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6 月 第 3 期
No.3 Jun.,2019

《非开挖技术》杂志社
TRENCHLESS TECHNOLOGY MAGAZINE

城市地下老旧钢质燃气管道改造案例浅析
伍炳敬
广州燃气集团有限公司 , 广州 , 510623

摘要：本文以工程建设管理方的角度，详细阐述了近年来笔者所在一线城市几项地下燃气管道改造工程实施情况，从技术
的可实施性、后续影响及经济性等方面进行对比，从而给出针对今后大、中型城市中心区域老旧钢质管道的改造建议。
关键词：翻转内衬 ; PE 管 U 型内插 ; 修复后管道

1. 隐患燃气管线改造需求及背景

口密度较高的城市中心区域，地面交通繁忙，改
造施工条件极为不便，如何高效、经济地对其进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发布的统计数据，至

行安全改造，是目前各大燃气企业一直在摸索探

2017 年年底，我国城市天然气管道总长度已经超

寻的重要课题之一。

过 62 万公里，其中约 7.14 万公里管道为 2005 年

2. 老旧钢质燃气管线改造手段

之前建成的城镇天然气管道；而人工煤气管道总
长度则从 2004 年年底的 5.64 万公里，降至 2017
年年底的 1.17 万公里，根据以往各地燃气管网运

国内目前针对老旧钢质燃气管线的常规改造

营经验，减少的约 4.47 万公里人工煤气管道，有

技术手段一般分为两类：明开换管及非开挖修复。

相当一大部分在气种置换后直接成为天然气管道

在个别城市，也有燃气管网运营单位对老旧

纳入统计。也就是说，目前国内在役时间超过 15

管线采取直接弃用、重新申请路由敷设新管的改

年的老旧燃气管道的总长度至少不低于 7 万公里，

造方式。施工方式或采用开槽敷设方式，或使用

这些管道主要分布在我国管道燃气运用历史较长

非开挖穿越技术（比如水平定向钻或顶管技术等）。

的东北及川渝地区，以及经济发展起步较早的一、

由于此类做法对日趋紧张的地下空间造成浪费，

二线城市。

如采用非开挖穿越方式特别是水平定向钻技术，

早期铺设的地下钢质燃气管道受防腐技术、

管线常常因埋深较深，投运后日常管理较为不便，

施工技术装备、施工水平等因素限制，且部分管

并不具备广泛的借鉴意义，因此不纳入本文的主

道处于腐蚀现象易发环境，比如地下水位较高的

要讨论范围。

潮湿环境，或周边敷设高压电缆等区域，都会导

两类常规改造手段中，明开换管至今仍是老

致管道在远未达到正常运行寿命周期就已成为腐

旧管线改造的主要方式。管线改造在非不得已情

蚀较为严重的隐患管线，个别管段更由于点腐蚀

况下采用直接破路开挖换管，对于燃气管网运营

严重、频繁发生泄漏，成为各个燃气管网运营企

单位来说，仍是最为稳妥的操作方式。
一方面，明开换管为传统技术措施，建设方

业抢险队伍面临的棘手难题。

从管理角度出发，各个施工技术环节与常规开槽

再者，大部分钢质隐患老旧管道均分布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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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设管线没有区别，从施工技术到管材等各个环
节，均有相应的技术管理流程及成熟的技术规程
进行规范管理，技术管理风险较低；另外一方面，
明开换管为工程涉及的设计、监理及各个相关部
门的管理及技术人员所熟知，因而在计划和实施
过程中，相应内部阻力几乎可以忽略。
而源自欧美的非开挖修复技术，技术出发点
是在达成管道修复目的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开挖
量以及开挖作业对周边环境的影响。第一，在技
图 1 翻转内衬技术工艺流程图

术引进前期，因技术相对复杂，技术及施工人员
对技术掌握不全面，在应对突发情况时经验不足，

2012 年至 2017 年间，广州燃气集团先后对

导致技术推广相对缓慢；再者，2010 年以前，国

东部、西部城区主干道地下的 3 条城市管网主干

内非开挖修复特别是燃气管道非开挖修复领域的

线的多处隐患管段通过翻转内衬修复技术进行了

技术规程方面仍然处于空白，大多数设计、监理

修复，共修复 DN400、DN500 管线超过 5km。

乃至建设单位对技术不熟悉，造成在燃气领域，

改造标的物均为当时的在役运行管道，管段

很多时候非开挖修复技术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由于所在区域地下杂散电流为主的腐蚀因素，在

才得以采用。

改造工程实施之前三年中，多次因点腐蚀穿孔导
致燃气泄漏，均通过抢修作业排除险情并恢复正
常运行。但同一管段因点腐蚀在较短时间段内多

3. 钢质燃气管道非开挖修复案例分析

次发生轻微泄漏并进行抢修，运营成本高企不下，
改造势在必行。

目前在国内燃气领域应用案例最多的非开挖
修复技术有两种：翻转内衬修复技术及 PE 管 U

广州燃气在经过一系列技术考察及技术论证

型内插修复技术。两项技术也是非开挖修复技术

后，于 2012 年开始将从德国引进的翻转内衬修

运用最多的两个一线城市北京及广州在老旧隐患

复技术在管网改造工程中投用。其中，2012 年的

管线改造的主要技术。

DN500 试验段工程及 2016 年西部城区 DN400 管
线改造工程尤其具有代表性，可在下文进行详细

一线城市作为国内发展最快、城市地上地下

分析。

空间利用最为高效的城市，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最

2012 年试验段工程，管段全长约 0.5km，设

为严峻的路面交通状况及地下管线密布的情况。
而城市起步早，意味着要比其他城市更早面临地

计压力 0.4MPa，位于广州东部城区核心干道地下，

下设施老化及改造问题。

管线途径多个路口、商厦、住宅小区出入口及公
交车站，路面交通极为繁忙，管段为避开其他市

下文将从笔者实际经历的几个案例对上述两
项技术的使用进行分析。

政管道，还存在变向及高差等情况。在经过半年

3.1 翻转内衬修复技术实施案例

多的技术探讨后，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排

翻转内衬修复技术的原理是通过气体压力翻

除了明开换管的可能性；管段由于变向及高差而

转设备，将浸渍了胶剂的内衬软管翻入已进行过

存在的多处弯头，加上一处连接支线的三通，也

内壁清理的钢管中，通过胶剂与管道内壁胶黏，

排除了其他非开挖修复方式的可行性。在此管段

在胶剂固化后，最终形成与管道内壁结合在一起

采用翻转内衬修复技术，主要是因其在众多非开

的具有气密防腐功能的内衬层，从而完成修复。

挖修复技术中适用范围相对最广，尤其是该技术

翻转内衬修复技术实施的工艺流程见图 1。

可修复带弯头管段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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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繁忙，地下空间异常拥挤，其他市政管线占压

表 1 燃气管道翻转内衬修复技术的适用范围

情况严重。管线所处区域地下水位较高，几乎所

适用原管材质 钢管，铸铁管

有工作坑在作业前都需进行抽水作业。设计压力
适用压力范围 燃气管道：至 3.0MPa

0.4MPa 的 1.2 公里管线途经 3 座立交桥、4 座人
行天桥，周边商厦林立，而且还存在 3 处不具备

适用原管管径 DN100-DN1000

环形供气条件的支线，也即是，改造工程须分段

单段翻转长度 至 400m

实施。

大于 1.5D 的 45°弯头（2 个）或大于 3D
翻转过弯能力
的 90°弯管（1 个）

表 3 西部城区翻转内衬改造工程技术数据

施工环境温度 0-35° C

工作坑
数量

该管段改造工程主要数据如下：

翻转段数 9 段

表 2 试验段翻转内衬改造工程技术数据

15 个（3 个 5m*3m；10 个 4m*2m；其他管线
严重占压作废 2 个）

支线数量 5 个

工作坑数量 5 个（2 个 5m*3m；3 个 4m*2.5m）
弯头数量

14 个（90°机制弯头 2 个，45°机制弯头 10 个，
45°直碰弯头 2 个）

翻转段数

4 段（79m、148m、132m、154m）

三通数量

1个

弯头数量

6 个（45°机制弯头 4 个，45°直碰弯头 2 个）

每日施工
时间

10:00PM 至 06:00AM

实际工期

16 天（含前期工作坑开挖，管线修复后的压
力测试、复气作业、工作坑回填及路面恢复 8
天时间）

一年当中最为潮湿、雨量较为丰沛的月份，加上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运用翻转内衬技术，

控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且施工时间由于所处位

该管段开挖量大幅降低，约为明开换管总开挖量

置及交通流量被压缩至深夜的 7 个小时内，每天

的 5.9%，在道路挖掘许可申办过程中，也给出了

除去现场施工准备包括工作坑抽水等、及施工后

夜间施工、白天工作坑以钢板卧槽覆盖恢复交通

工作坑覆盖钢板恢复路面正常通行的工作时间，

通行的措施方案，以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该区域

实际要少于 5 个小时。

每日施工
10:30PM 至 05:30AM
时间
39 天（含停复气作业、压力测试、工作坑开挖
实际工期 及回填、路面恢复 15 天时间，强降水天气停
工 5 天）

该工程当年施工时间为 5 月至 6 月，是广东
管线所在区域地下水位高，对技术的实施和质量

由于该技术为全套德国引进技术，自动化程

交通的影响，得到了路政及交警部门的高度认可，

度较高并配备先进的数控系统，因而在施工效率

施工许可办理的协调难度和时长也因此降低。
工程中改造修复实际实施时间仅为 8 天，即

要求高的工程上优势很大，在难点管段均有体系

吹扫断管后对管道进行内壁清理到翻转内衬修复

化的成熟操作手段进行应对，因而能够保证在气

完毕，到各段修复后管道的连接，最终具备进行

候不利且有诸多施工限制的条件下，按照既定工

压力测试的条件。技术实施的快捷性、灵活性及

期计划安全、可靠地推进工程进度。
该工程的完成，解决了广州西部城区该主干

环保性在这个工程中得到了充分验证。
改造工程自 2012 年底竣工验收以来，修复后

线隐患管段在多次密集发生泄漏后无法进行明开

管线运行工况良好，未再发生泄漏事故，大大缓

换管，只能被动抢修的局面。工程完成后，运营

解了该区域运营抢险的压力。

单位对在施工过程中发现点腐蚀严重的管段也进
行了重点巡检及监控，至今仍未发现异常。

2016 年西部城区 DN400 管线改造工程修复

从多年来在翻转内衬工程实施过程中，从建

管线也处于城市核心区域主干道主路及辅路地下，

设方的角度进行观察总结，翻转内衬技术虽然作

由于地处传统核心城区，道路更加狭窄，交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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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内隐患管线改造投用较晚的新技术，其工程

修复材料要求 PE100 聚乙烯管道，SDR26 或 SDR17.6

质量监控工作并不复杂，相反地，该技术在实施
过程及修复完成后抽样检验等环节都有一整套清

PE 管管径要求

晰、明确的检验依据。建设方及监理单位按照现
有技术规程对管线内壁清理质量通过管道内窥机

dn ≤ 0.98do（dn：PE 管外径，do：原
管内径）

单段施工长度 至 300m

器人拍摄的影像资料进行监控、对翻转过程中内

施工环境温度 5-30° C

衬翻入时的压力及数据进行留存、对胶剂固化过
程中内衬管中压力的稳定性通过自动记录仪器的

PE 管 U 型内插修复技术的工艺流程见图 2。

数据进行观察、以及每个工序完成后的成品保护
措施进行把控，加上对现场提取的样本进行材料
拉伸、成品内衬剥离等一系列试验的数据，即对
工程的实施做到关键节点把控、全程数据留存也
可有效管理工程实施质量，保障管线日后的正常
运行。
从技术实施的经济成本上来看，翻转内衬修
复技术改造的工程直接成本要高于明开换管。但
如加上道路开挖补偿费用，两种改造方式的工程
图 2 PE 管 U 型内插修复技术工艺流程图

总成本则基本持平。
从工程前期施工手续审批的协调难度、通过

2015 年，出于技术储备及技术对比的目的，

率及办理效率上，因开挖量的大幅降低，翻转内

广州燃气在西部城区一段中压 DN400 隐患干线通

衬技术将很多原先无法取得施工许可的改造工程

过 PE 管 U 型内插修复技术进行了改造。该管线

变成可行，避免了隐患管段只能在发生泄漏后被

全长约 300m，位于机动车辆行驶道路的慢车道上，

动抢修或者整段停运废弃的局面出现；而且施工

地面环境较上文提到的 2016 年工程相对简单，管

许可办理效率的提升，客观上也降低了管线因为

段自身走向也较为平稳，属于在钢管自然曲率内

手续办理过程中泄漏抢修的可能性。

的准直线管道。该工程实施的主要数据见表 5。
表 5 PE 管 U 型内插改造工程技术数据

而从技术实施过程中对所处区域道路交通、

工作坑数量

4 个（6m*2m，原计划开挖 3 个，后根据
现场情况增加 1 个）

于明开换管，社会效益明显。

修复段数

3段

3.2 PE 管 U 型内插修复技术实施案例

支线数量

1个

弯头数量

无弯头

对周边民众的正常工作及生活以及对局部城市环
境及面貌的影响方面看，翻转内衬修复技术要优

PE 管 U 型内插修复技术原理是先将待修复
管道进行简单的管内清理，去除杂物及管壁明显

每日施工时间 08:30PM 至 06:00AM

凸起后，将薄壁 PE 管（一般为 SDR26 薄壁管）
压成 U 型并用胶带缠绕固定后牵引进待修复管道，

实际工期

加压恢复薄壁管原型使其与母管紧密贴合，完成
修复。其适用范围及技术参数见表 4。

18 天（含停复气作业、压力测试、工作
坑开挖及回填、路面恢复 8 天时间）

U 插技术从工程实践看，除了适用管径及压

表 4PE 管 U 型内插修复技术的适用范围和技术参数

力范围外，与翻转内衬技术最大的区别在于其无

适用原管材质 钢管，铸铁管

法修复带弯头的管道，这点在工程实践中体现得

适用压力范围 至 0.4MPa（中、低压天然气和煤气管道）

尤为明显，特别是在待修复钢管在自然曲率范围
内形成的弯道，就会给 U 型处理后的 PE 管插入

适用原管管径 DN300-DN500

带来极大的困难，极端情况下会造成在较长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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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的修复中，出现 PE 管插入一部分后无法再继续的
现象发生，这种情况最终只能采用增开工作坑的

通过多年一线城市新老城区隐患钢质燃气管

方式解决。一般来说，U 插技术修复弯度稍大的

道的改造实践经验，可以确认的一点是，在发展

管段，均采用分段形式进行修复，以规避风险。
该技术在现场实施过程中，核心修复步骤即

日趋成熟的中国大、中型城市，对建设方及委托

PE 管压 U 插入的时间较短，按其一般速度估算，

监理单位来说，使用非传统的非开挖改造手段不

管道清理完毕后，一晚可完成 200m 以上管线的修

再是摸着石头过河、充满未知风险的不得已之举，

复。但由于 PE 管运输条件所限，单根管材最长仅

相反地，非开挖修复技术在从欧美国家引进多年

为 12m，因此修复开始前在现场焊接所需的空间

后，通过自身的不断适应及发展，技术规程也逐

及时间均要远远高于翻转内衬修复工艺，后者可

步完善，行业已走上系统化、规范化的道路，工

以在远离交通繁忙、空间有限的施工现场进行施

程实施及质量管理也有据可依，技术本身的环保

工前的材料预制工作。

型及社会效益也在实践中得到证明。

从建设方的管理角度观察，PE 管 U 型内插

针对隐患管线所处位置、管线走向及其他特

修复技术在现场施工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在修复

点，管道燃气运营企业已不再只有明开换管一种

直线钢质中压管道在效率及成本上仍有一定优势。

手段可供选择，而可以从多维的角度，如经济性、

工程管理及质量监控的复杂程度较翻转内衬更为

实施效率、社会效益等方面，选择不同的消隐改

简化，建设方及监理单位按照相应的行业技术规

造技术手段。

程对修复施工前的清理情况、修复施工时的环境

对非开挖修复技术企业来说，当务之急，则

温度、压 U 及牵引速度、施工全程的 PE 焊接工

应当抓住市场契机，不断扩大应用范围，使技术

作进行把控即可。

运用规模化，从而降低施工成本并反馈客户，实
现非开挖管道消隐改造市场的良性循环。

从技术实施的经济性方面考量，如果待修复
管道存在埋深变化大、弯头及支线多的情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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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明开换管及翻转内衬修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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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铺管绕过中山亭
本报讯昨日，长沙市又一大非开挖光缆铺设工程——长沙市中山亭非开挖铺管工程动工。大约 1
个月后，有 48 根单孔长度为 230 米的硅芯管潜入黄兴北路绕过中山亭，与中山西路中山亭两侧预埋通
信管网对接，中山亭附近 10 万市民将在明年春节前享受到畅通的网络信道。
本次非开挖顶管技术将在不破坏黄兴北路路面和中山亭的前提下，通过 25 吨液压钻机将百米长的
钻管绕开中山亭，从黄兴北路西侧斜穿到黄兴北路东侧的铜锣弯广场前。钻管穿过去后，将中山西路中
山亭东端的预埋通信管线拉过来，通信线路随之畅通。工程完工后，将采取同样的方法将钻管从中山亭
的西南方向斜穿，使之与中山亭西端的预埋通信管线相接。全部工程大约在明年 1 月 20 日前完成。
来源：潇湘晨报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