉力，仅 60~70 吨。每次回拖操

作需大约 16 个小时，泵水入管的速度取决于管道

的回拖速度。

霍宇翔 校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3 期

Ben Boere Roy Estes 著 张瑛 译：直径 72 英寸水平定向钻进 5675 英尺新纪录

北京东方中远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电力

工程建设中首次应用 Ф3000 大口径机械顶管施

工工法。在 2011 年第四季度，历时 22 天，先后穿

越房山区刺猬河和通州区通惠灌渠，总长度 242

米，顶管机械采用国产 DK 式土压平衡掘进机，顶

管管径 Ф3000，覆土深度距河底 3m，F 型钢承口

接口，坡度 5.3‰,相比常规穿越河湖的围堰明开，

浅埋暗挖等工法，实现了同类电力工程建设施工

工期、质量、安全及成本各项指标的全面优化。

大口径顶管施工

顶管施工工作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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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水平定向钻进完成了喀斯喀特山脉
极具挑战性的钻孔

Jeff Griffin 著 李炯 译

摘 要：本文详细介绍了采用水平定向钻进完成了喀斯喀特山脉极具挑战性的 6 个定向穿越钻孔的施

工情况，重点说明了依据现场环境的限制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对策。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山脉、穿越

定向钻进装置在十几年前被认为是不可行的，

然而现在却常规性的使用。复杂地区的工程以前会

成为业内新闻，现在却是司空见惯的事。

水平定向钻进技术的广泛应用是更好的设备

和井下工具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了解钻井液使用方

法和操作者懂得如何应用知识和经验发挥这些技

术最大优势的前提下发展起来的。

一直会有许多“不能完成”的工作被富于进取

的钻探工作者所完成。这里有一小群水平定向钻进

的专家，他们总是享受这种工程成功的快乐。

其中最近一个最困难，令人印象最深的位于华

盛顿喀斯喀特山脉高海拔地区的水平定向钻进工

程已经在这个冬天完工。

图 1 穿越施工钻机场地

总承包人 Robinson Brothers（华盛顿州温哥华

市）负责大约 8 英里的架空光缆的迁移工作。这项

工作由于恶劣的天气和光缆要被埋入地下而失败

了。水平定向钻进工作被转包给 Apex Directional

Drilling 进行实施。电缆路线急剧地升高降低，要穿

越茂密的山林和峡谷，其中还有一些小溪和湖泊。

钻进过程中遇到的岩石和裂隙玄武岩的硬度从

20000 到 50000 psi。

两个直径为 2 英尺的 HDPE 管道被铺于地下

使光缆从中穿过。钻进了大约 5 英里长的路线，其

中 3 英里为地下水平钻进。

Apex Directional Drilling 的董事长 Mike Lachner

说：“在工程开工的时候就很清楚，钻孔施工过程中

会遇到极端的挑战。这是一项备受关注的计划，它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兴趣。”

1 设备选择

Apex 的投标成本是建立在使用一套价值

100000 英镑的回拖钻机，该钻机配有双层管道机械

式钻井系统，而不是配有泥浆泵的较大型机械。不

使用泥浆泵使得没有必要提供那种技术所需要的

设备，从而大大地降低了使用大量钻井液的必要。

Lachner 说：“我们会使用这种设备试钻这些

孔，可能会有一些进展。我确定肯定会有一些人认

为这种设备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不会完成这项工

作，但是我们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我们喜欢有

困难的工程，但是我们不去承担我们没有信心完成

的任何事情。虽然我们是一家年轻的公司，但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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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都有多年水平定向钻进

经验，包括许多困难工程的施工经验。同时，我们已

经建立了声誉，去承担其他承包商不愿意去承担的

工程。我们在微型机械的机械驱动系统方面拥有经

验，我们有有信心利用这个 100000 英镑的机型去

完成这项工作。”

图 2 穿越现场总体情况

沟神 JT100's 全地形双管道机械式钻进系统被

Lachner 称为机械式泥浆马达系统，使用一个内部

杆件去驱动钻头，外部的管道使用一个弯接头控制

井下工具钻进导向孔，在回拖过程中为扩孔器提供

旋转扭矩。它的目的是在低排量的钻井液操作环境

下给钻头传递最大的井底马力。

Apex 把这项工作看做一项设计 / 建造工程来

处理，执行工程总承包制，包括钻孔的详细规划和

每台水平定向钻进设备的完工情况。

Lachner 说：“每一个孔的设计是关键。遇到严

重下降的角度时，在正确的位置平整好，然后在相

反边坡的正确位置开钻，朝着设计好的出口点钻

进。剖面图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必须保持一个 40-50

英尺的深度，因为我们计划用手持式跟踪设备。如

果我们的深度更深，我们就会失去跟踪器的信号。”

Apex 的 JT100 单元曾经在东海岸用于长距离的施

工，也曾被用于华盛顿的山体工程。在 2010 年 10

月一组由五人组成的小队开始施工。

图 3 穿越施工现场

2 后勤困难

钻机的获得、设备物资的提供、场地的建立等

后勤方面的事情复杂而困难。

Lachner 说；“我们要铺一些路，建造和维护发

射台。设备用一辆 D8 Caterpillar 推土机从山路上拖

过来。在一些钻孔地点，设置位置距离铺面道路有

7 英里。两英尺的导管在滚筒上，D8 推土机把拖车

拉到工作场地。工作人员和物资用一辆 6x6 的

ATV 运送。

每一个导向孔都用 6 1/2 的三牙轮钻头。为了回

拖过程中保持导向孔的稳定，我们用一个 6 英尺的

岩石扩孔器联接在管线的前面。

沟神 752 手持式跟踪系统曾和 TMS 钻孔规划

系统配合使用，基于 Windows 的钻孔管理工具用来

规划钻孔，监控实时过程，绘制已安装完毕管线的

竣工示意图。

这个工程自始至终，天气使得工作环境十分恶

劣。

Lachner 说：“我们于 2010 年 19 月开始施工，

11 月开始下雪。从那时开始一直到 2011 年 2 月最

后一个钻孔的完工，我们一直在寒冷的环境中工

作。在寒风和极低的温度下，伴随着明显的降雪，我

Jeff Griffin 著 李炯 译：采用水平定向钻进完成了喀斯喀特山脉极具挑战性的钻孔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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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得不把全地形车开来，每天在钻井现场来回组

织动员。这个地点距离山上的基地最远大概有 7 英

里。”

防止设备冻结，给机器提供水和燃料也是我们

所面临的问题。

Lachner 说：“在漫长的每一天，我们必须携带

装在便携式撬箱中的柴油以及天然气。由于水车去

我们工作的场所不太方便，我们不得不根据他们来

我们场地的时间安排好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每天开

着 D9 推土机在山路上上上下下，来保持道路足够

清洁，以利于驾驶。即使在那种道路上，我们的 4×4

钻探设备也不能经常在陡峭的山坡上来回行驶。我

们用带有大型挖掘机和推土机的拖车运输我们所

有的设备和工具。因为所有的道路，即使是平坦完

整的，都太陡峭和弯曲，不利于卡车的行驶。”

由于有经常性的狂风穿过山脉之间的峡谷，对

帐篷持续性的维护，建造庇护场所来保护泥浆混合

系统和回收装置都是必不可少的。采用优质丙烷取

暖器和大容量的丙烷储存罐来使他们在极低的温

度下取暖。降雪量的峰值大概有 6 英尺厚，迁移量

最高在钻孔两侧达到 10-12 英尺。

Lachner 说：“有时，我们不得不扫雪防止设备

被雪埋没。实际上我们不得不在雪地里清理出一条

通向我们设备的新路。”

3 环境限制

这里也有一些环境限制要求我们注意。

他说道：“直径 8 英尺以上的树木不能砍伐。同

时我们必须赶在二月份花斑猫头鹰交配季节之前

完工。”

这项工程在规定时间和预算内顺利完工。

Lachner 相信在开工之前合理的规划以及工作人员

的经验和绩效能够使设备正常的运转是顺利完工

的保证。

Lachner 说道：“每一个钻孔都不相同，我们必

须根据每一个钻孔调整泥浆、压力和其它变量。许

多力量必须团结起来确保所有的事都顺利发展。”

Apex 项目的负责人是 Jason Stephenson，钻机操

作者是 Ryan Zimmerman。董事长 Mike Lachner 投身

于整个项目的运作过程中。

总部位于俄勒冈州大马士革的 Apex 在全国范

围内为多个客户提供服务。该公司当前拥有 8 台价

值 30000—100000 英镑的水平定向钻机。该工程完

工不久，就又会购入一台价值 100000 英镑的钻机。

回顾往事，Apex 还会从事这项事业吗？

“当然，我们热爱‘不可能’的工作”Lachner 说

道。

4 六个高难度钻孔

这六个位于华盛顿喀斯喀特山脉附近的孔都

是由 Apex Directional Drilling 完成。长度从 1100 英

尺到 2300 英尺不等，每一个钻孔都有大的阶段变

化和陡峭的边坡。其中一个钻孔在深度 45 英尺的

地下穿过一个湖泊，并延伸达 965 英尺，然后垂直

向上延伸大约 650 英尺。其余的五个钻孔是在地面

或者峡谷穿过。它们从峡谷中较高的一面向下钻进

到底部的平坦位置，然后穿过峡谷，从另一面的出

口钻出地面。每一个钻孔都有它所需要注意的工程

问题要被处理，因此没有通用的方法可以同时应用

到六个钻孔。

Apex 的主席 Mike Lachner 这样描述每一个钻

孔：

一号孔长约 1700 英尺，从一个树木繁茂的峡

谷穿过。我们以—36毅开始向下钻进 350 英尺，然后

在峡谷底部水平钻进 300 英尺。我们以斜向上 70毅
开始钻进 200 英尺，在塔的穹顶位置左转。

二号孔叫做布拉夫孔，长度为 1500 英尺。我们

从孔的底部末端开始，以一个 -45毅向前钻进达 300

英尺，在峡谷底部水平前进 1050 英尺后从弯曲部

分的出口钻出。其中包括一个长 650 英尺上升到山

一侧的 80 度的角。

三号孔是储层射孔。钻机被安放在底部一个水

平的位置上。我们向下钻进 45 英尺，然后在湖底水

平钻进 950 英尺。由于钻孔的结构，我们以一个

60—75毅的角度向上钻进 1158 英尺，在这个过程中

伴有一个 800 英尺的高度变化，从而使得在山坡上

可以安放工具和拖走碎屑。这个孔是两个最困难的

孔中的一个，必须考虑角度的变化。

四号孔在峡谷下方 1200 英尺，但是钻孔结构

要求施工位置必须能够防止直线 渊下转第 38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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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小口径钻进机具攻克硬岩

Jeff Griffin 著 虎瑞 译

摘 要：本文介绍了 GSW 公司从事岩石非开挖施工的经验，重点推介了施工小口径铺管施工的技术

特点。

关键词：小口径、钻机、岩石

GSW 公司在岩石定向钻进中找到了自己的位

置，并且通过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发现了一种大

多数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岩石定向钻进思路。

任何一个曾经有过钻进岩石地层经历的承包

商在选择配套的钻进设备的时候，就清楚地知道钻

进岩石地层既费时又耗财，尤其在钻进设备选择不

合理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更为突出。更复杂的因素是

每种地层的性质都是不同的。解决坚硬岩石钻进问

题，需要一种在各种不同地层都有效的方法，常规

的方法主要是更换和尝试不同的钻机、辅助机具、

泥浆体系等等。

但是要感谢足智多谋、见多识广的 GreggWider

先生和他的专业团队，他们属于总部位于美国佐治

亚州坎顿市的 GSW 公司，他们利用一种方法，可以

减轻人们在尝试各种不同型号水平定向钻机及辅

助设备时的工作量，使得人们可以更高效的完成坚

硬岩石中的钻进。

“当遇到坚硬岩层时，我们不必刻意去躲避。”

Wilder 先生在十多年前竭尽所有创立 GSW 的时候

就说过。“随着管线需求量的增大，铺设的路线变得

更具挑战。硬岩区将成为可供管道铺设的最后一块

区域。很多时候，我们无法避开硬岩。正因为 GSW

公司在钻进岩石地层方面具有专业水平，我们才有

机会竞标并完成更多的工作。我们的成功经验的确

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公司业务已经在持续地增

长，并且在业界广为流传。”

1 小口径高效率

传统思想认为钻坚硬岩石时钻进设备功率越

大越好，针对此，Wilder 先生和他的钻进岩石地层

的专业团队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他们否定了在

钻进岩层时，钻机动力系统越大就越经济的观点。

在 Wider 先生看来，更重要的是钻具和钻进方法的

选择，而不是钻机的功率。他用 GSW 公司最近在宾

夕法尼亚州合理选择钻具并成功钻进的实例来证

明他的论点。“由于以前在钻进硬岩领域取得过的

成就，我们获得了一个通信工程前期阶段的管道铺

设项目。”Wilder 回忆道。“我们是最早使用潜孔锤

钻进硬岩的公司之一，特别是使用小口径钻进设备

如威猛 20×22 系列Ⅱ型的钻机和先 锋一号

（Pioneer One）潜孔锤。

我们可以将大口径长距离钻进划分为多段小

口径短距离钻进，分割后的每段钻进都是我们能够

铺设的直径和可以操作的潜孔锤，这就是在某些特

定场合能够得到应用的关键因素。

Wilder 先生过去与研发先锋一号潜孔锤的工

程师一起工作过，并对该潜孔锤的控制装置很感兴

趣。“他是我知道的唯一懂这个理论的人。他认为施

加在钻具后面的动力过大是不必要的，而更重要的

是采用什么样的钻进方法和钻具结构。威猛 20×22

系列的Ⅱ型的钻具就使得气流畅通并且使潜孔锤

可以很好地破碎岩石。合理的潜孔锤结构对钻进岩

石地层非常关键，尤其是面对那些坚硬地层（单轴

抗压强度在 70MPa 以上）的时候。钻具越紧凑越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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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操控，而且更加经济。”

Wilder 先生和他的团队成功的完成了那个光

纤铺设项目，更不用说为项目业主 Infrasourse 公司

提供的技术支持，其中涉及到在 5000 英尺长的硬

岩中铺设一个直径 3.5 英尺的套管，地层大部分在

石灰岩中，有些孔段岩石的单轴抗压强度甚至超过

了 200Mpa。

Wilder 先生说：“那真的太硬了，在那里潜孔锤

自身都无法保持完好。有一些岩石地层更难破碎，

但是我们的团队凭借经验和能力，运用不同的手段

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因为我们以前就在那里有过钻

进经历。”

图 1 采用威猛钻机进行小口径岩石铺管施工现场

2 辉煌事迹

当别的承包商用大型钻具并尝试了多种钻头

钻进岩层都失败了之后，就向 GSW 承包商请求援

助。GSW 承包商在完成了现场评估之后，Wilder 先

生的团队就开始用他们的经验工作了，面对硬岩，

他们使用了和过去相似的方法去钻进，结果成功

了。随着不断地实践，后来在钻进硬岩时每次钻进

长度控制在达到 200 到 500 英尺之间。

Wilder 说：“我们平均每天钻进 150 英尺，有些

时候我们不得不安装扩孔钻具并且进行回扩作业，

这通常都会减慢我们的工程进度。但是如果条件合

适我们可以用专用潜孔锤每小时钻进 40 英尺。这

在硬岩中钻进效率已经很高了。

GSW 公司用威猛 20×22 系列的Ⅱ型钻机完成

了很多工程，与先前钻进时失败了的大型钻机相

比，它具有几个有竞争力的优点，包括用更小的空

压机清除钻孔内的岩屑。Wilder 的团队用了一个风

量为 105m3，泵压为 1.4Mpa 的空压机，与常规大型

钻孔所需的空压机相比不仅省油而且只有 7000 磅

重。只要用一个牵引车可以很方便的运输到工作现

场，大大的降低了成本。

在需要回扩的地方，Wilder 的团队就用一个直

径 6 英寸的扩孔器来稳固地层以防止临时的垮塌。

Wilder 解释道：没有那么多的钻具及辅助机具去完

成不稳定围岩的支护。这些因素都会降低我们的钻

进效率，Wilder 鼓励其他的承包商对每一种岩层分

开对待，各个击破。关键是要找出各种岩层之间的

不同点，再制定出相应的方案，选用合适的钻具。最

后再解决那些难以钻进的岩石。

“就算你的施工人员经验丰富，并且具备完成

钻进的能力，但是在坚硬岩层中钻进，有些事情是

根本不可能避免的，”Wilder 说。“关键在于意识到

前方的地质情况，在准备钻进过程中将其说明，并

写入投标文件中。对无法控制的做出解释，并高效

处理短暂停工。”

3 岩石性质

当遇到一系列不同岩层时，首先应明确各自之

间的差异。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Wilder 先生遵照

了这一理念。他认为，岩石在地壳中的性质差异很

大。在美国东南部岩石就坚硬得多。这时钻孔只需

要少量水，因此水源并不是影响钻进的一个关键因

素。而在美国的其他地方，岩层变化就很大，水源成

为钻进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需要大量的水保证钻

孔的安全。

对承包商而言最大的挑战是在被已有管线和

光纤拥塞的区域，确定一条新管道的铺设轨迹。有

时穿过坚硬岩石是唯一的选择，Wilder 更倾向于用

带有潜孔锤装置的小规格钻进设备。用小的设备不

但不需要更换辅助机具，而且大大的提高了工作效

率。尤其是在城市管线集中的地方，我们不得不选

用小的钻具，因为大的钻具在有限空间内无法布置

和工作。

最后，宾夕法尼亚州的通讯管线铺设工程完成

了，贯穿东西 400 英里。Wilder 先生满意地说，这个

工程的顺利完成应归功于他的团队在坚硬岩石钻

进方面的丰富经验和专业技术。钻进岩层靠的是技

巧而不是蛮力。GSW 将会直面任何挑战。

霍宇翔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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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水平定向钻进技术为布兰森带来天然气

许洁 译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美国密苏里州布兰森城市采用水平定向钻进铺设天燃气管道穿越岩石地层的

事情情况。

关键词：水平定向钻进、天然气、岩石穿越

布兰森是一个位于密苏里州西南部著名的家

庭度假中心，有著名的银元城，酒店，5 个饭店，多于

50 个现场表演中心，十二个冠军高尔夫球场和许多

其他吸引人的地方。城市的家庭和商业都与天然气

紧密联系着。

去年建成一条长 48 英里直径为 8 英寸的钢质

天然气传输管线，它通过崎岖的欧扎克山脉，将天

然气从奥罗拉传送到布兰森。并且工作人员随后建

立了一套分配体系，将天然气服务带给用户们。

天然气供应商是南部密苏里燃气公司，Summit

Utilities 管理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利特尔顿公司。管

理传输管线的建造和城市的分配体系。天然气对于

布兰森来说是个长期的规划，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这

个地区的岩石类土壤使得在地下铺设管线很困难

且成本很高。

图 1 穿越一条公路的场地情况

这项业务的开发者和建造管理者 Bret Brown 说

传输管线包含他曾经遇到过的最坚硬的岩石。

他说：“不仅仅岩石非常坚硬，这个区域还存在

地形高差较大的挑战，陡峭和急剧下降的山坡为管

线铺设带来了困难。我们已经在洛基山脉进行过管

线工程，但是现在这个工程更困难。”

在布兰森的地表下绝大多数是同样坚硬的岩

石。

图 2 穿越公路的钻机现场

1 准入制度障碍

Brown 说，多年来几家公司已经获得给该地区

供气特许，但由于该区域住户少、地质复杂构建成

本高，计划诸多搁浅。自 2010 年 6 月，很多承包商

进驻 Branson 铺展天然气管道和线路。Brown 说大

部分干线工作已经在 2010 年 11 月完成，后续服务

工作仍在继续。Branson 天然气系统在近 80 里线上

包含了 2-、4-、6- 英寸 HDPE 型管线，给 1000 户顾

客提供服务。体系还包括了近 15000feet 的 3/4-, 1,

1/4- 和 4- 英寸管路。

Brown 说，近 85%的天然气配给的铺设工作都

已经通过 HDD 完成，大部分地下工作也通过 HDD

完成。

Branson 天然气铺设的主要承包商之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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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s Construction Inc. Colorado Springs, CO.

Woods Construction 公司主席，负责 Branson 的

现场监督，Libby 说：公司主要工作集中在那 85%的

地下管路安装上。

我们做了很多地下和岩石破碎工作，但如果没

有 HDD，工程不可能成功完成。

Libby 接着说：大部分基建工作在发达区域，挖

掘和破脆地下岩石放置管路的工作耗费巨大。使用

HDD 技术使工程投资相对减少了很多。

Woods Construction 职 员 安 装 了 超 过

100，000feetHDPE 主管线，包括不同 2-，4- 和 6- 英

寸的管径。钻孔 300 口，长度在 80~1320 英尺，平均

330 英尺。

2 岩石施工特点
Libby 说：区别于常规工作，岩石的存在使这个

管线工程变特殊。他强调：岩石非常硬，达到

31000psi。我们的测试不同区域的岩石破脆性，一半

超过 20000 磅 psi。

在 HDD 工 作 中 ，Woods 职 员 使 用 了 两 台

JT3020 和一台 JT4020AT. 设备中使用双线机械动

力，接触钻模型，使岩石钻探与钻沙或土一样容易。

Libby 说，AT 机械可以在不需要泥浆泵送动力

下钻岩石。使用大型泥浆泵送设备和支持设备增大

经济负担，钻井成本超过 10 倍。

双线动力系统不用泥浆泵送就可以开展岩石

钻工作。双线动力体系对最小体积钻井液给出了最

大井下动力。AT 设计采用内部连动驱动钻头，外部

管线操纵井下工具，给定向井眼提供旋转扭矩。

JT3020 是接触型，具有自调节性，其橡皮履带

使设备以最小阻力，通过草地和其他表面铺过的地

方。设备还有 30000 磅的回撤力，4000 英尺磅的轴

向扭矩，最大轴向速度 225rpm。使用连接着 8- 和

12-inch 钻杆的三牙钻头钻定向井。

进一步使用了更大动力更足的 JT4020AT，回撤

力达 30000 磅，5000 英尺磅的轴向扭矩，最大轴向

速度 250rpm。

3 慢中求稳

钻岩石比沙和土更慢。我们的目标是：2 台

JT3020 一个工作日一口井或 1 台 JT4020 两个工作

日一口井。大部分时候，可以满足这个目的。在地下

条件好，作业具有 2 倍效果。作业使用 Ditch Witch

8500 进行跟踪。

此外，我们使用 3 台 Ditch Witch FX30 真空挖

掘机和 1 台小型 3700 Ditch Witch 岩石锯，勘探地

上坑洞，清楚钻井液。Libby 说，除了市内基建，

Woods 还完成了超过 3000 英尺的传输线路。

由 Libby 和 Woods 于 1996 年建立的服务公司

为天然气、电子传输、电信、水和废水系统提供地下

和空中服务。除了在 Colorado 总部，还有 Cripple

Creek 和 Branson 子公司，在 Branson 安装了近

70,000 英尺的 2- 和 4- 英寸的 HDPE 主管线。

公司主席 Reidenhour 说：我们离 Branson 不远，

对该区域比较了解；我们知道岩石情况，因此特别

购买了 2 台 Ditch Witch JT3020 AT units，完成 350

口井，长度在 50~500 英尺。

4 试验场
Ridenhour 说：如果机械可在 Branson 使用，那

再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

三眼钻头用于钻定向井；其中，Ditch Witch 752

用于跟踪导向，并使用很多钻孔器。Ditch Witch

FX30 真空挖掘机用于清洁钻井液。

岩石过硬放缓了钻进，但我们平均每天每机平

均 200 英尺，没有任何问题。管线通过商业和居民

区，但 HDD 最小化地面损害和给地面交通和活动

的干扰。市民很乐意得到天然气服务和也接受了我

们的施工。

Ridenhour 从事地下作业已经 19 年了。公司仍

开展地下河空中作业，尤其精通地下。除了天然气，

还有通信和能源。

我们铺设了很多管道，但不再从事这类活动。

Ridenhour 说：我们通常需要使用反挖掘开井。有些

项目需要空中作业，但主要集中在地下。

高层 Brown 说该项工作很快达到 Hollister，即

Branson 南部。公司擅长天然气铺设系统，给居民和

商业区提供天然气。

南部公司拥有和铺设了 400 里长的天然气管

线，正延伸到 H Houston, Branson, Hollister, Mountain

Grove, Lebanon, West Plains 社区和其他小地区。

乌效鸣 校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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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沟神公司推出新款紧凑型钻机

Jeff Griffin 著 张瑛 译

摘 要：本文推荐了美国沟神公司最近推出的新款紧凑型 JT5 水平定向钻机。

关键词：非开挖、钻机、结构

为缩短非开挖设备单次管道铺设长度，沟神公

司推出了一款新的紧凑型水平定向钻机，用于在人

行道、街道和其他地表障碍物下铺设电缆和小直径

管道。沟神公司的高级产品经理 Richard Levings 说

JT5 型钻机有利于光纤到户（FTTH）市场的发展。这

台机器只有 35.9 英寸宽 120 英寸长，能进入后院和

其他狭小的区域工作。

Levings 说沟神公司的生产线上将在 4 月 1 号

起生产 JT5 型钻机，取代原来 JT520 这一型号。“在

过去的 12 年里,JT520 是这个系列中的排头兵，”

Levings 说“履带式 JT5 钻机在继承 JT520 优点的基

础上，通过改进拥有自己更加明显的特色。客户告

知我们他们想要一台更加紧凑的 HDD 钻机。这台

机器要十分简单，并且它能可靠持续地工作。”

主要特色包括：

（1）双地锚；

（2）5,000 磅的回拖力；

（3）齿条齿轮给进机构；

（4）在主动钻杆组装过程中专门配置了虎钳扳

手；

（5）电动管道润滑系统；

（6）车载钻井液系统可以提供 5Mpa 的泵压，最

大泵量为 19L/min；

（7）操作台有固定位置，视野开阔，容易识别与

控制，有自动流体封闭器和远程追踪显示器。

Levings 说 JT5 型采用的 24.8 马力柴油机完全

满足欧美非公路第四阶段最终版排放标准(EPA

Tier 4 Final)。新设计的液压系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

它的马力。尤其是长 59 英寸弯曲半径达 70 英尺的

钻进管接头,使得在浅层就能完成导向孔。较厚的管

材螺纹提高了其耐久性。为了简化维修、卸下发动

机罩就能检查引擎和检修处。油箱口有一块起保护

作用的钢板，并且油箱口可以上锁。Levings 说一个

完整的 JT5 系统应包括配套钻进设备、泥浆搅拌系

统以及拖车才能正常使用。

美国沟神公司的设备由查尔斯机器制造公司

制造，由美国沟神公司的全球经销商组织负责销售

与服务。除了水平定向钻井设备、钻杆、井下工具、

钻井液系统和追踪设备外，沟神公司还生产包括挖

沟机、振动犁、真空挖掘机、紧凑的管线铺设设备、

管线定位仪及配件和辅助设备。

霍宇翔 校

译自.<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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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螺旋钻孔轨迹平直和精确

张峰 译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采用螺旋钻进时控制钻孔轨迹的方法，重点说明了 ON Target 系统对螺旋钻

进维持钻孔轨迹直线的作用。

关键词：螺旋钻进、轨迹、孔径

柯克·刘易斯掌握一些关于水平螺旋钻进的技

术。刘易斯，L＆L 工程集团副总裁和共同创始人，总

部设在东都柏林，GA，年轻的时候跟随他的父亲在

他们的家族公司工作时，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近百年

历史的非开挖管道安装方法。

1995 年，他和他的妻子全部投入到创建自己公

司的奋斗中。公司专业从事供水、污水、燃气和污水

处理管道的安装工程，并采用了水平螺旋钻进成功

完成数百个公用设施。

尽管刘易斯承认自己是一个水平螺旋钻进的

倡导者，他多年的经验也使他意识到，和其他非

开挖方法一样，水平螺旋钻进也不是没有它的局

限性。

“螺旋钻进是一种高效，具有成本效益的方法，

完成了非开挖行业的许多重要工作，”刘易斯说。

“初期用它完成较短的孔，以容纳较大的材料。

螺旋钻进非常适合铁轨，高速公路，河流下方的阵

列式管道；适合典型短距离挖掘，一般小于 300 英

尺的孔。但是尝试超出设备理论能力的延长可能会

带来一些挑战。

1 漂摆原理

当承包商试图采用螺旋钻进完成超过 300 英

尺的孔时，最常见的挑战实际上是物理学的一个现

象，在非开挖界通常称为漂摆，严格的说，是钻进阻

力。具体到螺旋钻进上，漂摆是偏离了预定的钻进

路径，它是水平螺旋钻进钻机基本性能的反应。总

部设在格林维尔，SC，麦克劳克林集团销售副总裁

迈克·穆尔认为，漂摆往往因为水平螺旋钻进设备

运营商无法控制机器的转向头横向（左到右）运动

而加剧。

“在过去，水平螺旋钻进设备转向头的调整只

能纠正钻孔阶梯（上下）方向的变化，”摩尔说。“在

钻进的过程中无法控制横向运动（左，右），这样就

阻止了一些针对漂摆的调整。在长距离孔上这点非

常重要，因为地层趋势会导致钻头向左或向右偏离

来适应增加的阻力”。

2 竖直方向是关键

麦克劳克林的 ON Target 系统允许承建商在转

向头垂直运动的同时调整横向方向运动。这种侧向

调整能力允许使用者在任何方向调整：向上和向

下，向左和向右，从而更准确的切割路径，有时特别

适合更长，更困难的阶梯型孔。

图 1 螺旋水平定向钻进施工钻机

非开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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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解释说，通过对液压驱动器打开和关闭，

从而实现 ON Target 转向头的阶梯和横向运动控

制。控制单元装有一个液压动力集成控制转向头的

运动，和一个内置的水平计来监视钻孔。控制单元

上的两个指示灯提示转向头侧向对齐。

“这是一个针对作为长期行业标准的传统的手

工关节的重要提升”，摩尔说。“当此关节接触到

具有较大阻力的土壤条件，转向头有一种抵制的

趋势，导致不慎向下运动，脱离原有路径。通过液

压控制系统，我们已经能够从孔中抵消未知的影

响因子”。

3 中把测试

刘易斯把麦克劳克林 （McLaughlin） 的 ON

Target 系列转向头测试放在近期污水扩建工程，

Savannah 郊外，GA。任务是在 I-95 和 I-16 州际公

路下方交换处东北角安装 36 英寸套管来投入 24

英寸的污水管道（40 英尺长的段配置）。所面临的挑

战很多，其中包括两个孔的长度（分别为 400 英尺

和 440 英尺），土壤条件（沙子和粘土的不可预知的

变化），还有钻孔深度要求。

这两个装置被用在了 30 口孔的钻进中，这是

L＆L 工程集团从某项目的总承包商 Lee Contracting

公司获得转包的 80000 英尺的水位线扩建项目。审

查项目的细节和分析土壤剖面后，刘易斯知道他们

将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

“我们一直寻找一种最佳组合方案，如何以最

佳方式施工这个项目，”刘易斯说。“我们知道钻孔

的长度会将水平螺旋钻进推到一个困境，深度又带

来了更加复杂的要求，但是最终还要符合交通部规

定。如果这还不够，还有沙 / 粘土的土壤剖面组合，

伴随着每个孔的钻进某些困难难以预料和纠正。”

刘易斯有信心水平螺旋钻进是个正确的方法，

但是也要关注给定的长度和深度所造成的孔内漂

摆现象的发生。他选择了麦克劳克林 42HD 水平螺

旋钻机，42 英寸的钻孔能力。在之后测试时，他使用

了一款之前没有预料到的麦克劳克林仪器。

“我很关注我们和麦克劳克林的联系，他们认

为 ON Target 系列转向头将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可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漂摆问题”，刘易斯说，“进一步

讨论之后我们更多地了解系统的功能，我更愿意给

它一个尝试”。

4 更深的钻进

交通部（DOT）规定 6 英尺覆盖的要求迫使刘易

斯去开挖一个 18 英尺的基挖。基坑周边的地面条

件良好，所以刘易斯只需要在基坑里面添加沙砾与

钢板加固即可。在这个深度的主要问题是保持钻进

路径的路线和层次，更别说砂土和粘土混合地层。

穿越沙土需要排水，通过粘土层需要液体来排渣。

“钻进粘土和沙土混合地层是很棘手的，因为

粘土上浮和沙土自由流动会形成空洞”，刘易斯

说，“在转向头从砂到粘土再进入砂时我们要小心

调整钻进速度。针对更加复杂情况，我们通过沙土

混合地层时有几个实例。这使得调整钻进速度至

关重要”。

每个 40 英尺节套管安装后，操作人员使用内

置的水位计调平，使用指示灯调整左（右）对齐。如

果有必要，在安装下一段套管前打开或者关闭液压

控制单元。最终两孔成功完成。管道被加固之后，刘

易斯仔细检查了整个过程。

“我们完成的两个孔在误差范围之内，我认为

极其困难的土壤条件和孔的深度和长度造就了这

个伟大的工程”，他说。“我们有一个很棒的团队，

我很自信他们在处理棘手问题时所采取的对策和

调整。我也很满意 ON Target 系统的表现。

“设备的纵向和横向的纠正能力带来了很大的

好处，”刘易斯说。“在得知我们可以控制一系列漂

摆的问题后，承包商处理超过 400 英尺的孔时就更

有信心，这真是一款非常有用的设备”。

译自 <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2011 年第 11 期

乌效鸣 校

张峰译：保持螺旋钻孔轨迹平直和精确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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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建新-先农220kV线路工程#7-#8段
双方向曲线顶管施工技术探讨

王豪 1 陈强 2 陈勇 3
渊1.福州市电业局曰2.福建省第二电力建设公司 3.福建省东辰岩土基础工程公司厦门分公司冤

摘 要：福州市建新 - 先农 220kV 线路工程 #7-#8 段双方向曲线顶管施工技术探讨，文章主要从顶管

顶力控制、中继间选择与安装以及曲线顶进路由控制三个方面对双向曲线顶管施工技术进行探讨和阐述，

为今后类似工程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双向、曲线顶管、中继间

1 前言

地下电缆，是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

生活的质量提高，成为新世纪新时代的一种潮流。

它对美化城市环境和提升城市功能，已经和必定起

到有益的作用，并产生崭新的现实效应。城市架空

线缆化工程日益增多，顶管技术在地下电缆运用将

越来越广泛。

在结合顶管技术能够在少开挖路面、避开地下

已有管道或构筑物、对地面社会活动影响小等优

点，顶管技术在现在地下管道设施施工中呈现的特

点：管道直径呈现增大迹象；一次性顶进距离越来

越长；穿越区域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条件越发复

杂、人为及自然障碍愈发增多的迹象。因此在越来

越多的工程中出现了长距离空间曲线顶管工程。无

论从工程技术、施工工艺、工程管理等都是不小的

挑战。

2 工程概况

建新 - 先农 220kV 线路工程是福建省福州市

非开挖技术

China Trenchless Technology
第 1 期

2012 年 2 月

No.1
Feb.，2012

图 2 #7~#8 顶管段平面、断面图

图 1 #7-#8 顶管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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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空高压电线缆化改造重点工程之一，#7-#8 段顶

管，顶进管道直径 Φ3200mm，是目前福州市直径最

大的顶管工程。顶进长度达：403.4m。#7 作为工作

井，#8 是接收井，水平和垂直双向曲线顶管，曲率半

径均为 600m。水平曲线由 7# 井顶至 47.5m 处开始

进入水平段曲线，水平曲线长度为 185.7m, 再顶

170.2m 直线进入 8# 接收井；垂直方向上由 7# 井顶

管顶至 205m 后进入曲线，该段高差均为 3.6m，曲

线长度 40m 后进入直线段，再顶 158.4m 直线进入

8# 接收井。7#~8# 顶管段平面、断面如图 2 所示。

本顶管段地层比较单一，主要为深灰色、软塑、

饱和的淤泥质土，主要由粘、粉粒组成，含有机质，

具腥臭味，土质污泥；9.2-20.4m 含约 20%粉细砂夹

层，多呈薄层状分布，厚度约 1-5cm。

3 双向曲线顶管关键技术分析

长距离双向曲线顶管是一项复杂的施工工艺，

每个步骤都对工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

顶力控制、中继间选择和安装、曲线顶管控制技术

三个方面，从工程实际出发，结合已有顶管技术理

论进行分析。

3.1 摩阻力和顶力计算

在长距离大口径曲线顶管工程中，由于管道直

径较大引起的端面阻力过大之外，长距离顶管管壁

摩阻力将是决定整个顶进段顶力大小的决定性因

素。因此，在进行管道顶进之前，需要通过对端面阻

力和摩阻力进行分析并进行验算。

3.1.1 端面顶力计算

PF =13.2×仔×DS×N①

式中 DS 为掘进机外径，单位 m，本工程为

3.8m，N 为顶进土层的标贯系数。依据本工程勘察

资料所获取的地层属性参数，N 取值 6，计算得到

PF=945.01kN,换算常规以吨(T)为单位约为 94.5T 端

面顶进力。

3.1.2 摩阻力计算

目前通常采用采用 GB 50268-2008《给排水管

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的计算方法来估算摩阻

力 Pf：

Pf =仔DSLfk
式中：

DS———掘进机外径，单位 m；

L———顶管段顶进长度，单位 m；

fk———管道外壁与土体的单位面积平均摩阻

力，单位 kN/m2，

按照本工程中，DS =3.8m，L=403.4m，从安全角

度考虑，我们取 fk =8.0，计算得到 Pf =38506.98KN,

换算常规以吨(T)为单位约为 3850.6T 顶进摩阻力，

远大于设计值。在施工过程中必须采用触变泥浆减

阻技术。

表 -2 采用触变泥浆的管外壁单位面积

平均摩阻力fk（kN/m2）

注：当触变泥浆技术成熟可靠、管外壁能形成和保持稳

定、连续的泥浆套时，fk 值可以直接取3.0~5.0 kN/m2。

按照 GB 50268-2008 给出在良好注浆减阻效

果前提下，单位面积摩阻力可以直接取值 5 kN/m2，

摩阻力为：2406T。

在长距离曲线顶管工程中，通过合理配置具备

润滑减的触变泥浆，在管道外壁与钻孔间隙形成联

系稳定的触变泥浆套，减小了摩阻力，提高施工效

率。图 3 给出了注浆实现减阻的原理图：

图 3 顶管工程中注浆设计及减阻原理

3.1.3 总顶力计算

顶力 P一般由端面阻力 PF 与管壁摩阻力 Pf 构

成：

P= PF + Pf

其中：

P ———总顶进力，单位 kN;

土类

管材
粘性土 粉土 粉、细砂土 中、粗砂土

钢筋混凝土管 3.0~5.0 5.0~8.0 8.0~11.0 11.0~16.0

王豪 陈强 陈勇 ：福州市建新 - 先农 220kV 线路工程 #7-#8 段双方向曲线顶管施工技术探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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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F———端面阻力，单位 kN;

Pf ———摩阻力，单位 kN。

计算得到总顶力在触变泥浆作用下，总顶力为

2500T。

从在注浆减阻效果良好的前提下所估算得出

的最大顶进力 2500T 也是远大于顶进管道的允许

极限值及管道顶进工作井的允许顶进力。在此情况

下，我们需要根据顶进管道允许承载力、后座墙设

计反推力、液压千斤顶最大值等需要合理设置中继

间，将总顶进力合理分配到不同中继站中，实现管

道的安全顶进。

3.2 中继间选择与安装

中继间有时也称为中间顶推站、中继站或中继

环，安装在一次顶进管子的某些部位，把这段一次

顶进的管道分成若干个推进区间。它主要由多个顶

推油缸、特殊的钢制外壳、前后两个特殊的顶进管

道和均压环、密封件等组成，顶推油缸均匀地分布

于保护外壳内。当所需的顶力超过主顶工作站的顶

推能力、施工管道或者后座装置所允许承受的最大

荷载时，则需要在施工的管线之间安装中继间进行

辅助施工。在顶进过程中，先由若干个中继间按先

后程序把管子向前推进油缸行程大小距离以后，再

由主顶油缸推进最后一个区间的管道，这样不断地

重复，一直到把管道从工作井顶到接收井（图 4）。管

子顶通以后，中继站需按先后程序在拆除其内部油

缸以后再合拢。

图 4 中继站工作原理

3.2.1 中继间计算

由主顶工作站施加的顶进力应始终大于中继

站的顶进力，即：

Fmps≥Fijs

其中：

Fijs ———中继间的顶推力；

Fmps ———主顶工作井的顶力

中继间的位置和数目一般是根据所预测顶进

力以及作用在管道上的允许顶进力 Fpipe 来确定，或

者根据中继站的最大顶进力来确定，计算公式如

下：

i≥ F
Fpipe

-1

或者：

i≥ F
浊h·maxFijs

-1， 满足 Fijs < Fpipe

其中：i ———中继站的数目(取整数)；

F ———总的顶推力；

Fpipe ———管道允许顶推力；

maxFijs ———中 继 站 的 最 大 顶 推 力 ，maxFijs

=maxpi·n·A i=Fijs/浊h；

浊h ———液压作用效率系数(0.7~0.9)；

maxpi———中继间安全阀的最大压力；

n———中继站中油缸的数目；

A i———单个油缸的作用面积；

Fijs———中继站的顶推力。

根据上面计算得出最大顶进力为 F=2500T 计

算，在本工程中，中继站的顶进力为 Fijs =800T，得到

i≥2.125，取整得 i=3。需要设置三个中继站。

3.2.2 中继间安装

由于施工中中继间的存在，施工管段将被分成

i+1 段，每段的长度为 Li 或 Lmps。位于顶管机后面的

第一个中继站(IJS1)必须要克服施工中的迎面阻力

S 和位于其前部的管道与地层之间的摩擦阻力 R；
而后面的中继站则只须克服各自与其前方中继站

之间管道与地层间的摩擦阻力，因此，第一个中继

站的顶推力大小必须满足：

Fpipe≥S+R·L1

maxFijs1≥S+R·L1 (Fijs <Fpipe)

第一个中继站的间距 (L1)：L1=
Fpipe-S
R

其它中继站之间的间距则为：Li=
Fpipe
R ，带入计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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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得到 L1=32m，L2=150m，L3=120m。

通过在计算得到中继间按照顶进方向先后分

布在 32 米、150 米、120 米的位置，将最大顶进力均

匀分布至各顶进段。

3.3 曲线顶管路由控制技术

曲线顶管就是利用顶管机在顶进过程中人为

地向某一个方向造成轴线偏差，并使这个偏差符合

设计的曲线要求。

曲线顶进与直线顶进主要有三个不同点：①曲

线顶进采用的施工方法比直线顶进复杂；②曲线顶

进时管节的排列形状与直线顶管不同；③曲线顶进

阻力与顶进管的强度要求比直线顶管高。曲线的形

成和保持是技术的关键，它对管道的曲率半径、曲

线的起弯和反弯、管节的尺寸以及设备性能等都有

严格的要求。

3.3.1 管节改进

由管节缝隙差计算和 F 型管接口图可知，曲线

段的管子接口密封性必须可靠。故与设计单位联系

将采用以下四个措施：①钢套环伸出端的长度由

140 改为 180mm，以保证在纠偏过程中的管接口保

持良好密封状态；②将原夹板厚度由 12mm 改为

30mm，更好的保证曲线顶管过程中管节端面的变

形和受力要求；③前 10 节管子的长度由 2.5 米改为

1.5；④前 8 节管子都用拉杆加以限制，成品管上的

预埋件采用整环内钢环，锚固件选用 8x35 带钢，要

确保拉杆的可靠性。

3.3.2 曲线顶管纠偏控制

当顶管进入曲线段时，必须有一个平缓的过渡

段，然后过渡到曲线段。施工时的纠偏控制应遵循

内包络线的原则，即实际轨迹在设计曲线的内侧运

动，这是为了避免机头后面的管道向设计曲线外侧

滑移.曲线顶管的纠偏控制要特别注意前 20m 左右

管道的弯曲弧度，以后的管子将跟随前 20m 的整体

弯曲弧度走。因此，对前 20m 管道的管接口缝隙，拉

杆螺母调整，弧形木塞板和缝隙量测都要认真操

作。做到随时观测及时调整。当机头一进入过渡曲

线段，就必须启用机头纠偏和三组纠偏特殊管的油

缸，使前四节管节口的缝隙满足理论计算要求，以

便尽早形成整体弯曲弧度，便于曲线控制。

3.3.3 顶管姿态控制

为保证顶管机严格按照设计轴线推进，必须及

时观测顶管动态数据，从而调整顶管各施工参数，

指导顶管正确、安全推进。

在顶管机头部纵向设一对水平横尺，利用布设

的三维坐标控制点，测量各尺读数，精确计算顶管

转角、顶管中心方向偏差值、顶管坡度、顶管中心高

程等数据。

4 结论

建新 - 先农 220kV 线路工程 #7-#8 顶管段曲

线顶管技术控制有了新的突破，本顶管段仅用 23

天完成，出洞偏差为向右 2cm、向上 3cm。本次顶管

能如此顺利而高效的完成，得益于采取以下几个方

面的技术措施：

（1）在顶力控制上：触变泥浆在管子的四周形

成了一个良好的泥浆套，大大减小顶管顶力，提高

施工效率。

（2）通过对中继间的计算，合理的选择和安装

中继间，很好解决顶管过程中，遇到顶力过大的

问题。

（3）通过对管节的改进，已保证顶管过程中对

曲线的控制。

参考文献：

[1]《非开挖工程学》人民交通出版社 马保松著；

[2]《顶管施工技术及验收规范》人民交通出版社、中

国非开挖技术协会行业标准；

[3]《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中国建筑

工业出版社、CB50268-2008.图 5 管道曲线顶管段缝隙差计算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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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e Point Construction公司首次完成
导向微型隧道机铺管工程

刘建成 译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 Three Point Construction 公司采用导向微型隧道机铺设管道工程的施工情况，

重点说明了该微型隧道机的主要特点。

关键词：微型隧道、顶管、导向

位于马里兰州 Mechanicsville 的 Three Point

Construction 公 司 使 用 Icon 隧 道 机 的 Bohrtec

BM400L 型机头成功完成了美国首条导向微型隧道

铺管工程。

Three Point Construction 公 司 与 马 里 兰 州

Hampsted 的 C.J.Miller 签订合同，作为隧道机铺管

施工的分包商，它将要完成位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应用物理实验室的艰难的管道铺设工程。Three

Point Construction 公司需要在实验室下部铺设一根

直径为 42 英寸、长度 200 英尺的钢管，这根钢管内

将会放置 24 根用于高速通信系统的线缆。该项目

的前期勘察工作表明，Three Point Construction 公司

将会遇到石英含量高的坚硬板岩地层。

“这条管道的轨迹要求必须十分精确，因为管

道周围有大量设施，包括两条水管、一条输气干线、

大量通信管束和学校的主要供电线路，另有两条人

行道路基以及两棵橡树的根系，管道需和它们保持

最小的距离”，Three Point Construction 公司主席

Mike Boyd 说，“由于现有管道和建筑物基础的限

制，钢管周围只能留出几英尺的距离，因此施工轨

迹的准确性极其重要”。

由于工 程 现 场条 件 的 复 杂 性，Three Point

Construction 公司决定先做些准备工作。他们调研了

多种可以代替常规螺旋钻进的非开挖方法。虽然

Three Point Construction 公司曾用 Icon 公司的导向

管（Pilot Tube）微型隧道技术完成过一些项目并有

一定经验，但他们知道这套设备仅适用于软地层而

非硬地层。“由于地层的岩土比重大，而且含有石

英，导向管设备难以钻进，”Boyd 说，“另外，人工操

作和切削头滞后将使得方向不够准确。我们后来想

到用隧道掘进机设备作为唯一的可行办法”。然而，

由于装拆设备时间较长，使用常用掘进机的方法不

太可行。另外，一般的掘进机尺寸很大，必须要配置

一台起重机负责安装和拆卸过程。“起重机价格昂

贵，而且现场场地有限”，Boyd 表示。

图 1 导向微型隧道机头

1 新方法

绞尽脑汁，最终 Three Point Construction 公司联

系 Icon Tunnel Systems 公司寻求可行的解决办法。

由于地层坚硬、轨迹的走向和坡度精度要求很高，

Icon 公司建议用 Bohrtec 的导向微型隧道机设备。

使用这套设备，承包商可以在设定方向的同时进行

非开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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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进，而不像导向管只能依靠自身控制前进的方

向。使用一套全断面掘进机，附带有线监视器的经

纬仪导向管系统和掘进刀头后部的 LED 照明装置，

操作者就可以持续地控制方向了。

导向微型隧道机在掘进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可

以随时看到刀头的位置，并且可以做出修正，使之

在预定的方向上掘进。在这种特殊的项目中，Icon

公司推荐用直径 16 英寸的导向微型隧道机率先成

孔来准确确定方向，然后再用常规的美国奥格钻机

铺设所需的 42 英寸直径的钢管。

在欧洲不同的地层中有过导向微型隧道工程

的成功案例，但在美国还未有过。承包商们注意到，

由于国外有先例，又有满足工程需要的技术和 Icon

公司的支持，Three Point Construction 公司立即赞成

将导向微型隧道机用于此项工程。Boyd 说：“在这

样的地层中，这是我们唯一相信能满足精度要求

的设备”。

Icon 公司调配机器并且在运送、安装及操作等

方面与相关各方相互协调。“由于工程的紧迫性，我

们从 Bohrtec 总部空运过来导向微型隧道机，并从

德国请到 Stefan Janssen 提供人员培训和技术支

持，”Icon Tunnel Systems 公司副总 David Crandall

说，“我们也请来了我国导向螺旋钻进顾问和操作

员 Dan Paster 与 Icon 的业务经理兼现场负责人 Rob

Langenbach”。

在 Stefan 来到之前，Bohrtec BM400L 机头和导

向微型隧道装置已经就位并装配好了，而且只花了

Icon 和 Three Point Construction 公司工作人员一天

的时间。

2 一帆风顺

工作人员顺利地完成了全部施工任务。这套装

置由 Bohrtec 公司的紧凑系列机头之一的 BM400L

机头钻入地层，该机器能提供 100 吨的顶推力和大

概 14500 磅·尺（约合 19661 牛·米）的扭矩。大致掘

进一半的时候，设备遇到了两处含有 6 至 8 英尺厚

的石英脉。“导向微型隧道掘进机头直接就穿过去

了，”Boyd 说道，“通常用其他的掘进设备在这种地

层中掘进时，它的刀头将彻底损毁，但这套导向微

型隧道掘进机的刀头最终还是完好无损”。

导向微型隧道机头在接收井出洞时误差在 0.1

英寸以内，没有破坏各种已有地下设施和相邻的障

碍物。工作效率达到了平均每小时 13.5 英尺，使

Three Point Construction 公司提前完工。“利用照明

LED 灯，经纬仪摄影装置和有线电视监视装置，操

作人员能够连续监测导向微型隧道机的准确位置。

这项技术让操作人员像常规微型隧道机技术一样，

通过电脑控制完成激光导向，实时地根据需要纠正

方向，并且实现了设备投入减半、设备磨损也减半”

的目标，Crandall 说。

随即，Three Point Construction 公司根据微型隧

道机的导向孔轨迹，用掘进机扩孔完成铺管孔施

工，最后用大型螺旋设备将直径为 42 英寸的钢管

顶入。Three Point Construction 公司在两天时间内成

功完成了包括安装机器在内的施工任务。包括导向

微型隧道施工在内的整个工程控制在预算内，并且

提前整整两周时间竣工。

Icon Tunnel Systems 公司在工程技术和专业水

平上稳步提升，成为了一家全面服务的公司，并引

领导向管引导螺旋钻进和导向微型隧道技术用于

非开挖工程中的管道铺设、下水管安装及其它各种

地下设施中。

霍宇翔 校

译自《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5 期

图 2 微型隧道机刀头

刘建成译：Three Point Construction 公司首次完成导向微型隧道机铺管工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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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推铺管技术在美国成功应用

易焱华 译

摘 要：本文介绍了在美国首次成功使用直推定向铺管方法铺设 3 条地下管线的事情情况，重点介绍

了直推铺管技术的优点和应用前景。

关键词：直推、铺管、应用

REM 定向钻进公司在美国首次成功使用该定

向铺管方法铺设了三条地下管线。该系统应用在福

罗里达州的一个水平定向钻进项目中，旨在于一条

高速公路下铺设天然气管道。为了便于在 70# 高速

公路下铺设 705 英尺长、直径 30 英寸的天燃气管

道，项目开始时工作人员在阿凯迪亚.FL.的一个草

皮农场修建了始发工作井。这个创新性工作仅仅在

三个月内就完成了。在该项铺设过程中，REM 公司

也掌握了管道推进器的使用方法，推进器在水平定

向钻进中能提供 500 吨的拉力和推力。

图 1 完成铺管机头出土情况

直接铺管方法和管道推进器都是德国的海瑞

克 AG 公司设计的。海瑞克 AG 公司公用事业售后

服务部经理 Theo Hundertpfund 说：首先最应该感谢

的是那些信任我们的人。我们认识到只有将隧道机

械化、智能化和强烈的革新决心结合起来才能创建

科技发展的里程碑。

图 2 直推铺管机

这种定向铺管技术在 2007 年 9 月首次与世人

见面，在穿越德国沃尔姆斯附近的 Rhine 河中试验

成功。该技术由两种传统技术组成：微型隧道掘进

和水平定向钻进。作为一种快速的、一步到位的方

法，此定向铺管方法比传统方法更精确，是石油天

然气精炼厂和发电厂管道精确安装的最优选择。

1 精确性

这种方法的精确性主要基于仪器设备，包括通

过使用回转罗盘和液压水准监测钻孔的垂直深度

和水平方向偏差来帮助引导泥水平衡式盾构机（以

泥浆出渣方式的自动化掘进设备）和成品管道到达

目的地。这种曲线检测仪从地面上的钻机操作室操

控，这使得 REM 公司能及时地监测钻孔轨迹，并对

钻孔轨迹做出适当的调整使得仪器和产品管道在

垂直和水平方向都指向目标。仪器顶端的微型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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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进器也能实时监测钻孔周围的压力，防止泥浆压

裂土层上升到地表。与其相应的控制操作指令也是

从钻机操作室中传出。

另一个优势就是通过直接铺管技术形成的钻

孔直径仅比产品管道直径大 1~2 英寸，这使得钻孔

比传统方法更小，降低了道路下陷崩塌的风险。该

项技术也被认为可以灵活的绕过挡住管线轨迹的

地下公用事业管线。

REM 定向钻进公司在 70# 高速公路上使用这

种定向铺管方法使得他们能很好地穿越高速公路

和五条管道。为了避免破坏管道和毁坏周围敏感的

环境，他们必须做到从管线底部到管道顶端尽量小

的泥土覆盖面。REM 团队在福罗里达州西部成功的

完成了额外的另外两个钻孔。该项目铺设的管道是

为一座发电厂提供天然气来发电，该发电厂承担着

一百万户左右的居民用电。该项工作在开始之前需

要获得福罗里达州的授权。尽管应用的是已有的技

术，但 REM 定向铺管部门依然到福罗里达州运输

部去向他们解释直接铺管方法，并向他们展示相关

资料的 DVD 和设备的说明书，最终获得了用该方

法铺设管线的许可。

直接铺管方法的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该方法

仅在钻孔始发工作井的一侧要求一个较小的空间

来运作。事实上，始发工作井的平均空间仅仅是一

个 6 英尺×20 英尺×80 英尺的坑。一旦始发工作

井建立，产品管道就被安置在始发工作井后方的滚

压机上。另外直接铺管方法只需要较少的人力和设

备的投入，并且对环境的污染相对更小。对于第一

次应用直接铺设管线技术，REM 定向铺管部门经理

Joel Colgrove 说：在该方法应用之前我们进行了大

量的研究。所以，一旦该方法付诸实践，它将能很好

的运作。

2 施工优点

使用直接铺管方法的其他优点如下：减小了管

道暴露在环境中造成的危害。消除了道路阻挡带来

的问题，防止了对已有设施的潜在破坏，减小了管

道铺设过程中管道承受的巨大外压。整个钻孔中管

道的最大压力只有 70000 磅，这也降低了设备和管

道上承受的压力。

直接铺管方法在 39# 高速公路附近的工地上

也使用过。在该项目中，原有一条主水管与本设计

的钻孔轨迹相交。在这种情况下，REM 公司面临着

在一条直径 5.5 英尺的主水管下方钻进的挑战，该

主水管位于 2 英尺厚的砂石层上。该方法在一个只

有 6 英尺深的发射平台上成功使用，并且没有损坏

原有的砂石层。在始发工作井的一边，REM 公司必

须要沿着已有的一条 30 英寸的天燃气管道平行钻

进；在出口的一端，他们必须让管道在该天燃气管

线下穿出。

如果这这种情况下按照传统方法作业，REM 公

司经理说他们可能要挖一个 21 英尺深的坑，这在

福罗里达州典型的沙土地层条件下可能会造成公

路塌陷。在钻进的过程中也遇到了黏土层，使得钻

进速率降低到 2 英寸 / 分钟。为了解决该问题提高

钻速，REM 公司使用水枪提高了钻头的穿透效率，

使得钻进速率达到平时的两倍。当这个钻孔打完

后，该工作团队利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平整场地，

并开始建立第三个钻孔的场地。这种提前行动的方

式使得 REM 公司能合理的分配他们现有的资源，

有效地协调各种钻机，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费用。

REM 公司钻的第三个孔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卢

茨，该项目要求在沟渠中的电线杆下钻进。工作人

员在这个工地要求不能阻碍交通，因此附近的公路

正常运营。在这个工地，REM 公司遇到的第一个挑

战就是设计出合理的通过一片公墓的钻孔轨迹。工

地临近一条繁忙的公路和一个居民区。REM 公司的

设计员设计了直接铺管的轨迹图。轨迹线由一个

10°的水平向曲线（长 3200 英尺）和一个 11°的垂

直向曲线（长 3200 英尺）构成。泥土覆盖最深的点

达到 29 英尺。这种角度的设计是为了减轻在公墓

下的钻进。因此，除了光纤之外，REM 公司有能力成

功的绕过的这些障碍。

由于附近有一个停车场和一个动物诊所，工作

人员仅在一条直径 30 英寸的管线旁边获得了一个

10 英尺深的坑道作为工地，这也使得在管线通向目

标的过程中仅留下了很小的出错余地。管道只能存

放在一个 40 英尺的区域并在工地连接。在这种情

况下，由于在钻孔的两端缺乏足够的空间使得不能

应用水平定向钻等方法。因为水平定向钻必须修建

易焱华译：直推铺管技术在美国成功应用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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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进，因为到达底部的斜坡太陡而不能满足我们的

弯曲半径。在正确的钻进方向下我们拥有足够的空

间，因此我们选择在钻进方向范围内峡谷的外部进

行钻进。以—24毅进行钻进会比较容易一些。我们没

有直接在输电线下开工，而是从另一侧开始。我们

以 48毅的角度钻出地表。

五号孔从一个树林茂密的峡谷穿过，我们不能

破坏当地的树木。开孔点位于有足够空间的一面，

以使得设备的工作台处于水平位置。我们以—65毅
的角度开钻，然后缓慢的向前钻进直到峡谷的底

部，然后水平钻进达 450 英尺。我们以 24毅向上在峡

谷中钻进 3/4 的距离到达了斜向上的峡谷边，然后

以 80毅沿着山坡向上钻进。我们钻进了 1300 英尺才

钻出地表。这个钻孔从设备所在一侧到峡谷的底部

海拔变化了 245 英尺，到出孔点变化了 280 英尺。

六号孔叫做 Dog Creek 孔。我们在钻孔较高的

一侧开始施工，向下以—65毅的角度钻进，海拔降低

了 700 英尺。我们钻进了 1300 英尺达到水平状态，

然后在距宽约 60 英尺的湍急的小溪底部 3 英尺部

位开始水平钻进。穿越小溪后，我们以 40毅角度逐渐

倾斜地向上钻进 900 英尺，海拔高度达到 300 英

尺。由于地表环境的限制，这是该工程中最长的一

个孔。同时，角度的变化要求更长的距离以保持钻

孔的结构完整。

乌效鸣 校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5 期

一个导向孔并通过扩孔来完成产品管道的铺设。

3 更多的应用

作为额外的应用，REM 的团队在这个钻孔钻至

293 英尺时遇到了一个由珊瑚和石灰岩混合的坚固

岩石层。自从在此处设备难以钻进，REM 就面临着

拉回钻头并用 AVN-800 型钻头（一种为泥土中混

有岩石而专门设计的钻头）更换原有钻头的挑战。

原先的两个钻孔使用的是 AVN-600 型钻头（一种

为切割砂和贝壳类准备的质地较软的钻头）。由于

底层因素，REM 也准备应用这种方法在保证钻进进

程的前提下去应对实际过程中的各种地层。

在工作人员更换钻头的两个小时时间内，钻孔

一直闲置着并没有出现塌陷。工人继续从已钻进的

293 英尺开始钻进，并重新钻井了 90 英尺。定向铺

管方法也避免了 REM 公司在两个地点同时开挖，

这也为他们节省了不少开支。甚至通过这次挑战使

得工人能通过使用海瑞克管道推进器加快钻进的

效率。如果有需要，管道推进器的 500 公吨的附加

拉力和推力能使得铺设管道的能力达到 5m/min。大

体上，REM 公司发现在岩石中铺设管道他们最大也

只需要使用 100 公吨的拉力。

为了更有利地发挥管道推进器的优势，REM 公

司最近设计了一种预制锚来加速完成直接铺管的

钻进工程。在三个管道铺设项目中成功地应用该定

向铺管技术后，REM 定向铺管部门官员说它是一个

即经济又简单的非开挖管道铺设方法。

REM 定向钻进公司是一家私营独资企业，位于

阿拉巴马州的博利吉。他们已经在建筑行业为私人

和商业部门提供了长达 19 年的服务，被认为是一

个创新的行业领导者。

乌效鸣 校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11 期

渊上接第 22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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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加氢爆管法为供水管道修复提供有效的施工方法

Matt Timberlak Ted Berry 著 袁青松 译

国际爆管协会(IPBA)的一个部门 NASSCO,在地

下建筑方面提出的一系列文章, 让读者更好的认识

这项技术。很多关于这种技术的模拟,证明管道修复

可以替代已经存在的地下管道。

爆管法是一种被证明取代地下管线的有效方

法，并且是仅有的的不用通过开挖来增大已有地下

设施尺寸的管道修复及更换方法。

这篇文章将讨论利用预加氢爆管的方法更换

市政饮用水管道。这项技术已经使用了 30 多年,在

欧洲成功安装超过 1 亿英尺的新管道, 在北美广泛

应用近 15 年。写这篇文章是通过一些假设,让读者

有一个对爆管过程的基本理解。

图 1 组装爆管设备

一个工作班次内，任何与市政给水总管相连的

建设, 我们的期望是任何一个连续时间段不能中断

公众服务。

然而,对于一片即将施工的地区，提供临时水或

者局部施工，是一种常见的做法。

临时用水安装成本包含在项目之中，尽管很小,

但破坏公共和私人的财产是常见的事, 经常在一些

交叉车道存在某种程度的损坏。

由于建设必须和水线联系起来, 将通过一些对

业主来说很珍贵的园景区域，这可能会对它们产生

破坏。当社会基金到位，安装临时性给水总管的费

用大约为每纵尺几美元。

图 2 爆管施工工作坑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最常见与水相关的水

管的修复和更换的施工方法。

对于水管的修复, 已有的管道是用来作为新产

品的宿主。最常见的方法是拖拽,CIPP 以及水泥砂

浆衬里(最常见的),所有的非开挖方法可以减少但不

能避免对一些开挖的需要。

有了替换方法, 一个新的管道的安装可以完全

取代现有的管道。这些方法是开挖挖掘、HDD、和爆

管。每一种方法要求现有管道被换下，不同服务线

长度需要不同的时间。

如果持续的时间太长了, 一个临时的地面供水

管道在施工期间将安装到家庭和商业区。每一种方

法都有不同的独特的优点和缺点, 也会有一些局限

性，这些局限性必须被考虑在可行性研究中。

1 供水管爆管法

预加氢水管爆管是一种安装新的压力管道的

方法并且已经经过完全压力测试，消毒、氯化 /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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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来水厂协会(美国自来水厂协会(AWWA))，地方技

术规范是中断服务几小时, 这样就不需要临时服务

线。

由于需要通过气动方式在新管道中安装空气

管线，这种爆管的方法只能通过静态方式来安装,那

样可以避免消毒和额外的清洁和测试。

图 3 焊接管道

这项建设需要在地面预融化一些高密度聚乙

烯(HDPE)或 PVC 管,接着进行标准测试程序。管道

的一端安装一个机械帽，一个封闭管在另一端通过

爆裂拉动，避免安装时受到可能的污染。这样在测

试过程以及测试后会留下一个完全封闭管道。之后

可以按标准来进行压力测试、消毒、氯化，而管道则

留在工作地点。所有的静态爆管至少需要二个挖掘

坑:一根管道插入坑和一台机器接收坑。一旦坑被挖

好，管道暴露出来，当适当的壕沟安全措施到位之

后,主水管将被隔离，接着进行排水以及开挖。以下

是对住宅,商业和工业产生影响的时间段，这期间将

没有供水服务。静态爆管机器现在已经被放进接收

坑，高吨位杆挤过已有管道。这些特别设计的杆能

被挤过严重突起的不规则管线，避免需要清理已有

管道。一旦棒到达管插入坑,一般大概是 300-500 英

尺远,附加的一些工具将分离已有管道,扩大范围，

增大新管道的外部直径,同时拉进新的生产管道。一

根追踪电缆被牵引着，从而允许水电工人在未来有

能力定位新安装的塑料管。一旦新管从头至尾被贯

穿, 管道爆裂和机械连接机器被用来连接新管道和

已经存在的水管，后面要做的是恢复服务。

传统上说时间必须被单独考虑, 安装和重新接

2-12 英寸直径的给水管，大约需要 6 到 8 小时，这

是根据长度和特殊的项目而定的。大于 12 英尺管

道的安装，要花费大约 50%的额外工作时间，因为

涉及处理管和大小的连接。

2 管道联接

新主线安装过后，私人分支管必须被重新挖掘

和手动连接。最普通的方法是通过使用一种电融合

拖具或机械拖具,那将被运用于已有的服务线。至关

重要的是,在这之前要充分挖掘管子，从而在爆破工

具经过之前，一些机械拖具可以从路边“抽离”,而不

是爆裂，这将需要额外的开挖去重新连接到服务

线。通过重新开挖这个连接,它可以被断开,也可以

在爆破完成时为重新连接做准备。消防栓的连接,可

安装标准 DI 机械三通和阀门或融合高密度聚乙烯

(HDPE)配件。

与传统标准开挖相比, 新管道将被安装在现有

的附属建筑物，这将减少开挖,降幅高达 95%。这就

要求没有额外的法制工作以确保缓解性质的管道

能够沿街被更换, 像一些已经种上的可能是公共或

是私人的树木，包括成熟的树木，它们通常对于当

地的街道十分重要。缩短工期,在大多数情况下,对

于当地人容忍一天中有一段时间没有供水服务会

有更多的利益。在纳入工程前期规划阶段前，通常

应该制定相关的规定，从而为消防和地方公共服

务，也为应对罕见突发公共事件或在作业区的商业

活动。

在市政给水管道系统，水力需求越来越多，最

常见的方法能够最大程度恢复重建现有流量, 爆管

法能安装一个新的内径相同或更大的管, 从而使系

统能够大幅度地满足业主需求。常见的是,市政给水

管道的更换主要是安装一个公称通径比现有的管

道大的管子，不常见的是安装一个比现有的管道大

二倍尺寸的管子, 某种情况下增加了大约 400%的

能力。

充分准备,选择一个有能力的团队，去实施爆管

法更新管道，现在就去实施爆管技术。

乌效鸣 校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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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第安纳州采用两类方法成功修复公路涵洞

Jeff Griffin 著 张川 译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采用管道修复技术螺旋管内衬和滑动内衬修复技术修复公路涵洞的施工情

况。

关键词：非开挖、螺旋管内衬、滑动内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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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非开挖技术修复损坏的地下污水管线被

各类媒体广泛报道，相对来说人们对道路下方涵

洞损坏的重要性关注较少。公路涵洞的损坏会对

道路造成严重的塌陷，这使得涵洞的维护对于国家

各级交通部门来说都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只要条

件可能，对受损的公路涵洞通常都是采取修复的方

法，而不是重新更换，从而避免高昂的代价和交通

中断。

印第安纳管道修复公司最近为俄亥俄州交通

部修复了两条公路涵洞，充分体现了两种类型的滑

动内衬技术的优势，它们分别是螺旋缠绕管和常规

滑动内衬技术。印第安纳管道修复工程项目经理兼

评估 Karl Bates 说，第一个项目是螺旋管修复工程，

它是全美安装的最大的 Sekisui SPR 聚氯乙烯螺旋

缠绕管。另一个项目使用了 ISCO Snap-Tite 涵洞内

衬，它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可以为涵洞提供一个更

大，更宽进水口的钟形管结构。

1 螺旋管内衬技术

SPR 内衬工程是在一个 180 英寸的曲面涵洞

中安置 132 英寸的螺旋管内衬，这个涵洞在上个世

纪 50 年代就已经被安装来排导在俄亥俄州蒂芬市

101 国道下的河流。Bates 说，最初这项工程是计划

用 132 英寸的高密度聚乙烯内衬来修复，但俄亥俄

州交通部二局给出的补充说明中允许使用 132 英

寸聚氯乙烯内衬来代替高密度聚乙烯。

Bates 说，印第安纳管道修复公司在应用螺旋缠

绕管技术上是成功的，去年已经完成 10 个 90 英寸

螺旋缠绕管的工程，比其他的承包商合计节省投资

45000 美元。

SPR 是一种螺旋缠绕内衬，它应用了经钢筋增

强过、紧扣的单片聚氯乙烯条，并用特定的粘结浆

液灌浆固定。由于内衬的外形不受限制，SPR 具有

适应弯曲和修复不规则形状管道的能力。其基本安

装过程是在老管入口处固定一个缠绕机，螺旋缠绕

单片聚氯乙烯板来形成一个连续的、轻质的、不透图 1 采用螺旋管内衬技术修复涵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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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且具有高强度的内衬。

Bates 解释说：“这个地区植被覆盖面积大，我们

必须在 101 国道两边开出路来将材料设备运到涵

洞的位置。由于该结构很大，我们修筑了一个围堰。

因为降雨时我们往往一两天不能工作，所以该围堰

在无法开工的时候能够减缓水侵入工作场地并调

节水流。”“原来我们打算通过一条近路使用一个起

重机将材料吊送到涵洞处。在和俄亥俄州交通部

（ODOT）及附近的业主商讨过后，我们使用了一台

Caterpillar320 履带式挖掘机和一台 Cat277 履带式

装载机，修了两条施工便道以便将工程材料沿着斜

坡运送到工作场地。”

印第安纳管道修复公司的工作人员清理了涵

洞的老管，并在内衬与老管间进行了支撑和堵塞工

作以防止在水泥灌浆时出现内衬错位，之后完成

SPR 内衬安装，整个过程没有开挖任何工作坑。此

外，按照工程规范，印第安纳管道修复公司修建了 2

个 11m3 的隔板，并安装了内部支撑而且在老管与

内衬间的环形空间内泵送了 470m3 压力为 2.4Mpa

的轻质多孔水泥浆。这项工程在 2010 年 9 月开工，

并于在 2010 年 11 月完工。

2 滑动内衬技术

这项滑动内衬工程的目的是修复俄亥俄州伍

斯特全长 317 英尺长的金属波纹涵洞，它使用钟形

进水口并且用 63 英寸的实壁 Snap-Tite 高密度聚

乙烯内衬进行修复，并且需要清理约 30 英尺长的

阻塞物。涵洞位于美国 250 高速公路下，这是一条

四车道高速公路。Bates 说，由于涵洞的损坏和路基

填筑物的流失，路面已经开始损坏。

首先应该清理老管并且为内衬管安装滑行装

置。“从几个测试点观测得知，目前的涵洞已经从 72

英寸变形到了 62 英寸，故在安装 63 英寸的内衬

时，需要人工挖去老的金属波纹管部分”，Bates 说，

“必须要做清除作业，并且要在出口上部的斜坡上

挖个平台，作为安装内衬管的 Cat330 式挖掘机的停

放处。”

成功安装内衬管道和修筑隔板后，在主管和新

的高密度聚乙烯内衬管之间的环形空间泵入轻质

多空的水泥浆。Bates 说：“主涵洞的损坏和随之而

来的涵洞周边填筑物的流失导致比计算多用了

25%的水泥浆。”

俄亥俄州交通部 3 局设计人员的水力分析表

明需要改善进水口的条件来降低水头高度，从而满

足俄亥俄州交通部的排水设计标准，而且印第安纳

管道修复公司计划使用世界上第一个实壁高密度

聚乙烯钟形进水口。Bates 说，俄亥俄州交通部 3 局

工程师复核了这个解决方法，接受采用改善进水口

条件的方案，因为钟形进水口设计可以提升高密度

聚乙烯内衬管的通过能力 18%左右，同时可以在出

水口获得较低的流速。这项工程需要近两周来完成

并且还包括进水口末端的隔板修建。

“因为多方面的原因，在已有的涵洞中安装一

个内衬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俄亥俄州交通部 3

局公路管理员 Timothy Farley 说，“这项施工不会对

交通造成干扰，可以代替需要断道或者绕道才能进

行的开挖施工。”“这项工程完全与天气状况无关，

因为并不需要土料、填筑物及沥青、砂石混合材料。

而且该工程对地面植被影响极小。在一条有通行限

制的四车道公路下方 35 英尺处，通过在直径为 72

英寸的涵洞中安装超过 300 英尺长的内衬的方法，

来修复一个损毁的涵洞被证明是非常划算的。这不

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工程，印第安纳管道修复公司证

明了他们专业、迅速地服务。”

以 Sulphur Springs 为主体，印第安纳管道修复

公司成立于 2000 年，起先重点从事滑动内衬技术

和多孔水泥灌浆。在过去的十年里，Bates 说，公司已

经修复了全美超过 55 英里的公路涵洞和下水管

道。今天已经是美国中西部最大的滑动内衬技术承

包商之一，专门提供设计，施工和现场技术支持。除

了滑动内衬技术和水泥灌浆外，印第安纳管道修复

公司还提供爆管法和夯管锤服务、高密度聚乙烯管

制造、人工巷道以及湖泊防渗和泄洪道的修复。

霍宇翔 校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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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CIPP设备固化过程的新方法

Jeff Griffin 著 贺建群 译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管道修复 CIPP 施工的固化施工工艺和固化温度监测设备。

关键词：CIPP、固化、温度

第 1 期

2012 年 2 月

非开挖技术

China Trenchless Technology
No.1

Feb.，2012

VeriCure 固化过程使用一种新的、正在申请专

利的微小区块热敏传感器元件（MZT），该方法将全

部长度的 CIPP 管线细分成狭窄的区块并监测每个

区域的平均温度，以判断是否达到固化阈值及固化

后降温期结束的时刻点。

“管线修复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以至于到

现在为止，一直使用相当原始的监测技术，”

VeriCure 生产线经理杰克逊.韦尔斯说。“管线故障

对承建商来说是非常头疼的事，这不仅因为利用现

有技术一直无法验证管道是否被完全修复好，而且

修复的成本也相当大。”

韦尔斯说，MZT 将必需的数据进行转换以使固

化过程得到控制并形成文档。这对管道修复承包商

的生产能力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城市正在为延长基

础设施的使用寿命而支付修复费用。

依据 2011 年 10 月 1 日签订的租赁协议，

VeriCure 公司拥有的工程技术措施可以提供给管道

内衬修复商（以保障他们能够顺利完工）。

“原有监测 CIPP 固化温度的方法忽视了整体

范围的内衬管线，”韦尔斯说，“用这种最基本的方

法，每个衬管两端都是使用热成像枪或手持式热电

偶来检查的。它基于的假设是：如果温度在衬管两

端满足要求，那么它在沿着管道线路上两端之间的

所有交汇点上都满足要求。然而，我们的实地测试

却证明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

1 准确性

韦尔斯说，用来采集数据的设施包括衬垫和主

管之间嵌入的温度传感器，但因为只有点测量，其

可采取的信息的准确性受到了限制，并经常由于间

隔太大以至于捕捉不到一个全面的温度曲线。他补

充说，费用及复杂现场环境对测试的影响限制了工

程的验收。

“VeriCure，”韦尔斯说，“采用本专利技术来获

取长距离精确的温度数据已经在石油勘探、航空以

及其他极其重要的行业中应用。采用这一技术监视

CIPP 固化温度的能力通过现场试验已被证明具有

非常高的成功率。”

2 监测过程

“VeriCure 监测器的光学探头被拉到主管道的

合适位置———曲线内衬管前面，或附着在内衬管上

拖进主管道。

监测探头的直径仅仅 3 毫米，并且大部分截面

都是采用坚固的保护外套设计，以确保在恶劣环境

下的性能。探头位于管道的底部，从整个圆周上看

通常是加热速度最慢的部分。传感器成品的标准尺图 1 管道重建技术公司的监控CIPP 固化温度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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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为 500，700 和 900 英尺，也可以根据需要按自定

义的尺寸制造。

紧凑的 VeriCure 命令模块能够在比现场更恶

劣的情况下轻松地工作。在使用时，用户只需启动

它并将探头连接上，便开始监测温度了。

“为 VeriCure 提供软件的都是专门从事 CIPP

工作的专业人员，”韦尔斯说。“它提供实时数据，帮

助工作人员控制整个固化过程，达到最优质量和最

高效率，并为资产所有者提供简要的报告，总结已

完成的过程。在每个测量区，软件验证了固化过程

中的温度得到满足，并持续了适当的时间，然后以

预定的速度降温。VeriCure 通过汇集此区域内的数

据，提供简单的标志以提示工作人员：什么时候达

到固化温度，什么时候固化和冷却过程完全结束。

最后的数据被总结成美观的渐变图表———其两个

坐标轴分别表示时间和距离，颜色表示温度。”

管道重建技术（Pipeline Renewal Technologies）

公司是一家从事可视化业务的公司，它专注于管道

修复市场，提供非开挖结构横向连接、横向恢复原

状切割、耐用点修复以及空间和热测量技术。管道

重建技术公司是北美非开挖协会（NASTT, North

American Society For Trenchless Technology）和美国

国家污水管道服务公司协会（NASSCO,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wer Service Companies）的成员。

乌效鸣 校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11 期

KOREC 最近宣布将签署了一份协议，与 3M、Exor、

Infotec 和 Trac-ID 公司合作成立一个“智能沟槽管理系统”联

盟，为英国“智能沟槽管理系统”提供一个技术解决方案，同

时开发一个反应英国每一条道路地下开挖记录、照片和地图

的数据库。

该技术解决方案专门用于公用事业部门、承包商和地方

政府，它包括一个手持式装有 U-Track 软件的 Trimble Nomad

GPS 装置、一个 3MTM DynatelTM 定位器、3M RFID 被动 RFID

标识技术的标识器，以及基于互联网的接入全国数据库。

“智能沟槽管理系统”的解决方案有两个方面：承包商和

公用事业记录的可供备查的新开挖工程的手持式 Trimble

Nomad 仪器记录 GPS 坐标位置和数据记录，国家地下资产集

团（NUAG）规定格式的图片和其它地下资产数据资料，属性

如：材料和管道的直径。一旦收集，U-Track 软件将自动上传

这些记录到 Exor“智能沟槽管理系统”的数据库中，或者通过

GPRS 或随后同步连接互联网连接的电脑。调查数据能够上

传并备将来分享参考。

承包商和公用事业部门游览保存的信息，可以远程通过

门户网站查看地下已经存在的构筑物信息，或者在施工现场

安全布置工作，有目的的开挖，避免对第三方地下构筑物的

损害。DynatelTM 定位器能够使用户在家里准确定位现有的地

下构筑物，使用运行 U-Track 软件 Trimble 移动定位仪，可以

Exor“智能沟槽管理系统”数据库中的记录，在现场可以复原

以前开挖施工的照片。

KOREC 公司绘图顾问 Martyn Palmer 说：对 Exor“智能沟

槽管理系统”而言，Trimble Nomad 是完美的手持式 GPS 解决

方案，它坚固耐用，有 2 到 5 米的实时测量精度，同时它提供

了一个 500 万像素数码相机、无线网络连接、条形码扫描仪

上（以便扫描每个标记，一个沟槽有唯一的 ID)和一个 RS -

232 兼容的端口连接到 Dynatel 定位器。

“智能沟槽管理系统”解决方案的好处是为公用事业部

门、承包商和当地政府减少大量的不必要的探索性或“干式”

开挖工作，减少对地下资产的损坏，减少交通堵塞，提高现场

工人的安全。资料的收集是单向的，也不需要专业技能，对所

有注册用户进入 Exor“智能沟槽管理系统”的数据库是免费

的。“智能沟槽沟里系统”是 KOREC 公司发布的，最近获得英

国国家联合公用事业集团 （NJUG） 和水行业业绩奖励

（WIAA）的奖励提名。网站:www.korecgroup.com。

野智能沟槽管理系统冶的手持式 Trimble GPS定位仪

KOREC公司发布野智能沟槽管理系统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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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P最佳实践

Ed Kampbell 著 吴川 译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 CIPP 施工中 4 个关键性施工工序中应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管道修复、CIPP、工序

CIPP 施工的四个关键工序为：

（1）管的适当浸透；

（2）主管中饱和树脂管适当膨胀；

（3）所使用的树脂的完全固化；

（4）合适的 CIPP 冷却。

1 适当浸透

无论仅包含聚酯纤维毡材料的 CIPP 管（是聚

酯纤维和玻璃纤维的混合），还是仅包含玻璃纤维，

用树脂对 CIPP 管进行适当的浸泡对其在预期使用

寿命内的防水性和结构特性是非常重要的。

最常用的树脂浸透方法是用校准辊形成连续

负压。大多数纤维毡管的深度测量是很困难的，因

为他们大约 90%的体积是空的，这就意味着对浸透

技术员来说填充树脂的空隙空间或者路径是非常

小的，因此，诱导树脂成功进入他们的唯一途径是

使用负压或真空。

管的负压度一定程度取决于所用纤维基的厚

度和类型。只有将管内的空气排出后，才能尽可能

多的给树脂让出空间。当给管填充树脂时，必须小

心，不要再次把空气填充回去，一旦所需要的树脂

量进去管中，这些管能够通过校准辊以一个与树脂

进入绿松石中相一致的速度输送。

2 适当的膨胀

目前 CIPP 修复的发展情况有两种，一是用水

柱或者增压空气使树脂浸透管转化为主管，二是在

聚合膜翻转后拖拉管到预定位置或仅仅只是用空

气膨胀管。

当利用水柱翻转的方法修复时，要注意的关键

点是反向管的最前端能出现的压力应大于等于管

制造商标定的“最小反演头”，最小反演头与主管紧

密联系且规定了管的适当膨胀程度。

CIPP 下半部的纵向肋片装配小于最小反演头

几乎是确定的事，翻转之后提高顶端只能延长那些

没有与主管相接触的部分管的周长，换言之，就是

没有跟主管相联系，只是在 CIPP 顶端形成稀薄面

积，并且如果在主管观察到猛烈的渗透，在线流上

等于地下水级的别的主管的额外头必须添加到最

小反演头。

图 1 CIPP 翻转修复施工

3 固化的树脂体系

CIPP 所用树脂的固化方式或者是高温固化或

者是紫外线固化。高温固化是水或空气被加热以增

加聚合速度来达到的树脂固化，CIPP 与主管的结合

第 1 期

2012 年 2 月

非开挖技术

China Trenchless Technology
No.1

Feb.，2012 45

Un
Re

gis
te
re
d



非开挖技术 China Trenchless Technology 2012 年 2 月

处的最低温度必须与树脂体系制造商确定的相等，

以保证足够的热被内衬转化。

把握热上升规律对热水固化是很重要的，对于

直径大于 18 英寸的管道，排水管线必须足够加热

CIPP 的底部。对利用空气（水蒸汽）的 CIPP 修复，为

避免隔离 CIPP 的底部，适当加热而移去冷聚物是

很必要的。最初硬化表明固化只达到 80%的固化度

后，完全的固化需要持续加热使树脂制造商的要求

的最少加热时间超过最初固化时间，从而来保证达

到完全固化。

正如高温固化，紫外线固化必须使树脂系统暴

露在光源的最小时间应大于等于完全固化时间；减

少暴光时间将导致 CIPP 未完全固化。当薄的截面

和玻璃纤维加入树脂系统后能实现优先完全固化。

无论是高温还是紫外线完全固化，都能使 CIPP 产

生它的化学性能和结构性能。

4 冷却

一旦固化结束，变硬的 CIPP 必须降到尺寸能

稳定的一个温度。如果内压力在 CIPP 冷却前被解

除，不受控制的冷却将导致 CIPP 和主管有过多的

间隙，这种收缩发生在目前 CIPP 应用的树脂系统

中如聚酯、乙稀酯和环氧烯树脂。通过合理的冷却

CIPP，包括去除固化过程中产生的地下残留余热，

修复的管紧密地和主管相接触且任何化学收缩都

向着主管壁。

乌效鸣 校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10 期

Steve Vick 国际公司最新发布的一款产品是小

直径 17.5mmPE 管插入修复系统设备。Steve Vick 国

际公司与管道制造商密切合作，设计出一套能确保

PE 管插入旧 3/4 直径的钢管修复设备，可以快速、有

效、无损害的新管道。该修复系统可以修复直径 3/4

钢管，显著增加供给能力，相当于原有 16mm 直径

管道的运输能力。

在过去的几年中，Steve Vick 国际公司将业务

稳步扩大到给水、电力、通讯和土木工程领域的管

道上，管道敷设设备，包括：管道缠绕机、推进机、系

列管道切割设备。最近，Steve Vick国际公司已经成功

开发和供应管道修复技术用于修复遗弃的旧管道。

但是，Steve Vick 国际公司的主要业务还是天

然气管道的修复和更换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为其

它承包商提供配套设备，Steve Vick 国际公司为全

英国承包商提高施工技术和现场服务。技术包括：

中等压力天然气阻流、大直径主管道去泡沫、远程

天然气输送和天然气升压。

所以，在未来的 30 年里，Steve Vick 国际公司

业务做什么？“Sean Noonan 被任命为该公司的最小

董事会成员”，Steve Vick 说，“这是象征性的前瞻性

业务态度，我们将继续建立我们良好的创新、服务

声誉，为管道修复提供实用、低成本和环境良好的

解决技术方案。我们的目标是为客户成本最低化和

成功最大化”。www.stevevick.com”。

125mm管道修复推动机器

Steve Vick和 Crock Harrison上世纪 80年代施工直径 24
英寸的承包工程施工现场

Steve Vick国际公司的最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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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节省污水支管修复费用———150万美元

Angus W. Stocking 著 杨宇友 译校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 CIPP 管线修复技术在污水支管中的应用情况，重点介绍了 CIPP 应用特点。

关键词：非开挖、修复、支管

俄亥俄州西湖市在 2006 年被敲响了一个有趣

的警钟，当时附近的 Lorain 市的下水道支管突然出

现问题。

“几十户家庭被疏散了几个月”，西湖工程总监

Robert P. Kelly P.E.说。

“我们意识到我们最好更仔细地查看下我们的

系统，因为我们在西湖安置了一个类似的拦截，管

线大概和他们的一样旧。”

所用的支管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建造的，沿西

湖的北部界线从西向东分布，尺寸从 36 英寸增加

到 60 英寸。数十个 18 到 24 英寸的主干线路，服务

整个城市，在偏北方排入支管。

这样的安排很有效并且具有很多优点。但也存

在一些缺点，比方说，无效的拦截可能会影响到西

湖的所有地区。 Kelly 说：“大约有 70,000 人有赖于

我们的系统，所以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

支管也特别容易出现微生物腐蚀（MIC），是混

凝土污水处理系统的一个潜在隐患。在西湖，南北

干线直接倾倒进支管，并建造 24 英寸管以保持快

速移动流量，不幸它造成了很大的涡流。涡流，与有

机废物，温和的气温以及氧气结合，导致高浓度硫

化氢气体。气体会滋养氧化细菌菌落，其中排泄硫

酸 - 硫杆菌的某些菌株能在高达 7%的浓度酸中茁

壮成长。酸液直接腐蚀混凝土，将其转化成易碎硫

酸钙（石膏）。

一旦 MIC 得以形成，它将在短短几年内由内而

外破坏混凝土的完整性。

在四十年的节点，支管已被清洗和彻底检查。

但五年后，Lorain 支管失效，西湖聘请 URS 公司进

行视频检测，做详细分析，并准备一项紧急疏散方

案，以供发生紧急故障时使用。

1 URS 的发现令人不安

西湖现场工程师 James.J.Smolik,P.E 说，“我们

在第四十年检查时，用电视播放了管线，一切良

好。”然而，五年后，URS 发现了严重的 MIC 破坏。

“我们在支管里里行走，并且不停地凿混凝土，”

Kelly 补充说，“这是个问题。”MIC 腐蚀了 0.5-1.5 英

寸的混凝土管线的内表面。

“由于管线厚度只有六英寸，我们知道问题来

了。”Smolik 说。

也有一些好消息。根据他们的调查结果，MIC

几乎全部存在于干线入口点的 25 英尺内。因此，可

以想象，西湖可以靠侧重于问题区域和放置其余支

管来节约资金。从理论上讲，这可以节省一半就地

治愈管道（CIPP）修复所需费用，因为修复管道的总

量将减少一半以上。“实际上，我们基于这种想法做

了个整体的设计。”Kelly 说。

但是这种做法也有问题。CIPP 当然是个成熟的

管道修复技术，但就西湖这个特殊情况而言，它并

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一方面，CIPP 的修复间距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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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从检修孔到检修孔，而且明确限定更短的或者

局部间距并不会节约多少资金。管道直径变化时，

CIPP 也不合适，正如多次在西湖支管发生的。最后，

服务于支管的检修孔位于相当深的地方，须将它们

挖出并拆除以使其在油毡衬里移动———这比西湖

部分修复需要做的工作更多。

这些小的挑战累积起来便形成了一个大问题。

西湖试图避免在这个项目上使用该州或者联邦的

钱，他们有大约 200 万美元可以使用。“当我们把

CIPP 设计的这些花费都加起来，超过了 300 万美

元”，Kelly 喊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

在探索解决办法时，Smolik 参加了肯塔基州路

易斯维尔的抽油机及清洁环境博览会。经过大量的

研究和对话，他带回来两个好点子：一个新产品和

一项新技术。

新产品是 ConmicShield，一种混凝土添加剂，可

以永久抑制 MIC。ConmicShield 是一种容易添加到

混凝土中并和混凝土分子结合在一起的混凝土添

加剂。尽管 ConmicShield 对人类和动物没有毒性，

然而经过处理的混凝土可以抗微生物，并在混凝土

的整个生命周期永久防止氧化细菌的生长。

ConmicShield 保护性并不新奇；它在 1997 年被用于

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下水道主要干线修复所使用

的喷浆水泥土中。许多大城市，例如芝加哥，已经在

世界上最大的检修孔修复项目中使用了这个产品。

图 2 最后修复的管道

NTRI 管（离心铸造混凝土管）衬里技术由

AP/MPermaform 提供。离心管本质上是以离心方式

往受损的管道内部涂上一层或者多层高强度结构

灌浆。这些管道内径从 30 英寸到 120 英寸。

AP/MPermaform 开发的灌浆产品是为结构加固，长

距离泵送，迅速固化以快速恢复使用和高建弯管顶

而专门设计的。离心管并不新奇———AP/M 已获得

专利的被称为 Permacast 的变异产品，自从 1985 年

以来已被应用于检修孔修复中，但是西湖支管是这

种规模水平管道的首次应用。

把离心管技术应用于经 ConmicShield 处理的

水泥灌浆看起来是一个克服西湖正面临的挑战的

好方式。离心管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非开挖修复技

术，而且正因为该设备可以通过检修孔被引入到管

道内部，所以可避免开挖。更重要的是，SpinCaster

可以在管道里的任何一点开始或停止，并且可根据

直径变化的需要进行调整。它看起来像是把重点放

在支管问题区域的完美方式，而且能够实现市政府

官员追求的资金节约。

Kelly 说：“我们认为它会能发挥作用，所以我们

拿去竞标。”“有很多承包商可以拿到，但是我们找

到一家，他们的总费用是 160 万美元。我们靠避免

为未受损坏管道修复而节省了至少 150 万美元。”

2 正确的工作

承包商使用 12 英寸的水泵改道个别干线入口

点周围的水流以移动陆上废物。需要修复的管线区

用高压旋转清洗机清洗和冲刷以清除松散物质。作

为采用新的灌浆前的最后一步，西湖设计者要求用

ConmicShield 冲洗已清洁的内部来确定 MIC 不会在

新的衬垫下发生。

分析支管内部直径、水负荷、损伤程度和其他

因素后，工程师确定带有 ConmicShield 的 PL-8000

浆液的 0.5 英寸衬垫是最佳选择。它将修复和加强

支管，防止腐蚀，同时保持流动特性。

总之，西湖只修复了 3961 英尺的支管，与按检

修孔到检修孔修复要求而完成的 7200 英尺形成对

比。这项工作始于 2009 年，于近一年后完成；这意

味着季节性调整要按照工作进展来。

“工作在零下及夏天九十度时都得进行”，

Smolik 解释说，“承包商学会了在冬天使用热水，在

一些热的天气里他们干脆把冰放到混合物里。”

Smolik 通过关注工作完成后所使用的干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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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数量来进行质量控制。他会计算每英尺修复管

道所需的金额，会检查在工作正常进行前提下使用

了合适的数量。通过察看混合物，并根据需要抽查，

他甚至可以肯定半英寸的妥善应用。如果干混砂浆

的需求量不足，可选取管道的几段，对其进行挖空

处理以测其厚度，如有需要进行修补。

Kelly 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承办商越来越精

通。“到项目后期，”他说，“他们可以每天推进约

350-500 英尺，真是令人惊叹。”

3 创新卓有成效

对城市工程师来说，尝试相对较新的技术和产

品不总是舒适的处境，但西湖支管项目表明回报可

以是巨大的。

“这个成本不到检修孔到检修孔成本的一半，”

Kelly 说。“我相信成品至少一样好，也许更好。由

于有这个节余，我们能够用自己的资金，在一年之

内做这工作。这些都是巨大的胜利！”

作者简介：Angus W. Stocking，L.S，有证土地测

量师和基础设施专家。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1 期

渊上接第 52 页冤

Connolly 说：“机型 6000 型设备已经在从干燥

密实土层到冻土的所有类型土中进行了现场试

验。”“在不同土体类型的条件下，该设备可以在三

到五分钟的时间里挖掘一个标准洞槽。”6000 型设

备现在就可以从 Vacmasters 公司直接购买到。

位于哥伦比亚州阿瓦达市的 Vacmasters 公司

是空气挖掘设备的主要生产商。除了 6000 型以外，

Vacmasters 公司的产品系列还包括其他三种型号：

一种可以安装在拖车或卡车上的紧凑机型和两种

安装在卡车上的机型。真空泵设备除了用于真空挖

掘以外，还可以用于清理多余的定向钻孔泥浆，和

各种清理净化工作，比如像阀门室，滤清器和其他

常规的净化工作。

霍宇翔 校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3 期

图 1 采用真空挖掘设备进行点探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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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管线有效点修复

杨宇友 译校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支管点修复技术及其应用情况。

关键词：非开挖、点修复、支管

图 1 点修复施工现场

“修复下水道支渠是最近一系列论文的主题，

这些文章专注于有关支渠所有权和横向修复的非

开挖方法的法律问题。

然而，处理支渠问题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是有效

解决流入和渗透问题的相关点修复；流入和渗透结

构合理且不需要修复。

在这种情况下，维修点往往是解决方案。对干

线管道大修后的支渠修复来说，灌浆也是必要的。”

“在下水道修复行业的一个普遍误解是，衬垫

下水道主线将使其停止渗透”，阿凡提国际的总裁

Daniel Magill 如是说。阿凡提国际是高质量的污水

渠、雨水渠、其他地下结构以及在多种行业应用的

高质量化学浆液的领先供应商。

“当一个衬垫系统安装完毕，”Magill 继续说，

“衬垫系统和主机管之间建立一个环形空间。当衬

垫被灌注以恢复支渠，地下水 / 渗流水会流经环形

空间并从已恢复的横向连接进入下水道系统。当主

线或支渠因非结构声管条件之故而需要衬垫是，下

水道支线 / 主线连接和主干线与衬垫之间的环形空

间化学灌浆的使用就是必要的。”

灌浆被应用于非开挖埋置管线，这在技术上是

允许的。

“密封测管接头的柔性封隔器可以从地面插入

并推 / 拉到施用灌浆的位置。”Logiball 公司总裁

Marc Anctil 说。Logiball 是测试和密封外侧注浆封隔

器的领先供应商，他们可以从主线下水道操作到主

线到支渠间的 30 英尺深度。该公司还提供封隔器，

它可以从地面插入到主线横向连接上的密封侧管

接头。

1 常见的维修地点

Anctil 说，大多数常见的需要维修的地点通常

是在连接（主要是支管的）和从连接到支管的五英

尺内。

这是渗透发现最多的地方，因为侧向装置的这

部分在地下水位以下。

Magill 说丙烯酰胺凝胶是最广泛使用的横向修
图 2 点修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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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化学浆液。其他的是丙烯酸酯胶，丙烯酸酯和聚

氨酯。

他提供了这些灌浆产品的描述：

丙烯酰胺化学浆液是市场上最薄的产品。它具

有和水相同的粘度，在一个可控制的时限内变成坚

硬的不透水的凝胶（从 5 秒到 10 小时在任何地

方）。因为它是一种真正的溶液灌浆（无悬浮固体）

并且粘度低，很容易渗入管外的环形空间和土壤。

一旦灌浆成熟，它会从密封管道渗入 / 渗出，稳定管

道周围的土壤并把管道锁定在注射点。丙烯酰胺化

学浆液在土壤中寿命长，粘度低，固化时间可控和

60 多年的历史使其成为控制地下水中使用最为广

泛的浆液。

丙烯酸凝胶（NMA）是一种与丙烯酰胺化学浆

液使用起来类似的丙烯酸树脂的水溶液。因为这种

材料的特性可以在渗漏流量条件下密切控制，丙烯

酸凝胶也可用于主线的密封泄漏，检修孔或其他以

下级别的结构。

丙烯酸酯浆液已被引进到下水道密封和岩土

工程行业超过二十五年。丙烯酸酯浆液并没有得到

广泛接受，因为他们生成弱凝胶并且在有水存在时

大幅膨胀。

聚氨酯浆液在抑制地下结构渗透方面有悠久

的历史。然而，它们比其他浆液粘性大，需要更多的

工作来保持泵浆设备清洁。它们还具有湿度活性，

这意味着必须采取特殊的步骤来保持软管和泵浆

设备干燥。聚氨酯凝胶以水胶比 7:1 或 8:1 的比例

泵入，因此泵入设备必须设置成多比例泵送。这和

以 1:1 比例从 A 部分泵送到 B 部分的丙烯酸相反。

当比较易用性，产品成本，粘度和固化时间的可控

性时，聚氨酯在横向修复中的应用远不如丙烯酰胺

/ 丙烯酸广泛。

2 浆液应用

浆液通常被应用于已恢复的主线 - 横向连接，

Anctil 说一个详细的闭路电视支渠检查还可以在外

侧高处发现允许通过高地下水位渗透的其他缺陷。

浆液应用于定位和在缺陷处给膨胀封隔器打气。

“化学浆液是通过两个不同的软管泵入，在灌

浆室内混合，通过管道缺陷压力注入并输出到土壤

里（管基）。在土壤里它们饱和，填补管基里的空洞，

反应成压力凝胶，在侧向壁周围形成一个水密矩阵

防止地面水分渗入和下水道水渗出。这种外部维修

也可以防止精细铺垫材料通过管道缺陷进入下水

道系统造成损失，并最终在结构周围生成空洞。”

灌浆通常是在侧壁 / 干线连接处，并且第一个

是在外侧 1-6 英尺处。灌浆也可沿主线关节外侧的

整个长度分布。

使用化学灌浆时，关键是遵循产品的安全防范

措施。

“很多年前，阿凡提国际建立了培训指导体系

以保护承包商和环境远离任何潜在危险，”Magill

说。“根据建议，使用任何家用化学品时，按照由材

料安全数据表（MSDS）定义的安全操作规程处理，

混合和储存化学浆液。

Magill 说，用来控制流入和渗透的化学浆液的

应用培训包括：了解产品必备的个人防护装备及其

正确使用方法；充分认识和运用物质安全资料表指

示；严格遵循混合说明；了解添加剂的使用；在工作

区落实良好的内务管理；遵循存储需求和使用适当

的储存设施。

译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2011 年第 6 期

杨宇友 译校：支管线有效点修复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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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masters公司强力真空挖掘设备

Jeff Griffin 著 何计彬 译

摘 要：本文简要介绍了 Vacmasters 公司生产的真空挖掘设备，重点说明了 6000 机型真空挖掘设备的

性能和特点。

关键词：非开挖、真空挖掘、点探

Vacmasters 公司的销售副经理 Trevor Connolly

说，Vacmasters 公司推出的新式真空挖掘设备是

Vacmasters 公司系列产品中最强劲的。该设备也是

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功率最大的商用真空泵系统。

Connolly 说：6000 型是第一台借助空气动力用

来挖沟槽和坑洞的真空挖掘机。压缩空气通过一个

特有的空气喷管刺入土体，在其内部膨胀，借此破

碎各种类型土体以便成孔。在不同的地层条件下，

6000 型可以在 3 到 5 分钟内钻挖一个 5 英尺深 12

英寸见方的孔洞。

Connolly 说：“用真空挖掘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节

约大量用水，将供水和运输处理泥浆的时间节省下

来”。“此外，空气不会像高压水那样损坏地下的公

共设施，使空气钻挖对于操作者和机组人员更安

全。而水是不可压缩的流体，可以切割和损坏其他

的公共设施，并且水具有导电性，在埋有电力线缆

和设备的附近施工存在潜在的危险性。而且，空气

不会像水那样损坏路基和污染环境。”

Connolly 接着说，“在施工现场埋有公共设施的

情况下，没有比用 Vacmasters 公司 6000 型提供的

真空挖掘（airodynamically）更加快速和安全的方式

了。在机械挖掘设备受到施工场地规模的限制，人

工钻挖太慢且成本太高的情况下，这套系统会大有

作为。6000 型可以施工孔洞和沟槽两种类型工程。”

6000 机型由一台 250 马力的 John Deere 柴油

机驱动。其空压机的排气量约为 10m3/ 分钟，其中

产生的约 1.7MPa 的气压通过一个空气喷管用于挖

掘，另外 0.7MPa 的气压用于驱动其他辅助气动工

具。所使用的真空泵在半个大气压下的排气量约

为 53m3/ 分钟。一个辅助供水系统可以为钻挖提供

0 到 20MPa 的高压水，并为净化工序提供 11L 每

分钟的流量。水箱容量为 321 升，岩粉仓的容量为

3.6 m3。

其他特性包括：

（1）这套系统设计单动力机驱动所有设备，这

台动力机采用的是强劲的 John Deere 涡轮增压柴

油机；

（2）液压真空泵软管由一个无线遥控系统操作；

（3）岩粉仓的提升和卡车仓后门的打开用液压

提供动力；

（4）为空气动力机具的自动油缸提供专门的压

缩空气；

（5）把压缩的空气供给自动油缸用于气动工具

节省了单独的空气压缩机；

（6）十字框架结构和底盘组成的存储空间为工

具和设备以及包括气动锤和夯土机的存放提供了

足够的空间；

（7）可选择的设备包括 4.2 千瓦的交流发电机，

工作灯，管道喷砂器系统和一个桶型的表土过滤

器，它可以将距离 200 英尺外挖掘面产生或被污染

的岩粉过滤掉。

配套的标准卡车总车重为 52000 磅，采用的是

国际通用柴油机驱动卡车底盘。Connolly 说：购买者

可以指定不同品牌的卡车或提供他们选择的运载

工具，只要运载工具的底盘满足安装机型 6000 型

需要的最小规格就可以。 渊下转第 49 页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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