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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开挖在南非
毕代波 霍宇翔

译

摘要：为了南非国际非开挖技术大会，南非非开挖协会（SASTT）主席 Sam Efrat 总结了他个人在非开挖行业中的经历，
当前南非非开挖行业的状况，并对即将到来的国际非开挖会议与展览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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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Efrat 现任 SASTT 主席及法人。Sam Efrat

协会理事。2012-2013 年，副会长；2014-2015，

在非开挖行业中已有多年的工作经验。1986 年，

会 长；2016-2017 年， 副 会 长；2018 至 今， 会

他 在 Witwatersrand 大 学 学 习 建 筑 科 学 专 业 并

长。由于 SASTT 的规章制度，我将担任会长直

需要完成毕业论文。此时他的一位好朋友 Marco

到 2021 年。所以我还会在协会里工作一段时间。”

Camarda 建议他去看看一种新奇的设备。
“很快，我便在现场看到了一台水平定向钻进
(HDD) 钻 机 在 Johannes burg Yeoville 的 一 条
10 米宽的街道下钻孔。不到一个小时，这台设备
就成功地完成了一个直径为 45 毫米的孔，孔里还
插有一根小直径 ERF 聚乙烯连接管，而最神奇的
是施工过后的街道竟然完好无损“
“这时我便想，哇！这就是未来！我太喜欢这个
概念了，这也成为我进入非开挖行业的契机“Sam
Efrat 这样回忆道。

1.SASTT 的历史
图 1 2017 年 Alaster Goyns 和 Efrat 在华盛顿非开挖会议现场

1992 年， 一 群 志 同 道 合 的 人 在 Joopvan
Wamelen 的带领下创立了 SASTT。如今，最初

2. 南非的非开挖

会员中只剩下 Alaster Goyns 和 Efrat。
多年来，Sam Efrat 一直积极参与协会的工

今年，SASTT 将在好望角主办一年一度的

作并担任过多个职务：1993 年至 1994 年期间，

ISTT 第 36 届国际非开挖大会和展览。Sam Efrat

当选为 SASTT 理事，并且在这任期内和协会中

表示：“这对于 SASTT 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举办

的其它理事相处得十分融洽。他还补充道：”我

这项享有盛誉的活动一直以来都是我的朋友兼导师

们都热衷于了解更多的技术知识，以及扩大非开

Joopvan Wamelen 的梦想。作为该项会议的准备，

挖技术的工作范围。2008-2011 年，我再次成为

SASTT 与 ISTT 在 2011 年与 2014 年联合举办了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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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会议，并且作为会议的一部分，ISTT 还邀请到了

还必须处理数十根支缆，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进行

世界级的大师莅临。”

远程切割和拆除。2017 年，此项目在 Tshwane 获得

“SASTT 和执行委员会一直在共同努力，以确

世界最大扩孔修复项目的称号，该项目同时也成为

保会议取得很好的效果，我们希望本次会议对于东

一个基准项目，在这个项目中，能够移除原有主管

道主和所有的国际友人都是一次最难忘且最有价值

并用更大直径的（800 毫米）高密度聚乙烯管道来替

的回忆。届时将有大量的学术报告，参观展览的观

换它，而不是沿用之前预先在主管道内填充膨润土

众还将看到各种各样的设备，我们也将展示来自世

泥浆的方法。”

界各地最先进的、最尖端的、创新性十足的非开挖

4. 非开挖的力量

技术及设备。”

3. 关于非开挖的回忆

在 1987 年，新管铺设中可以采用顶管法铺设内
径为 840mm 的过人管道，采用水平定向钻进可以铺

Efrat 从 1991 年开始进入 SASTT 的管理层，

设直径 160mm 的管道，采用夯管锤铺设 350mm 的

从 1993 年任法人。他参与过多个创新项目并获奖，

钢管。

这些项目中包括获得 2012 年 ISTT 杰出项目奖的伊

Efrat 兴奋得说：“水平定向钻进的出现让光纤、

丽莎白港非开挖项目。

电气、供水管道在地下的铺设变得更加快捷并且质

“我们为获得 2012 年 ISTT 奖项感到无比自豪，

量还很高。由于该技术的效果显著，在南非已经售

因为该奖项是对于我们是一种肯定，那是在 Nelson

出了约 150 台水平定向钻进设备。”

Mandela Bay 中心商务区使用非开挖技术完成的一

“对我来说，行业中的水平定向钻进技术在极

个技术难度极高的项目。”Efrat 先生这样说道。

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发展。1987 年，南非出现

“这项工程需要运用多种非开挖方法，包括

了滑衬法和爆管法，在这之前水泥砂浆衬里和原位

Sekisui 系列的 EX、RL 和 RO 三种规格的螺旋缠绕

固化法（与国际公司合作）技术几乎没有其他替代品。

技术来完成内径为 450，800 和 1000 毫米污水管道

今天，我们掌握了较之以往更多的技术手段，包括

的修复，这些平行的管道位于快速公交系统的下方。

折叠式衬里、伸缩衬里、CIPP、螺旋缠绕衬里、喷

还有一段衬里采用紫外线原位固化法，还有一小段

覆衬里和薄壁复合材料衬里。”

采用的静压爆管法。”

“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技术和专业知识，我相

“在 2007 年、2009 年、2015 年和 2017 年，非

信大家都意识到这个行业的潜力，也期待政府会为

开挖技术公司还获得了 Joopvan Wamelen SASTT

修复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

卓越奖。由于该公司对南非建筑行业的杰出贡献，
它荣获了 2010 年第一届建筑峰会奖，该奖项是从在
建造业发展委员会注册的 1800 多家公司中评定出来
的。”
Efrat 特别提出，2009 年和 2017 年的 Joopvan
Wamelen 卓越奖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他表示：“2009 年南非联合银行集团（ABSA）
在他们的电网项目中计划安装 100 根电缆管道。通
过水平定向钻进，将电缆管道从地下 16 米的位置穿
越。从位于 Johannes burg 中心商务区的南非联合
银行塔楼的地下室，穿越公路下方和多栋周边建筑
物的地下室。”
“电缆管道穿越中有 20 多处在岩石中，我们

图 2 非开挖技术团队在管道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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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开挖技术在南非

而在是使用非开挖技术的情况下每 1000 米只需要 46
个劳动力。”

Efrat 先生估计，因为市政水管泄露和渗入，南

“不过，真正的比较应该是在相同投入下进行

非全国范围内产生 37% 的水资源浪费，40% 的供水

的。每 75370 美元雇用人数相同，但使用非开挖技

管和污水管道需要更换。

术提高了 30% 的效率，节省了 23% 的成本。”

他说：“这些事情政府很清楚，并且将在 2030

7. 机会

年国家发展计划中加以解决。据估计，我们需要大
概 626 亿美元维修我们的管道和水利设施。正是由
于这样，非开挖管道修复市场潜力巨大。这个国家

SASTT 的意图是通过与政府合作，将非开挖管

长期处于干旱之中，毫无疑问这个自然因素将释放

道更换行业每年 0.75 至 1.5 亿美元的市场扩大到每

巨大的非开挖市场与需求。然而目前南非的国内生

年 30.2 亿美元。
“现在有 626 亿美元将用于《2030 年国家水和

产总值很低，缺乏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这对建筑业

卫生发展计划》，我们估计其中一半是更换市政供

以及非开挖技术产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水和排污管道所需的。在一个长达 10 年计划中，这

6. 挑战

将需要每年投资 30.2 亿美元。若采用非开挖技术代
替明挖法，我们有可能节省约 69 亿美元。”

南非非开挖行业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以创造就业

8. 未来

为中心的采购倾斜政策，该政策鼓励许多城市使用
明挖法更换管道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SASTT 目前正在制定自己的任务和组织模式，

Efrat 表示：“认为非开挖技术将会减少就业岗

目的是获得其成员的授权，以便扩大非开挖市场。

位简直就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寻找机会销售设备，提供技术转让，并从国际和当

“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要证明非开挖技术不

地的角度出发进行培训和特许经营。

仅能削减成本，而且将提供与明挖法相同数量的就

Efrat 表示：“这涉及建立多达 1000 家符合新

业机会。”
为了改变这种片面的看法，SASTT 协会接受了

黑人经济振兴方案的承包公司，每个承包商每年支

这一挑战。用工作人员得到的历史数据来证明并提

付 150 万美元用于非开挖管道更换工程，该项目总

供非开挖和明挖法之间的准确比较。

价值达到每年 15 亿美元。”

“SASTT 理事 Neilvan Royen 在 SASTT 副会

“我们预计，这些新承包商中的每一家都将雇

长 Abraham Avenant 的协助下将在南非非开挖杂

用约 100 人，这将为多达 10 万人创造新的可持续就

志上发表一篇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Efrat 表示。

业机会。此外，我们希望看到现有的会员能从前述

“ 众 所 周 知， 在 城 市 地 区， 更 换 160PN

的项目中获益，这些项目难度更大，规模更大，需

16HDPE 的供水管包括全部辅材和地表恢复，将花

要经验丰富并在建造业发展局（CIDB）获得更高资

费 75370 美元，当你使用明挖法更换约 1000 米长管

质的非开挖承包商。”

道的费用，我们通过爆管法可以更换 1300 米。”
译 自 TRENCHLESS INTERNATIONAL 2018：

“不幸的是，以前的比较是以长度为基础的，
也就是说使用明挖法，每 1000 米需要 60 个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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