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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入户的非开挖解决方案
Matthew Izzard 著 乌效鸣，徐蓝波 译

摘要：全球对光纤到户（FTTH）铺设管线的关注是基于客户能商业化地从供应商那里获得服务。因此，非开挖技术的使用，
不仅在减小工程引起的破坏和减少工作量上，而且在降低与本工程相关的繁重的土木工程成本方面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回
顾了 FTTH 的当前市场和工艺，并为希望最大限度提高铺管效率的公司提供各种非开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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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线电视世界。但却没有发生。英国电信系统最近
被私有化，只有一家公司，英国电信，允许铺设

追溯到 1988 年我第一次加入非开挖技术行业

电信管道，许可证还是限制性的。预期的接收需

时，世界情形是完全不同的。皮克·博塔是南非

求未能实现，只留给我们一个老化的、支离破碎

总统，纳尔逊·曼德拉仍被监禁，该国一些最伟

的网络。这意味着今天在英国的一些地方，即便

大的运动员无法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他们的国家。

您驾车穿过整个城市，您期待的手机信号可能仍

如果我们想看电影，我们去电影院或租一个录影

旧微弱。

带。如果我们想听音乐，你要么带了一张 CD，要

超前快进到奇幻的三十年后，我度假在克罗

么把它从收音机里录下来。如果你想和你的朋友

地亚，一个只有 450 万人口的国家。在达尔马提

聊天，你要么遇到他们，要么打连接在墙上的电

亚海岸线附近的一个美丽的岛屿上，我用手机拍

话给他们。那时，没有千里之外可以直面交流的

下风景。我想把它上传到社交媒体上，点击几个

互联网。

按钮，然后使用最新的 4G 全强度手机信号，就可

非开挖技术开始用于标准的天然气、水、电

以让每个人都知道我的最新照片和生活更新！

的管线铺设和更换。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电信公

今天，如果我想在我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

司则用之为最新的拨号调制解调器和传真机提供

上观看最新的电影，我就可以。当我在英国的时

通讯线路。

候，我可以和在美国的妻子视频通话。如果我想

在未来的 3-4 年中，像美国和英国这些国家

发布新专辑，我只需要让我的智能演讲者播放它。

中的众多公司将开始在各个城市铺设绿色 uPVC

点菜，提醒我把箱子拿出来…按需获物。互联网

扩容管线，以希望在预期的电缆业的繁荣中获得

改变了世界。每个人都想要它，想要互联网快捷、

竞争优势，抢先一步对基础设施产生重大影响。

便宜并且没有中断。

在英国，这些基础管线是在监督不到位的氛围下

对最新超高速光纤宽带的需求使其成为目前

快速铺设的，通常在非常浅的深度采用明挖，这

世界上增长最大的“公用事业”，我们在世界各

将对公众造成巨大的干扰。最新的铜电缆已被使

地看到了许多不同的方法用来吸引客户从供应商

用，我们都翘首西方世界，盼望着令人兴奋的有

处注册。各国政府向人民作出承诺，确保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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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能上网。公司以诱人的广告来吸引我们订阅他

现每天 130 万公里（80 英里）的目的，从而加快

们的服务为目标——这场竞赛是为了赢得我的支

达到总目标的速度。

持和做我这笔生意。但是，各国是如何发展自己

安装规范为每拉一次铺设 3x40mm（1.5"）

的网络的？企业使用什么技术来安装光纤？以尽

高密度聚乙烯管线（使用 1 个，备用 2 个），因

可能快捷、经济有效、中断最少的方式安装光纤，

此孔径为 120 mm（5"）。一般地面条件下，平

从而获得每米铺设的最大“占用”量？因为签合

均钻孔长度在 40 m（44'）到 100 m（110'）之间。

同的人越多，他们赚的钱就越多。

但是，这不考虑岩石钻进，因为他们已经计算出，
在每小时 5-8 米（58'）以下的所有情况下，使用

2. 概述

HDD 铺设管道并不经济。
英国强大的立法网络系统是一个有特色的例

对谁可以提供宽带以及如何提供宽带，不同

子。在英国，只有两家公司—英国电信（BT）和

国家有不同的政策。例如，在美国，这是通过谷

维珍（Virgin）—通过英国电信监管机构 OFCOM

歌（Google）、爱立信（Ericsson）等公司来实现

获得了铺设和提供电信网络的许可。英国电信有

的，这些公司在自由市场上就光纤的安装和使用

责任将其管道出租给希望向客户提供宽带的其他

更有利可图来做出商业决策。在这种情况下，许

公 司。 因 此 有 许 多 公 司， 如 Talk Talk、Sky、

多主要城市将铺设各种光纤网络，每个网络都由

Vodafone，参入了这一事项，从而为消费者创造

不同的公司拥有。这实际上是一场“竞赛”。为

一个开放的市场选择。

了抢先一步取得最好的成效或提供最佳的服务，

英国电信相应于政府通过的家庭目标扩展网

在短时间内需要铺设大量管道 --FTTH 竞争中安

络是基于分阶段开展的英国发展银行项目。在英

装速度至关重要。“谷歌城市”（智能城市）的

国 2900 万 个 房 产 中，99% 的 房 产 现 在 至 少 能 以

出现和空留资产的出售（允许其他公司交租赁费

每 秒 2 兆 比 特（Mbps） 的 速 度 使 用 基 本 宽 带。

使用微型管道）也见证了网络的发展。

这是第 1 阶段。第二阶段将提供超高速宽带（24

这 方 面 的 一 个 例 子 是 印 度 信 实（Reliance

Mbps）。计划中、正在进行中或已完成的项目到

Jio）的当前项目。他们希望成为第一家向印度提

2020 年将达到英国地产的 95%，并正在进行超高

供光纤的公司，并因此通过其网络占有市场份额。

速计划。这些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为偏远的农

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庞大而成功的项目，通过在城

村地区提供宽带所需的投资，这些地区的每处房

市中安装发射塔，将无线设备建设到乡村（90-

产的安装成本远远高于城市的情况 --“最后三分

95%）。而现在希望进入光纤的下一个阶段。他们

之一”。
然而，也有独立的私人公司建立自己的网络，

雄心勃勃的董事长已经在这个项目的第一阶段，
即在过去的 2-3 年里，在总网络中铺设“主干网”，

然后连接到英国电信系统。这包括两个主要的组

购买 450 多台中型 HDD 设备来实现这一目标。这

织，例如 GigaClear。他们在几个县构成一个项目，

将于 2018 年 12 月完成。他们现在进入了第二阶

连接成千上万的家庭。最小的私人网络也能有几

段 -- 完成“最后一英里”，预计将持续 3-4 年。

百人在那里聚集在一起，支付他们自己的宽带网

第三阶段安排在 FTTH 联网之前。

络安装和从 BT 或 Virgin 租用线路的费用。其中

这一进程的总铺设量约为 130 万公里（80.8

一个例子就是 North Skye 宽带联盟。他们远离

万英里）。他们发现，最经济的方式是瞄准印度

任一主要城市，因此不太可能有任何主要公司近

20 强城市，通过直接劳动力和 500 多家分包公司

期提供宽带服务。由于该地区拥有许多高价值的

建立自己的网络。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通过非

个人和技术公司，他们将通过微型接收器和管道

开挖、水平定向钻进（“HDD”）、磨沟和明挖

式光纤网络，为私人使用或拥有和运营自己的宽

的复合方式推进了这个项目 30 万公里（186000 英

带而付费。
要 安 装 光 纤， 首 先 你 需 要 一 个 网 构 或 多 路

里）。因此，拟通过进一步投资较小的 HDD 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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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的“主干”。在实际连接到房间之前，要从

的链条送入地下的工序。拖拉装置可以安装各种

这一建构开始，然后铺设“到最后一英里”（光

其他附件。链条、刀片和齿特定于所需的地面条件、

纤到家）。采用缩小空间的多路管道铺设同于其

切割深度和宽度，尺寸可根据需要更改。齿用于

他 区 域 的， 安 装 选 择 是 铺 设 一 个 作 为 一 个 套 管

铲除那些地面物体如粘土和用于研磨岩石的尖部。

的 110mm（4"）uPVC 管道，在其内部安装一个

这使设备能够将很宽的沟槽打开到设定的深度和

50mm（2"）或 25mm（1"）光纤管线进行连接。

宽度。然而，这种工序通常用于大型管道，而不

然后，光纤束在管道内分岔，再将管线拼对并连

是光纤铺设，但在使用挖掘技术将管道铺设到地

接 到 房 间 内 的 一 个 盒 子 上， 通 过 网 络 集 线 器 或

层中，铣暗沟仍然是一种廉价、有效但极具破坏

Wi-Fi 端口传输宽带流量。

性的方法。

管道和光纤的铺设方式将因许多因素而不同，

(3) 铣狭窄暗沟

但主要受地区地理位置的影响。如果你计划在城

铣狭窄暗沟是一个术语，用于 50mm（2"）

市或农村施工，现有的地下基础设施的数量是主

至 75mm（3"）范围内的小型管道非开挖。这一

要因素。如果你穿越公路、河流或铁路，如果你

工序通常是在较浅的深度，由于需要大量的“切

在田野、沙漠或修剪得很好的草坪中作业，管线

割”，因此可以使用更小、更通用的拖拉装置，

的铺设深度、管道直径和地面条件都将是你最终

以便在半农村地区进行生产性铣暗沟。这些装置

决定采用最有效的方法时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

也可用于私人用途，如教育设施、民用和军事场
所或商业场所，包括在滑动转向液压系统或小型

3. 技术和设备

铰接式拖拉系统上安装刀片和链条附件。
这个过程通过移除材料创建了一个“干净”

作为地下管道或电缆铺设的所有方法之一，

的沟槽，将管道铺设在创建的沟槽中。在这种情

开挖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行的。但如果街道中挤满

况下，管道通常采用 110mm（4"）管道或采用最

了基础设施并且在隐蔽位置有将其碰损的大风险，

小开挖技术的多路管道。然后，废弃的土可重新

或者管线很短、很浅，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开挖可

用于土地填充和新材料的使用。通常，这种尺寸

能是最有效的方法。

的管道铺设在相对较浅的深度约 450mm（18"）处。
(4) 微挖暗沟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交通管理成本、铺

在 50mm（2"）以下，光纤最流行的“挖沟技术”

设速度、对公众的干扰、重建责任和开挖的总成
本等因素往往使其他非开挖技术方法更加实用、

可能是微挖暗沟。许多项目都是通过这个工序完

节省时间和提高经济效益。

成的，特别是在美国。该工序与铣狭窄暗沟相同，

(1) 鼹鼠犁

但允许切割轮在岩石表面上切割一个直径小于等

鼹鼠犁这种工法是用刀片在拖拉装置后面切

于 50 mm（2"）的槽，槽的深度小于 300 mm（12"）。

开地面，将管道或电缆拉入或送入一定深度的地

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交通管理较简单、直线长度

下。这一工序可在一天内快速施工数百米，具体

较长、地面条件连贯一致的城市情况下，这种工

施工速度取决于拖拉的能力、设备在地面移动的

序会产生最佳效果。通常铺设在路缘石和柏油路

方便性。而且由于刀片的切开方法，很有可能撞

面之间。该工艺可与真空挖掘系统结合使用，真

击其他埋置基础设施。这种工序最有可能在农村

空挖掘系统与切割轮相连，将切割还原表面材料

地区使用，如农田。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同时铺设

中的灰尘和材料带走，并起到抑尘作用。该工艺

多个管道，但铺设多个管道产生的额外阻力会减

通过将拖拉装置，微型挖沟机，以及用于管道的

少每次拉动的长度。

电缆卷筒和快速凝固树脂相结合，可在法规允许
的情况下连续进行施工。

(2) 铣暗沟
铣暗沟这种最通用的非开挖技术可以分为几

虽然在理想情况下，使用该工艺每天可以铺

个特定的部分。它是一种使用拖拉装置将带有齿

设 600 米（2000 英尺）左右，但应注意，任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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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障碍物（如停放的汽车）以及在人行道障碍物（如

或电缆超过 10-15 米（32'-50'）的距离。该工

树木、需要进入的车道以及地下和地面基础设施）

艺在总长度内有规律地挖掘发射 / 接收孔，或从

中工作都会阻碍施工进度。同样，我们在西欧也

一个孔“缝合”到另一个孔，最终覆盖所需钻孔

看到了许多例子，在西欧，历史上使用不同工艺

的总长度。这一工艺在私人工地尤其有效，在那

修建道路的旧城市都出现了阻碍生产力问题，以

里没有更大的设备，不需要华而不实的挖掘技术。

及许多罗马或前罗马地区的短、窄和弯曲性质。

(7) 水平定向钻进

目前正在进行一些试验，寻求改善这些问题的方
法。
(5) 冲击矛

图 3 水平定向钻井工艺的横截面方向

定向钻孔主要分为两种管道铺设用途。
第一种用途是大型或“MIDI”系列钻机，用

图 1 冲击矛工艺横截面

于 “主干”和“最后一部分”的铺设，可铺设更

冲击矛通常用于房屋间或长达 25 米（82 英尺）

长的长度。长度可以从 15 米到几百米不等，也可

的道路交叉口。尺寸从 45mm（1/4"）到 180mm（7"）

以是尺寸为 1 米大小的管道或电缆。该工艺通常

不等，但通常用于较小尺寸的光纤管道铺设。

在任何室内连接工作之前完成。例如前面提到的

这是一个自行穿越系统，使用压缩空气驱动

RelianceJio 项目，数百个“midi”HDD 钻机被用

活塞，在地面上锤出一个新的孔，然后可以将新

于铺设项目的主干部分。

管道或电缆拖进或拉入孔内。

HDD 设 备 的 第 二 个 用 途 是 用 于 短 距 离 的

这种工艺操作设备和培训只需要较少的工作

FTTH 连接，通常是在有限的空间或商业区域，

人员，而且比其他技术更简单。大多数项目只需

在这些区域，明挖没有优势或成本效益不高，无

要很小的进孔和出孔。这些工具通常可以安装不

法将较大的设备运到现场。这些钻机通常安装在

同类型的锥体或钻头，以适应不同的土壤条件，

皮卡车和拖车的后面，更易于操作。钻孔距离通

还可以安装一系列管道和电缆牵引适配器，以便

常可达 100 米（328 英尺），标准管道尺寸为 125

在钻孔时牵引产品。

毫米（5 英寸）。该设备允许在最小开挖量的情况

该系统也称为穿透钻孔，在全球范围内广泛

下进行更长的管道挖掘，并且比冲击矛更快。

应用，是用于 FTTH 的非开挖技术中最通用的形

购买 HDD 设备的成本远远高于购买冲击矛

式之一。2016 年，仅为这一工序，美国就供应了

设备，适用性也可能是一个问题。因此，每个承

近 1000 种新的矛。

包商都需要在使用冲击矛缝合和使用 HDD 之间做

(6)“缝合”

出决定。
HDD 的两个用途都依赖于相同的过程和技术
来运行，但规模不同。钻机在一根钻柱上产生一
定的推力、回拉力和扭矩，有效将钻柱推动进行
钻进。
在钻柱的前部是一个定位系统（头部的“眼
睛”），它是倾斜的，其中表面摩擦力迫使钻柱
朝要求的方向移动。这样，通过不断旋转钻杆和

图 2 典型的“缝合”孔轮廓

缝合是一种冲击矛工艺，单孔允许铺设管道

钻头，钻杆将以直线向前移动。由钟面（12 点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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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6 点钟向下等）参照，允许钻井队根据需要

则是不可能的。

绘制预先特定的路径，并以特定的角度钻进。这

因此，冲击矛是唯一的选择。第一个钻孔距

一过程被称为“导向孔”。此过程完成后，将钻

离 1.7m（5.5'）x 0.6m（2'）的直井 25 m（26'），

头从钻杆上取下，并安装一个适用于所遇到的地

在其中铺设 50mm（2"）管道，其他二个钻孔长

面条件和所铺设管道的尺寸的扩孔器或开孔器。

度与第一个相似，仅使用三个孔完成。然后安装

它的直径通常比所需管道的直径大 20% 到 40%。

光纤，连接五个客户。

然后，通过拉动和旋转钻柱来稳定钻孔并使用钻

(2) 美国坦帕

井液将部分钻孔钻屑带出地面。

最广泛使用的光纤铺设非开挖技术工具是冲

在坚硬岩石中钻孔也是可能的，需要专业工

击矛。在本案例研究中，对于美国坦帕市的威瑞

具来研磨或切割岩石，然后通过合适的钻井液从

森公司和阿罗建筑公司需要连接 40000 个家庭的

钻孔中携带岩屑。然而，对于 FTTH 连接来说，

光纤。这是一个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将铺设超

这个工艺是不常见的，并且会被其他技术所替代。

过 2750 公里（900 万英尺）的光纤。

(8) 电缆清除

考虑到定向钻的成本和多功能性，冲击矛被

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一些国家在以前的

认为是一种更便宜、更快的替代方法。箭头公司

项目中已经在地面铺设了管道和铜电缆。由于地

的斯图亚特·格林伯格（StuartGreenburg）说：

下基础设施的增加，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拆除旧

“我们正试图铺设 305 米（1000 英尺）长的导管，

电缆进行回收利用，并利用现有的钻孔路径更新

我们会一直使用冲击锤。如果我们可以进行 10 个

光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清洗”头沿着

12 米（40 英尺）的钻进施工，那就太好了。有了

旧管道的线路钻孔，减少摩擦，使旧电缆能够在

Grundomat 这种冲击矛设备，我们可以做两倍以

新管道被拉回时被拉出。这一过程在长距离和室

上的工作。我们一天可以进行 30 次冲击矛施工。

内到室内的情况下是有效的，但取决于旧管道和

在这种情况下影响冲击矛工作的部分原因是

电缆的年龄和状况，是否足以防止钻孔偏差。

修复的时间和财政成本。这可能是一个昂贵的过

(9) 枢纽孔

程，高达项目成本的 80%。当箭头公司正在通过

定向钻进也是光纤市场最令人兴奋的发展领

车道、人行道和景观美化与当地社区进行谈判时，

域之一，是“枢纽孔”操作的进步。该工艺可以

使用冲击矛和预挖掘对相距 10 米（30 英尺）至

通过一个定向钻机，挖掘一个 650mm（25"）的

15 米（50 英尺）的区域进行施工，使他们能够绕

关键孔，用于连接 50m (180') 以 外 的 房 屋， 而

过这些障碍物，并将重建成本降到最低。

无需任何人进入孔中。在一个“蜘蛛”系统中，

(3) 英国青福德工业区的数据电缆铺设

可以从通过钻进多个接头，以连接不超过 650mm

举一个使用 HDD 的小型设备的例子，英国

（25"）的多个孔。

青福德的当地宝马经销商要求在繁忙的工业区的
两个现场位置之间铺设光纤电缆进行数据传输，

4. 案例研究

由于在该工业区必须始终保持通往汽车经销商和
周围道路的通道，因此开放式挖掘不是一个好的

(1) 意大利维罗纳

选择，而且因为总长度和准确性的要求，冲击矛

在短、直的距离下冲击矛是理想的，而在狭

又太“危险”。同时，更大的 HDD 设备必须有

窄的条件下，开放式切割，非开挖或 HDD 是不

更大的占地面积才能适用，因此本项目使用一个 4

可能的。这个例子，对于意大利最大的电信公司

吨的小型地面钻机，该钻机只能使用一辆 3.5 吨

Sirti 来说，需要在一条狭窄的住宅道路上铺设五

拖车和一辆皮卡车运至现场——即最小的动员、

条新的光纤连接。在道路的尽头是一个 90 度的弯

设置和干扰。

曲。由于该道路的狭窄性和以及房地产所有权限

工作是铺设 48m（158'）的 110mm（4"）高

制，无法偏离钻孔路径，因此 90 度弯曲的 HDD

密度聚乙烯管道，用作光纤电缆的套管，地面为

17

非开挖技术

2019 年 4 月

China Trenchless Technology

石质材料。工程在两天内完成，两端的开挖量最小，

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情况下，使用非开挖技术

该工程和连接完成后，原块铺面重新铺设，这意

铺设光纤的最大限制因素是铺设深度。鉴于美国

味着现场不需要额外的恢复材料。

等地的道路和人行道的空间构成，通常广泛采用

(4) 德国德累斯顿，使用水平定向钻铺设多路

微型非开挖技术，它可使铺设深度仅为 250 mm。

管道德累斯顿需要铺设三个 50 毫米（2 英寸）高

这也使得许多米长度的铺管非常迅速，也避开了

密度聚乙烯多路管道，以适应家庭连接上的光纤

大多数原有埋管和电缆。由于要防止地面移动，

电缆。承包商 M&M 决定，避免损坏花岗岩道路

冲击矛和定向钻无法在这么浅的深度处作业。于

的最佳方法是分别进行 54m（178'）、112m（367'）、

此同时，还应仔细规划，以使所有形式建造的井

100m（328'）和 99m（324'）的水平定向钻施工。

室都处于有效深度。这将使网络所有者和承包商

对地下基础设施进行定位和识别，并使用最

保持尽可能高的生产力和尽可能安全的工作状况，

新的 HDD 定位系统选择最佳钻孔路径。选择了适

还能将繁重的土木工程成本保持在最低水平。

合地面条件的钻头和钻井液，在 30 小时内完成了

随着对宽带应用需求的增加以及技术的不断

整个 365m（1197'）钻孔和施工。

进步，光纤在全球的推广计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而且将伴随我们许多年。非开挖技术在这个领域

5. 结论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仍然具有重要作用，正
如天然气、水和电一样，它将保障数以百万计的
人们可以保持联系，以便学习、购物、共享信息、

提供宽带或更快带宽的安装可以说是全球正

评估数据以及获取或上传他们的假日照片。

在进行的最大项目。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策、
议程和行动方法来完成这一事业。我们已经看到，

本文阐述了目前安装人员可以应用的诸多选

承包商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铺设管道、微型管道、

项，以帮助他们直接利用广泛可行的技术经验来

电缆或光纤。选择所用方法的考虑因素是基于提

铺设管道、微型管道或光纤。南非非开挖技术协

高商业占用率、降低施工和恢复成本、提高铺管

会或国际非开挖技术协会等独立行业协会将乐于

速度以及对所通过的房屋、通道、基础设施的逐

进一步协助提供与 FTTH 市场相关的更详细信息。

米限制，还包括对其他地下设施和环境的保护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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