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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某管道穿越江底隧道工程，具有双管同时敷设、江底隧道两侧为斜坡式、隧道底板湿滑、隧道中
多处冒水等特点。对江底隧道穿越过程中管道管径大、吨位大、施工作业面狭窄、
两斜向地面坡度大、
隧道内通风不良、照明困难等安全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分别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明确了管道安装
进入江底隧道受限空间过程应采取的安全技术交底、临时安全用电、隧道内吊装作业、实施应急演练
等监督管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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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管道工程江底隧道全长 1 400 m，其中北岸入

（2）隧道内底板湿滑，两斜向地面坡度大，已布置

口角度 28°，
长度 313.36 m ；
南岸出口角度 30°，
长度

好的管子如果不采取适当的稳固措施，易发生滑管、滚

332.24 m ；
平巷段长度 754.04 m。隧道的断面尺寸为

管事故。因此，布好的管子每隔 10 m 用沙袋支撑临时

4 m×3.2 m（宽 × 高），采用 φ 1 016×26.2 双管并行

固定，焊接作业区域临时设置隔离带。

敷设和锚固法兰结构，焊接工艺为“手工下向焊打底 +

（3）该工程的管道规格 φ 1 016×26.2、热煨弯头

半自动下向焊 + 填充盖帽”。该管道穿越江底隧道施

规格 φ 1 016×30.4，管径大、吨位大，进入隧道运输困

工期水位最高达到 175 m，且正处于雨季，隧道进出口

难。因此，管子由隧道进口部位吊装到轻轨运输车时，

两侧地形为陡峭山地，施工过程中隧道围岩和隧道底

应指挥得当，避免出现严重机械伤害事故。

板多处涌水和冒水。因此，采取“斜井－平巷－斜井”

（4）由于隧道内通风不良，管道焊接、喷砂除锈过

穿越方式，隧道内双管同时敷设，施工过程安全风险

程烟尘大。如果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卫生防护措施不

高、技术难度大。

当，患矽肺病的概率很大。因此，隧道内应安装机械通
风装置，作业人员配备呼吸器和一定数量的氧气袋；
隧

1 安全风险与解决措施

道外设置备用电源，确保停电时及时启动通风设备。
（5）在隧道围岩二衬表面施工钉锚缝隙处发现多

针对江底隧道穿越过程的安全风险因素，结合江

处涌水，隧道内一旦发生突水事件，紧急逃生的难度很

底隧道穿越的特点，进行风险评价，并提出相应的解决

大。因此，应制定突水事件应急抢险预案，进行应急

措施。

演练，配备必要的救生绳、应急灯、呼吸器 、氧气袋、担

（1）管道穿越江底隧道属于在有限空间施工，作

架、救生圈、医疗箱等急救设施。

业面较狭窄：
组对焊接施工操作面仅 1 400 mm，斜巷

（6）隧道内照明采用临时外接电源，一旦停电，照

管子焊接操作时需搭设平台，作业过程风险大；
双管同

明中断，通风设备停止运转，容易发生安全事故，同时

时施工易发生机械碰撞、挤压等伤害。因此，隧道内临

隧道内与外部通讯联络不畅通，不能及时与地面联络，

时运输、布管需设专人指挥；
管子做好固定支撑，平稳

可能导致事故恶化。因此，隧道内的照明必须符合施

摆放，设防滑楔子；
组对过程采用防滑钩等。

工能见度要求，同时配备应急灯和有线电话，确保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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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 HSE 监督员确认无任何隐患，申请人与批准人

（7）如果隧道内的施工电缆不符合安全用电要求， （或其授权人）在作业许可证上签字确认，关闭作业许
将发生漏电、触电。因此，施工用电采用双回路专供电

可证。

缆、低压照明并使用固定架空敷设；
临时用电必须采用

2.2 督促施工单位做好安全技术交底

三级配电、二级保护，并做到一机、一闸、一箱、一漏；
施
工电缆的接头，选用优质的专用接驳器并固定。
（8）隧道内喷砂除锈过程中产生粉尘危害，作业

施工单位安全技术交底是保证施工作业过程安全
的前提，只有通过安全技术交底，才能保证安全措施计
划的落实。因此，监理应重点检查施工作业技术交底

人员需正确穿戴劳保服装、防护罩，同时隧道内设抽风

记录。安全技术交底的形式，可以统一组织集中交底，

系统确保空气流通；
隧道内打磨过程将产生噪音，作业

也可以逐级交底，所明确的安全技术措施必须全面，安

人员需配带耳塞和护目镜；
由于隧道内湿度大，施工作

全技术交底记录采用署名形式，接受交底参加人员必

业人员连续作业，患风湿性职业病概率高，作业人员应

须签字确认，并保留交底记录。

实行三班作业制，定时进入较干燥环境，及时到户外接

2.3 重点监督检查安全用电和吊装作业

受紫外线照射。
（9）隧道内外安全警示标志布设到位，确保随处
可见，提高“三不伤害”的安全防范意识。

在安全用电方面，主要针对以下问题进行重点检
查：
开工前要求办理临时用电作业许可证，对隧道内用
电实施作业许可管理；
对从事电工操作人员的资质证
件进行严格检查，并核实证件的有效性；
现场所有临时

2 施工安全管理

用电线路必须采用耐压等级超过 500 V 的绝缘导线；
隧道内固定式配电箱、开关箱下底与地面的垂直距离

2.1 严格遵守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制度

移动式分配电箱、开关箱下底与地面
必须大于 1.5 m；

每次作业开工前，应办理《进入有限空间作业许

的垂直距离应保持在0.6～1.5 m；
现场施工的移动工

可证》，严格遵守进入有限空间作业许可制度。办理许

具、手持工具等用电设备，严格检查电源开关，必须实

可证时，施工作业班组 HSE 监督员利用可燃气体检测

行“一机一闸”制，并严禁 2 台或 2 台以上用电设备（含

仪，对受限空间上、中、下各部位含氧量和有害气体进

插座）使用同一开关；
隧道内行灯电源的电压不超过

行检测，将结果明确填写在作业许可申请表中。检测

36 V，灯泡外部有金属保护罩。

数据应符合以下标准：
当可燃气体爆炸下限大于 4％

对隧道内的吊装作业施工进行严格管理，要求吊

时，其被测质量分数低于 0.5％为合格；
当可燃气体爆

装作业前必须制定专项吊装工作方案，并办理吊装作

炸下限小于 4％时，其被测质量分数低于 0.2％为合格；

业许可证，经监理审批后方可实施。同时，重点监控

隧道内空气氧含量达到 19.5％～23.5％为合格。分析

以下事项：
起重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并核实证件的

结果报出后，作业期间至少每隔 4 h 复测 1 次，如果有

有效性；
在起重机明显位置配金属铭牌，铭牌内容包括

1 项不合格，应立即停止作业。

起重机名称、型号、额定起重能力、制造厂名、出厂日

进入隧道内的作业人员必须遵循以下安全规定：

期等；
重点检查起重吊、绳索承载力是否不低于吊物重

在作业前充分了解作业内容、地点、时间和要求，熟知

量，检查吊具、索具的使用前记录、维修保养及检测鉴

作业中的危害因素与《进入受限空间作业许可证》中

定情况记录；
检查起重设备技术信息档案，包括产品合

的安全措施；
进入隧道内施工必须明确作业监护人，如

格证、图纸、质量证明书、安装与使用说明书、设备检验

有违反安全制度者，作业、安全措施不落实，作业监护

合格证、启用时间、日常使用、检查、维护、修理、变更和

人不在场等情况有权拒绝作业，并向上级报告；
在作业

试验等记录；
要求随机备有安全警示牌、使用手册。

中如发现情况异常或感到不适与呼吸困难时，立即佩

2.4 落实进出隧道安全制度

戴防护面罩，向作业监护人发出信号，迅速撤离现场。

在隧道进口处设专人管理，严格实行进巷人员挂

隧道内每个班次施工作业结束后，应清理作业现

牌制度，实施进出巷点名和登记制度，确认进出人数相
www.yqc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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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所有进入隧道施工和参观、检查的人员必须经授权

理，该管道穿越江底隧道在满足施工进度计划和施工

许可，否则不得进入。所有进入隧道的施工人员，必须

质量的同时，未发生过任何安全事故，取得了良好的社

按规定穿戴好劳动保护用品，包括工作服、工作手套、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劳保鞋，佩带安全帽，所有人员必须参加班前安全教育
（收稿日期：
2010-12-27）

会议，并在安全教育记录上签字确认。
2.5 应急演练管理
制定应急演练方案和应急演练计划。结合江底隧
道管道施工安全事故的特点，在演练前进行周密部署，
确定隧道内的安全撤离路线。其中，重点实施隧道内

作者简介：王志伦，工程师，1975 年生，1998 年毕业于石油大学（华

突水、停电、隧道内窒息等专项演练，以此提高隧道内

东）石油工程专业，现主要从事长输油气管道工程项目的管理与监

管道安装作业人员的应急反应能力。

理工作。

通过采取以上安全技术措施并加强施工技术管

电话：
13803161135；Email：
wang_zhilu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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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女儿一起成长
女儿酷爱读书，书读多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小小年纪竟已经知道买书要选出版社。上了初中，现代
诗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出现在语文课本里，女儿很喜欢，觉得只有课本上的几首诗读着不过瘾，要另
外买几本诗集来看。在网上书店挑来选去，最后决定买汪国真、席慕蓉和海子的作品，并慎重地挑选了出
版社才下订单。
三本书在周末的下午被送来家里，女儿迫不及待地坐在书桌前读了起来。吃晚饭的时候，我问女儿书
怎么样，她略显遗憾地说：
“诗写得很好，有的令人感动，有的让人忧伤，有的催人奋进，有的引人思考，只可
惜书中有印刷错误，使诗的意境和读诗的情绪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被破坏掉。”我也是个“书虫”，能够
理解这种感受，正想接着女儿的话茬牢骚几句，却不期然听到女儿坚定地撂出一句话：
“以后买这个出版社
的书一定要特别小心。”我顿时语塞，此时，作为编辑出版工作者的我，只感觉任何牢骚的话都是隔靴搔痒，
苍白而无力。
女儿在不经意间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职业教育课，促使我更审慎地认识自己的职业和工作，并产生了
前所未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出版物一旦出版发行，其中的错误就会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不可弥补的遗憾、不可更改的历史。正
如“历史没有如果”一样，你无法对出版物中的错误说如果，无论你怎样悔过，错误都不会在读者的视线中
消失；
正如“历史没有疆界”一样，你无法将出版物中的错误阻隔在封闭的空间里，幻想它不去流传，因为读
者在哪里，错误就会在哪里，而我们的读者遍天下；
正如“历史没有时效”一样，时间或许能治疗肉体的伤
痕、冲淡心灵的苦楚，但你无法期望用时间去遗忘出版物中的错误，无论十年还是百年，只要读者去看，那
个错误就是永恒的、真实的存在。
作者因为信任和希冀、读者因为兴趣和需要，选择了我们的期刊，而我们因为自己接受的教育和拥有
的学识，被赋予了期刊编辑出版的职业。所以，尽心竭力地办好期刊，就是对作者负责、对读者负责、对我
们自己负责，更是尊重作者、尊重读者和获得自我尊重的重要途径。
作者：
关中原
2011-07-29 17:11:10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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