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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涵内压力钢管安装
赵!振

!辽宁省大伙房水库输水工程建设局" 辽宁 沈阳!(("(SS#

!摘!要"!辽宁省大伙房水库输水二期工程取水头部及输水隧洞工程塔峪连接段原设计为预应力混凝土暗涵"根

据实际施工结果观察"预应力暗涵不能满足设计要求"现改为压力钢管$压力钢管外包混凝土% 在设计变更前已经

有部分预应力混凝土暗涵已施工完成"需要在暗含内安装压力钢管"本文就暗涵内压力钢管安装方法及措施做系

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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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辽宁省大伙房水库输水二期工程取水头部及输水

隧洞工程塔峪连接段原设计为预应力混凝土暗涵#根

据实际施工结果观察#预应力暗涵不能满足设计要求#

现改为压力钢管(压力钢管外包混凝土' 已经施工的

暗涵为桩号 $# \S$SRS X$# \SQP#共计长 O(RU,' 暗

涵成洞直径为 S,' 将要在涵洞内安装内径为

%

)P"",,的压力钢管#压力钢管壁厚 $U,,#单节管位

长度为 $RP,#共有管节 $O 节#压力钢管预留灌浆孔#

待暗涵内压力钢管安装完毕后#利用预留的灌浆口用

水泥砂浆将涵洞与管外壁填充以保障管道安装' 涵洞

与管外壁仅有 ("",,空间#空间狭小限制很多设备无

法使用#不利于调整和焊接#不能按正常安装程序进

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设计新的安装方案' 因此暗涵

内压力钢管安装困难重重'

,'暗涵内压力钢管安装

$R(!暗涵的检测

由于暗涵内空间相对狭小#人员无法进入#在钢管

牵引就位后无法进行第二次调整#所以需要在压力钢

)%)



管安装前通过对暗涵内的平面度(直线度(椭圆度等相

关数据进行检测#确保暗涵内的各种尺寸数据在安装

压力钢管的公差范围内后才进行压力钢管安装' 如不

满足#需要对暗涵尺寸进行修正#直到满足要求为止'

$R$!暗涵内的布置

暗涵内径为 S""",,#在暗涵底部和 Q"h腰线位置

位置铺设滑道#跨度偏差为 i$,,' 在压力钢管底部

与滑道接触位置焊接钢滑块#使压力钢管在滑道上

滑动'

具体布置情况如图 ((图 $ 所示'

图 ('暗涵段洞内布置

图 ,'K向刨面

$R#!暗涵内滑道的安装

由于钢管自身重量较大#普通滑道摩擦阻力过大#

不能满足要求#所以暗涵内布置的滑道为铜基镶嵌滑

道' 铜基镶嵌滑道为材料为复合材料#不允许焊接#因

此必须采用螺栓连接' 为了保证钢管的安装满足设计

要求#在暗涵安装滑道位置放出中心线以保证滑块的

直线度' 滑道上中心线在安装时要与暗涵上的中心线

重合' 在滑道位置定好后#用冲击钻在螺栓孔位置上

钻孔#孔要与滑道配钻#保证螺栓孔同心' 钻好孔后将

滑道用膨胀螺栓固定#同时要保证两滑道接头高低差

小于 "R),,#直线方向错边小于 (,,'

E'钢管安装工艺

#R(!钢管的运输

管长为 $RP,压力钢管由 U"8拖板车从压力钢管

制作车间运输至塔峪连接段压力钢管堆放场地存放'

压力钢管安装之前再由 U"8拖车把压力钢管运输至暗

涵压力钢管安装段' 同时为了保证压力钢管能运输到

安装场地#施工现场需修筑一条施工便道#用于钢管现

场二次倒运' 施工便道宽度不低于 S,#便道用石碴铺

垫并夯实保证 U"8拖车可以行走' 考虑到 U"8拖车退

车安全#施工便道坡度不宜超过 ("Z' 压力钢管运输

时在拖板车支架上铺设橡胶皮保护层#防止运输过程

损坏防腐层'

#R$!门机(卷扬布置

在涵洞洞口一侧安装一台 U"8门机#门机布置在

运输道路便利一侧#门机下面铺设 #",长的轨道' $"8

固定卷扬布置在涵洞另一侧' 用于牵引压力钢管#并

将压力钢管运输到指定位置' 具体布置如图 # 所示'

图 E'门机&卷扬布置

#R#!压力钢管滑道安装

压力钢管组对过程中#在压力钢管加劲环上与涵

洞滑道相对应的位置安装滑块' 每道加劲环上安装 #

块滑块#两加劲环间的滑块要求高程差小于 "R)",,#

中心偏差小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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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压力钢管组对

利用门机将压力钢管一段插入涵洞#并保证压力

钢管下的滑道与涵洞内滑块正确接触#然后用 $"8卷

扬将压力钢管拖至洞中#压力钢管外露部分约

$""",,#用千斤顶将洞外一端固定' 用门机将下一管

节与已安装管节组对#调整完毕后#进行焊接' 待无损

检查合格后#用固定卷扬拖动压力钢管向洞内移动#外

面仍留有 $""",,钢管#接着进行下一管节的组对及

焊接#依次类推' 直至将所有涵洞内压力钢管焊接完

成#并拖运至指定位置'

#R)!压力钢管焊接

#R)R(!现场焊缝焊接

为保证压力钢管安装进度#$RP,压力钢管需在基

坑组装成 )RS,的管节#然后再运输至涵洞安装面' 在

基坑内环向焊缝用埋弧自动焊进行焊接' 涵洞洞口焊

接的安装焊缝为压力钢管环焊缝#全位置焊接#焊接方

法为手工电弧焊' 每条环缝焊接由 S XP 人"偶数$同

时施焊#焊接过程中#应保持焊接参数一致'

焊接工艺见下表'

焊条电弧焊焊接工艺参数表

焊接位置 焊条直径W,, 焊接电流WK 焊接电压WY

平焊
%

UR" (U" X(O" $U X$S

立焊
%

UR" (#" X(S" $U X$S

横焊
%

UR" (#" X(S" $U X$S

仰焊
%

UR" (#" X(S" $U X$S

#R)R$!焊工和无损检测人员资格

0R焊工' 所有参与焊接的人员必须取得特种作

业操作证#持证上岗' 特种作业证到期的或者半年以

上未进行焊接的#应重新进行考试'

=R无损检测人员' 无损检测人员应经过专业培

训#通过国家专业部门考试#并取得无损检测资格证

书' 评定焊缝质量应由 77级或 77级以上的无损检测

人员担任'

#R)R#!焊接环境

当焊接环境出现下列情况时#应采取有效的保护

措施#无保护措施#应停止焊接工作'

0R风速大于 P,W3'

=R相对湿度大于 Q"Z'

2R雨天和雪天的露天施焊'

#R)RU!焊接要求及焊接工艺

0R定位焊焊接应符合下列规定!一类(二类焊缝

的定位焊焊接工艺和对焊工的要求与主缝"即一类(二

类焊缝#下同$相同' 在距焊缝端部 #",,左右进行定

位焊#在 )",,以上的长度#("" XU"",,的距离#厚

度不应超过 ( W$ 的正式焊缝且不大于 P,,'

=R在正式焊接前#如发现定位焊有质量问题应先

处理后再进行焊接'

2R焊接前将坡口内的毛刺(坡口及两侧的铁锈(

油污(水等处理干净'

5R露天焊接如遇雨和四级以上大风#相对湿度在

Q"Z以上时#焊接地点设置防护棚保护#否则停止施焊'

.R焊接时#按照安装焊缝的顺序逐条焊接#不得

跳跃'

;R在完成一侧的焊缝焊接后#另一侧用碳弧气刨

清根#在清洗后的根用砂轮磨削机去除渗碳层'

BR焊接材料' 焊条在使用前必须烘干#按照使用

说明书或 Ĥ )"(O,(QQ# 第 SR#RP 条的要求进行烘

焙' 要做好焊条的储存(烘烤和发放工作#并及时做好

烘烤试验温度和焊条的发放和回收记录#烘烤温度按

规定执行焊条焊接而来'

烘烤后的焊条保持在恒温管中#温度为 ()" X

(""_#随用随取#然后干燥的焊条在绝缘筒内存放不

能超过 U1#否则需重新烘烤#且不得重复两次以上'

烘烤好的焊条不能有脱落和明显的裂纹'

#R)R)!焊缝检验

0R焊接后的焊缝#焊接人员应先自己检查是否合

格#合格后在焊缝附近用油漆标志#并做记录为后续的

检查做参考'

=R所有焊缝均应进行外观检查#外观质量应符合

规定要求'

2R钢管焊缝应在焊接完成 $U1内进行无损探伤检

查' $下转第 $S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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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式中各符号物理意义详见*建筑地基处

理技术规范+"f-fOQ,$""$$'

图 %'软基在填土前后的不排水抗剪强度变化情况

&'结'论

惠安下坑海堤工程打设塑料排水板加速排水处

理#现场埋设试验装置对总沉降量(分层沉降(孔隙水

压力(填土前后的不排水抗剪强度进行了监测与测试#

通过研究发现!

0R填土过程中#沉降量随着时间逐渐增大#在填

土的前 # 个月内#填土速率较慢#填土速率为 "R"( X

"R"$,W=#沉降速率也较慢#大约位于 "R(P X"R$$,,W=

之间-在 # XQ 个月内#填设速率较快#为 "R"$ X

"R"U,W=#沉降速率也较大#位于 "R#$ X"RUO,,W=-

Q 个月后#沉降速率减小#逐渐趋于稳定#表明该软基

的沉降与填土进程有密切的关系'

=R软基的总沉降量与填土高度呈较强的相关性#

填土高度越大#总沉降量也越大'

2R主要沉降发生的深度与软土层所在的深度基

本一致#表明该软基的沉降主要发生在软土层内'

5R随着填土荷载的增大#超孔压逐渐也增大#填

土结束后 ( 个月内超孔压仍在增长#主要是由于填土

上方的机械施工引起的'

.R填土荷载预压与塑料排水板联合作用后#该软

基的不排水抗剪强度提高的幅度位于 $(Z X

#O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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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R无损检测要求按设计图纸和*压力钢管管制造

安装及验收规范+的要求执行'

#R)RS!焊缝缺陷处理

检查出质量缺陷的焊缝#必须进行返修并制定返

修方案#返修后应按原要求进行检验' 同一部位的返

修次数不超过两次' 当超过两次时#重新制定新的返

修措施报监理人批准后实施' 返修后的焊缝重新进行

检验'

#RS!测量放点

钢管完全焊接后#测量始装节管口距洞口的距离#

慢慢启动卷扬#在管口距洞口还有 U" X)",,时#停止

卷扬#用千斤顶调整直至完全满足设计安装要求后#开

始下一关节的安装'

"

参考文献

.(/!毛小琳#王金伟#赵明哲*大伙房水库输水应急入连工程输

水管材的选定.f/*水利建设与管理#$"($"0($!#A)*

.$/!谢新伟*高水头小流量引水式水电站压力钢管稳定设计与

施工.f/*水利建设与管理#$""Q#$Q"("$!)(A)$*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