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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管道工程质量及安全技术管理路径探析
刘　强

（盖州中燃城市燃气发展有限公司，辽宁 盖州 115200）

摘　要　天然气作为绿色能源，市场使用范围和供需量持续扩大，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不

可或缺的重要资源。由于天然气有一定的危险性，燃气管理建造的安全问题是影响工程整体质量的重要因素。天

然气是化学物质，具有易燃易爆的特点，容易在运输环节中出现危险，可能危害人民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针对

天然气燃气管道工程建设的特征，本文认为应进行安全技术管理，采用因地制宜的管理思路，科学铺设管道，从

而提高燃气管道工程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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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天然气的需求逐年

增加，每年都要建设新的燃气管道，投入的资金不断

地增加。但是，在建设燃气管道过程中和使用中，操

作不当容易产生危险隐患，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影

响社会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为了确保在施工过程中

和建造完成后的燃气管道工程安全，降低危险事件的

发生概率，营造出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应在燃气

管道工程实施过程中提高企业安全技术的水平，建立

较为完善的管理措施，带给人们更加优质的服务。

1 燃气管道工程建设特点

1.1 受客观因素的影响

燃气管道的建造具有周期较长、投资资金较多、

范围较大等特点，在实施过程中容易受到多方因素的

干扰，例如气候、地形、精密仪器的灵敏度、员工的

专业技术水平等因素，都会对工程产生或多或少的干

扰，影响工程的进度和成效。因此，天然气管道的建

设标准略高于一般的工程项目，对企业的资金和技术

极具考验。

1.2 燃气管道具有隐蔽性

燃气管道大部分在地下，需要将多种管材拼接在

一起，把焊接好的管道埋入地下，或者直接将管材放

入渠道中再进行连接。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要提前

考察当地的地形和地质，充分考虑地下环境对施工的

影响，降低地质环境对工程的束缚，提高燃气管道的

质量和使用年限，减少返工的情形 [1]。

1.3 管理难度系数较大

燃气管道工程的范围较大，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

约束，不仅要考虑到当地特有的自然环境，还要考虑

到本地人们对燃气的需求和趋势，制定贴合实际的实

施措施和管理办法，严格监控每个施工环节，提高整

体工程的专业水平，定期检测燃气管道的状态，及时

发现隐藏的危险，减少后期的维修内容，确保人们的

生命、财产安全。

2 当前燃气管道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管道质量问题

燃气管道工程需要将地上作业和地下作业结合在

一起，还要降低对周围环境的破坏，都在无形中增加

施工的难度和复杂程度，给施工企业增添不小的压力。

每个地区的自然气候和地形地貌都大不相同，需要企

业提前对施工区域进行全面考察，降低环境因素对工

程的影响。然而，即使制定较为全面的施工计划，也

会出现不可预知的情况，因此要及时做出应对方案，

减少经济损失，推动施工进度。在遇到恶劣气候时，

地下渠道受到雨水的冲击，容易发生坍塌等不良现象，

产生地表的凹陷，企业要暂停施工，用较为坚固的材

料巩固地下通道，最大程度地保证员工的工作安全和

燃气管道工程质量。

将燃气管道安放在地下是考虑到市貌整洁，保护

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但这种方式无疑给后期的检修

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容易忽略隐藏的安全隐患，造成

地下失火或者爆炸等危险事故。燃气管道的隐蔽性加

大了建设的难度和维护的困难，提高了天然气的灾害

系数。因此，需要建立较为科学的实施措施，严格检

验工程的质量，制定较为完善的管理体制，逐渐增强

燃气管道的安全性。燃气管道网络布置范围较为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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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专业的安全技术人员比较缺失，

阻碍工程的实施进度，没有充足的人员对线路进行检

测和养护，使得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很多的问题，影响

天然气的正常使用，有可能危及人们的生命，形成较

为严重的后果。

2.2 管道安全问题

由于人们对天然气的需求量越来越大，燃气管道

工程也相应增多，铺设的范围也随之扩大，给燃气管

道工程的建立增加了很多的安全问题。影响燃气管道

施工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施工环境和人为原因对工程

的作用较大，很多企业聘用短期的施工人员，专业水

平较低，安全意识较为淡薄，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不能规范操作流程，对质量管理的重点知之甚少，使

得整体工程进展较慢，质量也无法保证。很多企业为

了加快施工进度，忽略安全管理环节，造成工程后期

或者运行过程中容易出现返工的现象，甚至发生安全

事故，产生更大的经济损失，威胁施工人员和周围人

们的生命安全 [2]。

2.3 安全监督体系不完善

在实施燃气管道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安全技术管

理的应用，安排专业人员对现场安全进行监督，加强

各个环节工作的监管力度，创建较为安全的工作环境。

但目前还是有很多企业和员工对安全管理的意识欠缺，

容易忽略细小环节的操作，从而形成蝴蝶效应，引发

较为严重的后果。监管体系的不完善，容易引起员工

的惰性思维，使得员工懈怠工作、偷工减料，还有的

员工嫌麻烦不正确佩戴或者干脆不佩戴安全护具，不

注重自身安全防护，一旦发生特殊情况，直接危害到

员工的生命，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3 燃气管道工程质量管理工作要点

3.1 管道施工方案审核

在开始施工之前，企业要依照国家相关的规定，

对实地进行多方面的考察，根据当地地质等真实数据，

科学地设计工程计划，对地下管线、构建物、岩土挖

掘等工作进行合理的安排，一步步完成预期的目标。

企业要组织专业的人员提前对施工区域通过图纸或者

电子文件的形式进行初步的施工图纸绘制，由政府单

位进行审核，针对初步设计提出相关的建议。企业将

合格的绘制图交给施工团队，在施工地区进行规划，

对不好挖掘的地区进行标注，尽量把地下管道建造在

容易开采的地方，确定最终的实施方案。最终的方案

要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将计划划分为几个

步骤，制定每个环节的详细工作内容。对危险性较大

的部分，要严格遵守相关的操作流程，设定专项施工

团队，降低施工的安全隐患。在施工过程中因不可抗

拒的因素需要变更时，企业要向相关部门提供更改材

料，通过之后才可实施更改方案，杜绝企业擅自改变

原计划书中的内容，包含管材、结构等，避免产生严

重的安全事故 [3]。

3.2 严格检验进现场的材料

燃气管道中的钢管材料要完全符合《石油天然气

工业管线输送系统用钢管》（GB/T9711-2011）和《输

送流体用无缝钢管》（GB/T8163-2018）中的条件。钢

制连接材料要依照《钢制对焊无缝管件类型与参数》

（GB/T12459-2017）和《大直径钢制管法兰》（GB/

T13402-2010）的规定，还要配置对应的法兰、垫片等

套件。钢制连接材料要参考《压力容器第 2部分：材料》

（GB/T150.2-2011）中的内容。选定材料之后，在材料

进入施工现场之前，要严格检查运输来的材料外径、

材质、厚度、长度等是否与选定的一致，查看外表是

否有裂纹、划痕、脱皮、损伤等外伤，法兰端面是否

有气泡、凹凸不平等问题。在进场的材料中抽检不低

于 20%的管材和全部管件。这种方式提高了对原材料

的监管，减少了以次充好的材料进入施工现场，杜绝

了因材料问题引起燃气管道的质量问题。

3.3 管道连接质量把控

管道的连接质量是影响燃气管道正常运行的重要

问题，如果管道的连接口密封效果不理想，会出现大

量燃气的泄露，容易出现燃气爆炸的危险事故。燃气

管道连接主要采用焊接、法兰的连接办法。采取管道

焊接的连接方式时，焊接口的质量应当符合《城市煤

气、天然气管道工程技术规程》（DGJ08-10-2004）的

最低条件，应用卡尺、塞尺检测焊接口，每四个相邻

的连接点为一组，取其中的最大值，最大值要保证内

壁错口小于 0.1且厚壁不能大于 1mm。在钢管焊接时，

要全面检查焊接质量，焊缝弯管应当以《现场设备、

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GB50236-2011）为准则。

在管道焊接工作完成之后，要应用超音波检查焊缝中

是否有残渣、气孔等问题，且满足《钢焊缝手工超声

波探伤方法及质量分级法》（GB11345）中Ⅰ级焊缝的

质量条件。

3.4 管道防腐管理措施

燃气管道防腐措施应当满足《城镇燃气埋地钢质

管道腐蚀控制技术规程》（CJJ95-2013）的要求，在使

用定向钻、顶管法的施工措施时，要在管道外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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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腐保护层，确保管道能够长时间地在地下工作。将

连接好的燃气管道放入渠道中，要对管道外围的防腐

层进行查验，确保防腐层的平整、均匀、无褶皱、无

鼓包、无凝块等问题，增强保护层的用途。环氧煤沥

青防腐保护层中干膜的厚度要超过 0.4mm，挤塑聚乙

烯防腐保护层的厚度要超过 1.8mm，聚乙烯胶黏带外

防腐保护层的厚度要大于 0.7mm，要根据不同的材料，

采用不同的防腐厚度。表层防腐检查通常以 20根为一

组，一组抽查至少 1根，对钢管两端和中间通过测厚

仪进行数据采集，符合标准的管道才可进入地下渠道

中 [4]。添加防腐层时，要先清理管道外围的杂质，确

保每根钢管表面光滑，将整理好的管道用防腐材料进

行包裹，旋绕的厚度不能低于 20mm，材料的长度要高

于 100mm，胶带连接处的宽度要大于 20mm，随机抽取

10%的管道进行检验并将数据记录在册。

3.5 地下渠道质量管理

在挖掘地下渠道时，要根据提前采集的数据，选

择在合适的地方动工，要减低对周围基础设施、自然

环境的影响，科学制定施工路线，合理安排地下管道

网络、电力电缆、通讯光缆、基础建筑等，将可能产

生影响的环节进行保护和监控，减低基础设施的损坏。

燃气管道在挖掘超过 1m时，要采取相应的支持措施，

预防渠道坍塌的现象。在挖掘过程中遇到沙土倒流的

情形，要在多个地方应用支撑工具，防止渠道上方的

压力过大，造成渠道坍塌的情况。所以，在开展地下

渠道挖掘工作时，渠道中心轴的位置要与燃气管道的

中心线相差小于 60mm的距离，渠道底部的高度要相差

小于 50mm，二者底部中线相差小于 25mm。在实施燃

气管道回填工作时，应先将底部压实，保证土壤的干燥，

渠道内部没有积水，然后依次填满整个沟渠。回填用

的材料，一般是将渠道底部填满原土，管道的两侧用

沙土和原土一层一层填充，每层的厚度大约在 20cm到

30cm之间，在检测完管道的各个环节之后，将其余的

位置全部回填。

4 燃气管道施工安全管理措施

4.1 设置现场围护标识

燃气管道经常会经过一些人流量较大的地区，在

挖掘地下渠道或者线上作业时，应当在周围设置维护

标识，对严重影响道路交通的路段，距离现场 300m、

100m处放置绕行、减速等标识，让通行的人员车辆能

够绕过拥挤路段，采取便捷的出行路线。如果现场的

保护措施不合理或者没有安放相应的标识，容易引起

交通事故，造成财产损失，妨碍交通出行。所以，要

做好施工区域的防护措施，降低对人们正常出行的影

响，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4.2 全面贯彻安全管理

很多企业在施工过程中为了节约成本，在不适合

挖掘的地区进行施工，容易出现地面沉降、裂缝等现象，

使工程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增加更多的经济成本。在

不适合开发的地区，企业可以结合施工前的调研数据，

绕道建设地下渠道，避开可能会引发安全事故的地方，

加强保护地下结构、建筑物等，应用有针对性的管理

措施。在施工前，要对区域内的土质进行监控，观察

建设过程中建筑物的下沉情况，当建筑物下降速度过

快或者有偏移的趋势时，要及时采取对应办法，分析

产生的原因，减少对周围环境和基础设施的影响 [5]。

4.3 采用应急处置管理

在施工过程中遇到强降雨或者刮大风的恶劣气候

时，企业要应用应急处理方案，对容易发生变化的材

料进行相应的保护措施，例如燃气管道的破裂、天然

气的泄露、运输管道的变形等。如果发生事故，要立

即采用应急措施，第一时间联系相关部门进行抢险处

理。企业要加强与公安、消防、交通等应急部门的联系，

缩小事故的影响范围，减少损失。另外，在日常管理

工作中要提高员工安全意识，规范员工的操作习惯。

综上所述，在燃气管道工程建设过程中，要制定

科学的管理策略，注重安全技术管理工作，将工程的

质量问题放在首要位置上，聘用专业的工作人员，为

工程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燃

气管道的建设量也在不断地提高，建设过程对社会生

产生活秩序或多或少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要贯彻以人

为本的发展理念，带给广大人民群众舒适的生产生活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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