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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卵石层大直径顶管工程泥浆成膜与泥水分离
技术研究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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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砂卵石地层具有自稳性差，渗透性大等特点，顶管工程在砂卵石地层施工时，不仅需要克服较大摩阻力，而且需要
防止富水地层水体的渗漏，为避免对地质环境的污染，也需要对顶管过程中的废弃泥浆进行处理，将顶管过程产生中的废
弃泥浆进行泥水分离，本文结合昆明主城北片排水管完善工程探究了适用于该地区大直径顶管工程的泥浆成膜技术和泥水
分离技术，成功实现了该地区砂卵石层中大直径顶管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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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 泥浆成膜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地下管廊建设的重要

2.1 泥浆成膜理论

性日益凸显，在改善地面环境方面地下管道有着

在砂卵石地层中进行大直径顶管顶进的过程

减少土地使用的功能，管廊建设主要有明挖法和

中，需要同步注浆在洞壁周围形成一圈“保护膜”

暗挖法两种。在大城市中，为了不影响交通和发

平衡部分岩土压力，以维持洞壁的稳定性；同时

展，应尽可能使用暗挖法。对于小型的管道，采

通过在浆液中加入添加剂，将管节与岩土之间的

用的暗挖法主要是顶管顶进，顶管法相对于盾构

干摩擦转变为湿摩擦，减小顶管进程中的摩阻力。

法具有设备小，工期短，速度快，造价低等优点。

浆液材料主要为由膨润土、聚合物、泡沫、树脂等 [1]。

随着地下管廊功能的增扩，小直径的顶管顶进已

注浆过程中一般选用的是以膨润土为主的黏土 -

经无法满足要求，越来越多的大直径顶管已经应

水分散体系，并根据地层特点添加适当的絮凝剂、

用到工程中，大多顶管工程可能会穿越河流、湖

增粘剂、润滑剂等。工程中常用的膨润土主要是

泊，河流、湖泊流经的区域地层基本为粘结性差、

蒙脱石粘土矿物，由两层硅氧四面体中间夹有一

渗透性强的砂卵石地层，因此在大直径的顶管顶

层铝氧八面体组成，四面体和八面体由共用的氧

进中，如何更好地护壁、堵漏、减阻成为亟需解

原子链接。这种特殊的晶体构造会导致蒙脱石晶

决的问题。而且在城市中，顶管过程中排出的废

胞间的联系不是很紧密，因此在水基膨润土中水

弃泥浆对环境有污染，必须处理不可随意排放，

分子可以进入蒙脱石晶胞间，故粘土易膨胀水化，

因此废弃泥浆的分离技术也有待研究。

分散性也比较好，造浆率高，同时可以交换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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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泥水分离

离子数目多，可以接受改性或化学处理剂调节泥
浆性能。常用的泥浆成膜处理剂包括高分子聚合
物（聚酰亚胺等）、硅酸盐类、聚乙烯醇、聚丙

3.1 泥水分离技术

[2]

烯醇 / 聚乙烯醇复合材料等 。这几类添加剂需

在目前的顶管施工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

要根据现场地层的特点结合室内试验确定。

弃泥浆，而现在的废弃浆液的处理一般是通过排

对顶管过程中护壁减阻泥浆研究的有，王福

污管排入的占地面积比较大的沉淀池，经过多次

芝结合港珠澳大桥拱北隧道曲线顶管管幕实际工

沉淀后将沉淀物外运进行处理。该处理方法不仅

程 , 对顶管润滑减阻泥浆展开了研究，研究表明

对土地造成污染，而且成本比较高。目前，对废

随着膨润土质量、PAC 质量的增加 , 泥浆黏度呈

弃泥浆处理的研究有范英宏等人对高速铁路桥梁

[3]

现增长的趋势 。叶伟涛以福州地铁泥水平衡盾构

施工产生的废弃泥浆进行的处理工艺研究，张钦

全断面穿越中粗砂层掘进为工程背景，首先分析

喜等人探讨了在废弃泥浆中用絮凝剂实行固液分

了制浆材料对泥浆性质的影响，并开展泥浆成膜

离的试验方法，何文峰等人采用组合式泥浆处理

室内试验，采用析因设计综合分析了不同泥浆比

设备对地铁车站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废弃泥浆进行

重和黏度下试验的单位滤水量、成膜时间和泥膜

试验研究等 [5]。

[4]

形态，以及泥仓压力和含砂率对泥浆成膜的影响 。

顶管过程中泥浆的组成成分以无机物为主，

2.2 工程应用

主要包括水分、黏性土颗粒、粉砂等，其化学成

昆明主城北片区的地层从上到下依次为素填

分

有 SiO2，Al2O3，Fe2O3，CaO，MgO，Na2O，

土、杂填土、粘土、圆砾、粉砂、粘土。顶管区

K2O 等矿物质，还有少量 COD，TN，TP 和重金

间埋深为 20m，主要穿越地层为圆砾层。该圆砾

属 [6]。因其成分复杂、含水率高、量大，快速沉

层为饱和土体，渗透系数为 28m/d，粗颗粒含量

淀难以实现，需要添加絮凝剂，絮凝剂主要分为

约 45-60%，粒径一般为 2-50mm，以砂岩和灰岩

无机絮凝剂、有机絮凝剂以及两者的结合。絮凝

为主。由此可见该地层摩阻力大，透水性极强，

是一种物理、化学综合作用 , 絮凝是在力作用下 ,

因此泥浆膜要保证有高致密性、低黏附性、强止

絮凝剂将泥浆中某些固相聚在一起形成絮团并与

水性。

其它成分分离的过程；泥浆的水土分离絮凝 , 可
分三个过程：产生絮团过程、絮团增长过程、致

素填土

密过程 [7]。

杂填土

对泥浆的处理，袁永学在杭州望江路过江隧
道施工时，针对盾构施工中废弃泥浆分析了泥浆

粘土

固化、压滤、离心等处理方法综，实现了废浆零
顶管

圆砾

排放无公害处理 [8]。在地铁施工中，为了使废弃
泥浆达到泥水快速分离，并提高泥水分离的效率 ,

粉砂

降低废弃泥浆的处理成本，师雯洁探究了絮凝剂

穿越地层示意图

对絮凝效果的影响，将黏土泥浆作为对象，用化

根据前期的文献阅读和试验，选用了粘土膏

学方法分析了絮凝剂类型、剂量和搅拌速度对废

图1

弃泥浆的处理效果 [9]。

浆：水、水泥、粘土、速凝剂、CMC。可有效解
决砂卵石地层稳定性差、易垮塌、泥浆漏失、失

在整个泥水分离系统中，一般会用到振动筛，

水严重等施工难题，浆液自身流动性较好，又具

旋流器、压滤机等。振动筛作用主要是将顶管排

有一定的粘结性，可形成高粘度、高稠度、低失

放浆液中的粗大颗粒进行初步分离。旋流器的作

水、致密泥皮、低析水率、胶结能力强的泥浆膜。

用是把分离后含有较大颗粒的浆液再次进行分离

在现场膏浆压送能力可达 5m/h，可成功实现长距

处理，通常采用二级旋流分离系统：一级旋流处

离注浆。

理称之为除砂，主要去除 0.074mm 以上的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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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旋流处理称之为清洁，主要去除 0.035mm 以

通过旋流器的上层浆液回流后再造使用，经调整

[9]

上的颗粒 。沉淀池作用是把振动筛出处理后的废

粘度、密度后可以重新利用。

浆以及旋流器处理后的上部浆液进行沉淀，将沉
淀物送往压滤机。压滤机的主要作用是施压给注
入压滤机滤室的泥浆，使得大部分滤液通过滤布，
从滤板上的沟槽流出。通过隔膜压榨来缩小滤室
容积进行二次脱水，用高压空气均匀通过整个滤

图2

饼的断面进行气水置换，带走滤饼内的残留水分，

废弃泥浆泥水分离工艺

在现场，泥水平衡掘进机顶进时是通过不断

形成具有一定强度的泥饼 [10]。
由于泥浆分散系比较稳定，长时间静置难以

水与土体混合后由泥浆泵抽出，每顶进 1m 实际

分层。只有通过加入高分子絮凝剂的方式才可以

出来的泥浆可以达到 14m³，通过该系统将废弃泥

使其沉淀固结。高分子絮凝剂是一类水溶性的高

浆实现了固液分离，每小时可以处理约 6m³，处

聚物，当其在泥浆水中溶解时，絮凝剂会破坏泥

理后可以直接外运土渣场。

浆体系的稳定性，通过架桥、网捕、吸附和电性
中和等方式，使废浆中的泥砂颗粒从水中迅速凝
聚、沉降，达到泥水分离。因此在送往压滤机之
前需要在沉淀箱中添加絮凝剂，工程中絮凝剂一
般采用的主要是聚丙烯酰胺（PAM），聚丙烯酰
胺是由丙烯酰胺聚合而成的水溶性高分子聚合物，
PAM 溶于水后形成长链状、环状的大分子结构，
能够吸附粘土颗粒，促使其形成大质量的絮凝颗
粒并沉淀。
图3

3.2 工程应用

工程现场泥水分离图

基于昆明主城北片排水完善工程的需要，本

4. 结论

工程结合前人的研究，探讨了砂卵石地层大直径
顶管施工过程中对废弃泥浆的处理工艺，能够使

（1）粘土膏浆成功应用于昆明主城北区排水

废弃泥浆达到最大回收利用并达标排放。

完善工程，获得了极佳的效果，有效解决了砂卵

为处理本施工区域的废弃泥浆，设计了一套

石地层护壁困难、透水量大的问题。

适合于本工程的泥水分离工艺，如图 2 所示。其
过程为：顶管废浆→振动筛→沉淀箱→旋流器→

（2）PAM 絮凝剂具有良好的泥水分离效果，

沉淀箱→压滤机→土渣场；振动筛上土石→土渣

加快沉淀速度，并且药剂的用量相对来讲比较少。

场，沉淀箱上部清液→旋流器，沉淀箱下部沉淀

（3）该泥水分离工艺处理泥浆的效率不是很

物→压滤机→土渣场，旋流器上溢口→新浆储存

高，仍需改进生产工艺，提高旋流器和压滤机的

箱，旋流器下溢口→沉淀箱。在该泥水分离系统中，

性能，进一步提高分离效果。

絮凝剂采用的是 PAM，其浓度控制在 1.5‰左右，

参考文献

可以达到最佳效果。
在施工前，在工作井围护场地内安置钢制沉

[1] 王李昌 , 胡斌 , 孙焕斌 . 长距离超大直径顶

淀箱，尺寸 15m×10m×2m（长 × 宽 × 高）根

管护壁减阻泥浆研究与应用 [J] 非开挖技术，

据废浆量和场地大小可以多组拼装，用作泥浆沉

2018,2:70-75.

淀及过滤。泥水处理采用一次沉淀的方法，简单

[2] 陈礼仪 , 李浩 , 袁学武 , 等 . 低渗透成膜钻探
泥浆体系的研究与应用 [J].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

且节省空间，将沉淀后的废弃浆液送入旋流器，

下转（第 46 页）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