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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供水工程、输油输气工程等设计建设水平不断提升,PCCP管道在工程建设中的应用
水平不断提升,对质量控制要求也更加严格。本文在简要概述PCCP管道工程施工控制标准基础上,分析
施工技术应用过程中应当控制的要点,并结合时代发展明确新时期施工质量控制的关键技术,以此为相
关工程项目施工组织和管理工作开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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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level of water supply projects, oil
and gas transmission projects in China, the application level of PCCP pipeline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and the quality control requirements have become stricter. Based on a brief
overview of PCCP pipelin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control standar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ey points that
should be controll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clarifies the key technology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in the new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related engineering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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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填顺序自下而上分为基础垫层区、缓

效益水平提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管道安装技术控制是整体施工质量

冲覆盖区和原土回填区三个部分,每一

3.3强化质量控制体系建设

控制的重点环节,在施工中需要做好如

部分的质量要求都有所不同,但回填材

针对PCCP管道施工技术要求和管理

下几个方面控制：一是做好管道的入槽

料中,都不能含有石粉、土块等杂质。基

工作开展特性,需要构建从工程设计、施

装卸控制,选择合适吨位的吊装设备,在

础垫层区的回填需要提前对材料进行土

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在内的PDCA循环管

下管前应当注意试压孔位于下部120°

工试验,缓冲覆盖区和原土回填过程中,

理体系,加强对施工质量控制的重视程

位置,为后续接头打压试验提供便利。吊

则需要合理确定分层厚度和碾压遍数。在

度。在每一阶段施工开始前,都需要提前

装作业要采用两点兜身吊方式,坚决避

进行回填作业时,还需要注意机械作业

明确对应的质量控制目标,要求各个岗

免采用穿心吊方式,在吊装过程中要坚

的对称性,避免由于单侧作业不平衡对

位工作人员能够严格依照施工规范进行

[2]

持轻拿轻放处理,避免产生撞击现象,使

管道产生挤压 。在回填过程中,还应当

作业。对于检查检测中出现的问题,要

管道表层或端口位置产生破损。同时做

做好阀井、镇墩等部位的柔性连接处理,

在及时采取对应处理措施基础上,追溯

好吊装作业中的安全管理,在管材下方

采用内部接缝封堵处理方式,确保接口

相关岗位工作人员责任,采取对应的奖

及作业区内严谨人员逗留。对于吊装过

位置连接质量。对于第三次打压仍不合

惩措施,以此为后续改进提供参考。在

程中出现涂层破损情况,应当有设计和

格的接口,同样要采取内部接缝封堵措

确保各个环节施工质量都达到要求前

监理单位检查确认后,由厂家派技术人

施,以确保管道运行安全。

提下,才能够确保整体施工质量得以有

员进行修补,在验收合格后才能进行后

3 新时期施工质量控制的关键
技术

效控制,确保项目建设经济效益和社会

续施工,对于不能修补的管道,要作报废

效益实现。

处理。二是要做好测量放样控制,选择合

3.1 PCCP仿真分析系统

4 结束语

适的现场测量控制方法,做好长距离测

在当前PCCP管道施工质量控制要求

当前我国PCCP管道施工还没有形成

量的掌控和协调,合理调整管线位置,以

不断提升背景下,利用计算机仿真技术,

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对实际工作开展

确保管线位置符合设计要求。三是要做

能够对管道结构不同位置载荷响应情况

产生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对于相关管

好管道安装对接处理,正常直线段管道

进行精准分析,因此在当前PCCP管道工

理层面而言,应当在全面革新传统管理

安装间隙控制在25(±5)mm范围内,而在

程施工中,通常会采用有限元分析等方

理念基础上,优化质量管理措施,采用新

管道基础不一致的情形下,则需要控制

式,对管道在极限受力状态下的受力性

型技术加强施工质量管理,为管道项目

在25mm以内。

能和结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分析不同

运行提供坚实基础,为促进给排水工程

2.3管道安装检测控制要点

部位的变形分布情况,以此为工程施工

建设整体水平提升奠定良好基础。

管道安装检测对管道稳定运行具有

中具体作业进行指导,确保整体施工质

[参考文献]

量得以有效控制。

[1]郭凤舞,汪有红.PCCP管道施工质

重要的保障作用,这方面的要点主要包
括如下方面：一是做好接头打压试验,

3.2辅助设计系统

量控制要点探析[J].安徽建筑,2021,28

在每节管道安装完成后,就需要进行一

辅助设计软件系统能够通过将对应

(03):92-93.

次打压试验,确保密封性达到设计要求,

的施工参数输入系统中,对PCCP管道施

[2]赵翼行.超大口径PCCP管道结构

在每安装3节后,再对第一节进行二次打

工中各种材料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对施

安全与质量控制[J].东北水利水电,2018,

压,直至运行压力符合设计要求。二是要

工进度进行有效分析。在传统施工管理

36(08):20-22.

做好外部接缝灌浆封堵试验,采用表面

体系中,主要是采用CAD软件进行辅助设

[3]彭龙超.浅谈PCCP管道施工工艺

淋水方式,对砂浆进行处理,以确保砂浆

计,新时期背景下,BIM软件已经成为辅

及质量控制要点[J].绿色环保建材,2018,

质量达到设计要求。三是要做好防腐检

助设计的主流软件,借助软件系统所具

(06):22-23.

测,确保防腐效果达到最优化水平。只有

有的碰撞检查工程,能够提前分析施工

作者简介：

在确保所有检测结果达到设计和相关施

组织过程中相互冲突的部位,对整体施

田向阳(1987--),男,汉族,陕西大荔

工规范要求前提下,才能进行回填处理。

工组织进行优化,确保施工质量满足相

人,本科,助理工程师,研究方向：输水管

[3]

2.4管道回填技术控制要点

关规范要求 。同时,该系统还能够更为

线工程和事故备用及调水库工程；从事

管道回填对管道施工质量具有重要

精确的分析整体施工成本,实现工程施工

工作：水利水电工程。

影响,回填处理应当遵循分区控制原则。

成本控制与质量控制的统一,为项目建设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