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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告诉发展,铁路工程建设进入飞速成长时期。对于铁路工程施工项目而言往往需要面对山岭、丘陵

等特殊地段的施工任务,复杂的地质结构给项目施工带来不少的技术难点,近年来横孔钻机的广泛应用改善了施工条件,有
效提高了钻孔质量,保障了铁路工程项目施工的顺利进行。本文简要分析横孔钻机在铁路工程中的施工技术,希望能够给相
关项目施工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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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横孔钻机概述

无法确定当地地层状况时需要在穿越两侧进行预挖坑处

1.1 概述

理, 通常结合预埋管道的具体深度确定开挖矩形工作坑的

铁路项目建设涉及到横空钻机, 现阶段广泛应用的是

状况, 工作坑壁采用垂直模式进行巩固以确保工作坑壁能

42-300G 的横孔钻机,最大推理可以到达 1360kN,顶进直径

够承受住反作用力的施压。获取地质信息资料后,详细分析

满足 273-1020 毫米的要求,穿越长度最大可以达到 60 米。

地层下施工情况,准确把握施工穿越位置,确保施工地带无

随着科研的不断深入研究,施工工艺的改进,使用横向钻机

电线电缆或管道等设施,避免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破坏。

的最大顶进长度已经超过 60 米的极限, 可以铺设 72 米长
度轨道。

铁路项目采用横孔钻机施工前期优先确定定心孔,并
在正式穿越作业时设置导向杆, 并将钻头前端的导向杆设

横向钻进能够适应粘土、软土、砂砾土、中粗砂等多中

置深入定心孔位置,确保其水平方位准确无误,避免出现方

岩石层结构对的顶管施工需求, 但对于直径大于 3 米的卵

位偏差,顶进套管的同时转动蛟龙,达到校正方位的目的。遇

石层施工则有一些难度,多用于水平顶进及穿越,在铁路工

到特殊地层条件需要及时调整施工方案或线路, 及时纠正

程施工中被广泛应用。

管道偏差。

1.2 横孔钻机结构

钻头形式会影响穿越套管的导向, 通常横向钻机采用

横孔钻机有钻头、铰龙、离合变速器组成挖掘系统,横

两爪钻头进展作业, 两爪钻头的不稳定性影响钻机的定位

向钻机由离合变速器带动钻头和铰龙转动, 钻头负责切削

性能,有必要对钻头的形式进行改良,结合相关的施工经验

地层,并将钻孔产生钻屑运送出来,确保地层顺利成孔。由液

和原理理论, 以科研成果为基础依据研制开发更加稳定的

压缸和液压泵共同组成的顶进系统没起到千斤顶的作用,

三爪对称机械设备, 并在三爪的过渡筋上进行合金刀片的

帮助施工方顺利在挖掘孔道内递进管子,完成施工。横向钻

焊接,加强钻头切削地层土屑能力和运行稳定程度,控制钻

机的动力新系统负责将给挖掘和顶进系统提供动力, 确保

机前进阻力以达到增强钻机进度效率的目的。

施工进度, 在三个系统协调作业下上市公司钻孔刷黄昏里
完成铁路桥梁穿越施工项目。

2.2 横向钻机的安装
横向钻机安装程序前必须使用经纬仪对穿越地域进行

1.3 横孔钻机优势

精确测量以确保中心线和坑底标高符合设计规范要求,在

铁路及公路项目施工中运用横孔钻机施工得到推广,

确保工作坑底处理平整后方能进行钻机作业。安装横向钻

横孔钻机也成为水平钻机, 其能够克服传统顶管法的施工

机的过程中时刻关注钻机和穿越中心线是否保持重叠状

缺陷,实现更高的机械化程度,加快施工速度,相应的施工人

态,以提供钻机保持水平状态的条件。同时需要准确的在安

员的工作环境也得到了改善。从开挖空洞到土方的外运均

装角度和入土点进行第一根钢管的吊装, 确保钢管中心线

采用横向钻机完成,在穿越道路的一侧开挖工作坑道,按照

与钻机穿越中心线之间能够重叠。横向钻机安装过程中提

设计图纸规划管道的深度和位置, 针对管子的外径进行施

高钻机的平整和稳固水平是纠偏的关键环节, 充分参考施

工,将千斤顶逐节支撑洞顶土方压力,直至满足设计长度为

工区域地下水分布和地基承载能力的情况下, 制定合理的

止。

技术方案。
2 横向钻机施工步骤

如果横向钻机施工区域地基承载能力稳定且物地下水

2.1 准备工作

分布, 可以利用天然地基在作为横向钻机基础直接进行施

横向钻孔施工前需要充分准确掌握施工区域地层情

工作业。如果区域内没有地下水分布而地基承载能力较小

况, 如果施工前期勘探作业没有详细的地质地层情况分析,

无法支撑钻机的正常作业则需要利用工作坑内的坚实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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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钻机基础,协助施工完成工作进度。如果横向钻机施工

公路钻进施工时。施工现场做好工作坑内保护措施,注意施

过程存在渗透量较小的地下水情况, 地基土承载力又普遍

工安全,一旦遇到卡钻情况,应立即停钻检查事故原因,排除

偏小则只能在工作坑内铺垫碎石进行施工作业, 确保钻机

问题后,才能继续施工作业。

方向无偏差。最后一种恶劣的施工状况是即存在大渗透量

3 施工技术要点

的地下水,又无法吃撑钻机正常工作的地基土方,在施工过

3.1 钻机安装

程中只能采用混凝土加固地基, 并且采用钢板搭建和支撑

横向钻机的安装摆放为位置必须要正, 确保钻机底部

钻机作业平台稳固,确保钻机在平台上顺利完成施工,保障

基础平整和稳固,否则极易出现偏转情况。根据地基情况和

施工质量。

地下水分布情况, 采用合理的工作坑底支持横向钻机稳定

2.3 顶进作业

作业。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混凝土地基制作工作平台,将

钻机开动施工后,旋转钻头的同时进行顶进作业,钻进

钻机置于其平台上确保稳定性。

2 米距离后需要检查是够出现偏钻现象,确保方位不出现偏

3.2 顶进关键

移,如果发现偏转则需要及时调整钻进角度。第一根管子顺

顶进过程中第一根管材的顶进和焊接是施工的关键,

利顶进后需要退回钻机, 确保第二根管子焊接安装完毕后,

准确把握第一根管的入土点和安装角度, 确保其不出现斜

继续钻进作业, 如此反复施工以达到钻进管线长度穿越铁

口和水平稳定,否则极易出现偏钻情况造成钻孔报废。施工

路和公路,达到设计需求为止。

过程中所使用水平仪测量水平度和经纬仪把控顶进管方

顶进作业过程这种极易出现方位偏差, 需要时刻检验
中心线与在钻进钻头方向一致,及时纠正作业偏差。顶进前
期降低套管的摩擦阻力以有效提高穿越准确率。人为因素

向,测量精确到毫米级别,一旦发现斜口则立即检查对口间
隙一致性,及时纠正偏差。
3.3 速度控制

控制顶进管的规格和表面摩擦系数,确保方位准确。以 6 米

横向钻机顶进速度不宜过快,控制顶力适中,及时清理

左右光管钻杆为例,尖状钻头需要进行 30 度的夹角设计,借

钻屑,随时观察钻机出土的含水量和土质情况,从而判断地

鉴钻机打孔原理,先尝试用小钻头确定孔洞位置,再进行大

层强度因素,合理控制钻机速度,确保施工质量的基础上保

孔钻削, 重点维护第一节钻头定心位置吧伸出端口位置控

障横孔钻机施工安全。

制在 200 毫米的范围内。

4 结束语

铰龙选用多旋转形式以减少套管轴线偏差几率, 提高

现阶段的铁路工程施工中穿越均为其关键内容, 其施

铰龙强度,控制铰龙和套管的间隙在 10 毫米内。如果基层

工穿越多采用开挖法、顶管法和横孔钻进法等,横孔钻机不

土方状况为渗水且松软的土壤, 将硂预制板铺设正在作业

存在破坏地面缺点影响,同时有效控制穿越偏差,同时具备

坑底部, 以分散钻进过程中钻机压力。横向钻进顶进过程中

较高对的施工效率和钻进质量,从而整体提高施工质量。铁

时刻关注钻速情况,每钻进 2 米需要检验偏差情况,及时掉

路工程施工中横孔钻机使用过程中遇到很多问题造成偏差

正钻头进行二次钻进。如果偏钻情况已经造成则只能进行

问题,需要时刻关注施工区域地层地质条件、钻头构成、合

钻孔报废, 纠正偏差的关键在于顶进第一根管和第一个焊

理安排挺进速度,及偏差处理方案等,重视施工前期的准备

接过程,有效控制安装角度和入土点。如果第一道口保持顺

工作,定心孔的设定、
导向杆的设置,确保钻头前端的导向杆

直无斜口, 如果出现角度偏差则需要精确到毫米从新纠正

深入定心孔,时刻关注水平方位的校正情况,采用经纬仪对

第一根管的安装角度,平时用水平仪进行水平角度的测量。

中心线与坑底标高的精确测量, 采集准确数据进行比对,最

确保第一根管的方向及水平度符合设计规范及要求需要使

好顶进纠偏作业,就能确保施工项目顺利进行。

用水平仪和经纬仪保障测量准确。有效控制钻进的速度,只
有保持速度稳定和均衡,适中的顶力,同时保障作业区域内
废屑及时被清理, 关注顶进作业是出土图纸情况和土壤含
水量状况,准确判断底层地质强度,有效控制钻头钻进速度,
根据不同的地层土质情况控制钻头速度, 遇到比较坚硬的
土质时需要适当方面钻进速度。施工作业时注意保持连续
性及连贯性,以有效避免塌孔压管情况的发生。伸管长度需

参考文献：
[1]金柏祥.铁路工程施工路基沉降控制分析[J].江西
建材,2016,(05):237-238.
[2]李亭.铁路工程施工路基沉降的控制技术[J].工程
建设与设计,2016,(15):156.
[3]肖应军,蔡晓斌,李晓理.浅谈铁路工程施工缺陷处
理技术[J].四川水力发电,2017,36(02):57-59.

要根据地层实际情况确定,否则极易造成塌方,尤其是遇到

1367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