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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系统及其顶推式铺

设方法，系统包括修建在海床上的管墩，管墩上

架设有管道，位于海岸上的管道后端和顶推器、

焊台配合连接，施工时通过顶推器逐节顶推已经

焊接好的管道向前延伸铺设；海底真空管道的中

部设置有中继顶推站，管道穿过中继顶推站，中

继顶推站设置在人工岛塔内，第一节管道前端设

有定位引导潜水器；顶推式铺设方法是用封堵塞

封堵第一节管道头，置入顶推台，用顶推管卡卡

紧管道，在焊台上焊接另一节管道；启动顶杆，顶

推管卡及管道进入海中，不断向前延伸，直到另

一端岸上，本发明保证管道铺设过程中无弯曲，

具有快速、高效、安全的优点，工程费用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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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修建在海床上的管墩(2)，管墩(2)上

架设有管道(1)，位于海岸上的管道(1)后端和顶推器(4)、焊台(5)配合连接，施工时通过顶

推器(4)逐节顶推已经焊接好的管道(1)向前延伸铺设；海底真空管道的中部设置有中继顶

推站(6)，管道(1)穿过中继顶推站(6)，中继顶推站(6)设置在人工岛塔内，第一节管道(1)

前端设有定位引导潜水器(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管道(1)为

截面为圆形或椭圆形，外部光滑，管道(1)内设置有用于管道(1)连接和密封的内法兰(1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管道(1)通

过焊接连接各管段，形成无缝管道。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管墩(2)上

部设置环形管孔(20)，环形管孔(20)周边的孔壁(201)上分布若干滑块(22)，滑块(22)通过

可调节螺栓(23)固定在环形管孔(20)上。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环形管孔

(20)是整铸成型，环形管孔(20)上半部设置为半圆形管箍(202)形式。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环形管孔

(20)上部设置成不连续形，即为部分环或上部开放形式。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顶推器(4)

包括顶推台(43)，顶推台(43)为混凝土建筑物，其上有供管道(1)穿越的圆孔；在顶推台

(43)靠海侧圆孔周围固定有顶杆(41)，顶杆(41)为螺杆式或液压式，顶杆(41)端头连接有

顶推管卡(42)，顶推管卡(42)沿管道(1)圆周卡住管道(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焊台(5)设

置在顶推台(43)陆上一侧，焊台(5)包括轨道(51)和焊接承台(52)，焊接承台(52)设置在轨

道(51)上，并能够在轨道(51)上移动。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中继顶推站

(6)内也设有顶推器(4)和焊台(5)，这种中继顶推站(6)适合用于内部空间较大的海底人工

岛塔，具有大于50m的内部直径，能满足单节管道长度大于20m的管道焊接或拼装。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系统的顶推式铺设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运用海底施工技术建设管墩(2)，管墩(2)沿海底真空管道线路方向分布，每隔

设定距离设置一个，设定距离为50～300m，其高度与真空管道线路水平高程一致；

步骤二：在线路起点侧离管道入海点不远处的岸上建设顶推台(43)，安装顶杆(41)，预

备顶推管卡(42)；同时建设焊台(5)，即铺设轨道(51)和安装焊接承台(52)；

步骤三：用封堵塞(101)封堵第一节管道(1)头部；

步骤四：把第一节管道(1)穿过圆孔置入顶推台(43)，用顶推管卡(42)卡紧第一节管道

(1)，第一节管道(1)另一端放置在焊接承台(52)上；

步骤五：第一节管道(1)尾部通过焊接或内法兰(12)连接连接第二节管道(1)头部；

步骤六：启动顶杆(41)，顶推管卡(42)，带动第一节管道(1)进入海中；

步骤七：重复步骤五和步骤六操作，使管道(1)一个又一个地连续穿越前方管墩(2)的

环形管孔(20)，不断向前延伸；当管道(1)头进入较深水域，则用定位引导潜水器(3)引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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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头进入前方环形管孔(20)；

步骤八：当第一节管道(1)头部到达线路另一端岸上后，打开封堵塞(101)；

步骤九：由海底蛙人或水下机器人通过拧紧可调节螺栓(23)对滑块(22)进行紧固，对

管道线路水平及高程位置进行精确较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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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系统及其顶推式铺设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真空管道交通与海洋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

系统及其顶推式铺设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飞机和汽车除受空气阻力影响外，因高能耗和大量碳排放，将来发展会受到限制。

高速铁路、磁悬浮列车都因受到空气阻力、气动噪声、气动振动等制约，而无法进一步提高

速度。真空管道高速交通将克服上述缺点，是一种能达到超高速度，且能耗很低、环境影响

很小的交通模式。可望从根本上解决人类交通面临的各种困境。真空管道交通由管道、磁悬

浮车辆、驱动与控制、真空泵、真空计量、远程监控系统等部分组成，运行时，管道内抽成真

空，然后车辆在其中行驶。由于同时消除了机械摩擦和空气阻力，不仅所需驱动力很小，而

且速度可以很快。

[0003] 在跨海通道建设领域，跨海大桥、海底隧道已有较广泛应用，施工技术成熟。其中，

跨海大桥需要高出海平面的桥墩支撑，适合近岸浅海；海底隧道能适应较深海域，但工程造

价高，施工风险和运营风险大。至于沉管隧道，其结构庞大，要求河床或海床平缓，只适合短

距离浅水域，不适合距离较长及水深较大的海域。悬浮隧道虽然被理论界看好，建设成本预

计低于跨海大桥、海底隧道，对海域的适应性强，但目前没有实际应用，而且建设成本、施工

难度依然较高。

[0004] 与上述几种跨海通道方式相比，真空管道交通断面小、结构轻型、集成度好，在海

底建设时，成本低于跨海大桥、海底隧道、悬浮隧道。在施工技术方面，已经普遍实施的海底

输油管道施工经验可提供良好的参照与借鉴。尤其是，海底环境对真空管道具有特殊优越

性，低温海水可为真空管道降温，提供恒温环境，还可为管道提供均匀浮力，抵消管道自身

重力作用，减小结构强度要求，降低工程费用。因此，海底真空管道作为真空管道交通先行

先试工程具有可行性、可能性。

[0005] 真空管道交通是一项尚未实施的全新运输系统，其海底铺设施工尚无现实应用

例，如何快速、高效、安全、经济地实施海底真空管道铺设，什么样的管道结构与支撑才能与

相应的施工方法相适应，这些都是需要探索的研究课题。现有的海底输油、输气管道，都是

在海床上直接铺设，其直径较小(通常小于1m)，可以有一定弯曲，不要求很高的顺直度和线

性精度。而真空管道交通直径大(约2～5m)、刚度大，必须有良好的直线度，不论施工过程还

是运营过程，管道都不允许弯曲，所以不适合如输油、输气管道那样直接在海床上铺设，也

不能采用如S形海底输油管道铺设那样的让管道有一定弯曲的施工方法。

[0006] 若采用类似沉管隧道的施工方法，分段铺设海底管道，再对管段之间连接，则紧固

与密封处理均需在水下进行，施工难度较大，进度缓慢，工程费用较高。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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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及其顶推式铺设方法，保证管道铺设过程中无弯曲，具有快速、高效、安全的优点，工程

费用低。

[0008]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系统，包括修建在海床上的管墩2，管墩2上架设有管道1，

位于海岸上的管道1后端和顶推器4、焊台5配合连接，施工时通过顶推器4逐节顶推已经焊

接好的管道1向前延伸铺设；海底真空管道的中部设置有中继顶推站6，管道1穿过中继顶推

站6，中继顶推站6设置在人工岛塔内，第一节管道1前端设有定位引导潜水器3。

[0010] 所述的管道1为截面为圆形或椭圆形，外部光滑，管道1内设置有用于管道1连接和

密封的内法兰12，

[0011] 所述的管道1或通过焊接连接各管段，形成无缝管道。

[0012] 所述的管墩2上部设置环形管孔20，环形管孔20周边的孔壁201上分布若干滑块

22，滑块22通过可调节螺栓23固定在环形管孔20上。

[0013] 所述的环形管孔20是整铸成型，环形管孔20上半部设置为半圆形管箍202形式。

[0014] 所述的环形管孔20上部设置成不连续形，即为部分环或上部开放形式。

[0015] 所述的顶推器4包括顶推台43，顶推台43为混凝土建筑物，其上有供管道1穿越的

圆孔；在顶推台43靠海侧圆孔周围固定有顶杆41，顶杆41为螺杆式或液压式，顶杆41端头连

接有顶推管卡42，顶推管卡42沿管道1圆周卡住管道1。

[0016] 所述的焊台5设置在顶推台43陆上一侧，焊台5包括轨道51和焊接承台52，焊接承

台52设置在轨道51上，并能够在轨道51上移动。

[0017] 所述的中继顶推站6内也设有顶推器4和焊台5，这种中继顶推站6适合用于内部空

间较大的海底人工岛塔，具有大于50m的内部直径，能满足单节管道长度大于20m的管道焊

接或拼装。

[0018] 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系统的顶推式铺设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9] 步骤一：运用海底施工技术建设管墩2，管墩2沿海底真空管道线路方向分布，每隔

设定距离设置一个，设定距离为50～300m，其高度与真空管道线路水平高程一致；

[0020] 步骤二：在线路起点侧离管道入海点不远处的岸上建设顶推台43，安装顶杆41，预

备顶推管卡42；同时建设焊台5，即铺设轨道51和安装焊接承台52；

[0021] 步骤三：用封堵塞101封堵第一节管道1头部；

[0022] 步骤四：把第一节管道1穿过圆孔置入顶推台43，用顶推管卡42卡紧第一节管道1，

第一节管道1另一端放置在焊接承台52上；

[0023] 步骤五：第一节管道1尾部通过焊接或内法兰12连接连接第二节管道1头部；

[0024] 步骤六：启动顶杆41，顶推管卡42，带动第一节管道1进入海中；

[0025] 步骤七：重复步骤五和步骤六操作，使管道1一个又一个地连续穿越前方管墩2的

环形管孔20，不断向前延伸；当管道1头进入较深水域，则用定位引导潜水器3引导管道头进

入前方环形管孔20；

[0026] 步骤八：当第一节管道1头部到达线路另一端岸上后，打开封堵塞101；

[0027] 步骤九：由海底蛙人或水下机器人通过拧紧可调节螺栓23对滑块22进行紧固，对

管道线路水平及高程位置进行精确较准。

[002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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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给出了一种适合海底真空管道铺设、施工的管道结构及施工方法，使管道铺设、施

工过程简便、快速、安全，施工费用低，节省海底真空管道建设成本。

[0030] 本发明的顶推式铺设方法不仅适用于海底真空管道建设与施工，也适用于陆上真

空管道建设与施工。当用于陆上真空管道时，因为不存在向上的浮力，所以不需要设置环形

管墩，只需下部和侧向支撑与固定；不需要使用定位引导潜水器3，普通车辆和多种设备可

容易实现前端引导和定位功能；因为施工铺设过程中中间任何部位都很容易对管道实施顶

推助力，所以管道线路起点处的顶推台4及管卡42不需要承担很大推力。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海底真空管道交通系统及其铺设方法示意图。

[0032] 图2为管道1设有内法兰12的示意图。

[0033] 图3为管墩2及环形管孔20的横断面图。

[0034] 图4为上部为管箍结构的环形管孔20的横断面图。

[0035] 图5为上部不连续形式的环形管孔20的横断面图。

[0036] 图6为顶推器4及焊台5的正视图。

[0037] 图7为顶推器4及焊台5的俯视图。

[0038] 图8为靠岸浅海处管道1顶推施工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详细描述。

[0040] 如图1所示，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系统，包括修建在海床上的管墩2，管墩2上架

设有管道1，位于海岸上的管道1后端和顶推器4、焊台5配合连接，施工时通过顶推器4逐节

顶推已经焊接好的管道1沿设计的线路方向向前延伸铺设；海底真空管道的中部设置有中

继顶推站6，管道1穿过中继顶推站6，第一节管道1前端设有定位引导潜水器3，通过定位引

导潜水器3确保管道1准确进入预选固定设置在海床上的管墩2的上部架设位置。

[0041] 所述的管道1为截面为圆形或椭圆形，外部光滑，无外置法兰，管道1的内壁11内设

置有用于管道1连接和密封的内法兰12，内法兰12之间通过法兰紧固螺栓121固定，如图2所

示；管道1或通过焊接连接各管段，形成无缝管道；海底是恒温环境，管道1的热胀冷缩可以

忽略，由于管道1外壁光滑，用顶推法施工过程中，管道1可以顺利通过建设在海底的全部的

管墩2，光滑的管道还有助于减弱来自洋流的波浪冲击力。

[0042] 所述的管墩2建设在海床上，除具有良好的侧向稳定性，以抵抗洋流作用力；还具

有良好的抗拔性能，以抵抗海水对管道的浮力。如图3所示，管墩2上部设置环形管孔20，环

形管孔20供施工时管道1穿过和后期对管道1进行定位、紧固，环形管孔20周边的孔壁201上

分布若干滑块22，滑块22用耐腐蚀、磨擦系数小的材料制作，如聚四氟乙烯等；滑块22通过

可调节螺栓23固定在环形管孔20上，孔壁201上设置通孔螺孔，供可调节螺栓23穿过并对滑

块22进行调节；滑块22或用可滚动的滑滚代替；在管道铺设结束后，滑块22则作为固定管道

的垫块而存在。

[0043] 所述的环形管孔20是整铸成型，其优点是一次成型、结构简单牢固，制作成本低；

环形管孔20上半部设置为半圆形管箍202形式，如图4所示，优点是可组合拼装，方便运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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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对管道进行大修及拆卸。

[0044] 所述的环形管孔20及孔壁201整铸成型为整体。

[0045] 所述的环形管孔20上部设置成不连续形，即为部分环或上部开放形式，如图5所

示。

[0046] 所述的顶推器4包括顶推台43，顶推台43为混凝土建筑物，能够承受较大水平推

力，其上有供管道1穿越的圆孔；在顶推台43靠海侧圆孔周围固定有顶杆41，顶杆41为螺杆

式或液压式，顶杆41端头连接有顶推管卡42，顶推管卡42沿管道1圆周卡住管道1，并方便松

开和拆卸，如图6、图7所示。

[0047] 所述的焊台5设置在顶推台43陆上一侧，焊台5包括轨道51和焊接承台52，如图6、

图7所示；焊接承台52设置在轨道51上，并能够在轨道51上移动；管道1若是内法兰12连接方

式，焊台5则承担管道1拼接平台功能。

[0048] 为增加顶推力，在管道1沿线的人工岛塔内设置中继顶推站6，中继顶推站6内也设

有顶推器4和焊台5，功能跟海岸上顶推器4和焊台5功能一样，这种中继顶推站6适合用于内

部空间较大的海底人工岛塔，具有大于50m的内部直径，能满足单节管道长度大于20m的管

道焊接或拼装；若海底人工岛塔内部空间较小，而单节管道长度较长，这时中继顶推站6只

承担中继助力顶推功能，不进行管道焊接或拼装。

[0049] 参照图8，一种海底真空管道交通系统的顶推式铺设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0] 步骤一：运用海底施工技术建设管墩2，管墩2要求其具有足够的稳定性，能抵抗来

自洋流作用在管道1及其自身上的横向作用力之和；管墩2能承受海水对管道1的浮力，以及

管道1自重及内部荷载之合力，即具有足够的抗拔、抗压强度；管墩2沿海底真空管道线路方

向分布，每隔设定距离设置一个，设定距离为50～300m，其高度与真空管道线路水平高程一

致，符合相应的精度要求；

[0051] 步骤二：在线路起点侧离管道入海点不远处的岸上建设顶推台43，安装顶杆41，预

备顶推管卡42；同时建设焊台5，即铺设轨道51和安装焊接承台52；

[0052] 步骤三：用封堵塞101封堵第一节管道1头部，保证气密性良好，不漏水；

[0053] 步骤四：把第一节管道1穿过圆孔置入顶推台43，用顶推管卡42卡紧第一节管道1，

第一节管道1另一端放置在焊接承台52上；

[0054] 步骤五：第一节管道1尾部通过焊接或内法兰12连接连接第二节管道1头部，抛光

焊接表面并作检查，保证无裂纹；若采用内法兰12连接，检查并确保气密性良好；

[0055] 步骤六：启动顶杆41，顶推管卡42，带动第一节管道1进入海中；管道1在开始时的

浅滩和浅水中延伸过程中，头部通过适当的机械设备或船舶进行引导，使其准确穿过前方

管墩2的管孔；

[0056] 步骤七：重复步骤五和步骤六操作，使管道1一个又一个地连续穿越前方管墩2的

环形管孔20，不断向前延伸；当管道1头进入较深水域，如水深大于20m时，则用定位引导潜

水器3引导管道头进入前方环形管孔20；

[0057] 因为管道1受到浮力作用，所以每个管墩2上的滑块22或滑滚施加在管道1上的作

用力很小，从而相应的磨擦阻力很小；来自所有管墩2的磨擦阻力之和也不会很大，所以能

使管道铺设过程中连续延伸的距离很大，大于10km；

[0058] 当需要跨越的水体、海峡和海域较大，如大于10km时，则在海底人工岛塔处设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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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顶推站6，中继顶推站6内设有顶推台43、顶杆41、顶推管卡42，以及焊台5(或拼接平台)，

中继顶推站6是临时设施，管道1铺设施工完成后则予以拆除，或转移到前方中继顶推站6进

行工作；

[0059] 当需要跨越的水体、海峡和海域很大，如距离大于100km时，为加快施工进度，在海

中多个海底人工岛塔处设置中继顶推站6，使海底管道铺设早日完工；

[0060] 若海水对管道1的浮力太大，会导致管墩2受到过大的向上拉力，增加管道1向前顶

进的磨擦阻力，这时在管道1内增加配重，以抵消管道1所受海水浮力；

[0061] 步骤八：当第一节管道1头部到达线路另一端岸上后，打开封堵塞101；同理，进入

中继顶推站6的管道1头部的封堵塞101在该人工岛塔内打开即可；

[0062] 步骤九：由海底蛙人或水下机器人通过拧紧可调节螺栓23对滑块22进行紧固，对

管道线路水平及高程位置进行精确较准，管道1铺设完成，进行后续施工与安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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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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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6/6 页

14

CN 109334683 A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CLA00003

	DES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ES00008

	DRA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