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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口径 PQQP管道在水利供水
工程中的应用

李庆坤
!山东水总有限公司" 山东 济南!$%##E"#

!摘!要"!本文结合山东省日照市北水南调三期供水工程安装大口径/XX/管材的经验"介绍了此工程管道施工

工序以及施工过程装卸%运输%堆放的注意事项"总结了大口径/XX/管道铺设对接的技术要点"并提出了相关施工

的工程建议"可为其他工程提供参考$

!关键词"!大口径/XX/管道&施工&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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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4+394+33+; X0,=4+9+XA27,b

;+4/71+#/XX/$是在带有钢筒的高强混凝土管芯上缠

绕环向预应力钢丝#再在上面喷涂致密水泥砂浆组合

而成的输水管& 鉴于管道是由薄钢板%高强钢丝和混

凝土构成的复合管材#能充分发挥钢材的抗拉%混凝土

的抗压性能#具有高耐腐蚀性%高密封性%高强度和高

抗渗的特点#因此 /XX/管道常被国内外用作长距离

供水%城市给水和电厂回水等工程领域的首选管材+E,

&

国内众多学者对 /XX/管材安装工艺和方法%质

量控制%腐蚀与防护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Eb%,

& 赵志

刚+$,对山西省中南部 K 个县市供水东扩二期 /XX/管

道生产质量及监理控制做了探讨*杨硕等+",对北京市

东南四环中水工程的/XX/施工过程质量控制进行了

分析#从施工工艺及易存在质量隐患点出发#分析管道

横向位移过大#竖向角度不易控制准确#吊装方式吊点

位置等问题在安装过程的质量控制#特别是对采用单

点吊装拼装的研究#为今后城市中 /XX/施工提供了

技术支持*张其军+E,对 /XX/的主要腐蚀机理及腐蚀

形式进行了介绍#并列举了 /XX/的有效防护措施#可

供类似/XX/供水工程管道防腐设计参考& 王洪现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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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了一种驼梁式长隧洞大直径 /XX/运输安装车结构

及原理#探讨了/XX/在隧洞内安装的施工方法&

(&工程概况

山东省日照市北水南调三期工程#上游管线分布在

东港区境内#往下游经岚山区及国际海洋城#末端管线

穿龙王河支流虎山河水至日照钢铁有限公司& 该工程

上游起始于日照水库坝后小代疃村北的连通井#与日照

水库新放水洞原 "条
!

E### 的结点连通后#经重力输水

至日照钢铁有限公司接管点& 管线大致呈北)南走向#

线路总长 "K.IK"Q8& 工程沿线新建过河倒虹 % 座#穿公

路套管 % 处#沿线三通井 " 个#以及相应的管理及流量

计设施& 工程包括铺设
!

$### 混凝土管道 ".KM%Q8#

!

$### 钢管 #.""IQ8#阀门安装及构筑物建设等&

,&PQQP管道施工工序

/XX/管道安装工序如图 E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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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PQQP管道安装工序

由于 /XX/管道施工质量控制较严格#管道的安

装工序严格按照图 E 进行拼装#首先对开挖的基槽进

行验收#如基槽验收合格#则通知制管单位运送管材#

之后按照技术标准对运送来的 /XX/管材进行验收#

如符合规定#则可对管道吊装入位#如不符合要求#则

要求厂家尽快解决#验收合格后方可入槽#拼接#封口*

之后对拼接好的管道进行打压试验#打压试验应进行

两次#初次打压需合格方可进行下次打压#直至两次试

验压力均达到要求#方可回填压实&

%&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E!/XX/装卸注意事项

=.吊装机具的吊装能力不能勉强承重管材#应留

置一部分吊装能力#更严禁超载吊装#吊装带采用合成

纤维吊装带#采用高强力聚酯长丝制成#耐腐蚀#抗氧

化#耐紫外线照射#吊装方式可采用环形扁平吊装& 严

禁采用环形穿芯吊&

D.管材在装卸过程中#要求管道外壁不能被硬物

擦剐#轻拿轻放#不允许临时吊放在尖锐乱石或不平整

场地上&

1.管子吊装过程中#吊装机具回转半径之内不能

有人#管材上部及内部得站人&

".$!/XX/场地内运输注意事项

=.运输载具在运输管材时#可在载具上设置木楔

子或弧形支座等防滑%防滚措施#并与车体绑接牢固&

如运输过程中出现超重%超高%超宽#需办理相关合格

手续#采取相应措施后再上路运输&

D.沟槽内如能进入汽车#直接将管材运送至工作

面#应考虑汽车的出入%转弯等问题#合理规划空间#布

局车道#并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做好预案#进行及时

处理&

1.管材的承插口属于重点部位#装卸%运输过程

中需要进行包扎保护#避免对重要部位产生变形损伤&

@.场地内运输机具应对管材进行单独运输#不得

与其他材料%物品同运&

"."!/XX/现场堆放注意事项

=.管材的堆放场地要求平整且有一定的倾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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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能靠重力排除场外#场地不能存在低洼存水的

地方&

D.管材应分类进行堆放#按照不同尺寸%口径%覆

土厚度进行分类& 管材与地面之间%上下两层管材之

间应垫设枕木#位置在距离管口五分之一的位置#且枕

木高度一致#管材水平& 堆放时注意承插口不与地面

接触#粘上泥土#堆放层数按照下表所列#不得超过层

数要求&

堆 放 层 数 要 求 表

公称直径N88 H## J%## K## JL## E### JE$##

%

EH##

堆放层数 H " $ E

!!该工程所用管材管径均大于 EH##88#堆放时只能

堆放一层&

1.管材堆放至沟槽附近时#应合理选择位置摆

放#不妨碍沟槽的开挖及施工机械的通道#可以直接吊

运进沟槽#尽量避免管子的二次倒运&

@.管材在场地长期"一个月以上$堆放时#应隔段

时间喷淋一次#并盖上毡毯#使管材保持一定的湿度&

".H!管道铺设安装

".H.E!管道铺设注意事项

根据该工程特点!施工线路长#工程地形条件复

杂#/XX/管道重量大特点#决定采用 M%9履带吊吊装

入槽#如图 $ 所示&

图 ,&管道铺设安装

!!=.管材下沟槽之前#必须首先检查管子承插口等

重要部位是否有损伤#管道表层及内部有无黏土#如有

损伤#应根据要求逐根修复#清除黏土和各种杂物#然

后方可下槽安装&

D.管道安装将承口端面迎向流水方向#并对连接

口进行仔细的清理& 要求连接部位橡胶圈表面平滑%

无破损#无杂物黏土附着#毛刺打磨平整#防止划伤承

插口&

".H.$!管道下槽注意事项

=.管材下槽时采用履带式吊车吊装下去#不允许

将管道自由滚动至沟底&

D.吊车下管时#还应注意吊车下管时沟槽边坡的

稳定性#管前应检查是否稳固可靠&

1.下管时#待安装管道下部及两侧坡顶不得

站人&

@.管材对接安装前#首先逐根清理管子的连接部

分#其次在连接部分承接口工作面涂刷润滑剂"凡士林

或植物油$#然后将橡胶圈均匀%顺直地套入插口槽中#

保证橡胶圈无扭曲翻转现象#密封状态良好*最后再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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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一层润滑剂于橡胶圈上#如图 " 所示&

图 %&橡胶圈润滑处理

橡胶圈在套入插口槽之前#应先认真检查胶圈有

无破损#缺陷#然后用润滑剂润滑#另备一些胶圈盘好

入桶内备用#承接口工作面及胶圈表层润滑剂不得

稀释&

橡胶圈套入插口凹槽的过程中#为保证胶圈的平

滑顺直#可在胶圈套入凹槽后#使用金属棒在胶圈和插

口圈之间顺时针%逆时针各转一圈这样可保证胶圈无

扭曲%翻转的现象& 在低于 #h气温下进行管道安装

时#橡胶圈应采用保温措施#以防止受冻变硬&

".%!/XX/管道对接

".%.E!管道拼接

安装时首先使用吊车将管子吊放入沟槽安装区域

内#管子下部不得接触土基#然后按照上述方法套入润

滑后的橡胶圈#将待安装的管道插口对准已安装好的

/XX/管道承口#缓慢移动#承插口将要接触时#在已安

装管道周围放置木楔#进行固定#以免对接时晃动破坏

连接口& 然后根据全站仪观测数据上下左右微调吊装

管道轴线位置#保证对接口四周间隙均匀#轴线一致&

管道安装时要设立施工测量控制点#每截管道安装要

全程观察测量标高%轴线#做好记录&

插口进入到承口采用内拉法施工#在管子两侧设

置钢丝绳套与倒链连接#再在承口处管道内部安装一

型钢横梁#作为倒链的支撑点#之后两侧人工同时拽动

倒链#使管子缓慢平滑的移动至设计间隙&

拉动管内双侧倒链"平行推进$的同时#吊车配

合好管件的高低#使得管道能顺利对接进去#在进入

的过程中#接口附近两侧要各站一人#时刻注意管

道%橡胶圈的进入情况#一旦待安装管道插口两侧进

入情况不一致#应立即停止对接工作#找出问题所

在#及时调整#之后再重新进入#整个对接插入的过

程要保证无沙土%黏土等异物进入端口处#承插口连

接大样详见图 H&

图 $&接口对接大样

管道对接安装完成后#仔细检查连接处橡胶圈的

情况#如发现胶圈有挤压%翻滚的现象#应退出管道#重

新进入安装#整个过程保证橡胶圈的平滑#完整& 安装

后用钢制测隙规检测橡胶圈是否仍在承插口的凹

槽内&

".%.$!接头处理

由于外露的承插口为钢制#为保护承插口不受腐

蚀#应对接头按要求进行嵌缝处理&

$&接头水压试验

管道安装完成#且管顶高程%位置检测合格后#为

保证后期使用的安全稳定#应编制专门的水压打压试

验方案#试验须采用合格的压力表等仪器#并做好各项

准备工作#如施工期在冬季#还应做好管道的防冻措

施#试验结束后及时做好排水工作&

根据施工规范#打压试验分两次进行#管道安装完

成后暂不要抽出吊装带#先进行第一次打压试验#试验

合格#检查管材下部垫稳定后#方可拔出吊装带#之后

进行第二次打压试验#二次打压合格后进行下一节管

件安装& 若打压试验不合格应及时检查%纠偏%调整#

直至试验合格&

安装管材换班过程中#后一班组应对前一节管道复

测#标高%轴线无偏差后方可进行下一节管道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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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检验合格#并将管道垫稳后#才能将吊具移开&

#&土体回填

/XX/管道及相应附属配件安装完成#并且验收合

格后#需对沟槽及时回填& 回填前清排槽内积水%垃圾

等杂物#回填土体不得含有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含有

机质的土体&

回填过程中土体应在管道两侧分层均匀回填压

实#每次回填 "#=8厚土体#应人工夯实#不得使用机械

直接推土至沟内管道一侧#防止土压力对管道造成影

响#轴线偏移接口变形& 素土回填见图 %&

图 #&素土回填

!!管道顶部至覆土 #.%8范围内的土体要求与管道

两侧一致#也必须采用人工夯实机的方法进行夯填#不

得使用压路机或重锤等重型机械& 回填土填至管顶

#.I JE.#8后#方可采用机械回填碾压&

F&结&语

本文以山东日照北水南调工程为例#介绍了大口

径 /XX/管道施工过程中的技术要点#对其他大型水

利引水输水工程 /XX/管道的安装具有借鉴意义#施

工过程中应严格把控质量关#遵照规范施工#这样在

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 可节约工期#节省成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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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互联网 Z移动安监智能化管理系统0采用国

际最新最前沿的技术#以专网和无线通信技术为依托#

以手机等便携终端为载体的移动信息化系统#技术先

进%操作简单人性化#使手机也具备和电脑一样的办公

功能#而且它还摆脱必须在固定场所%固定设备上进行

办公的限制#借助手机通信的便利性#无论身处何种紧

急情况#都能高效迅捷地开展工作#实现安全管理信息

化向施工现场的延伸&

1./互联网 Z移动安监智能化管理系统0综合了

统一指挥调度%语音通信%视频监控%定位%录音N录像

等各种功能#实现语音%视频%图片%文本%记录等格式

化数据和非格式化数据的多种数据融合#同时把建设

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的人员整合在同一个平台

上#有效提高各单位各部门之间协同办公的能力和工

作效率#为安全管理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

@.全面应用/互联网 Z移动安监智能化管理系

统0#将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融入安监智能管理工

作中#为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及其他行业安全管理体系

提供了安全%可靠的现代化移动安监机制#为安全管理

工作推广应用新技术%新装备开拓了全新的思路和方

向#创新了安全管理工作的管理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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