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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首先介绍了国内第一部规范盾构法隧道施工与验收的标准——《GB50446-2017 盾构法隧道施

工与验收规范》
（以下简称《规范》2017 版）管片部分章节的修订背景，解析了《规范》2017 版的管片部分各章节的结

术
技
道

构层次，梳理了修订的主要内容及理由，然后总结了针对近年来需要突破《规范》2008 版规范中关于模具、主筋连接
和混凝土坍落度等与钢筋混凝土管片生产质量和技术强相关的内容所开展的专题研究结果，确保《规范》2017 版中

隧
代
现

管片部分内容在实施中的可操作性、实用性和先进性，以进一步规范和指导管片的绿色保质高效生产，提升盾构法
施工隧道的实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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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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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A

1 《规范》管片部分章节的修订背景

管片通过拼装顶推后以管环形式承受隧道各种

载荷，是盾构法施工隧道的最小受力单元，因而其质
量直接关系隧道整体安全和寿命。

章节的修订情况”，其中包含了预制构件生产工序中
涉及到的安全和环境保护要求；另外针对《规范》

术
技
道

2017 版管片部分有重大或颠覆性变化的内容进行

了专题研究，具体内容详见第 3 节“《规范》2017 版之

隧
代
实施后，盾构法施工技术得以迅速推广。盾构法施
现 2 《规范》管片部分章节的修订情况
《GB50446-2008 盾构法隧道施工与验收规范》

工的隧道通常会用到钢管片和钢筋混凝土管片两

种，钢管片一般在盾构整体过站或始发负环时临时
使用，而钢筋混凝土管片的使用量最大、最广，由此
推动钢筋混凝土管片行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经过
近几年的发展，钢筋混凝土管片生产单位在应用《规

管片部分的专题研究内容”
。

《规范》2017 版整体在注重保留和延续 2008 版

实用、可操作性强的风格基础上 ，秉承了与现行

《GB50157-2013 地铁设计规范》和《GB50108-2008
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2013 版）等相关标准相协

和内容。因此，根据管片生产行业的实际状况和现

术
技
严要求三大方面开展修订研究和编制工作，
其中管
道
隧
片部分的修订情况如下。
代
2.1 在结构上进行了调整
现

有关内容进行了修订，详见第 2 节“《规范》管片部分

《规范》2008 版中管片部分共分为两章，第 6 章

范》2008 版的过程中，发现了有关管片部分的个别
技术指标很难符合标准要求。此外，随着新工艺、新

技术的发展，
管片生产技术也随之发展和进步，有些

新技术的要求需要突破《规范》2008 版的指导范围
有生产技术水平，在《规范》2017 版中对管片部分的
修改稿返回日期：2018-05-17

调的原则，从符合规范编制规定的结构组织、盾构法
施工的新技术和新应用以及新形势下的安全与环保

2.1.1 合二为一的管片部分总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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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管片制作，
从模具、钢筋骨架、混凝土施工和养护、

前，使管片章节部分在结构上更为紧凑。

成品质量和检验等对管片生产各关键工序系统地提

2.2

出了要求；
第 16 章为管片验收，
其中对管片的现场验
收作出了规定。这是因为当时盾构法施工还不是很

普遍，鉴于管片对于隧道结构安全的重要性，因此将
其独立设置一章并置于第17章
“成型隧道验收”
之前。
在《规范》2017 版中，将上述两章合二为一，成

术
技
道

为第 6 章“管片生产与验收”。将《规范》中涉及到管

根据现行有关规范和规定以及行业内的使用习
惯，统一了《规范》涉及到的名词和术语，根据管片生
产（制作）和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调整、增加、更新
和删除了各节的相关内容，具体见表 1。
2.3

对预制构件生产过程中的安全和环境保护要
求提出了具体规定

片生产与验收的内容合并后，
《规范》最后只有一章

隧
代
2017 版整体结构层次更为合理，
与《规范》的名称也
现

在技术内容上进行了修订

限于篇幅，
《规范》2017 版除了在一般规定中宏

验收内容，即第 16 章“成型隧道验收”，使得《规范》

观地作了安全和环保的要求外，对于各工序中的绿

更契合。

色安全生产措施都是穿插于相关的内容中，如钢筋

2.1.2 节间的调整

混凝土管片的混凝土耐久性、模具检验、钢筋混凝土

定》的要求，结合管片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控制顺序进

浆孔预埋件拉拔力和钢筋保护层要求、钢管片的防

在本章编写时，总体按照《工程建设规范编写规

行编排，并且各节按照先宏观后具体事项的原则进

管片的出模强度、钢筋连接和接头使用注意事项、注
锈和涂层以及质量要求等。因此可以说，本次修订

涵盖了质量、安全、环保和节能等各个方面，以指导
术
技 和规范管片生产各方面的管控行为，期待促进管片

行编写。考虑到目前主要使用的管片是钢筋混凝土

道
隧
代

管片和钢管片，而钢管片生产工艺相对简单且仅用

于临时结构，因此在结构安排上更多考虑了钢筋混
凝土管片的生产工艺。

现

修订后的第 6 章“管片生产与验收”，其各节分

别为：6.1 一般规定、6.2 原材料、6.3 钢筋混凝土管片

模具、6.4 钢筋骨架、6.5 混凝土、6.6 钢筋混凝土管

行业整体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

3 《规范》2017 版之管片部分的专题
研究内容
在总结作者十几年的钢筋混凝土管片生产经验

片、6.7 钢管片、6.8 管片贮存与运输和 6.9 管片现场

的基础上，编制组还调研了国内有代表性的管片生

适用，6.3—6.6 节的要求针对钢筋混凝土管片，6.7 节

重大或颠覆性变化的内容进行了专题研究，以期使

验收。其中，6.1—6.2 节和 6.8—6.9 节为两种管片都

产企业，在修订过程中对《规范》2017 版管片部分有

仅适用于钢管片。

新版规范能更好地指导推广应用新技术或使生产制

术
技
造过程更为节约环保、保质高效。
将《规范》2008 版“6.2 生产准备”中需要保留的
道
内容部分合并入“6.1 一般规定”，部分移入相关各节
3.1 隧
关于模具允许偏差
现代
表 1 《规范》2017 版较 2008 版在管片部分各节的相关修订内容

Table 1 Revised contents of the segment section of the“Code for Construction and Acceptance of Shield Tunnelling Method:
GB50446-2017”on the basis of the 2008 edition
序号

2017 版节号及节名

1
2
3
4

6.1 一般规定

变化类型

整节或条款号

调整

整节

增加

变化内容
将通用的准备工作内容和基本要求并入本节，修订后的本节内容涵盖总体要求以
对管片生产企业的人员要求

6.1.6

安全生产和绿色生产的要求

6.1.4

对设备的要求

6.1.2

将制造厂家改为生产企业

5

更新

6

删除

7

调整

整节

增加

6.3.3

更新

—

中心吊装孔为注浆孔

—

模具的尺寸要求

8
9

10
11

6.3 钢筋混凝土
管片模具

删除

—

6.3.4

术
技
道

及人、机、法等其后各节没有涉及到相关内容的条款

6.1.3

有关资质要求的内容

隧
代
现

结构上按照模具总体要求、进厂验收内容、检验要求以及模具使用注意事项（合模
前、中和后）进行编排，最后为脱模时混凝土的强度要求，
使规范指导操作性更强
模具验收对原始出厂数据和检测工具的要求【注 1】
模具检验的情况和检验结果要求【注 2】

第 56 卷第 5 期(总第 388 期), 2019 年 10 月出版
Vol.56, No.5(Total No.388), Oct.2019

73

现 代 隧 道 技 术

MODERN TUNNELLING TECHNOLOGY

《GB50446-2017 盾构法隧道施工与验收规范》中管片部分章节的修订简介
续表 1

序号
12
13
14

2017 版节号及节名
6.4 钢筋骨架

变化类型
调整

15

增加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隧
代
现

6.7 钢管片
6.8 管片贮存与运输

29
30
31

6.9 管片现场验收

6.5.1
6.5.2
6.5.2
6.5.5
6.5.6
整节
6.6.2
6.6.2
6.6.3

项的顺序编排
简化了总体要求
特种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要求【注 3】；
混凝土坍落度由不宜大于 70 mm 改为 120 mm
明确管片出模后要进行养护【注 4】
明确北方地区冬期施工的注意事项【注 5】
原 16 章的缺陷等级表修订后放入本节【注 6】
1. 设计无要求时对抗拉拔力的要求【注 7】；
2.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验要求
管片成品的检验内容
管片成品检验数量

术
技
道

6.5 混凝土

6.6 钢筋混凝土管片

按照总体要求、混凝土配合比设计、生产与浇筑、养护以及特殊情况下生产注意事

整节

调整

25
26
27
28

整节或条款号
变化内容
整节
结构上按照钢筋原材要求，钢筋加工注意事项，骨架成型、安装和存放的顺序编排
6.4.2
钢筋接头连接的要求
6.4.3
接头钢筋使用数量和部位的要求

增加
更新
调整
增加
更新
调整

整节

将原材料的要求移入了 6.2 节，本节将制作和质量要求进行了归类整理，增强标准

增加
调整

6.7.1
6.7.2
整节

1. 总体要求；
2. 外露面防腐和涂层处理要求
螺栓孔和表面锈蚀的要求
提炼出了两种管片需要注意的事项【注 8】

调整

整节

增加
删除

6.9.6-6.9.8
—

的实用性

术
技
道

代隧

现

按照先主控项目后一般项目、先钢筋混凝土管片后钢管片、先重要项目后次要项
目的顺序编写

钢管片进场验收的内容
钢筋混凝土管片水平拼装和检漏试验的验收内容【注 9】

【注 1】由于钢筋混凝土管片模具的检测以原始出厂数据为依据，且不同批次的模具因检测工具的不同会带来可能超过预期的偏差。因

此，
本条要求管片厂家在验收模具时，应同时验收模具制造厂家配套提供的数据和工具[1].

【注 2】列出了钢筋混凝土管片生产中可能发生的导致模具精度出现较大偏差的情况，但没有给出模具检验的项目和控制精度要求，强调

以满足成品的质量要求为最终要求 .

【注 3】随着混凝土技术发展，自密实混凝土运用逐渐广泛。有技术实力的企业，可采用自密实混凝土，但要对自密实混凝土管片的耐久性

进行测试，无不利影响时方可正式应用。当采用纤维混凝土或自密实混凝土等，或需要进行预应力施工时（纤维混凝土管片、自密实混凝土管
片和预应力混凝土管片在国外均有应用，在国内尚处于试验研究或施工试验阶段），
生产管片使用的混凝土还需要满足相关标准的要求[2].

【注 4】混凝土养护不好容易导致开裂且钢筋混凝土管片一般因为要准备足够的库存而会长时间存放，为减少裂缝的产生，出模后的管片

术
技
道

要加强养护，且养护周期不宜少于 14 d。养护可采用水中养护、喷淋养护、涂刷养护剂及可以达到预期养护效果的任何方法；
在条件允许时，优
先采用水中养护。但对于采用潮湿养护特别是水中养护时，要避免管片内部温度与水温存在过大温差或者因部分在水中，部分在空气中外露
而导致混凝土开裂[3,4].

隧
代
现

【注 5】在北方冬期生产管片时，骨料中要注意含有冰、冻块以及其它易冻裂物质对成型后混凝土的影响。混凝土浇筑温度不宜低于 10℃，

浇筑后应及时覆盖，宜采用适当的措施进行保温和防护。当采用蒸汽养护时，还应避免因管片出模时的余汽造成的吊运工况不良进而导致的
安全问题 .

【注 6】征求意见时反馈回修改建议与意见最多的是表 6.6.2-1，反馈意见和建议主要涉及裂缝的宽度和气泡问题。故 2017 版将涉及钢筋

混凝土管片有关裂缝的严重缺陷调整为从表面延伸至内部且超过设计允许宽度和深度的是严重缺陷，将钢筋混凝土管片粘贴防水密封条处
的气泡作为一般缺陷处理。主要理由为：依据钢筋混凝土管片在隧道内基本呈均匀受力的实际状况，并参考国家标准《GB50204-2015 混凝土
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中的表 8.1.2 的内容确定。其中，严重缺陷通常是指那些会对钢筋混凝土管片的结构性能或使用功能等产生影响
的缺陷 .

查阅近几年地铁、水利、电力、热力工程等盾构施工设计图纸，对混凝土管片允许裂缝宽度的要求均为不大于 0.2 mm.

术
技
道

地铁、水利、电力和热力工程等盾构施工设计图纸均未提及气泡直径和数量要求，仅要求密封垫沟槽及平面转角处没有剥落缺损，不符合

要求应进行修补 .

【注 7】根据设计要求和作者多年的生产施工经验可知，中心注浆孔预埋件是管片拼装时的主要受力件。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抗拉拔试验。

根据近年来的设计数据积累可知，抗拉拔力一般不低于管片自重的 7 倍 .

隧
代
现

【注 8】
（1）当采取内弧面向上的方式进行码放且存放温度在 0℃及以下时，钢筋混凝土管片的注浆管预埋件必须有防冻胀的措施。作者原

所在单位曾有因 10 月下旬的一次突降大雨和气温突降而发生过水平存放的个别管片因注浆孔埋件上盖损坏导致预埋件及四周保护层混凝土

涨裂的教训[3]。
（2）如果管片翻转时使用的柔性保护材料选择不当，会掉色污染钢筋混凝土管片表面进而影响成型隧道的感观质量，也会因硬
度过硬损伤钢筋混凝土管片表面或钢管片的防锈及涂层而导致耐久性问题。管片运输时推荐的做法是：设备的管片放置面应设有卡槽，并在
卡槽与管片以及管片之间均垫入通长的木枋，每层支撑点应在同一平面上，各层支垫物应在同一直线上，并应用钢丝绳或夹具将管片与车体
绑扎牢固，锁链接触部位的管片应采用柔性垫衬材料保护[4].

【注 9】钢筋混凝土管片的水平拼装检验主要功能是检验模具，此项检验生产厂家都会按规范要求进行；虽然之前的设计规范和《规范》

2008 版都要求现场进行检漏试验，但鉴于现场或不做或流于形式且通常只有在钢筋混凝土管片外弧面无任何可见的细微裂缝情况下才能成
功进行检漏试验，所以本次修订在现场验收环节删除了上述两项试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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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而是要与工程要求相适应。

[1]

品的尺寸精度密切相关 。在本规范首次编制前，
国

从钢筋混凝土管片生产角度出发，在保证混凝

内尚无任何标准或规范对钢筋混凝土管片模具的尺

土强度和耐久性指标前提下，使用坍落度较大的混

寸精度进行明确，模具加工精度的控制要求无据可

凝土，可以降低模具振动的能耗，
还可避免由于振动

依，
因此《规范》2008 版中规定了模具的允许偏差。

不利而造成的质量问题。因此，综合混凝土技术的

根据作者多年的生产经验并结合编制组对钢筋

术
中对模具允许偏差的要求过严。即使新采购进场时
技
道
模具可达到精度要求，但随着生产延续，
实际中模具
隧
的允许偏差会相对
《规范》2008 版的要求有一定的
代
突破，不过用其成型的钢筋混凝土管片的尺寸偏差
现
混凝土管片生产单位的走访和调研，
《规范》2008 版

仍可满足设计和《规范》2008 版的要求[2]。

同时，随着钢筋混凝土管片生产技术的进步与

发展，根据钢筋混凝土管片生产单位的实际情况，
将

坍 落 度 由“ 不 宜 大 于 70 mm”改 为“ 不 宜 大 于 120

mm”，使用“不宜”这个规范用词，还是为具有大、小
坍落度技术水平先进的管片生产单位放宽限制，有
助于促进行业的发展。
3.3

关于受力钢筋设置接头
管片生产单位从钢厂或经销商采购的直条钢筋的

发展，模具制造厂家已具有一定的技术储备和经验

定尺长度一般为9 m和12 m。管片钢筋骨架的加工过

积累，能很好地控制模具加工组装精度。经过讨论

钢筋如果直接当作废料处理，
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和研究，编制组认为，
《规范》2008 版对模具允许偏

程中，
在充分利用后还会有一定长度的钢筋剩余，
这些

目前，现行国家规范《GB50010-2010 混凝土结
术
技 构设计规范》和《GB50666-201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

差提出要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钢筋混凝土管片

道
隧
代

生产的精度，
只要成品的尺寸偏差满足要求，无需对

模具精度提出要求。而且，钢筋混凝土管片生产单

现

位的技术管理水平有所不同，管片生产技术水平高
时，模具允许偏差的要求可适当降低。
基于上述原因，本次修订取消了对模具允许偏
差的要求，钢筋混凝土管片生产单位应根据自身技
术水平控制模具精度和允许偏差，重点强调以满足
成品的质量为最终要求。

工规范》中对焊接接头的设置有明确要求：
“同一构
件内的接头宜分批错开”、
“接头连接区段的长度为
35 d，且不应小于 500 mm”、
“同一连接区段内，对于
梁、板和墙类构件，纵向受力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不
宜大于 25%”；设计图纸中有时也会对钢筋接头提出
技术要求。

经编制组走访和调研了解到，管片生产单位一
般会将这部分钢筋通过对焊连接或机械连接的方式

术
技
《规范》2008 版编制时，混凝土生产所用的外加
此，为了规范管片受力钢筋的接头设置和使用，
在修
道
剂大多为萘系减水剂。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当坍
订时增加了相关条款：
“当设计允许受力钢筋设置接
隧
代
落度较大时，混凝土容易出现离析或泌水的情况。
现 头时，可采用对焊连接或机械连接，接头质量应分别
3.2

关于混凝土坍落度

连接起来，再切割后作为钢筋骨架的主筋使用。因

钢筋混凝土管片生产属于工厂化预制，需要在专用

满足《JGJ18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和《JGJ107 钢筋

模具上成型。当混凝土出现离析或泌水时，成型后

机械连接技术规程》的要求”
、
“同一钢筋骨架内带有

就会产生砂线、蜂窝或麻面等外观质量缺陷，且成品

表面容易出现干缩裂缝，因此《规范》2008 版的混凝
土配合比设计中规定“混凝土坍落度不宜大于 70

mm”，使用“不宜”这个规范用词，也是为技术水平较
高的管片生产单位放宽限制。

随着外加剂和混凝土技术的发展，现在聚羧酸
系减水剂已取代萘系减水剂而普遍用于混凝土生产
中。聚羧酸系减水剂的优异特性，使混凝土在大坍
落度情况下，
仍然可以保持很好的粘聚性和保水性，
不易出现离析或泌水，桥梁、铁路、水利等行业已将
大流动性的高强、高性能混凝土用于实际工程中。

接头的纵向受力钢筋不得多于 2 根，接头钢筋的位
置不应在骨架内弧和最外层钢筋上，且不得布置于
相邻的纵向受力钢筋上”
。

术
技
道

以常用的 6 m 管片为例，每片钢筋骨架可视为

同一连接区段，该区段内共有主筋 16 根，设置 2 根带
有接头的钢筋，其钢筋接头面积百分率为 12.5%，远

隧
代
现

小于现行国家规范 25% 的要求。同时，每片钢筋骨

架中允许 2 根带有接头的钢筋，也可解决钢筋裁切
后剩余钢筋处理的问题，大大降低了钢筋的损耗和
浪费，
符合国家节约资源、低碳环保的政策方向。
在规范的条文说明中还给出了具体内容：当采

而且，行业对混凝土的认知也在发生改变，混凝土结

用机械连接时推荐采用的步骤为：首先要根据钢筋

构质量与坍落度大小无直接相关性，并不是越小越

丝扣的数量和丝距选用与之匹配的套筒，以避免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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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后的钢筋发生扭曲、错位；然后对钢筋进行套丝、

绿色控制点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作者将大量的钢筋混凝土管片实际生产经验与

弯曲；
之后再用套筒进行连接；
最后应控制连接后钢
筋的弧长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

教训，如模具原始出厂数据和配套检验工具、钢筋连

4 结束语

接、出模后养护、中心注浆孔拉拔试验、北方冬期蒸
养出模后余汽可能影响吊运工况和存储防涨裂、管

作为国内首部规范盾构施工的标准，作者经过

技术

广泛调研生产和施工管理现状以及市场需求，在注
重与现行相关国家规范相协调的基础上，认真总结

隧道

管片生产制造及管控实践经验进行规范修订，以确

代
《规范》
2017 版管片部分各节按照先宏观后过
现

保规范的可操作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程要求的顺序进行编排，并按照时间顺序对原材料、
钢筋混凝土管片模具、钢筋骨架、混凝土、钢筋混凝
土管片、钢管片、管片贮存与运输以及管片现场验收

片翻转和装运等通常会被忽略却又有可能对成品质
量、安全或绿色生产等产生影响的注意事项全部融
入了《规范》2017 版。希望《规范》2017 版的实施，能
够进一步规范和指导管片的绿色环保高效保质生产

与施工，利于提升盾构法施工隧道的实体质量；
也希

望《规范》2017 版为推动地下城市综合管廊建设的
宏观战略出一份力；同时也希冀《规范》2017 版在促
进国内整个预制行业的产品质量和提升各类装配式
结构整体质量方面起到借鉴或引领作用。

等各关键环节与生产验收相关的主要质量、安全和

术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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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Introduction to Revision of the Segment Section of“Code for Construction
and Acceptance of Shield Tunnell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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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 Yaning ZHANG Jinxun WU Fumei
（Beijing Urban Construction Group Co.ltd., Beijing 1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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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vision of segment section of“Code for Construction and
Acceptance of Shield Tunnelling Method: GB50446-2017”，analyzes its hierarchy, presents the main contents and
reasons of the revision, summarizes the results of special research on breakthrough the specifications in 2008 edition
regarding mould, main reinforcement connection and concrete slump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nufacturing quality
and technique of steel concrete segment, guaranteeing the operability, practicability and advancement of the con⁃
tents of segment section of the 2017 edi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green, qualified and efficient manu⁃
facturing of segment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hield tunnels.
Keywords Shield method; Tunnel；
Segment；
Code;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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