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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既有管线加固保护的施工

方法，包括：既有管线的防护方法、既有管线的加

固方法、地下管线的防护方法以及地下管线的探

测及保护方法；既有管线的防护方法包括5个施

工步骤，既有管线的加固方法包括：施工道路下

方的管线加固和基坑开挖后暴露或接近暴露的

管线的加固；地下管线的防护方法包括：交叉、平

行方式管道的防护、临近沟槽管道的防护以及燃

气管道的防护；地下管线的探测及保护方法包括

步骤：a.明挖2m深探坑；b.局部重要管线用地质

雷达探测仪探测；c.临时悬吊的现有管线沉降和

水平位移观测；d.不可迁移管线用托板绑吊法或

悬吊法对管线保护。本发明的施工方法减少人工

开挖，采用防护加固措施降低了管线事故，提高

了施工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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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既有管线加固保护的施工方法，包括：既有管线的防护方法、既有管线的加固方

法、地下管线的防护方法以及地下管线的探测及保护方法；

所述既有管线的防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施工前需针对施工范围内的灯杆、电线杆

及地下管线进行详细情况的交底及了解；2)现场施工需配备发掘设备以确定施工范围内的

管线情况；3)管线沟槽及土方开挖前需对原有管线进行探测和迁移，对所施工部位的管线

进行调查，查清有无地下管线通过；4）将施工组织设计和保护地下管线技术措施落实到现

场，并设置管线安全标志牌，在管线外裸露处还需设置警告标志牌；5）整个施工期间应加强

对四周管线及建筑物的检测，并对检测结果加以分析，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抢救；

所述既有管线的加固方法包括：施工道路下方的管线加固方法和基坑开挖后暴露或接

近暴露的管线的加固方法；

所述地下管线的防护方法包括：交叉、平行方式管道的防护方法、临近沟槽管道的防护

方法以及燃气管道的防护方法；

所述地下管线的探测及保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明挖2m深探坑，详细探明地下管线

的具体深埋走向；b.对于局部重要管线用地质雷达探测仪探测；c.对于临时悬吊的现有管

线进行沉降和水平位移观测；d.对于不可迁移的管线可采用托板绑吊法或者悬吊法进行对

管线的保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既有管线加固保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既有管线的

防护方法步骤3）中对原有管线先用探测仪进行探测，对所述探测仪探测出有管线的部位或

者调查显示有管线的位置利用人工开挖探槽进一步证明。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既有管线加固保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施工道路下

方的管线加固方法包括：一、采用20mm厚钢板铺在管线上方的路面；二、浇筑200mm厚钢筋混

凝土路面，配筋是Φ12＠200mm双向双层钢筋网。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既有管线加固保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强度

等级采用C2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既有管线加固保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基坑开挖后

暴露或接近暴露的管线的加固方法包括：对于工程管线深埋不大的，采用采用隔离法；对于

暴露于基坑内的管线，或因土体产生较大位移而用隔离法将管道挖出的，中间不宜设支撑，

采用悬吊法固定管线；对于土体发生较大沉降而造成管道悬空的管线，采用支撑法在沿线

设置若干支撑点支撑管线；对于基坑开挖施工采用分段开挖、分段施工；对便于改道搬迁且

费用不大的管线进行管线搬迁和加固处理；施工期间，卸去管线周围，尤其是管线上部荷

载，使作用在管线及周围的土体上的荷载减弱，减少土体变形和管线的受力；对于无主或者

不明管线，采用不保护方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既有管线加固保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交叉、平行

方式管道的防护方法包括：将现状管道与新建管道交叉、平行布置时，采用25工字钢做梁，

砖做支墩，根据保护管道的不同，按照设计要求选用不同规格、不同布置间距的钢丝绳对管

道进行悬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既有管线加固保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临近沟槽管

道的防护方法包括：当现状管道位于开挖沟槽附近时，采用28槽钢对现状管道进行保护，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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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槽钢外缘距现状管道距离不小于50cm，槽钢长5.0m，间距1.0m，横向支撑槽钢间距为

2.0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既有管线加固保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燃气管道的

防护方法包括：对于与新建管道线位重合的既有燃气管道，需进行现况管道的改线；

对于与新建管道交叉的既有燃气管道，采用悬吊保护措施，悬吊采用20工字钢做梁，砖

做支墩，柔质安全绳悬吊管道，安全绳直径Φ=20～30mm，间距为1.0m；燃气管道用400g土工

布包裹三层。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既有管线加固保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托板绑吊法

适用于管线横跨基坑的情形，其实施步骤为：在基坑上部顺着管线延伸方向放置横杆，在基

坑外部的所述横杆两端长度各为1m，并在所述基坑外部的横杆下方垫20x20cm的枕木，开挖

时顺着管线方向开挖，开挖深度应为在管线底部能够放入木板为宜，紧接着在所述管线的

下部设置宽度大于管线直径且不少于30cm，厚度为4cm的木板，将所述木板、管线与横杆用

铁丝缠绕4-6圈进行绑扎。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既有管线加固保护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悬吊法适

用于管线与基坑平行的情形，其实施步骤为：在基坑上部垂直管线方向放置横杆，在基坑外

部的所述横杆两端长度各为1m，并在所述基坑外部的横杆下方垫20x20cm的枕木，开挖时顺

着管线方向开挖，开挖深度应为在管线底部能够放入木板为宜，紧接着在所述管线的下部

设置宽度大于管线直径且不少于30cm，厚度为4cm的木板，将所述木板、管线与横杆用铁丝

进行临时绑扎，在所述横杆与所述管线之间还设置有支撑杆，当同一段管线开挖一段长度

后，将支撑杆、木板与管线绑扎托住管线，此时，用于绑吊的横杆除了管线端部的横杆不可

去除，处于管线中部的横杆可以去除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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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既有管线加固保护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管线防护、加固的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既有管线保护的

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对既有管道的防护、加固及抢修通常包括对燃气管线、光缆等的防护工作，而

现有技术中对于燃气管线进行防护加固时，通常采用的方法是对燃气管线进行支护支架的

搭设，搭设的支护支架通常需要进行管线两侧的土方分别进行开挖才可以完成搭设；对于

地下光缆管线也通常是新建管沟，然后将问题光缆移入新建的管沟内；对于管线的悬吊保

护也通常是单一的悬吊方式，不能达到有效的保护作用。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既有管线加固保护的施工方法，包括：既有

管线的防护方法、既有管线的加固方法、地下管线的防护方法以及地下管线的探测及保护

方法；

所述既有管线的防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施工前需针对施工范围内的灯杆、电线杆

及地下管线进行详细情况的交底及了解；2)现场施工需配备发掘设备以确定施工范围内的

管线情况；3)管线沟槽及土方开挖前需对原有管线进行探测和迁移，对所施工部位的管线

进行调查，查清有无地下管线通过；4）将施工组织设计和保护地下管线技术措施落实到现

场，并设置管线安全标志牌，在管线外裸露处还需设置警告标志牌；5）整个施工期间应加强

对四周管线及建筑物的检测，并对检测结果加以分析，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采取有效

措施进行抢救；所述既有管线的加固方法包括：施工道路下方的管线加固方法和基坑开挖

后暴露或接近暴露的管线的加固方法；所述地下管线的防护方法包括：交叉、平行方式管道

的防护方法、临近沟槽管道的防护方法以及燃气管道的防护方法；所述地下管线的探测及

保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明挖2m深探坑，详细探明地下管线的具体深埋走向；b.对于局部

重要管线用地质雷达探测仪探测；c.对于临时悬吊的现有管线进行沉降和水平位移观测；

d.对于不可迁移的管线可采用托板绑吊法或者悬吊法进行对管线的保护。

[0004] 进一步地，所述既有管线的防护方法步骤3）中对原有管线先用探测仪进行探测，

对所述探测仪探测出有管线的部位或者调查显示有管线的位置利用人工开挖探槽进一步

证明。

[0005] 进一步地，所述施工道路下方的管线加固方法包括：一、采用20mm厚钢板铺在管线

上方的路面；二、浇筑200mm厚钢筋混凝土路面，配筋是Φ12＠200mm双向双层钢筋网。

[0006] 优选地，所述混凝土强度等级采用C20。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基坑开挖后暴露或接近暴露的管线的加固方法包括：对于工程管

线深埋不大的，采用采用隔离法；对于暴露于基坑内的管线，或因土体产生较大位移而用隔

离法将管道挖出的，中间不宜设支撑，采用悬吊法固定管线；对于土体发生较大沉降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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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悬空的管线，采用支撑法在沿线设置若干支撑点支撑管线；对于基坑开挖施工采用分

段开挖、分段施工；对便于改道搬迁且费用不大的管线进行管线搬迁和加固处理；施工期

间，卸去管线周围，尤其是管线上部荷载，使作用在管线及周围的土体上的荷载减弱，减少

土体变形和管线的受力；对于无主或者不明管线，采用不保护方式。

[0008] 进一步地，所述交叉、平行方式管道的防护方法包括：将现状管道与新建管道交

叉、平行布置时，采用25工字钢做梁，砖做支墩，根据保护管道的不同，按照设计要求选用不

同规格、不同布置间距的钢丝绳对管道进行悬吊。

[0009] 进一步地，所述临近沟槽管道的防护方法包括：当现状管道位于开挖沟槽附近时，

采用28槽钢对现状管道进行保护，竖向槽钢外缘距现状管道距离不小于50cm，槽钢长5.0m，

间距1.0m，横向支撑槽钢间距为2.0m。

[0010] 进一步地，所述燃气管道的防护方法包括：对于与新建管道线位重合的既有燃气

管道，需进行现况管道的改线；对于与新建管道交叉的既有燃气管道，采用悬吊保护措施，

悬吊采用20工字钢做梁，砖做支墩，柔质安全绳悬吊管道，安全绳直径Φ=20～30mm，间距为

1.0m；燃气管道用400g土工布包裹三层。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托板绑吊法适用于管线横跨基坑的情形，其实施步骤为：在基坑上

部顺着管线延伸方向放置横杆，在基坑外部的所述横杆两端长度各为1m，并在所述基坑外

部的横杆下方垫20x20cm的枕木，开挖时顺着管线方向开挖，开挖深度应为在管线底部能够

放入木板为宜，紧接着在所述管线的下部设置宽度大于管线直径且不少于30cm，厚度为4cm

的木板，将所述木板、管线与横杆用铁丝缠绕4-6圈进行绑扎。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悬吊法适用于管线与基坑平行的情形，其实施步骤为：在基坑上部

垂直管线方向放置横杆，在基坑外部的所述横杆两端长度各为1m，并在所述基坑外部的横

杆下方垫20x20cm的枕木，开挖时顺着管线方向开挖，开挖深度应为在管线底部能够放入木

板为宜，紧接着在所述管线的下部设置宽度大于管线直径且不少于30cm，厚度为4cm的木

板，将所述木板、管线与横杆用铁丝进行临时绑扎，在所述横杆与所述管线之间还设置有支

撑杆，当同一段管线开挖一段长度后，将支撑杆、木板与管线绑扎托住管线，此时，用于绑吊

的横杆除了管线端部的横杆不可去除，处于管线中部的横杆可以去除80%。

[0013] 本发明的一种既有管线加固保护的施工方法的优点在于：提供了一种新型的对既

有管线加固保护的方法，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人工开挖基坑，并且提供了有效地加固防护措

施，减少了管线事故，大幅提高了施工速度，显著地缩短了施工周期，进而还能有效地减少

人工成本。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发明现状管道与新建管道交叉的防护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发明现状管道与新建管道平行的防护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发明临近沟槽管道的防护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发明燃气管道的防护示意图。

[0018] 图5是本发明托板绑吊法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6是本发明悬吊法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其中，11-支墩、12-钢丝绳、13-梁、14-现状管道、15-新建管道、21-横向支撑槽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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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竖向槽钢、31-安全绳、32-放坡、33-支护、34-燃气管道、41-横杆、42-枕木、43-铁丝、44-

木板、45-管线、46-支撑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以下将根据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一种既有管线加固保护的施工方法进行进一

步地详细说明。

[0022]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本发明提供的既有管线加固保护的施工方法，包括：既有管

线的防护方法、既有管线的加固方法、地下管线的防护方法以及地下管线的探测及保护方

法。

[0023]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既有管线的防护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施工前由各专

业施工队负责人、项目部及现场施工人员需针对施工范围内的灯杆、电线杆及地下管线进

行详细情况的交底及了解；2)现场施工需配备破碎锤、挖机及铁锹等发掘设备，以确定施工

范围内的管线情况；3)管线沟槽及土方开挖前需对原有管线进行探测和迁移，对所施工部

位的管线进行调查，查清有无地下管线通过，其方法为先用管线探测仪进行探测，对仪器控

测出有管线的部位或根据调查资料显示可能有管线的位置再利用人工开挖探槽进一步证

明。在开挖探槽时，先由带破碎锤的挖机清除表面的混凝土面层或已经板结的固状物，清理

完毕后由人工用铁揪开挖，以免损伤管线。开挖长度以管线开挖宽度为准，深度为1.5米，宽

度根据现场具体情况确定，以保证工人能安全作业为准。与沟槽宽度相匹配的探沟，探沟深

度为2.5米，宽度根据现场具体情况确定，以保证工人能安全作业为准。基坑及沟槽开挖探

沟时如有异常需书面报告监理工程师，经处理方案批准后方可施工，以确保不损坏管线。在

已探明各种管线结构的上下左右分别0.6米范围内禁止采用机械作业；4）将施工组织设计

和保护地下管线技术措施落实到现场，并设置管线安全标志牌，在管线外裸露处还需设置

警告标志牌，在必要时还需要设置防护栏；5）整个施工期间应加强对四周管线及建筑物的

检测，并对检测结果加以分析，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抢救，将损失降

到最低。

[0024]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在施工过程中发现管线现状与交底内容、管线资料不符或

出现危及管线安全等异常情况时，立即通知建设单位和有关管线单位到现场研究，商议补

救措施，在未作出统一结论前，不擅自处理或继续施工。当对煤气管等其他管线设施，设置

警告牌，严禁大型机械通过，当横跨管线时，因施工外露部分，采用人工挖开，提前采用砖砌

支墩托护，防止管接头破裂或管体移位。对一些危险性、爆炸性管道，施工期间要与产权单

位的专业抢修队配合进行加固施工，以防不测。在地上电力电缆等架空线路下，安全高度不

足地段严禁自卸汽车卸料作业，严禁挖掘机、装载机以及各种起重设备作业。现场采取设立

警告牌，派专职安全员值班等措施，以防触电和破坏地上设施。对净空高度不足的低压和弱

电照明线采取加高等措施。

[0025]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既有管线的加固方法包括：施工道路下方的管线加固

方法和基坑开挖后暴露或接近暴露的管线的加固方法。所述施工道路下方的管线加固方法

包括：一、采用20mm厚钢板铺在管线上方的路面；二、浇筑200mm厚钢筋混凝土路面，配筋是

Φ12＠200mm双向双层钢筋网。优选地，所述混凝土强度等级采用C20。根据管线的种类、材

质走向和位置，现场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用，所述基坑开挖后暴露或接近暴露的管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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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方法包括：对于工程管线深埋不大的，采用采用隔离法；对于暴露于基坑内的管线，或

因土体产生较大位移而用隔离法将管道挖出的，中间不宜设支撑，采用悬吊法固定管线；对

于土体发生较大沉降而造成管道悬空的管线，采用支撑法在沿线设置若干支撑点支撑管

线；对于基坑开挖施工采用分段开挖、分段施工，使管线每次暴露局部长度，施工完一段后

再进行另一段，或分段间隔施工；对便于改道搬迁且费用不大的管线进行管线搬迁和加固

处理；施工期间，卸去管线周围，尤其是管线上部荷载，使作用在管线及周围的土体上的荷

载减弱，减少土体变形和管线的受力，达到保护管线的目的；对于无主或者不明管线，采用

不保护方式，即申请暂停使用，等管线改造完成后再恢复其管线的使用功能。

[0026]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隔离法中隔离槽可挖在施工部位与管线之间，也可在

管线部位挖，即将管线挖出悬空。隔离槽一定要挖深至管线地步一下，才能起到隔断挤压力

和震动力的作用。

[0027]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悬吊法要注意吊索的变形伸长以及吊索固定点位置影

不受土体的影响。悬吊法管线受力、位移明确，并可以通过吊索不断调整管线的位移和受力

点。

[0028]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支撑法中的支撑体可考虑是临时的，如打设支撑桩、砖

支墩、沙袋支撑等；也可以是永久性的，对于前者，设置时要考虑拆除时的方便和安全，对于

后者一般结合永久性建筑物进行。

[0029]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便于改道搬迁，且费用不大的管线，可以在基础工程施工

之前先行临时搬迁改道，或者通过改善、加固原管线材料、接头方式，设置伸缩节等措施，增

大管线的抗变形能力，以确保土体位移时也不失去使用功能。

[0030] 为避免基坑开挖过程中破坏现状地下管道，需对地下管道采取防护措施，防护措

施主要为悬吊防护。

[0031]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地下管线的防护方法包括：交叉、平行方式管道的防护

方法、临近沟槽管道的防护方法以及燃气管道的防护方法。

[0032]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交叉、平行方式管道的防护方法包括：将现状管道与新

建管道交叉、平行布置时，采用25工字钢做梁，砖做支墩11，根据保护管道的不同，按照设计

要求选用不同规格、不同布置间距的钢丝绳12对管道进行悬吊。如图1为本发明现状管道与

新建管道交叉的防护示意图，交叉布置的雨污水管等硬质管道采用的钢丝绳12为Φ≥

16.0mm，间距为60cm；电力、电信等柔性管道采用的钢丝绳12为Φ=8mm，间距为1/3现状管道

15所处位置的沟槽宽度。如图2是本发明现状管道与新建管道平行的防护示意图，平行布置

的雨污水管等硬质管道采用的钢丝绳12为Φ≥16.0mm，间距为3.0m，工字钢间距为3.0m；电

力、电信等柔性管道采用的钢丝绳12为Φ=8mm，间距为1.5m，工字钢间距为1.5m。

[0033]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如图3是本发明临近沟槽管道的防护示意图，所述临近沟槽

管道的防护方法包括：当现状管道15位于开挖沟槽附近时，采用28槽钢对现状管道15进行

保护，竖向槽钢22外缘距现状管道15距离不小于50cm，槽钢长5.0m，间距1.0m，横向支撑槽

钢21间距为2.0m。

[0034]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图4是本发明燃气管道的防护示意图，所述燃气管道的防护

方法包括：对于与新建管道15线位重合的既有燃气管道34，需进行现况管道的改线；对于与

新建管道交叉的既有燃气管道34，采用悬吊保护措施，悬吊采用20工字钢做梁13，砖做支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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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柔质安全绳31悬吊管道，安全绳31直径Φ=20～30mm，间距为1.0m；燃气管道34用400g土

工布包裹三层。当从放坡32处开挖时，梁13的长度为6.0m，当从支护33处开挖时，梁13的长

度为3.5m。

[0035]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所述地下管线的探测及保护方法包括以下步骤：a.明挖2m

深探坑，详细探明地下管线的具体深埋走向；b.对于局部重要管线用地质雷达探测仪探测；

c.对于临时悬吊的现有管线进行沉降和水平位移观测；d.对于不可迁移的管线可采用托板

绑吊法或者悬吊法进行对管线的保护。

[0036]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在进行明挖2m深探坑时，开工前先与有关单位联系，征得同

意破土动工后索取详细的地下原有管线图纸，根据图纸标识，用人工开挖探槽，探槽与原有

管线“十”字相交，探明地下管线的具体埋深及走向。

[0037]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对采用临时悬吊的现有管线进行沉降和水平位移观测。沿

管线的轴向在管壁上和桁架上设观测点。每2天一次，直至管线恢复止。当管线位移超出允

许值时立即进行加固处理。

[0038]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不可迁移的管线包括经查核遇到供水、供电、电信、煤气及

其他不可迁移的管线。

[0039]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如图5是本发明托板绑吊法的结构示意图，所述托板绑吊法

适用于管线45横跨基坑的情形，其实施步骤为：在基坑上部顺着管线45延伸方向放置横杆

41，所述横杆41为32号槽钢，在基坑外部的所述横杆41两端长度各为1m，并在所述基坑外部

的横杆41下方垫20x20cm的枕木42，其目的是分散对沟壁的压力，开挖时顺着管线45方向开

挖，开挖深度应为在管线45底部能够放入木板44为宜，紧接着在所述管线45的下部设置宽

度大于管线45直径且不少于30cm，厚度为4cm的木板44，当管线45为圆形时，则需在木板44

与管线45之间加设木材楔边垫平，防止管线45移位，然后将所述木板44、管线45与横杆41用

10号铁丝43缠绕4-6圈进行绑扎，并调整至合适的紧度。

[0040] 根据本发明的实施例，如图6是本发明悬吊法的结构示意图，所述悬吊法适用于管

线45与基坑平行的情形，其实施步骤为：在基坑上部垂直管线45方向放置横杆41，所述横杆

41为32号槽钢，在基坑外部的所述横杆41两端长度各为1m，并在所述基坑外部的横杆41下

方垫20x20cm的枕木42，开挖时顺着管线45方向开挖，开挖深度应为在管线45底部能够放入

木板44为宜，严禁超挖，紧接着在所述管线45的下部设置宽度大于管线直径且不少于30cm，

厚度为4cm的木板44，将所述木板44、管线45与横杆41用10号铁丝43进行临时绑扎，在所述

横杆41与所述管线45之间还设置有支撑杆46，当同一段管线45开挖一段长度后，将支撑杆

46、木板44与管线45绑扎托住管线45，此时，用于绑吊的横杆41除了管线45端部的横杆41不

可去除，处于管线45中部的横杆41可以去除80%。注意管口接头处的绑吊横杆41不可拆除，

若管线45处形为矩形时可考虑拆除，但仍需间隔绑吊。

[0041] 在本说明书的描述中，参考术语“一个实施例”、“一些实施例”、“示例”、“具体示

例”、  或“一些示例”等的描述意指结合该实施例或示例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

点包含于本发明的至少一个实施例或示例中。在本说明书中，对上述术语的示意性表述不

必针对的是相同的实施例或示例。而且，描述的具体特征、结构、材料或者特点可以在任一

个  或多个实施例或示例中以合适的方式结合。此外，在不相互矛盾的情况下，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可以将本说明书中描述的不同实施例或示例以及不同实施例或示例的特征进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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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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