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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提升感知能力角度探讨管道地下空间敷设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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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管道系统最大的安全风险和事故来源很大程度上可归结为埋地管道感知能力的不足。
为此，提出一种管道地下空间敷设方式，即在现有检测、监测感知技术的基础上，实现埋地管道的直
接观察、监测及接触。基于全方位数据采集和智能监控技术，从根本上提升管道线路重点地段感知
能力，从而大幅提升管道线路安全水平。参考市政雨污水管道与城市综合管廊敷设方式，提出采用
钢筋混凝土半预制 U 形管涵加盖板的地下空间构造方式，管道采用凹形水泥管座或金属支架支撑
安装在管涵底部，同时增加地下空间内智能化的视频监控、光纤感知、可燃气体感知、管体缺陷（应
力）外检测等固定或可移动感知技术。初步分析了管道地下空间敷设的风险影响因素，保守估计总
体风险可降低 34％以上。对管道地下空间敷设开展经济性分析，预计地下空间敷设管段建设费用
增加 7.5％~25％，运行维护与事故损失费用可降低 30％以上。建议管道行业进一步开展相关可行
性论证及工程试验。（图 5，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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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feasibility of pipeline laying in underground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roving sens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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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biggest safety risk and accident source of pipeline system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lack of
sensing ability of buried pipelines to a large extent. For this reason, a method of laying pipelines in underground space was
put forward, so that the buried pipelines could be observed, monitored and accessed directly with the present detection,
monitoring and sensing technologies. The sensing ability of critical pipeline sections can be enhanced fundamentally by
the full range data acquisition and intelligent monitoring technology, and further the safety level of the pipelines can be
improved greatly. By referring to the laying mode of municipal rainwater and sewage pipelines and urban utility tunnels,
the underground space structure of semi-prefabricated reinforced concrete U-shaped pipe culvert with cover plate was
proposed, where the pipelines are installed at the bottom of the pipe culvert with the support of metal bracket or concave
cement pipe holder. Meanwhile, the intelligent video monitoring, optical fiber sensing, combustible gas sensing, external
detection of pipeline defects or stress and other fixed or movable sensing means should be provided in the underground
space. In addition, the risk factors of pipeline laying in underground space were analyzed preliminarily, and it was
conservatively estimated that the overall risk could be reduced by more than 34%. Moreover, the economy of pipeline laying
in underground space was also analyzed.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construction cost of pipeline sections laying in underground
space will be increased by about 7.5% to 25%, but the pipelin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ost, as well as the accident loss,
will be reduced by more than 30%.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relevant feasibility study and engineering tests should
be performed in the pipeline idustry in future. (5 Figures, 22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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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埋地管道约占已建管道的 98％以上[1]。长

或覆土敷设。管道穿越公路或铁路时，一般采用套管

输管道大多直埋于地下，既是出于安全考虑也是出于

内敷设或管涵内敷设，以保证管道与道路的安全。需

经济考虑，但是直埋管道的安全性实际上存在较大的

要指出的是，以上这些穿越敷设方式都是正常的施工

不确定性。中国曾发生过的重大管道事故，如 2003 年

需求，并非基于感知需求。

四川广元“12 · 19”成品油管道泄漏事故、
2013 年山东

1.2

市政雨污水管道

青岛“11 · 22”输油管道破裂爆炸事故、
2017 年贵州晴

市政雨污水管道一般采用钢筋混凝土管。设计

隆“7 · 2”天然气管道断裂爆炸事故等，乃至历史上国

时考虑雨水管道为满流，污水管道为非满流。雨污水

内外众多管道事故，其不容忽视的一个关键原因，都可

管道直径一般不大于 800 mm，雨水口连接管长度一

归结为管道运营商对管道状态感知能力的欠缺。

般不超过 25 m，为了保证其严密性，采用承插式橡胶

从整个管网系统来看，油气站场内的埋地工艺管

圈接口。雨水口埋设深度不大于 1 m。污水管道沿线

道经开挖后便于接触；
或直接安装在管沟内的管道，在

一般设有检查井，其主要包括井座、井盖及井墙，井间

有效的监控、巡察及维抢修体系下，油气泄漏风险是基

距为 30~40 m。检查井的设置便于地下工程安装与

本可控的。而管道线路则不同，其输送距离长，地理地

维修作业。

质条件复杂，现有技术手段很难实现管道的全方位监

市政深埋污水管道埋设施工主要分为支护开挖和

控，同时还存在维抢修不及时、开挖修复耗时费力等问

顶管施工两种，其中支护开挖也是采用回填埋地的方

题，因此，管道线路的安全性一直是管道行业安全的薄

式[2]，其主要施工工序包括测量放线、沟槽挖土、管道

弱环节。从管道发展历史来看，
长输管道埋地敷设是被

基础施工、铺设管道、砌检查井、沟槽回填等步骤。为

广泛认可的最佳敷设方式；
然而从感知和安全的角度考

防止雨污水圆管接头漏水，需对接缝处进行防水处理，

虑，正是由于这种管道直接埋地的敷设方式，从根本上

通常先用热沥青浸透过的麻絮填塞，然后用热沥青填

限制了管道线路全方位感知能力的建立，
从而间接导致

充，最后用涂满热沥青的油毛毡裹两层。有条件的，可

众多管道事故的发生。

对管身涂热沥青进行防水处理。市政道路的雨污水管

目前，管道环焊缝缺陷（应力）检测、地面非开挖检

由于自重较大，其敷设需要在管沟开挖后做垫层施工，

测、油气泄漏监测等感知技术发展遭遇技术瓶颈，管道

以保障管道基础持力层均匀，随后进行管沟回填[3]。

大发展面临巨大的安全和技术挑战，管道行业需要认

安装到位后安排闭水试验，分析管道的严密性。

真思考长输管道单纯采用直埋敷设方式是否为唯一的
正确选择。

市政雨污水管道的设计需注意上游管段的回水淤
积与管道跌水衔接问题，后期维护主要关注管道的渗
水、管道位移以及土壤温度变化导致管道内部出现不

1

敷设方式

良裂缝等问题。市政雨污水管道工程设计、施工及维
护均较为简单和成熟，造价低廉，安全性要求低，设计

1.1

油气管道

使用年限一般不低于 50 年，相关标准较完善。

按照国内外相关标准及规范要求，全世界油气长

1.3

城市综合管廊

输管道目前主要采用直接埋地敷设方式，通过管沟开

城 市 综 合 管 廊 在 国 外 一 般 称 为 共 同 沟（Utility

挖、管道焊接以及下沟回填来实现；
对于穿越管道则采

Tunnels）。建设城市综合管廊是创新城市基础设施建

用套管内敷设或隧道内支墩架空敷设方式。埋地管道

设的重要举措，可以针对性地解决长期存在的反复开

管顶的覆土厚度根据管道稳定性要求、地温变化、耕作

挖路面、架空线网密集、管道事故频发等城市地下基础

深度及安全需要等条件决定，一般在 0.8～1.2 m 之间。

设施落后的突出问题[4]，从而更好地利用地下空间资

对局部地下水位过高而不宜埋设管道的地段，则采用

源，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2017 年发布的《全国城

土堤敷设方式，或将管道架设在地面的管枕或管架上。

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至

管道穿越河流和山地一般采用挖沟法、水平定向钻法

2020 年建设综合管廊 8 000 km 以上，全国城市道路综

及隧道法 3 种穿越方式，其中挖沟法和水平定向钻法

合管廊配建率达到 2％左右。按照此速度，中国将成

管道都以埋地方式敷设，隧道法则采用支墩架空敷设

为城市综合管廊超级大国[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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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底，中 国 城 市 地 下 综 合 管 廊 长 度 达 到
[6]

4 679.58 km 。已建成的综合管廊主要包括电力、通

采用低模量密封胶；
在施工缝与桩头混凝土的表面涂
刷防水材料[11]。
综合管廊建设的一次性投资远高于管道独立敷设

信、给水、供热及中水管道，较少包括燃气、污水、雨水
管道。管廊一般都建有附属设施系统，包括消防系统、

的成本。据统计，日本、台北、上海的综合管廊平均造

通风系统、供电系统、照明系统、监控管理系统、排水系

价分别是 50×104 元/m、13×104 元/m、10×104 元/m，

统、标识系统等。

较普通管道建设费用高出很多[12]。根据管廊截面大小，

GB 50838— 2015《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

中国综合管廊造价一般在 0.8×108~1.7×108 元/km。
目前，综合管廊建设的热点问题之一是防水设计，

明确规定燃气管道可进入地下综合管廊，但要求天然
气管道须在独立舱室内敷设，该舱室与周边建构筑物

城市综合管廊本体使用寿命一般设定为 100 年，考虑

间距应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GB 50028— 2006《城镇燃

到使用环境的问题，将防水等级设计为二级，但管廊内

[7-10]

介绍了综合管

管道特别是电信、电力管道对防水的要求较高，如何保

廊天然气管道设计、防火及通风的方法，考虑了管道施

证其防水质量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另一个热点问题

工和后期检修的需要，是典型的地下空间敷设方法。

是智慧管理，综合管廊建设运营亟需一个基于 BIM 和

气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左川等

综合管廊根据所收容的管道性质可分为干线综合

GIS 的全生命周期的智慧管理平台，但是目前对于管

管廊、支线综合管廊、缆线综合管廊、干支线混合综合

廊智慧管理尚无统一的认识，其附属系统特别是监控

管廊；
按照断面形式可分为矩形、圆形、半圆形及拱形

报警系统也缺乏统一的标准。

综合管廊，目前规划建设以矩形断面居多；
根据舱位数
量可分为单舱综合管廊、双舱综合管廊及多舱综合管
廊。典型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截面图如下（图 1）。

2

油气管道感知技术现状

2.1

管道线路感知技术
管道线路感知技术是指针对管道线路面临的第三

方入侵、地质灾害等风险，感知管道线路人文和地质环
境的变化，及时发现和预警管道线路危害因素的技术。
目前，管道线路感知技术主要包括管道光纤感知技术、
线路视频感知技术、无人机巡检技术、地质灾害感知技
术等（图 2）。
中国在部分重点油气管段应用了光纤振动预警技
术，试点了光纤温度感知技术；
部分高后果区安装了视
频监控，实时监控高后果区的环境变化；
对部分管道地
图1

典型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截面图

质灾害高风险点进行地质灾害位移和管体应力监测，

针对不同的地质环境条件和管道性质，综合管廊

防止管道应力超过允许值；
各管道地区公司也在不同

施工方法主要有明挖现浇法、顶管法、明挖预制拼装

程度地开展无人机巡线、应急应用试验研究[13]。

法、盾构法及浅埋暗挖法等，其中研制的一些装备如解

光纤振动预警技术是利用管道伴行光缆作为传感

决预制构件拼装精度问题的预制管廊拼装车，用于明

器，实时感知管道沿线的振动信息，通过对振动信息的

挖的 U 形盾构机，集开挖支护、构件拼装及基坑回填

分析和识别，发现和预警第三方威胁事件的技术。目

于一体的移动护盾管廊建造机等，在很大程度上减轻

前，该技术利用管道伴行光缆中的一根光纤，可对管道

了工人的劳动强度，降低了施工技术难度。

沿线多点威胁事件进行同时检测、分类识别及自动定

防水施工一般是在管廊侧墙和顶板采用 1.5 mm

位，可监测到距离管道 5 m 内的人工挖掘和 50 m 内

厚的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与 1.2 mm 厚的高分子自粘

的机械挖掘事件，监测距离达 100 km。线路视频监控

片防水卷材，底板采用 1.2 mm 厚的预铺反粘防水卷材；

技术利用管道线路上安装的摄像机为传感器，通过智

变形缝嵌缝与密封均采用聚氨酯密封胶，迎水面嵌缝

能识别算法，及时发现和报警管道线路环境变化。目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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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线路感知技术应用方案示意图

前，该技术在良好的光线和背景环境下，可识别工程车

已通过试验将无人机与激光探测技术相结合，对油气

辆、人员等区域入侵、越界侦测等事件。地质灾害监测

泄漏进行探测，其精度可达到 μg/mL 级别。

技术通过在灾害体和管道本体上安装感知传感器，采

2.2

用数据融合算法，监测管道安全状态和预警灾害体的

管道本体感知技术
管道本体感知技术是指针对管道本体面临的变

发展状态。目前该技术可实现对降雨量、灾害体地表

形、腐蚀、应力集中等风险，通过内外检测、监测装置，

位移、深部位移、地表裂缝、管道应力、管道位移等的监

感知管道本体缺陷和应力状态的变化，及时发现和预

测。无人机技术不再单纯用于线路拍照和监测，目前

警管道本体的危害因素（图 3）。

图3

管道本体感知技术应用方案示意图

管道本体感知技术主要包括管道应力应变监测技

和滞后，即便准确感知到泄漏，维抢修力量也很难在

术、管道位移监测技术、管道内检测技术、管道腐蚀监

较短时间内对失效管体和泄漏介质的扩散采取控制

测技术等。中国油气管道会定期开展内检测，并在管

措施。

道地质灾害、环焊缝开挖高风险点设置管道应力应变

在对市政雨污水管道和城市综合管廊敷设方式调

监测点，在管道沿线安装管道腐蚀智能桩采集数据。

研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思路：
将长输管道直埋与地下

管道内检测技术是在管道内检测器上安装多种传感

空间敷设相结合，通过管道敷设方式的改进和升级来

器，定期检测管道缺陷、变形等情况，该技术已较为成

解决管道感知能力不足的问题。在长输管道低风险地

熟，可检测体积型缺陷、焊缝缺陷等。管道应力应变监

段，仍采用传统的管道直埋敷设方式。在某些高后果

测是通过在管道本体安装振弦式或光纤光栅式传感

区重点地段，则采用管道地下空间敷设方式，通过利用

器，实时监测管道应变，监测精度可达到 ±1 με。

现有的成熟感知技术和装置，实现对重点地段管道直

国内外针对油气管道本体和线路开展了系列感知
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并且往智能化方向发展，在实践中

接实时的观察、监测、预警以及应急处置，从而进一步
提升管道线路的安全水平。

取得较好的效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
①无论是光纤感
知技术、管道内检测技术还是视频监控技术，都无法

3

总体方案设想

3.1

设计

实时、可视化感知管道本体的安全状态；
②对于焊缝缺
陷、裂纹缺陷、管体应力，现有技术手段尚不能精准、
实时感知和定位，即便检测到缺陷，仍需费时耗力开

地下空间敷设是指将油气管道固定安装在地下空

挖验证，且效果不甚理想；
③对泄漏的感知存在误差

间内不直接接触土壤和周边环境，管体周围构造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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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的空间从而便于安装各类感知装置，从而便捷、有

3.3

效地进行管道检测、监测、维护及管理。其基本设计构

感知体系
管道的感知总体上包括空中、地面、地下空间外、

想（图 4）如下：
①基于风险管理的理念，不必全线采用

地下空间内以及管道内部 5 个层面，与现有埋地管

地下空间敷设，可只在具有特殊安全需求的某些高后

道相比，相同之处在于：
①空中无人机、卫星的监测；

果区管段，构造地下空间，采用凹形水泥管座或金属

②地面采用视频监控（或人工巡护）；
③地下空间外采

支架将管道安装在空间底部。②地下空间的大小根据

用振动（温度）光纤监测第三方施工或破坏，通过应

风险高低、感知装置安装和运行所需空间大小及维修

力应变光纤监测土体位移；
④管道内部定期运行内检

维护需求确定，可分为有人进入、无人进入两种类型。

测器。不同之处主要在于增加了地下空间内的感知

③参考市政雨污水管道与城市综合管廊建设标准，可

手段：
①设定固定或沿轨道移动的红外智能摄像机，可

采用钢筋混凝土半预制 U 形管涵加盖板的地下空间

直接观察和监测地下空间内部情况；
②安装可燃气体

（下称管涵）构造方式，工厂预制，运输到现场进行安

泄漏（浓度）报警器、声波传感器及感温光缆，解决油气

装，接缝处作防水处理。④管道沿线每隔一段距离设

泄漏监测问题（地下空间外不再安装泄漏监测系统）；

置挡水（防火）隔离墙（间隔约 200 m）以及通风装置

③根据需要研发和应用可移动的 X 射线或超声波等

和自动灭火系统（细水雾、超细干粉或泡沫），设置多

外检测装置，在管体表面通过轨道安装和运行，解决以

用途检查维修井，用于释放和回收检测、监测装置以

往需开挖才能完成的检测作业。

及应急通风（氮气）、排空和人员进出维修等作业。

相比传统的埋地管道感知体系，
管道地下空间感知
体系可实现埋地管道的可视化监测以及直接接触式外
检测，
使管道管理者对管道本体的监控和维护管理水平
实现根本性的提升。在管道地下空间敷设模式下，
通过
全方位感知获取大量数据，
人工智能技术将在失效和事
故预警中发挥关键性作用，
这将为高后果区管道的全时
全域感知和监控提供可能，
并大大降低在复杂电磁信号
下对管道内检测和非接触式外检测等新技术的需求。
3.4

管理模式
管道管理主要涉及管道保卫（管道巡护、防打孔盗

图4

3.2

管道地下空间敷设截面示意图

油、防第三方损坏等）、管道防腐、水工保护、地质灾害

施工

防护、管道完整性管理及管道维抢修等方面。如果管

现场施工大致分为管沟开挖、检查井安装、管涵安

道采用地下空间敷设方式，相比传统的管道管理，其转

装、管道及附属设施安装、盖板安装、防水密封、回填等

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地面摄像头和空中无

工序。管沟开挖平整以后，首先在管沟里采用钢筋混

人机主要用于对地面第三方入侵的监视，不再需要或

凝土半预制管涵（预计壁厚 6~12 cm），搭建方形空间

只需极少量巡护人员在地面进行常规巡护。②管道不

或圆形空间，在管道焊接完并安装在管涵底部之后，安

直接接触土壤，大大降低腐蚀的速度，因此防腐管理更

装管涵空间内的各类感知装置及运行轨道，完成所有

简单，管体和防腐层的修复也更便捷。③由于管道不

测试之后，在管涵顶部安装盖板并作好防水密封，最后

直接接触土壤，因此管道周围土体移动首先影响地下

覆土恢复地貌完成施工。管涵接缝处的防水处理可参

空间的结构，并非直接作用于管体本身，这将提升管道

考市政雨污水管道或城市综合管廊处理方式，同时，为

对外部载荷的感应和承受能力。④通过开发专用的轨

适应地基的不均匀沉降，应在管涵接缝处设置沉降缝。

道移动式 X 射线检测仪或超声导波检测仪，将真正实

管道的地下空间敷设方式本质上与现有的管道施

现非开挖情况下的管道缺陷外检测，同时，对管道内检

工方式较为相似，其差异主要在于增加了钢筋混凝土

测发现缺陷的验证也更容易。⑤在泄漏管理方面，将

构件的安装、防水处理以及感知装置的安装，这几乎没

弥补目前采用负压波和流量平衡相结合的泄漏监测系

有任何技术难度。

统的不足，可通过燃气体报警器、感温光缆、红外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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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等多种监测手段的综合利用以及智能算法应用，快

腐层破损、阴极保护失效等。采用地下空间敷设的油

速直接监测和发现管道的初期泄漏，泄漏量可得到有

气管道，管体不直接与土壤和地下水接触，能够有效缓

效控制。⑥通过地面和地下位置的相互校正，很容易

解因土壤腐蚀或水侵导致的外腐蚀问题，且便于技术

定位泄漏点，由于泄漏的油气暂时圈闭在地下空间，不

人员对管道外腐蚀情况进行检查和检测，因而降低了

易扩散至周边环境，对环境的影响几乎可忽略，从而更

腐蚀风险。

便于开展维抢修作业。

（4）制造与施工缺陷风险。管道制造与施工缺陷

总之，地下空间管道在管理模式上将发生积极甚

一般包括凹陷、划伤、环焊缝缺陷、螺旋焊缝缺陷、直焊

至革命性的转变。在管理决策上从主要依赖人的主观

缝缺陷、板材缺陷等类型，这些缺陷如果与管道地质灾

判断转变为依赖感知系统直接获取客观数据和信息，

害因素叠加，很容易导致较大的管道失效事故。采用

将管道管理从被动承受风险转变为主动监控风险，管

地下空间敷设的油气管道为服役期间的外观直接检查

道管理将更加科学有效。

和接触式外检测提供了便利，能够及时准确地发现管
道存在的制造与施工缺陷，降低对内检测技术的依赖。

4

安全性分析

通过在地下空间内采用检测系统及时发现缺陷和应
力，打断制造与施工缺陷失效发展的路径，可有效降低

4.1

焊缝部位断裂等重大失效风险。

影响因素
采用管道地下空间敷设方式将改变管道与周边
[14-15]

（5）失效后果影响。国内外长输管道和城市燃气

。基于

管道的失效案例表明，处于密闭空间的管道在运行过

提出的管道风险评价体系，从第三方

程中，由于油气泄漏导致密闭空间内油气聚集，经点火

损坏风险、地质灾害风险、腐蚀风险、制造与施工缺陷

源引燃爆炸后的后果十分严重。但这些案例无一例外

风险以及失效后果 5 个方面开展分析。

都存在缺乏感知能力或缺少通风和自动灭火系统的情

环境的关系，对管道风险产生较大的影响
[16]

Muhlbauer 等

（1）第三方损坏风险。第三方损坏管理难度大，随

况。管道采用地下空间敷设方式并在地下空间内安

机性强，环境条件复杂多变，造成事故后果严重，是中

装视频监控、可燃气体监测以及声波、温度监测等多种

国油气管道面临的主要挑战。管道遭受第三方损坏的

油气泄漏感知手段，少量油气泄漏便会被很快发现，预

主要形式包括挖掘施工、定向钻穿越、打孔盗油、交叉

警的准确性、时效性大大提高；
根据所监测到的可燃气

施工、碾压、钻探等。采用地下空间敷设的油气管道，

体浓度，可远程控制实时采取通风稀释、水喷淋以及干

在管道周围安装具备一定强度的水泥构件，可在很大

粉、泡沫灭火等控制措施，从而最大可能地避免事故发

程度上保护管道，避免第三方施工对管体的直接损坏，

生；
每隔一段距离设置隔离井和放空排空装置，油气聚

也能更好地预防打孔盗油的发生，因而可降低第三方

集空间被控制在有限的、封闭的范围内，降低了接触外

损坏的风险。

部火源发生爆炸的可能性，也降低了环境污染的风险；

（2）地质灾害风险。管道面临的地质灾害一般可

此外，管道停运和现场处置会更及时，极端情况下油气

分为水力类和土力类，
当管道受到水力或土力的作用超

泄漏扩散至地面或发生爆炸性破坏的时间大大延迟，

过管道强度时，将导致管道变形、露管、悬空、泄漏甚至

为应急疏散和现场处置提供了更多时间。

破裂。采用地下空间敷设的油气管道，
在管道与外界环

感知能力的提升相当于检测频率的提高，因此失

境之间增加了水泥构件的保护，
将管道与外界作用力隔

效概率普遍降低；
同时，失效后果是时间的函数，预警

离，当发生较小的土体位移或地质灾害时，不会一开始

的提前相当于应急处置启动的时间点向前延伸，其失

就将作用力直接施加至管道本体。通过常规监测并及

效后果必然降低。作为感知能力完善并具备早期预警

时采取措施，
将能够消除或缓解大部分地质灾害风险。

和事故初期处置能力的地下空间敷设管道，与传统直

（3）腐蚀风险。腐蚀会导致管道壁厚减薄，承压能

埋管道相比，其运行风险应该是降低的。

力降低，随着管道服役时间的增加，腐蚀导致管道穿孔

长输管道与城市综合管廊相比，其周边环境更简

等事故隐患的可能性逐渐加大。外腐蚀是埋地管道面

单。地下空间敷设管道的运行风险相比包含天然气

临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其主要原因包括环境腐蚀、防

管道的城市地下管廊运行风险更低。运行风险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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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燃气管道纳入城市综合管廊的前提。有研究表
明

[17]

，天然气管道纳入城市综合管廊以后，其系统安

全性与防止外界破坏干扰能力都优于直埋管道。中国
[18]

石油兰州输油站出站 3 km 隐患治理工程

即采用了

等；
由于作业面增大，将增加征地费用和土石方开挖、
回填费用；
此外，还包括地下空间内感知系统的购置、
安装及调试费用。随着工程量增加，管道建设施工周
期也将延长。

地下空间敷设方式，该工程将两条管径 610 mm、一条

对于无人进入的地下空间管道敷设，参考城市管

管径 508 mm 输油管道共同敷设在一条长 2 825.1 m、

涵的建设费用和目前管道工程建设费用作初步预测。

内径 3.08 m 的盾构隧道中，隧道内配备了给排水、电

城市圆管涵的建设费用[19]约 1 200 元/m（直径 1.5 m），

力、通信、仪表工程等配套设施。

油气管道开挖土方量增加一倍，空间构造采用矩形加

4.2

示例分析

盖板形式，材料费用增加约 20％，管涵建设费用估计

以某管道高后果区管段为例，该管段长 2 km、管

约 1 500 元/m。假设 833 mm 直径的直埋油气管道线

径 1 016 mm、材质 X80，输送介质为成品油，管道横坡

路造价为 2 000×104 元/km，采用地下空间敷设的管段

敷设，管道路径区域内有 200 户以上的村庄，采用埋地

工程费用将增加 7.5％左右。

敷设方式。假定对该管段采用地下空间敷设方式并增

对于有人进入的地下空间敷设管道，可参考城市

设各种感知装置，根据 SY/T 6891.1— 2012《油气管道

管廊的建设费用。地下空间敷设管道只相当于城市

风险评价方法 第 1 部分：
半定量评价法》分别对该段

管廊里面采用独立分舱方式敷设的燃气管道。地下

管道两种敷设方式下的运行风险进行评价（图 5，其中

空间敷设管道埋深较浅，边长为 1.8~2.0 m，与管道直

分值越小表示风险越大），评价过程中保守选择参数。

埋相比，开挖土方量约增加两倍，参考城市综合管廊投

结果表明：
采用地下空间敷设方式将使第三方损坏风

资估算指标[20]，
其建设成本为 3 000~5 000 元/m。假设

险降低 48％，地质灾害风险降低 45％，外腐蚀风险降

833 mm 直径直埋油气管道线路造价 2 000×104 元/km，

低 26％，制造与施工缺陷风险降低 20％。管段总体风

有人进入地下空间敷设的管道工程建设费用将增加

险降低 34％以上。

15％~25％。
根据地下空间感知体系配置设想，布设两个轨道，
每 1 km 平均布设两个摄像头、两个可燃气体报警器，
每 10 km 地下空间管道配一套 X 射线或超声波可移
动检测装置计算，建设费用约 12 000 元/km，几乎可忽
略不计。
初步来看，采用地下空间敷设的管道单位长度建
设费用预计将增加 7.5％~25％。假设一条 833 mm

图5

某管段直埋敷设与地下空间敷设的运行风险对比图

直径管道，其中 20％长度的管道采用地下空间敷设，
则管道线路建设投资费用仅需增加 1.5％~5％。这些

5
5.1

经济性分析
工程建设

投资费用的增加是有限的，也是可接受的。
5.2

运行维护
在地下空间敷设管道的运行费用中，主要增加了

中国是基建大国，构造地下空间所需的钢筋混凝

地下空间结构及感知系统的运行和维护费用，包括地

土、防水材料等都是最基本、最普通的建筑材料，类似

下空间的常规通风、积水处理、维修维护等费用，但减

于城市的雨污水管道或穿越涵洞，在资源、技术、施工

少了人员巡护费用；
同时在管道本体的维修维护中，由

机械及人工方面均无特殊需求。其工程费用均可依照

于能够较为精准地检测和定位，减少了无效开挖，使得

国家相关概算指标进行概算，在此不作具体计算。

管道维修维护费用减少。

管道直埋和地下空间敷设两种方式，其主要费用

参考国家管网管道干线智能化建设方案，管道用

差异在于增加了地下空间构造的建设费用，包括地下

工人数将低于 0.1 人/km，全线定员总数可减少 21％以

钢筋水泥涵道的设计、采办、施工安装及检验检测费用

上，如果再加上管道线路部分重点地段采用地下空间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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敷设，则管道用工人数还可能进一步减少。参考以前

wenku.baidu.com/view/41d336ccda38376baf1faeb1.html.

中国石油管道公司数据，
2015 年、2016 年、2017 年油

Anonymity. Pipeline route engineering[DB/OL]. (2010-11-18)[2021-

3

气管道线路综合失效频率分别为 0.26 次/（10 km · a）、
3

3

0.22 次/（10 km·a）
、
0.12 次/（10 km·a）
，考虑到管道地

08-18]. https://wenku.baidu.com/view/41d336ccda38376baf1faeb1.html.
[2] 何亮. 市政深埋污水管道敷设施工方案比选[J]. 工程建设与设

下空间敷设所带来的更为全面有效的感知和预警能力，

计，2021（2）：67-68.

预期管道线路失效频率将可低于 0.08 次/（103 km·a）
，
而

HE L. Comparison and selection of construction schemes for

3

[21-22]

目前国际上最高水平为 0.1~0.3 次/（10 km · a）

。

根据北方管道公司数据，假设计划大修费用不变，线路
失效概率降低 34％，则采用地下空间敷设的管道综合

municipal deep buried sewage pipeline laying[J]. Construction &
Design for Project, 2021(2): 67-68.
[3] 赵福兵. 论市政道路的雨污水管网施工关键技术[J]. 四川水泥，

维修成本每年至少可降 15％。并且随着事故次数减

2021（4）：110-111.

少与事故后果降低，事故维抢修费用、安全环保处置费

ZHAO F B. Discussion on the key technologies of rainwater and

用及赔偿罚款也会进一步减少。

sewage pipe network construction of municipal roads[J]. Sichuan

初步估计，采用地下空间敷设的管道与传统埋地
管道相比，服役期间的运行维护以及事故损失费用可
降低 30％以上。

Cement, 2021(4): 110-111.
[4] 韦健，
果志强. 浅谈国内外综合管廊的建设[J]. 江西化工，
2016
（5）：
15-19.
WEI J, GUO Z Q.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prehensive pipe

6

结论与建议

gallery at home and abroad[J]. Jiangxi Chemical Industry,
2016(5): 15-19.

（1）目前国内外关于管道敷设施工的相关技术标

[5] 油新华. 我国城市综合管廊建设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J].

准尚未涉及基于感知需求的地下空间敷设方式，也未

隧道建设（中英文），2018，38（10）：1603-1611.

建立管道智能感知系统设计、安装、维护的相关技术标

YOU X H. State-of-art and prospectives of urban utility tunnels

准和规范，长输管道地下空间敷设在理念和工程上基

in China[J]. Tunnel Construction, 2018, 38(10): 1603-1611.

本处于空白。
（2）城市雨污水管道所采用材料、密封及施工方法

[6] 佚名. 中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分类、政策、发展阶段、建设长度
及发展建议分析[EB/OL]. (2021-02-01)[2021-08-18]. https://

可为地下空间管道敷设提供参考，城市综合管廊的建

www.chyxx.com/industry/202102/928325.html.

设、运营标准特别是燃气管道独立分舱的设计和运行

Anonymity. Analysis on classification, policy, development

标准可作为地下空间管道建设运行的参考。

stage, construction length and development suggestions of

（3）从本质安全的角度考虑，管道行业有必要考虑

urban underground comprehensive pipe corridors in China[EB/

有条件地采用管道地下空间敷设方式，解决管道线路

OL]. (2021-02-01)[2021-08-18]. https://www.chyxx.com/

感知能力不足的问题，有效降低管道失效概率和失效

industry/202102/928325.html.

后果。同时，转变和升级传统管道管理模式，为实现管
道高质量运营提供一个可选方案。
（4）长输管道采用地下空间敷设方式，其最大优势
体现在管道的全方位、全时段、全风险感知能力的提升
上面，增加一部分管道建设投资来提升管道的安全能
力，应是可接受的、值得的，甚至是必要的。
（5）建议管道设计、施工和运营单位针对管道地下
空间敷设的可行性开展进一步研究、论证及工程试验。

[7] 左川，李澜. 综合管廊天然气管道设计[J]. 煤气与热力，2021，
41（2）：38-41.
ZUO C, LI L. Design of natural gas pipeline in utility tunnel[J].
Gas & Heat, 2021, 41(2): 38-41.
[8] 常银宗，
吴雪，
查颖. 地下综合管廊通风设计中若干问题探讨[J].
中国给水排水，2019，35（22）：71-75.
CHANG Y Z, WU X, ZHA Y. Discussion on some problems
in ventilation design of underground utility tunnel[J]. China
Water & Wastewater, 2019, 35(22): 7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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