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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PL 项目新的世界纪录
Await, Jeff 著

丁柯号

霍宇翔译

摘要：PSE&G 公司利用 CIPL 技术完成了 36 英寸天然气主管的修复工作，并创造了 CIPL 修复天然气主管的最大直径的
世界记录。该项目在错综复杂的地下条件下进行，多达 15 处泄露接头分布在 2000m 长的主管上，CIPL 技术是唯一的选
择。即使精心设计，在修复过程中仍出现了明显的清洗砂残留问题，最终通过改进清洗头解决了。衬里进入管道的迎角
受倒置锥位置的影响，为了降低迎角可以在合理位置为倒置锥预留沟槽。最终项目在生产公司的帮助下顺利完成。在美国
Starline 衬里有良好的上升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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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寸的高压天然气主管已经陷入了供水、通信、
电力、电缆、雨水和多条污水管道等各类公用管
道组成的迷宫中。
天然气配送经理乔治·拉古拉说：“针对多
年来管道出现的持续恶化，我们对管道进行了大
量的短期紧急维修，周围的大量公共管道让我们
几乎没有长期、永久的解决方案。我们已经发现
这根 2000 英尺长的主管上出现了 15 个泄漏接头，
因此我们必须制定计划并立即采取行动。”
拉古拉和他的 PSE&G 公司利用自己的丰富经
验，与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 Progressive 管道管理

1.PSE&G 公司的 36 英寸天然气主管修
复反映了不断增长的实力和信心

公司（PPM）和柏林的 Karl Weiss 科技公司达成
合作，采用原位固化法（cured-in-place liner，
简称 CIPL）完成了对 36 英寸主管道的永久修复。

南橙色大道紧邻西顿霍尔大学校园，其中有
大约半英里长直接构成校园的边界，这是新泽西

该公司克服了一系列意料之中与意料之外的挑战，

县 510 号公路最繁忙的地段之一，还有一些最严

创造了 CIPL 修复最大直径天然气主管的新世界纪

重的拥堵被隐藏在连接纽瓦克和该州的那些新铺

录。

设的车道下，这些车道与风景秀丽的西北部相连。

该项目还在不断增加规模的天然气主管上使

当公共服务电气和天然气（PSE&G 公司）在老化

用 Karl Weiss 公司的 Starline 产品。越来越多大

的铸铁天然气总管中发现多处泄漏时，总部设在

直径管道衬里修复项目，而且有高校对 Starline

纽克市的公用事业公司面临着拥挤而复杂的环境

衬里寿命的研究推波助澜，引发了人们对 PPM 公

带来的额外挑战。自上世纪 50 年代建成以来，36

司产品需求的激增，PPM 公司从 2002 年起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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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line 产品北美独家的代理商。

合作伙伴关系，我们是盟友，他们的成熟的技术
和产品会把你推向更高的平台、更大的项目，这

2. 绝境

一点至关重要。”拉古拉说。
PPM 首席执行官 David Wickersham 对此表

除了南橙色大道下面的那些公共管道限制外，

示认同，他表示从 8 英寸主管到 12 英寸主管修复

还有一根 12 英寸的低压天然气管道与 36 英寸高

是一回事，但从 30 英寸到 36 英寸，则完全是另

压天然气管道平行排列，这使得地下空间更加拥

外一回事。

挤，所以实际上不可能考虑通过明挖来更换这根

Wickersham 说：“你说的是成吨的材料，

铸铁天然气主管。在主管内插入直径较小、压力

成吨的粘合剂，它需要另一类更大的起重设备。

较高的塑料管，这个原本可行的选择也被排除，

在这个 36 英寸的项目中，为了满足 PSE&G 公司

因为 PSE&G 公司不能降低刚刚满足用户需要的过

的需求，我们需要做相当多的工作，我们当然会

流能力。

正面接受这个挑战，我们与修复技术的专利持有

PSE&G 还考虑在一段时间内明挖并密封所有

人，柏林的 Karl Weiss 公司以及乔治在 PSE&G

泄漏的接头，但得出结论认为，这不仅不切实际，

的团队密切合作，以确保每个人都有信心完成这

而且会对交通流量和周边社区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项工作。”

公用事业公司已经发现了 15 个泄露接头，最终不

漫长的准备周期、精心的计划、准确地确定

得不修复所有的泄露接头。泄露接头沿 2000 英尺

材料数量和衬里尺寸，这些对于按时开始并在预

的管段展布，接头之间间隔 18 英尺，明挖法成本

算范围内完成一个大型的管道修复项目都是至关

过高。

重要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工作顺序也可以提高效

拉古拉说：“我们知道重新铺设它是行不通

率并降低成本。

的，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场地，我们的结

在南橙色大道，现场准备工作从移除 2000 英

论是，真正可行并具有成本效益的选择只有一个，

尺废弃的旧衬里开始。在将 36 英寸管道停止使用

这就是使用 CIPL 非开挖技术修复管道，这种方法

之前，安装了两根封闭的侧向主管。挖开侧向供

可以达到对交通的影响程度最小。”PSE&G 公司

给被切断的位置，这个位置后来被用于衬里移除。

于 2017 年 6 月决定采用 CIPL 修复，让相邻的低

项目小组更换了损坏的阀门，并为更换阀门的临

压管道在夏季需求较低的情况下保持服务，但需

时用管做准备。清洁前，对四个管段中的每一段

要详细的执行计划，以确保项目在寒冷天气到来

都进行了闭路电视检查，以确定管道几何形状，

前完成。

并检查异常情况和评估内部状况。

3. 关键的方案设计

4. 砂砾中的清洁头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CIPL 技术一直用于

拉古拉说，在以往的修复项目中吸取的经验

美国的供水主管修复，但首次将 Starline 衬里应

教训帮助 PSE&G 在设计阶段解决了许多问题，从

用于天然气管道是在 1999 年。PSE&G 公司是最

而避免了衬里材料的潜在问题，例如通过设计一

初的采用者之一，在其 36 英寸的项目创造纪录之

个加固贴片来桥接管道上的 4 英寸放液孔。但过

前，它的世界纪录保持在 30 英寸的天然气主管修

去的经验也让 PSE&G 团队知道，总会有意想不到

复。所有这些经验都告诉了拉古拉提前规划的重

的挑战，而创造纪录的 36 英寸管道修复项目也不

要性、长时间筹备的必要性以及合作娴熟团队的

例外。

价值。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的清

“我实际上是 20 年前将 Karl Weiss 衬里技

洗砂残留问题。筹备衬里管道工作的第一步是用

术带到美国的人之一，所以我和他们有着长期的

喷砂清洁内部，然后使用真空设备去除砂砾。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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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经验表明，五个真空装置将提供足够的动力，

用一根 4 英寸的皮带，并加倍润滑。

从管段中清除残余的砂粒和碎片。

拉古拉说：“我认为，保留带摩擦衬里的问

拉古拉说：“几年前，我们在 30 英寸的工作

题主要与我们将倒置锥放置在地面上所产生的冲

中处理过一个清洗砂残留问题，我们了解到，作

角有关。事后看来，最好是让这些孔洞长一些，

为清洗过程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在管道上安装更

也许会花更多的时间把倒置锥与管道入口点对齐，

多的真空装置。”我们已经充分设计了真空装置，

可能会更好。通过局部开挖，我认为倒置锥可以

以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当其中一段出现大约

放进一个小狭窄的沟槽中，这样可以减少迎角。”

长 150 英尺的滞留砂粒的时候，我们被击败了。

6. 投入使用

这完全出乎意料。”
另外还增加了两个真空装置和一个特殊的配
件，以增加第 2 部分的吸力，这是四个需要清洗

无论是小的还是大的，亦或是计划中的还是

的部分中的第一个。但在花了一天时间后，仍然

计划之外的挑战，实际上对时间表的影响微乎其

留下了成堆的砂粒。施工队使用了一种传统的清

微。为解决这些问题，施工方重新安排了工作顺

洁头，但未能将砂粒推出去。最后，拉古拉设计

序，以保持进度。但随着项目接近完成，预定的

并制造了一个特殊清洁头，该清洁头采用栓接式

完工日期即将到来，其中一个尾部螺栓出现故障，

止回器和滚轮将清洁头固定在管道中心，减少清

并在衬里上撕开了一个洞。这使得团队无法保持

洗时的环形空间。这增加了内表面和清洁头之间

管道内压力和完成衬里安装，这对项目进度造成

的吸力，清洁头慢慢向气流反方向拉动。又过了

了严重威胁，预计当地很快会出现较冷的天气。
在 小 心 翼 翼 的 将 衬 里 从 主 管 中 回 收 后，

一天，通过使用定制清洁头和闭路电视监控，确

PSE&G 团队考虑了几个有限的选择。其一是允许

认位置和清除砂粒，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

2000 英尺管道中未完成部分的 36 英寸主管道继续

5. 迎角

轻微泄露。另一个选择是临时替换该段，直到春
天再次尝试对其进行管道修复。此时，KarlWeiss

大直径天然气主管修复的最大变化之一是倒

公司同意在短短两周半内制造并紧急更换衬里，

置锥的位置。在直径较小的衬里工程中，圆锥体

将其运往南橙色大道，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

被放置在入口坑中，靠近主管道。然而，为了最

PSE&G 团队将额外的尾部螺栓进行了设计修

大限度地减少 36 英寸工程中较大设备的开挖，倒

改，并在交付前 24 小时内不停地安装衬里。11 月

置锥被放置在离主管道约 20-30 英尺的压力筒上。

20 日，随着冬季天气的临近，PSE&G 仍在衬里的

倒置锥在地面上的布置使得优化入土角和沿主管

主干道上努力施工。

中心插入衬里变得更加困难。

7. 在美国 Starline 技术良好的上升势头

在衬里固化并将末端切平后，研究小组在入
口端发现了一个细小的月牙形碎片，在衬里进入
主管道的端点处，这个碎片脱离了粘合。小问题

Wickersham 在 大 约 15 年 前 从 费 城 一 家 公

是修复的每四个部分需要使用环氧树脂和机械保

司收购了 PPM 公司，并从 Karl Weiss 公司获得

留带，机械保留带使衬里在环氧树脂修复固化时

了 Starline CIPL 的 授 权。 那 时 候， 直 径 12 英

顺利就位。

寸的管道项目就可以称为一个“大直径”项目。

这些相同的衬里进入角也增加了与保留带的

成 功 完 成 16 英 寸 和 20 英 寸 的 管 道 铺 设 项 目 是

摩擦，导致衬里在主管外的暴露部分出现轻微泄

Wickersham 续约的关键里程碑，但大直径管道的

漏。在衬里上的几个点，皮带和衬垫之间的过度

施工需求增长缓慢。

摩擦会导致磨损和轻微泄漏。为了防止在 2 至 4

“它确实在过去的十年里实现了，在过去的

段出现这种衬里磨损和泄露问题，PSE&G 选择采

五年里，在产品上做的所有测试都帮助我们在大
下转（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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