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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干管顶进过程中地下综合管线的处理措施

何 付 丽,　高 祎 天,　陈　欣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６)

摘　要:市政工程施工过程中,由于施工单位缺乏地下管线的保护意识,加之无相应的技术保护措施,施工过程中导致地下

管线破损的现象时有发生,给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甚至给居民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因此,施工过程中制定合理的管线改迁

及保护措施尤为重要.介绍了具体的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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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MeasuresofUndergroundIntegratedPipeline
intheProcessofMunicipalMainPipeJacking

HEFuli,GAOYitian,CHENXin
(SinohydroBureau５Co．,LTD,Chengdu,Sichuan,６１００６６)

Abstract:ntheprocessofmunicipalengineeringconstruction,duetothelackofawarenessofunderground
pipelineprotectionandthelackofcorrespondingtechnicalprotectionmeasures,thedamageofunderground
pipelineoccursfromtimetotimeintheconstructionprocess,whichcauseslossestotheproduction,livingand
evenlivesandpropertyoftheresidents．Therefore,itisveryimportanttoformulatereasonablepipelinerelocaＧ
tionandprotectionmeasuresintheconstructionprocess．Thespecificimplementationprocessis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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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建设的各

项工作也在高效进行,大量建筑物的拆除、建设施

工给地下管线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影响.在市政工

程建设中,各种地下管线占据了很大比例,地下综

合管线通常包含电缆、给排水管道、天然气管道以

及下水道等多种管道,为市民生活提供了必要的

设施.由于其是埋设在地下,相互之间纵横交错、
线路复杂,安装和维护都具有一定难度,若不采取

保护措施,一旦因市政施工原因导致地下管线受

损,不仅给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带来不便,
严重情况下还可能发生爆炸等灾害性事故.[４]因

此,在进行干管顶进施工中,做好相关地下综合管

线的保护措施至关重要.
龙岗区龙岗河、观澜河流域消除黑臭及河流

水质保障工程(以下简称岗头河、坂田河流域水环

境治理及黑臭水体整治工程)位于广东省深圳市

龙岗区坂田街道,整体施工分为黑臭水体整治工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Ｇ１０Ｇ２２

程和水环境治理工程,主要施工内容包括:雨污分

流、正本清源、面源污染、小微水体整治、错接乱接

等,施工范围涉及坂田街道下辖的坂田、杨美、大
发埔、岗头、新雪、象角塘和万科城等７个社区.

其中岗头河流域水环境治理雨污分流工程

所处位置地下管线种类较多、纵横交错布置,
包括现状电力管线、燃气管道、给水管道及市

政道路现状雨污水管道等.顶管位于五和大

道与雪 岗 北 路 交 叉 口、合 和 一 巷 至 雪 岗 北 路

段,共计长９６８．４m,选用III级钢筋混凝土专

用 F 型 专 用 顶 管,顶 管 管 径 分 别 为 DN１５００
(８２８．６m)和 DN１０００(１３９．８m).

２　前期准备工作

为保证地下综合管线安全,施工前,项目部组

织相关人员进行了实地勘察,摸清了地下管线的

情况,并与相关部门协商、研究,进一步做好管线

位置标识,按地下管线类别分别调查其相应的属

性项目,如摸清地下管线的管线类别、埋设方式、
详细位置、标高等具体情况,[１]必要时进行地下物

探工作并制定更为具体、完善、切实可行的保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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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方案,对影响施工的管线报相关部门进行完

整无缺地迁移,确保施工区和邻区各管线完好,运
行畅通,为后续顺利施工创造条件.

３　对地下综合管线实施的保护措施

３．１　地下综合管线损坏原因分析

市政施工过程中,地下管线的损坏主要由以

下几点原因造成:
(１)施工前,调查工作不仔细、对施工现场

的地下管线分布情况不熟悉,盲目开挖导致管

线破坏.
(２)现场作业人员缺乏严格的管理意识,责任

心不强,野蛮施工,擅自改变挖掘位置.
(３)在尚未办理相关手续、摸清管线的情况就

擅自开工建设.
(４)施工方案不科学,监管工作不到位[２].
(５)施工过程中产生的沉降或隆起导致管线

损坏.
(６)施工车辆或汽车荷载过大导致管线破坏.
(７)开挖后对裸露在外的管线未采取相应的

保护措施而导致其损坏.
(８)地下综合管线复杂且产权单位众多,缺乏

统一的协调部门、监管不严.

３．２　地下综合管线的探测

工程施工前,邀请第三方进行地下物探作业,
组织相关专业人员进行现场勘探,并与相关部门

协商、研究,探出其详细位置、走向、类型、管道内

径、材质、铺设年代、性质(如低压、中压、高压等).
询问相关产权部门,明确是否有漏测的管线,尽可

能地收集全部有关管线的资料,进一步做好管线

位置标志.
该工程地下管线种类较多、纵横交错布置,即

使是管线单位提供的图纸也存在一定的误差.在

探测过程中亦发现了以下问题:①地下管线埋设

错综复杂、随意.②各产权单位保存的施工竣工

图不准确、不齐全,资料更新不及时.③个别道路

因改造破坏了一些原有的管线井,没有及时修复.
上述问题的存在给综合地下管线探测带来了很大

的难度,为了提高管线探测的精确度,避免在设计

和施工过程中发生重大事故,需要合理地采用各

种管线探测技术方法,对重要的管线还需要钎探

或开挖验证.因此,在施工过程中,既要结合管线

部门提供的资料,同时也要进行详细的现场探测,

力求管线位置准确无误.
若在探测过程中发现有不明管线,应及时向

监理单位报告,并会同监理单位及管线权属部门

共同研究,明确处理办法.

３．３　资料的整理与上报

根据现场勘探、询问收集到的资料,精确绘制

出管线布置图,并将管线探测结果落实到主体施

工图上.管线在图上的标识应清楚明了,管线的

名称、管径、材质、埋深等参数均应在图上标识清

楚.详细列出影响施工的部位、位置以及保护方

式(迁改或临时架空等).将成果按要求上报监理

工程师及总包部,明确相应的保护措施.

３．４　编制管线保护措施及应急预案

３．４．１　管线保护措施

针对市政施工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结合

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以下应对措施:
(１)施工准备阶段应采取的措施.参加业主

组织的各专业管线单位交底会议,从多种渠道取

得各种地下管线资料,并对照施工现场和施工图

纸进行校核验证.在施工组织设计中,针对各种

地下管线制定切实有效、操作性强的专项保护方

案.[３]建立完善的安全保证体系,项目部设置专职

安全员,对作业队伍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和安全技

术交底.加强施工人员的安全施工意识和技能操

作水平,保证安全生产.
(２)施工过程中应采取的措施.开挖前,由管

线专业工程师进行物探,然后对接各产权单位到

施工现场进行交底,对于在施工范围内影响施工

的,联系产权单位对管线进行迁改;机械开挖时应

有专人指挥,在地下管线位置安全距离外洒石灰

线,线内禁止机械作业,避免因管道两侧土体受到

挤压而损坏管道.管道位置采用人工开挖,管道

暴露后应采取临时保护和加固措施,随时检查其

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对开挖过程中发现的没有标

明的地下管线,或虽有竣工资料,但管线的位置、
走向与实际情况不符合时,要及时会同有关单位

召开专门会议,制定专门的保护方案.
针对施工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结合实际

情况可以采取以下相应措施:①隔离法:通过采用

钢板桩、深层搅拌桩等方法形成一个隔离体,可以

有效地限制地下管线周围的土体位移、挤压或振

动管线;②悬吊法:一些出现较大位移且暴露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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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管线由于自身重力,可采用悬吊法固定管线.
在固定过程中应注意固定点位置的稳定性;③支

撑法:对于土体可能产生较大沉降而造成悬空的,
可沿线设置若干支撑管线,设置时应考虑拆除时

的方便和安全.
同时,还应该完善地下管线信息数据的建立

和共享.根据目前正在进行的地下管线普查工

作,在普查基础上,对地下综合管线的各类信息进

行分门别类的整理、汇总、叠加,按照统一的数据

标准,形成规范、标准、完整的地下综合管线信息

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配套建立相应的动态更新

台账和信息共享机制,能够及时对各专业管线数

据进行更新、维护,保证管线数据的准确性;同时

便于相关规划、设计、施工单位及时获取相关地下

综合管线信息,及时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
(３)发生管线损坏事故时应采取的措施.对

于已经出现破损情况的管线,施工人员要及时

做好现场保护工作,停止正在作业的设备并疏

散施工人员;通知管道维修单位到现场抢修;疏
散围观的群众,必要时应提请交警封闭过往交

通,特别是煤气泄露应防止产生火花引起煤气

爆炸.及时向单位领导、业主汇报事故及事件

的进展情况,以取得单位领导和业主单位的支

持帮助.在事故处理工作结束后,要做好善后

工作,对于给周边用户造成的损失要做到及时

补偿,对于影响居民日常工作生活的要致以歉

意.做好事故的整理记录工作,写出事故汇报

材料,说明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造成的后果,
事故发生后的处理情况,分析事故发生的直接

原因和根本原因,以及今后要采取的加强安全

生产的保证措施,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等,
为今后的市政施工提供丰富的借鉴资料.[４]

３．４．２　管线应急预案

为防止管线损坏引起危害,施工前应编制好

紧急联络地址一览表,准备好各种应急救援物资

器械,并在施工交底会上通知有关人员.管线发

生异常时,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立即与相关的

专业公司及相关部门联络并采取中断施工、禁止

动用明火、临时封闭交通、疏导附近居民等措施,
并报备公安、消防、道路管理、市政管理及其他有

关部门.
记录三大管线公司应急维修电话以备应急

抢修,发现有漏水、漏气等现象时应及时汇报

三大公司.
由此可见,管线工程的建设发展任重而道远,

随着需求的不断加深,也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只有

培养出高科技的人才才能将新型科技更好地融入

到工作中,亦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人才不足的

现状.可以相信:在注重人才培养、改革自身不

足、稳步推进等几方面的综合努力下,管线工程建

设会越来越完善、更好地发展.随着科学技术在

不断融入新元素的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的很多新

问题,这些新问题若处理不当将会严重干扰城市

发展和建设,因此,必须深入过程细节中的每一

处,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和处理,才能够更好地解

决问题.

３．５　施工过程中的跟踪

工程施工过程中,应建立好地下管线台帐并

及时更新检查.台帐应详细记录施工位置、管线

名称、位置、走向并附上相应的影像资料等.对于

施工过程中新发现的管线,应及时进行更新上报.

４　结　语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城市

中施工的项目也越来越多.施工过程中如果市政

地下管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其不仅影响工

程项目本身的施工进度、施工成本,还会造成居民

生产、生活方面的诸多不便,严重时还可能发生安

全事故,造成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
市政工程是城市建设中的基础部分,施工时

由于涉及到的地下管线的数量和种类非常多,地
下管线保护颇为重要.[５]各类管线的安装是否合

理直接关乎其作用发挥,与施工成本密切相关,必
须确保其安全.综上所述,地下综合管线关系到

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正常进行,对于各项经

济事业的稳步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进行

市政施工建设过程中,一定要协调各有关单位,做
好施工区域管线的综合保护工作,完善预警机制,
将事故率降到最低.
参考文献:
[１]　CJJ６１－２０１７,城市地下管线探测技术规程[S]．
[２]　孔祥平．浅析市政施工中地下管线施工技术[J]．建材与装

饰,２０１３,６(３４):８２－８３．
[３]　顾昌宏．市政工程施工中地下管线保护的相关措施[J]．科技

资讯,２０１０,８(１１):１２４－１２４．

(下转第４８页)

第３８卷总第２１０期 四川水力发电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



４８　　　 SichuanWaterPower

min,两班制作业单次交接时间取３０min. 根据以上数据,绘制了盾构施工进度(图６).

图６　盾构施工进度图

　　由图６可知,两列电瓶机车编组作业时,单个

工作日盾构机最高可掘进１４次,可完成７环管片

作业;而三列电瓶机车编组作业时,单个工作日盾

构机最高可掘进２１次,可完成１０环管片作业.
当施工出入段线右线全长１３６０m 时,在盾

构机及后配套设施均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两列电

瓶机车编组用时１０７d,三列电瓶机车编组用时

７５d.相比之下,三列电瓶机车编组可节省一个

月的工期.

４　结　语

盾构法隧道工程施工是一项综合性施工技

术,其水平运输是控制盾构施工生产进度的关键

因素之一.
(１)针对大直径盾构长距离水平运输,该工程

采用三列电瓶机车编组循环运行,有效利用了垂

直运输与盾构掘进时间,降低了盾构施工的间断

性,提高了生产效率,保证了生产进度;
(２)采取增设防爆移动电话与岔道、通道的红

绿灯机制,丰富了调度管理的安全管控办法,保障

了电瓶机车作业的安全性;
(３)三列电瓶机车编组作业调度管理的高效

性以及电瓶机车维保的创新工具,给今后盾构施

工积攒了大量的实用经验,对盾构施工管理产生

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参考文献:
[１]　赵 鹏．成都地铁十八号线龙泉山隧道水文地质特征研究

[D]．西南交通大学,２０１８．
[２]　徐道亮．土压平衡盾构高含水量出渣技术研究[D]．中南大

学,２０１４．
[３]　曾雪松．浅谈长距离隧道盾构掘进的排水、通风及水平运输

[J]．四川建材,２００６,３１(６):２２２．
[４]　刘永迅．有轨运输隧道施工设备配置及调度技术[J]．西部探

矿工程,２００４,１５(１１):１１０．
[５]　马振廷．地铁盾构施工的质量与安全控制探究[J]．住宅与房

地产,２０１８,２３(１６):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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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五局公司五项科技成果荣获中国电建科学技术奖

日前,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发文通报表彰了２０１９年度中国电建科学技术奖,中水五局公司五项科技成果榜

上有名.由公司主持研究完成的«高土石坝坝料运输跨心墙技术研究与实践»«水电站EPC模式下设计施工优化研究与

实践»两项科技成果荣获一等奖,«薄层软弱围岩特长公路隧道精细施工关键技术研究»荣获二等奖,«大粒径心墙砾石土

填筑质量检测设备及快速测定技术»«连续钢箱梁步履式多点顶推控制技术»荣获三等奖.据悉,２０１９年集团公司共授

科学技术奖１２８项,共有９０余家企业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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