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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第 20 次水平定向钻进技术与市场调查
沈渊 霍宇翔 译

摘要：本文是《地下建筑》杂志第二十次水平定向钻进调查，调查对象包括拥有和施工 HDD 的承包商和组织，调查内容
包括应用领域、管材选择、购置时间、钻机类型、合同金额、采购计划和二手钻机，并对已有地下构筑物位置的确定进行
了特殊的讨论，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市场充满众多挑战，水平定向钻进市场仍在保持上升趋势，并逐渐走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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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水平定向钻进（HDD）行业的成熟，地

河流穿越，通常是为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公司服务。

下基础设施对该技术的依赖也在以惊人的速度不

就像夏威夷火山一样，定向钻市场自从首次

断扩大。从劳动力问题到泥浆处理，整个行业都

暴涨后，通过多次爆发到达了蓬勃发展的增长模

在与许多问题作斗争。尽管如此水平定向钻进行

式，不仅出现在那些历史悠久的成熟市场，而且

业仍然能应对这些挑战，呈现出逐步走向健康的

出现在各种各样的领域中。这种颠覆性技术在建

市场趋势。

筑行业中开辟了一个自挖掘机引入以来从未见过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最初的水平定向钻进市场

的新利基市场。（利基，商业术语，是指针对企

爆发主要集中在小型钻机（不足 5 万磅的回拖力）

业的优势细分出来的市场，这个市场不大，而且

和大型钻机（超过 10 万磅的回拖力），前者主要

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服务。产品推进这个市场，

集中在通讯行业和电力设施上，后者主要集中在

有盈利的基础。）

图 1 主要的水平定向钻进市场（占总量的百分比）
（图中横轴自左至右依次为：电信通讯、供水、油气输送、电力配送、石油天然气、污水管道、风电太阳能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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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水平定向钻进长度

图 3 水平定向钻进设备的购置时间

水 平 定 向 钻 进 被 承 包 商、 专 业 承 包 商 甚 至

的 HDD 市场是从好到更好。许多受访者也表达了

建设公司视为一种解决方案，或者至少在几乎所

同样的看法，他们认为市场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归

有的新管道铺设工程上都有过严肃的考虑。承包

功于用户和公用事业公司对 HDD 技术的信任。

商作为创新实践者，不断地扩展水平定向钻进的
领域和应用。制造商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在
努 力 提 高 设 备 和 工 具 的 效 率。《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杂 志 的《HDD Survey》 专 栏 从
1998 年开始跟踪这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的健康发展，
历经行业的繁荣、萧条和复兴，直至当前的成功，
到今年已经是第 20 次了。本项研究是在 3 月和 4
月期间进行的。它调查对象是拥有和施工 HDD 的
承包商和组织，以便对市场进行统计描述。

1. 客户的信任

图 4 不同回拖力水平定向钻进设备的比例

虽然有一些来自调查对象的负面评论，例如

这种信任是承包商辛苦赢得的，或者应该说

“HDD 在我们的领域中正在衰退”，还有人认为“今

是再次获得的。在九十年代末，第一次电信行业

年不太稳定”，但是大多数承包商认为，2018 年

爆发还没有来临，作为对建设施工期盼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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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D 技术出现了。业主们很快就相信这项新技术

电力设施和光纤装置以及给排水管道市场发现了

的效率和速度。但是随着市场的爆炸式增长，后

许多新机会。大型 HDD 施工现在是许多市场的主

进入这个行业的人不可避免的认为这是个“轻松

流。

赚钱”的生意。信任有时会被“牛仔”承包商（黑

2. 上升趋势

心承包商）破坏，这些承包商在钻进和建筑业方
面没有任何经验，包括为本有利润的工作定价。
由于糟糕的安装和大量的遗留下来的废孔，各种

除了 2009 年经济大衰退期间一年的短暂衰退

各样的问题在当时和后来产生了。一些城市甚至

外，HDD 已攀升至一个强大的市场地位，这不仅

将 HDD 技术禁止了一段时间。

是由电信行业推动的，还有大量在其他领域的应
用。
小型钻机在电信、电力和燃气分配工作中蓬
勃发展；承包商意识到中型钻机的动力和能力的
提升，为小型和大型钻机的拓展提供了新的机会。
大型钻进平台不仅在油气管道市场上找到了一席
之地，还在许多其他的领域发挥着作用，比如供水、
电力传输、光纤和电信设备的安装。

图 5 水平定向钻进安装的管材比例

当然，电信行业进入新千年后不久就遭遇了
崩溃，HDD 市场在一瞬间大幅萎缩。好消息是，
大多数声名狼藉的承包商都被迫退出了这个行业；

图 6 不同回拖力的水平定向钻进设备的销售量

不幸的是，一些优秀的承包商也无法生存。
尽管对于 HDD 而言，21 世纪初是艰难的，
但市场确实开始复苏，承包商发现了新的市场，
设备制造商也面对现实调整策略。所有承包商都
经历了一些艰难的岁月，但行业长期的萎靡使承
包商学会了如何通过提高效率和生产水平生存下
来。
到 2004 年，随着承包商向其他市场（如天然
气供应市场）的多元化发展，HDD 市场开始以迅
猛的态势增长。天然气配送市场已成为当今 HDD
工作的支柱。伴随着这种服务领域多样化，出现
图 7 承包商最宝贵的品质

了对中型钻机的极大需求。即使传统上，主要用
于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大型钻机，也在天然气和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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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超过 2000 万美元的项目。
在 2018 年，承包商预计 HDD 将占他们工作
的 47%，他们预计在未来五年这个数字将增长到
50%。预计到 2018 年，钻探设备的销售将略有放缓，
主要原因是过去三年里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更换
机具和设备。目前为止承包商正在使用的 HDD 钻
机，寿命在 10 年以上的只有 14.3%，5 ～ 10 年的
22.7%，2 ～ 5 年的 36.8%，而 26.2% 是在过去两
年内购买的。
图 8 你的下一台钻机希望买多大？

总之，这应该转化为一个巨大的市场。虽然
大多数承包商表示同意，但他们很快指出，健康
的市场也会带来了一系列巨大的挑战。有人担心，
市场再次吸引太多的黑心承包商回归这一行业。
受访的承包商和组织普遍抱怨那些达不到高质量
的标准的新手承包商定价低于成本，恶意低价竞
争。一位长期从事钻进的承包商表示 :“进入这个
行业的门槛太低。”“HDD 价格正在商品化。”
另一位受访者指出，“价格压力将继续降低 HDD
的市场价格。”

图 9 二十多年来 HDD 设备的生产和销售

在总结市场时，一位经验丰富的电信承包商
表示 :“目前，由于电信业务过剩，进入的门槛较

不过，新钻机的制造和销售减缓只是一个微

低，导致价格和质量下降。许多没有经验、不合

不足道的小插曲，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注意到。

格的人正在给行业制造不好的名声。一旦 MOSs（多

2018 年新购买的钻进平台中，微型钻机占 51%，

服务运营商）由于备受瞩目的损害赔偿和其他的

中型钻机占 36.3%，大型钻机占 12.7%。承包商

严重事故，受到市政当局的更多的限制，MOSs 将

平均拥有 3.6 个小型钻机、1.7 个中型钻机和 1 个

被迫回到只允许合格公司投标的状态。”另一名

大型或特大型钻机。预计到 2019 年，供水管道市

承包商抱怨说，“低价竞标压低了市场价格，导

场仍将是 HDD 工作的一个稳定领域，占据 19.9%

致偷工减料，进而降低顾客体验。”该承包商强调，

的市场份额。然而，如果仍备受争议的基础设施

“黑心承包商和他们不当的定价影响到的市场不

投资全面铺开，这一数字可能会大幅上升，尤其

仅是对他们，也是对所有的承包商。”

是在美国国会仍在关注含铅管线问题的情况下。
高密度聚乙烯管还是定向钻进市场上最常见的类
型，约有 46.6% 的项目使用高密度聚乙烯管。可

3. 投资逐步增加

熔接头的聚氯乙烯管继续开拓出强大的市场，使
尽管存在威胁，HDD 市场依然强劲。虽然许

用率已达 24.7%。钢管的应用占 12.8%，球墨铸

多公用事业承包商在工作中仍然使用各种传统设

铁管占 8.9% 左右，其他材质管占有 7% 的市场份

备，但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项目需要 HDD 铺设管

额。

道。在 2017 年，42.4% 的 HDD 承包商完成的项

4. 设备市场

目在 100 万美元以内，39.4% 的承包商完成了 100
到 500 万美元，9.1% 的承包商的 HDD 合同价值

随着大量新型钻机不断的进入市场，高质量

在 500 到 2000 万美元之间，9.0% 的承包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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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手钻机也开始冲击着市场。相当多的承包商

已有构筑物的位置信息并不准确，我们基本在每

正在扩充和升级他们的设备以便进入新市场，再

个项目上都要自己重新定位。”另一位承包商强调。

加上越来越多的承包商在努力获得 HDD 施工技

“作为一个行业，我们必须推动联邦法规，

术，二手钻机市场已经出现爆炸式增长，有 61%

使所在地的竞争环境更加公平。各州的制度并没

的承包商进行了此类采购。2018 年，55.8% 的二

有起效用，管道业主需要为定位不准确、不及时

手钻机将会是小型钻机（4 万磅以下的回拖力），

承担责任”这位承包商认为。“承包商没有追索

31.9% 的是中型钻机（4 万到 100 磅的回拖力）和

权来弥补定位滞后给施工造成的时间损失，如果

12.1% 的大型钻机（10 万磅以上的回拖力）。工

定位过晚或者没有定位，业主必须要受到严厉惩

具和钻杆是所有 HDD 钻机运行的关键部件。承包

罚。”

商从制造商那里直接购买了 57.6% 的配套工具，

另一位承包商指出，“获取地下已有构筑物

53.1% 的钻杆。设备制造商仍然有着巨大的市场

的位置已是一个大问题，因此，确定合适的钻进

机会。

位置非常困难。”

年度 HDD 调查还询问了承包商从制造商和

受访者对客户、业主是否全面了解 HDD 技术，

供应商合作伙伴那里寻求的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

如何与承包商更好地合作，如何提高效率、公平

有 45.5% 的受访者表示最重要的品质是服务，其

及顺利完成工作方面，都有相当多的意见。

次 27.3% 的受访者表示是质量。

“为了高质量的工作，必须保持标准，”一

关于 HDD 的劳动力，自从第十次调查开始

位承包商评论道。但是标准是要花钱的。客户必

就是老生常谈了。市场的各个领域仍然存在严重

须关注承包商的整个流程，而不仅仅是价格。

的劳动力短缺，从工人到熟练的操作人员，甚至

该承包商补充说 :“随着环境相关法规的增加，

是造价师和项目经理。一些受访者表示，劳动力

对 HDD 的需求将会增加。但总价格肯定会上涨，

限制了他们公司的增长。

因为核查大量的地下已有构筑物需要大量时间和

正如一位承包商总结的那样，“我们真的需

精力。承包商要学会为竣工提供合理的数据；委

要帮助。我们在几个州工作，但不管我们在哪儿；

托方往往这样要求他们，并为定位提供协助。”

获得可靠的劳动力仍然是一大挑战。我们不得不

还有一个建议是，“GPS（探地雷达）和全

放弃一些投标，因为我认为我们没有足够的高质

管定位技术已经赶上了 HDD。对承包商的问责机

量的工作人员。我们可以得到钻机和设备，但不

制和承包商的责任意识将使今后的安装更加容易。

能得到劳动力。”

管道业主有责任去选择有资格和信誉良好的承包
商，以保持该行业的长期生存。黑心承包商让那

5. 已有构筑物定位

些想好好做事的人处境艰难。”

虽然经常被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但今年还

译

是对已有构筑物的糟糕定位进行了特别讨论。“对

自 UndergroundConstruction2018：

20th Annual Directional Drilling Survey: HDD

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说，已有构筑物定位是一个巨

Market Growing, but Challenges abound

大的挑战和危险，”这位承包商抱怨道。“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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