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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



T/CSPSTC X—2022

IV

引  言

盾构法隧道远程管控平台结合我国工程施工企业的现状，充分挖掘我国在盾构法隧道施工上的技术

优势和管理经验，通过“互联网+”模式集成大量施工数据，为施工管理提供决策基础；同时创新了管

理模式，实现施工的远程管理及动态分析，实时进行风险报警，及时提供智能化决策，形成一套管控系

统及其配套的实施细则和管理制度，用于实际工程，以提高施工企业的管理水平和效率，扩大管控规模，

降低企业成本。

作为城市交通隧道施工中自动化水平最高的盾构法隧道施工技术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但是由于工程

项目日益增多，施工企业水平不一，随着隧道工程施工地域扩大、地下空间开发复杂度提高，导致隧道

施工风险隐患和质量隐患日益增多，对城市安全造成了威胁。当今互联网时代为了保证隧道施工高效、

高质和安全完成，急需基于物联网的盾构隧道远程管控技术体系，实现隧道施工的远程监视、控制、决

策、管理的智能系统平台，为不同工程提供技术服务、实时监督和智能化指导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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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法隧道远程管控平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盾构法隧道远程管控平台的系统构成、功能要求、性能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盾构法隧道施工参数定义、功能设计，软件开发和实施，可作为企业选择或评价盾构

法隧道管控系统时的评测依据。

本文件的使用者包括盾构机厂家、工程施工单位、工业互联网软件产品开发组织、独立软件测试、

实施及咨询服务机构等，与工业互联网数据管理有关的其他领域亦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4354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 术语和商业规格

GB⁄T 34650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 盾构机安全要求

GB 50446 盾构法隧道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0308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盾构机 shield machine

在钢壳体保护下完成隧道掘进、出渣、管片拼装等作业，推进式前进的全断面隧道掘进机。主要由

主机及后配套系统组成。

注：包括土压平衡盾构机、泥水平衡盾构机、异型盾构、顶管等。

3.2

风险 risk

工程项目建设期间的风险。

3.3

进度 schedule

规定工程内容的施工顺序和开工、竣工时间的施工计划。

3.4

质量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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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工程的隧道质量。

3.5

环境 environment

施工过程中盾构对地面环境的影响。

3.6

协同 coordination

工程管理者之间协同合作，保证任务紧密协作，充分达到资源有效利用。

3.7

施工管控 construction control

盾构法隧道施工过程中，运用系统的观点和理论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对进度、质量、环境和风

险进行管理和控制的过程。

3.8

环号 ring number

盾构机掘进或拼装当前管片编号。

3.9

里程 mileage

盾构机掘进总距离。

3.10

净行程 net stroke

单环内盾构机掘进距离。

3.11

盾构姿态 shield position and stance

盾构主机的空间状态，通常采用横向偏差、竖向偏差、俯仰角、方位角、滚转角和切口里程等参数

描述。

3.12

刀盘 cutter head

设置在盾构机前端，通过旋转或其它运动方式对地层进行全断面开挖的钢结构和刀具的总称。

3.13

液压系统 hydraulic system

为盾构机提供液压动力及执行动作的系统，由液压泵站、液压油缸、液压马达、控制阀、液压油管、

仪表等组成。

3.14

推进系统 thrus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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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推动盾构机前进并具有调向功能的系统，主要由推进液压缸、阀组、泵站、行程测量装置等组

成。

3.15

注浆系统 grouting system

在掘进过程中注浆用于填充开挖空隙的系统。可分为同步注浆系统、二次注浆系统等。

3.16

导向系统 guidance system

用于实时动态测量和显示盾构机掘进姿态的系统。

3.17

螺旋机 screw conveyor

采用螺旋叶片将渣土从土仓向后方输送的装置。

3.18

盾尾密封 tail sealing

管片与盾尾之间空隙的密封装置，主要包括密封刷、紧急密封装置和密封油脂。

3.19

泥水处理系统 slush disposal system

泥水处理系统由泥水分离系统（预分筛、一级旋流器、二级旋流器、脱水筛）、高比重泥浆处理系

统（离心机系统、压滤机系统）、泥浆循环系统（调制浆系统、输送系统、泥浆指标调整系统）组成。

3.20

铰接系统 articulation system

前盾与中盾之间或中盾与盾尾之间的活动连接装置，主要由液压缸、阀组、泵站、密封装置、行程

测量装置等组成。可分为主动铰接、被动铰接两种形式，其中主动铰接铰接点一般在前盾与中盾之间，

可通过铰接主动调向，被动铰接点一般在中盾和尾盾之间，铰接系统采用随动方式。

4 基本规定

4.1 管控平台应以收集的数据为基础，对盾构项目的质量、进度、风险、盾构机等全方位进行管控，

为分公司各级管理层提供数据及其分析结果、预、报警、施工建议与意见、咨询报告等功能，以提高盾

构施工与设备管理效率。各项目管控周期自工程项目的筹划阶段至最后一台盾构机退场完成或联络通道

结构完成，盾构机设备覆盖其全生命周期。

4.2 用户根据管控平台提供的各类项目信息，对发现的各类技术问题进行解决方案制定。

4.3 用户通过管控平台查看项目进度、质量、风险信息，发现问题后及时指令项目部采取措施进行处

置，监督、检查项目部落实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并及时反馈相关信息至管控平台。

4.4 用户通过管控平台查看、接收项目盾构机设备的各类信息，密切关注设备动态，发现问题后及时

组织、协调项目部、盾构维保事业部、盾构机产权单位等相关单位进行设备故障排除，监督、检查各项

措施执行情况，并及时反馈相关信息至管控平台。

4.5 用户通过管控系统平台密切关注各项目部风险发生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组织项目部启动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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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处理，并监督、检查项目部落实处理情况，并及时反馈相关信息至管控平台。

4.6 项目部应积极配合、协助管控中心的各项工作，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责任人开展项目管控工作，并

安排专人具体落实管控工作。

4.7 所有使用管控平台的人员应严格做好技术保密工作，并保护好自己的账号。

5 平台搭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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