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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0"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1(+".+#",$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大连理工大学*石家庄铁道大学*盾构及掘进技术国

家重点实验室*江苏广泓重工设备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中交天和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隧道工程有限公司机械制
造分公司*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唐兴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贾连辉*谭顺辉*霍军周*郭京波*洪开荣*郑永光*朱晓肆*黄继敏*程永亮*
张英明*刘书兵*沈建华*刘双*唐飞*薛广记*杨绍普*翟乾智*窦如军*王永*麻成标*郭宏浩*朱振华*
赵亮*姚宝*孙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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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断面隧道掘进机

顶管机安全要求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顶管机的危险列表*安全要求和措施*安全要求"措施的验证和产品使用说明
书等)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型的顶管机)
本文件未包括全部的机械*电气*液压*气动及其他装置危险+也未包括通用标准中涉及的全部危

险)本文件未包括的危险见-)".!%'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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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所有部分$!压力容器

-)".'00!碳素结构钢

-)".!0*$/"!电力变压器!第"部分'液浸式变压器的温升

-)".!0*$/#!电力变压器!第#部分'绝缘水平*绝缘试验和外绝缘空气间隙

-)".!0*$/!!!电力变压器!第!!部分'干式变压器

-)".!"%!/"!人类工效学!险情视觉信号!一般要求*设计和检验

-)".!*,%%"0!$!高压交流隔离开关和接地开关

-)",*#%"00,!安全色

-)",*$%"00,!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橡胶软管及软管组合件!油基或水基流体适用的钢丝编织增强液压型!规范

-)".#'&&!液压传动!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

-)".%""&/!!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0!"!激光产品的安全!第!部分'设备分类*要求

-)".'*#"!气动!对系统及其元件的一般规则和安全要求

-)".,!*&!机械安全!防护装置!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

-)".!!#$%!焊缝无损检测!超声检测!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

-)".!#%$'!工作空间人体尺寸

-)".!$0$,/#!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第#部分'开关*隔离器*隔离开关及熔断器组合电器

-)".!$''&!人类工效学!工作岗位尺寸设计原则及其数值

-)".!%'0&!机械安全!设计通则!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

-)".!&'%$!机械安全!急停!设计原则

-)".!&,%%/!!机械安全!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第!部分'设计通则

-)".!',,,/#!机械安全!进入机械的固定设施!第#部分'楼梯*阶梯和护栏

-)".",',0!机械安全!机器的整体照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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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缝无损检测!超声检测!验收等级

-)".#$#%$%"0!'!全断面隧道掘进机!术语和商业规格

-)".#$&%0%"0!'!全断面隧道掘进机!盾构机安全要求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土压平衡盾构机

-)%0!&,%"0!,!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

-)%0!*$%"0!$!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0"!'%"0!,!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

-)2"/!%"0!*!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2!%*!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

&!术语和定义

-)".#$&%0%"0!'*-)".#$&%!和 -)".#$#%$%"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
文件)

&/#
顶管机!$%$&'()*%+,-().%+&
具有前部开挖*盾体支撑功能+通过顶推系统将管节和主机一同顶进的全断面隧道掘进机)
-来源'-)".#$#%$%"0!'+"/!'.

&/$
盾体!/.%&01/234)243&
顶管机主机中用于保护设备及人员安全的周边壳体+在圆形顶管机中也称作壳体)

!!注'一般包括前盾#前壳体$*尾盾#后壳体$+部分主机还包括中盾#中壳体$)

&/&
纠偏系统!/2&&3%+,/5/2&-
用于调整顶管机轴向姿态的装置)

!!注'由纠偏液压缸*铰接密封等系统组成)

&/!
顶推装置!2.34/2&64%$-&+2
安装在工作井内+用于顶管机主机和管节前进并且不随主机前进的动力装置)

!!注'由顶推液压缸*液压缸支架*阀组*泵站*行程测量装置等组成)

-来源'-)".#$#%$%"0!'+"/$#+有修改.

&/'
中继间!%+2&3-&1%(2&/2(2%7+
顶管机顶推系统能力不足时+随管节一同前进的接力顶进装置)

!!注'主要由前后壳体*顶推液压缸*阀组*泵站*行程测量装置等组成)

-来源'-)".#$#%$%"0!'+"/$$+有修改.

&/(
止退装置!.7018()*&64%$-&+2
安装在洞门两侧+通过机械方式固定并防止已顶进管节后退的结构)

&/%
顶铁!'()*%+,807)*
当顶管施工需求的单次顶进长度超过顶推液压缸行程时+安装在液压缸与管片或液压缸与顶环之

间以实现所需行程的辅助推进顶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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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环!2.34/23%+,
将顶推液压缸顶推力均匀传递给管节的装置)

&/*
后靠!'()*%+,8(/&
安装在顶推液压缸与反力墙之间+使反力均匀的施加在反力墙上的装置)

&/#"
注浆孔!,3742%+,$732
用于向盾体外部注水*改良剂*减摩剂*黏土等的通道)

&/##
人行通道!9(0*9(5
在顶管机的主机*辅助设备及主机和辅助设备之间允许人员通行的设施)

&/#$
危险区域!1(+,&3:7+&
在顶管机内部和"或周围+对人员身体和健康可能造成伤害和损害的区域)

&/#&
操作人员!7$&3(273
在顶管机内及地面控制室作业的人员)

&/#!
滚转!3700
顶管机前*后盾体之间相对掘进轴线偏转)

!!危险列表

表!所列危险包括了本文件所涉及的所有危险)这些危险是通过对顶管机的风险评估来确定的+
应采取措施来消除或减少)

表#!危险列表

危险类别 危险内容 相关条款

机械危险

高压流体喷射 %/!*

机械运动 %/!/$

坠落物 %/!%/!

滚转 %/$

结构失稳与崩溃 %/!"*%/!&

滑倒*绊倒和坠落 %/!$*%/!%

电气危险
直接或间接的电气接触 %/!,

热辐射*化学反应等电气设备的外部影响 %/!,/!*%/!,/#/%*%/!,/$/$

热危险 热危险 %/!/$

辐射产生的危险 激光 %/"0/!*%/"0/"*%/"0/#

噪声危险
干扰言语交际和声音信号 %/""/"

噪声 %/""

#

!"!#!"#$%"$"$#



表#!危险列表 #续$

危险类别 危险内容 相关条款

振动危险 振动 %/!*/!"*%/!*/!#*%/""/"

粉尘*气体危害
有害粉尘和废气 %/"!

燃烧和爆炸的危险 %/"#

忽视人类工效学的危险 不充分的照明 %/!,/,

动力中断*机械零部件破坏

和其他功能混乱的危险

控制系统失效 %/!'

稳定性意外丧失 %/!&

制动器失灵 %/!'/!*%/!'/!"

有关安全措施"手段的

缺失*定位不当的危险

所有类别的防护装置
%/!%*%/!&*%/!,/"*%/!,/$*%/!,/%*

%/!,/&*%/"!

与安全相关的装置 %/!%/"

启动和停机装置 %/!'/!0*%/!'/!!

安全符号和标志 %/!,/&/"*%/"#/"*%/"$

所有类别的信息或报警装置 %/!'/*

急停和自动停机装置 %/!'/!!*%/!'/!"

工件的装*拆 %/!#

'!安全要求和措施

'/#!通则

'/#/#!顶管机的安全设计应符合-)".!%'0&的规定)

'/#/$!顶管机施工安全适应性应符合-)2"/!%"0!*和-)2!%*的要求)

'/#/&!顶管机的布局应合理+便于使用操作*物料输送*设备维修保养和紧急情况下的人员疏散)

'/#/!!顶管机应设置安全装置+并满足以下要求'

3$!运动部件应设置防护及警示装置,

4$!压力*载荷*温度*行程等超过设定值可能发生危险的零部件+应设有保险装置,

5$!某些动作需要对人员进行警告或提醒注意时+应设置信号装置或警告牌等,

6$!有动作顺序要求的装置应具有联锁功能,

7$!操作人员可接触的高温*高压等危险区域应设置隔离防护装置+并应设置警示标识)

'/#/'!顶管机内部可出入的区域范围应设置警示标识+严禁堆放杂物及易燃物品)

'/#/(!所有涉及气体*液体的部件均应满足压力密封要求+不应泄漏)

'/#/%!顶管机制造商应提供产品使用说明书和产品维护保养手册等)

'/$!刀盘

'/$/#!刀盘布置

'/$/#/#!需要人员进仓检修的顶管机+刀盘与土仓隔板之间的空间应满足人员检修需求)

'/$/#/$!采用多刀盘结构形式的顶管机+各刀盘布置应确保开挖尺寸+避免干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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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盘结构

'/$/$/#!刀盘选用的材料的机械性能应不低于-)".'00中8"#%))

'/$/$/$!刀盘结构应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抗疲劳性)

'/$/$/&!所有与刀盘支撑相关的焊缝*刀箱焊缝及刀箱与面板连接的焊缝均应进行!009检测)

'/$/&!刀具安装

'/$/&/#!刀具螺栓安装应达到预紧力矩要求+应有防松措施)

'/$/&/$!采用焊接安装的刀具+焊缝应进行!009检测)

'/$/&/&!滚刀*撕裂刀等可更换刀具宜采用背装式)

'/&!刀盘驱动

'/&/#!密封系统宜具备密封油脂泄漏检测功能)

'/&/$!连接盾体*驱动箱*刀盘的紧固件应达到预紧力矩要求+应有防松措施)

'/&/&!刀盘驱动系统应具有扭矩报警指示功能)

'/&/!!驱动箱应具有润滑油液位显示功能)

'/!!滚转

'/!/#!应具有盾体防滚转功能)

'/!/$!应具有盾体滚转角度监测和报警功能)

'/!/&!圆形顶管机设计时应进行防滚转能力的计算校核+计算方法参见附录()

'/!/!!顶管机主机重心应处于主机水平轴线以下)

'/!/'!顶管机功能设计时应具有以下滚转纠正功能'

3$!刀盘正反转功能,

4$!盾体设置注浆孔)

'/'!注浆减摩

顶管机盾体宜设置减摩剂注浆孔)

'/(!中继间

'/(/#!在顶推距离较长+顶推力超过反力墙*管节的承载能力时+应设置中继间来分散顶推力)

'/(/$!中继间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抗疲劳性+并满足以下要求'

3$!焊接件设计应符合-)".!%0/!#-)".!%0/$的要求,

4$!结构中直接承受地层及地下水压力的焊缝应进行!009检测+应满足密封要求,

5$!结构应满足隧道耐久性要求)

'/(/&!中继间密封应能承受地层及地下水的压力)

'/(/!!中继间最大设计顶推力不应大于管节承载力及反力墙承载力)

'/%!止退装置

'/%/#!顶管机宜设置止退装置)

'/%/$!止退装置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应确保顶推液压缸收回后管节后移不超过限定位置)

'/)!后靠

'/)/#!顶管机应设置后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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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靠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不应产生塑性变形)

'/)/&!后靠宜标识顶推液压缸作用或接触位置)

'/)/!!后靠面积应满足最大顶推力条件下反力墙的承载能力要求)

'/)/'!当空间允许时+后靠应设置用于逃生的爬梯)

'/*!顶推液压缸支架

'/*/#!顶推液压缸支架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不应发生偏斜或变形)

'/*/$!顶推液压缸支架应便于运输和吊装)

'/*/&!当空间允许时+顶推液压缸支架应设置用于逃生的爬梯)

'/#"!顶铁*顶环

'/#"/#!顶铁*顶环应具有足够的刚度和强度)

'/#"/$!顶铁*顶环的前后端面应平整)

'/#"/&!顶铁*顶环工作时运动应保证平顺+不应发生偏斜*俯仰)

'/##!主控室

'/##/#!主控室设计应遵循人类工效学要求+其工作空间人体尺寸应符合-)".!#%$'的要求,其工作
岗位尺寸设计的原则及数值应符合-)".!$''&的规定)

'/##/$!应配置可视辅助装置+至少包括视频监控)

'/##/&!宜设置温度调节装置)

'/#$!载荷处置

'/#$/#!顶管机设计时+管节与尾盾的接口应满足密封压力要求)

'/#$/$!顶管机刀盘驱动密封*铰接密封的设计压力应大于整机设计压力值)

'/#$/&!盾体结构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并满足以下要求'

3$!盾体焊接结构设计应符合-)".!%0的要求,

4$!盾体结构中直接承受地层及地下水压力的焊缝应进行!009检测+应满足密封要求)

'/#$/!!土压传感器使用前应由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检定和#或$校准)

'/#$/'!密封油脂系统应满足以下要求'

3$!主轴承密封油脂选用环保材料,

4$!油脂泵具有空桶检测和报警功能)

'/#$/(!顶管机当配置人舱时+对人舱的要求如下'

3$!应由具有专业资质的制造商设计和制造+并应符合-)".!%0的规定,

4$!应由压力容器*加减压管路系统*监控*通讯*报警和照明等组成+人舱内应配备适合于在压缩
空气环境下操作的灭火器或其他消防设施,

5$!应配备铰链门+当空间允许时+人舱应能容纳!/,%:长的担架和两个人员+并不应影响门的
开闭,

6$!设计压力应为工作压力的!/!倍+测试压力应为工作压力的!/%倍+保压#0:;<的压力下降值
不应大于0/0!=>3,

7$!应设置安全阀+安全阀设定压力应为最大工作压力的!/!倍,

?$!人舱内外应设置机械式快速开启的应急排气阀+设置永久性红色警示标记,

@$!应设置全气动压力调节装置+在供电系统断电时系统仍能正常工作,

A$!人舱内外应配备通信系统+通信系统在供电系统断电时仍能正常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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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系统应采用小于或等于#&B的安全电压+照明系统应在断电时仍能工作"A以上)

'/#$/%!顶管机制造商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提供设备允许的最大载荷和关键零部件的寿命期限等
信息)

'/#&!顶管机吊装运输

'/#&/#!运输顶管机重要结构件#如刀盘*前盾*尾盾*附属设备等$时+应提供吊耳或辅助起吊装置+并
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说明重量*尺寸*吊耳或吊点位置*吊装和翻转方法)

'/#&/$!部件应满足公路运输*现场组装限定条件的要求+必要时应进行分体设计)

'/#&/&!现场装配后需拆除的临时起吊装置+应在相关技术文件中明确说明)

'/#&/!!刀盘和盾体等部件的吊点不应少于"个+单个吊点的承载能力不应小于该件自重)

'/#&/'!焊接吊耳的焊缝应按-)".!!#$%进行!009超声波检查+等级应不低于(级+验收等级应不
低于-)"."*'!"中的#级)

'/#&/(!钢丝绳的起吊夹角不宜大于$0C)

'/#&/%!在装卸顶管机盾体内部的质量超过"0D@的机械部件时+应采取如下措施之一'

3$!备有起吊工具,

4$!具有适应起吊工具连接的接口+如吊孔等,

5$!具有能安装标准起吊工具的结构+如法兰等)

'/#&/)!顶管机上机械部件的运输方法和路径+应在产品使用说明书和专用物料运输图中标出)

'/#!!人行通道*作业平台

'/#!/#!需要人员进入的顶管机+应设置由外部进入隧道的人行通道或出入口)

'/#!/$!需要人员进入的顶管机+主顶液压缸支架与顶铁之间*盾体内部应设置人行通道)

'/#!/&!刀盘和土仓的连接通道应满足人员通行要求)

'/#!/!!人行通道应通畅+地面应防滑+不应有突出障碍物*空隙及松动部件等易造成绊跌或倒下危险
的设施)

'/#!/'!人行通道行走面尺寸宽度不应小于0/#:+出入口横截面积应不小于0/":")

'/#!/(!止退装置的操作位置应设置作业平台)

'/#!/%!人行通道*作业平台周边存在运动部件时应在醒目位置设置运动部件警示标志)

'/#'!高空坠落*运动件的防护

'/#'/#!高空坠落

'/#'/#/#!人行通道*作业平台等存在坠落风险的部位应设有护栏+护栏下部应有踢脚板+护栏和踢脚板
应符合-)".!',,,/#的规定)

'/#'/#/$!存在物体坠落风险的顶管机的操作位置上方应有防护结构)

'/#'/$!运动件的防护

'/#'/$/#!顶管机上的外露运动件应安装防护装置+其结构设计应符合-)".,!*&规定)当操作人员
的工作位置处于外露运动件的危险区域+工作位置包括管节吊运*皮带传动等外露运动件所形成的危险
区域时+应按-)",*$%"00,设置安全警示标志)

'/#'/$/$!带式输送机应设置全程急停装置和启动前声光报警)

'/#(!掌子面失稳的防护

'/#(/#!盾体四周宜预留一定数量的超前注浆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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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水平衡顶管机的进浆管路与排浆管路应配有流量检测装置+进"排浆流量应连续可调)

'/#(/&!土仓隔板和螺旋输送机上应配置压力传感器+可连续监控渣土压力)

'/#%!控制系统

'/#%/#!通则

'/#%/#/#!控制装置应明确标记)

'/#%/#/$!控制装置布置位置应能保证安全*准确和便捷地操作)

'/#%/#/&!控制系统应将设备参数设定在安全范围以内)

'/#%/#/!!控制系统应有动态效应的裕量)

'/#%/#/'!控制装置应设置在能使操作人员方便操作且能观察到作业区域的位置+并应避开危险区域)

'/#%/#/(!顶管机设备如需要几种控制或运行模式#如本地维护模式*远程操作模式$+则应配备一个能
锁定在每个位置的模式选择器)选择器的每个位置均应清晰无疑并对应一种操作或控制模式)急停和
安全装置除外)

'/#%/#/%!控制系统应具有状态显示功能#如停止*运行中和运行$)

'/#%/#/)!手动控制装置的选用*位置和标识应满足以下要求'

3$!清晰可见*可识别+必要处适当增加标识,

4$!控制装置的位置和运动标识与其作用一致,

5$!操作不应引起附加风险)

'/#%/$!多刀盘控制

'/#%/$/#!采用多刀盘结构形式的顶管机+刀盘驱动应能协同控制)

'/#%/$/$!涉及干涉的多刀盘之间应设置联锁保护装置)

'/#%/$/&!所有刀盘均应能实现可单独调速控制也可组合协同控制)

'/#%/$/!!当顶管机正常掘进时+所有刀盘均应处于运行状态且刀盘转速均应大于最低安全转速)

'/#%/$/'!每个刀盘的控制系统均应能清晰显示其刀盘扭矩*转速*转向及运行状态)

'/#%/$/(!应设置刀盘调试模式+该模式仅在非顶推掘进的状态下使用)刀盘调试模式启动后应可控制
多刀盘单动+且该模式应具有密码保护功能+应能禁止非专业人员操作)

'/#%/$/%!刀盘采用电机驱动时'

3$!每个刀盘的驱动电机都应设置热继电器保护和电流保护措施,

4$!单个刀盘的所有驱动电机的转向应一致)

'/#%/&!螺旋输送机控制

'/#%/&/#!螺旋输送机后闸门+应具有断电自动关闭功能)

'/#%/&/$!多个螺旋输送机布置时+每个螺旋输送机应'

3$!具有单独起动*停止和调速功能,

4$!具有单独打开和关闭闸门的功能,

5$!具有独立的供电开关)

'/#%/&/&!应具有急停功能)

'/#%/!!顶推装置控制

'/#%/!/#!应设置液压缸行程测量装置)

'/#%/!/$!液压缸实际行程与检测行程误差不应大于%::)

,

!"!#!"#$%"$"$#



'/#%/!/&!应具有液压泵站低液位报警功能)

'/#%/!/!!应具有两种可选的工作模式'顶推模式和拼装模式+并应设置明确的状态指示)

'/#%/!/'!顶推装置控制系统应至少具有以下功能'

3$!顶推泵主开关断开报警及联锁功能,

4$!顶推急停报警及联锁功能,

5$!顶推模式与刀盘转速的联锁功能+只有当所有的刀盘均达到安全转速后才能启动顶推模式,

6$!顶推模式状态下+任一刀盘扭矩超过安全设置值时+需自动停止顶推)

'/#%/!/(!顶推模式下+顶推装置应具有压力和速度的调节功能)

'/#%/!/%!顶推模式下+顶推装置应具有任意选择工作液压缸的功能)

'/#%/!/)!拼装模式下+顶推液压缸应具有单独动作控制的功能)

'/#%/!/*!顶推速度应满足施工效率的要求)

'/#%/!/#"!主控室人机交互界面应显示顶推压力和速度)

'/#%/!/##!管节安装区域应设置视频监视系统+该系统应能将画面清晰显示在主控室内)

'/#%/!/#$!顶推装置应设置本地控制盒+便于管节安装时在本地控制顶推液压缸+且应与主控室具有互
锁功能)

'/#%/!/#&!当顶管机顶推装置推力达到顶推力设计最大值的'09时+宜具有增设中继间提示功能)

'/#%/'!中继间控制

'/#%/'/#!应设置行程检测装置)

'/#%/'/$!液压缸实际行程与检测行程误差不应大于#::)

'/#%/'/&!中继间应具有远程控制模式)

'/#%/'/!!中继间应具有以下联锁功能'

3$!中继泵主开关断开报警与联锁,

4$!急停报警及联锁,

5$!顶推起动与刀盘转速联锁+只有刀盘转动后才能起动中继间顶推)

'/#%/'/'!应具有液压泵站低液位报警功能)

'/#%/(!纠偏系统控制

'/#%/(/#!应设置行程检测装置)

'/#%/(/$!液压缸实际行程与检测行程误差不应大于#::)

'/#%/(/&!应具有纠偏泵主开关断开报警与联锁功能)

'/#%/(/!!应具有低液位报警功能)

'/#%/(/'!纠偏动作应与刀盘转速联锁+只有刀盘起动后才能进行纠偏动作)

'/#%/(/(!纠偏系统应具有全伸*全缩及纠偏功能)

'/#%/(/%!纠偏系统应设置液压缸行程限制装置)

'/#%/%!供电系统

'/#%/%/#!在始发井处应设置供电开关或采用电缆快插接头来断开和连接主机的供电电缆)

'/#%/%/$!电缆快插接头应满足以下条件'

3$!过电流能力大于电缆的最大载流能力,

4$!放置在干燥*不发生相对位移*远离人行通道的位置并具有防水功能,

5$!在电缆快插接头附近设有警示标志+禁止非专业人员操作)

'/#%/%/&!主机供电系统源头应设置电源切断装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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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机供电电源切断装置应具有防止误合闸措施)

'/#%/)!安全回路

'/#%/)/#!安全回路应采用具有安全防护等级的设备或装置)

'/#%/)/$!电气控制系统安全防护的性能等级应符合 -)".!&,%%/!的规定+安全防护的性能等级
#>EF$应不低于表"的要求)未列示项目的安全性能等级#>EF$应不低于3级)

'/#%/)/&!应采用保护特低电压#>GEB$保护人身免于间接接触和有限区域直接接触的电击防护)

表$!安全防护性能等级要求

安全防护项目 性能等级要求#>EF$

刀盘点动 6

在电路或供电中断情况下的负载维持 6

最小支撑压力的连锁 4

附加的独立支撑系统的连锁 6

检修门或防护装置的连锁 5

急停装置 5"6

自动关闭 5

'/#%/*!警示系统

'/#%/*/#!警示装置应采用声*光报警+声音报警系统的最小声音级别应至少高于设备周围噪声!06)
#($)

'/#%/*/$!报警信息应清晰明确+不易产生误解)

'/#%/*/&!报警装置在设计和组装时应布置在不容易受损的位置)

'/#%/*/!!遥控或无人自动操作的顶管机应有可视警示灯+在起动前*遥控操作时*无人自动操作时+该
警示装置应能自动开启)

'/#%/#"!起动

'/#%/#"/#!顶管机的主动力源应通过人为操纵起动控制装置才能起动)

'/#%/#"/$!顶管机各设备的起动应按特定的顺序执行)

'/#%/#"/&!顶管机同一设备或机构有多个起动装置时+各起动装置应相互联锁)

'/#%/#"/!!对于可以进行互斥动作的起动装置+应设置互锁功能+按钮宜分开布设)

'/#%/#"/'!加减速运动宜通过模拟量或逐级控制来实现)

'/#%/##!停机

'/#%/##/#!应安装有停止控制装置+应能安全并完全停止顶管机的运行)

'/#%/##/$!停止的优先等级应高于起动)

'/#%/##/&!顶管机各设备的停止应按特定的顺序执行)

'/#%/#$!急停装置

'/#%/#$/#!顶管机各设备应设置急停装置)

'/#%/#$/$!急停装置应置于操作人员和其他需要起动的人员易于触及的位置+并应符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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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急停装置应能快速停止所控制的设备部件)

'/#%/#$/!!顶管机上的所有急停装置应有安装位置说明图+便于人员识别和掌握)

'/#%/#$/'!急停装置动作后+应一直保持有效+直到人工复位后)人工复位后应通过正常起动程序重新
起动设备+不应直接重新起动)

'/#%/#$/(!当急停装置动作时+系统内任何残留的能量应被限制或释放+以使其不能引发任何危险)

'/#%/#$/%!顶管机应设置防止意外起动装置)

'/#%/#$/)!控制局部功能的急停装置+应能停止特定和限定的动作)

'/#)!电气设备

'/#)/#!通则

'/#)/#/#!电气设备应具有与环境条件相适应的防护结构和措施+电气设备的防护等级应不低于H>%%)

'/#)/#/$!电气元器件应取得国家强制性产品安全认证或通过国际互认协议+满足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管理规定并应符合顶管机施工环境要求)

'/#)/#/&!高压电设备周围应设置安全警示*绝缘保护等装置+宜设置故障报警装置)

'/#)/#/!!电器配线*开关标识应可靠*易识别*不易磨损)

'/#)/$!电气保护

'/#)/$/#!电气设备防护措施应符合-)".%""&/!的规定)

'/#)/$/$!电气设备应具有漏电保护*零序保护*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功能)

'/#)/$/&!电气设备的主要控制系统应设置急停开关)

'/#)/$/!!电气设备应在规定的空气环境下工作)

'/#)/&!导线与电缆

'/#)/&/#!导线和电缆的选择应符合-)%0"!'%"0!,中#/"*#/#*#/$*#/&的规定)电缆的敷设应符合

-)%0!&,%"0!,中&/!*&/#*&/$*'/!*'/"的规定)

'/#)/&/$!高压电缆*低压电缆和通讯电缆应分开布置+不应布置在同一线槽内)

'/#)/&/&!从电源连接处至耗电器的电压降+应不超过额定电压的%9)

'/#)/&/!!当电缆缠绕在卷筒上时+与电缆直铺相比+应降低电流负荷系数)

'/#)/&/'!动力电缆应根据顶管机具体工作环境选用具有防水*防油*耐温*耐腐蚀*低烟无卤等特性的
电缆)

'/#)/!!变压器

'/#)/!/#!顶管机的变压器应符合-)".!0*$/"*-)".!0*$/#和-)".!0*$/!!的规定)

'/#)/!/$!箱式变压器应配置绕组温度检测装置并采取强制排风散热措施)

'/#)/!/&!箱式变压器箱门应配置联锁防护装置)

'/#)/!/!!油浸式变压器应配备温度*气体*液位等保护装置+变压器油应选择燃点在#00I以上的阻燃
合成冷却液)

'/#)/'!高压供电设备的防护

'/#)/'/#!变压器的高压进线侧应采用专用的高压开关设备#如高压开关柜$+变压器的低压出线侧宜采
用断路器进行保护且主线路侧的断路器应具有相序保护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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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分支箱应能满足顶管机上电缆和引入电缆可靠安全连接+应具有全绝缘*全屏蔽*防水*
防潮*防腐的性能+并应能满足安装简单*联络方式灵活*免维修的需要)

'/#)/'/&!应在高压隔离防护设施的醒目位置设置安全警示牌或标识)

'/#)/(!接地与连接

'/#)/(/#!顶管机的接地#包括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应符合以下要求'

3$!将动力设备的可导电外壳通过>G线与顶管机主接地可靠连接,

4$!整台设备的金属设备及构件设置等电位接地装置,

5$!有条件时+控制系统和信号系统宜设置防电磁干扰屏蔽接地)

'/#)/(/$!电气设备及箱体外部或外壳应有明显的接地点和明显的接地标识)

'/#)/%!开关装置

'/#)/%/#!顶管机的开关装置应符合-)".!*,%%"0!$中!!/!*!!/"*!!/$*!!/%*!!/&*!!/'和-)".!$0$,/#的
规定)

'/#)/%/$!高压开关柜正面应留有安全操作空间+应有带电显示装置和防误操作联锁装置+应能实现如
下功能'

3$!防止带负荷分*合隔离开关,

4$!防止误分*误合断路器*负荷开关*接触器,

5$!防止接地开关处于闭合位置时关合断路器*负荷开关,

6$!防止在带电时+误合接地开关或挂接地线,

7$!防止误入带电间隔)

'/#)/)!照明

'/#)/)/#!顶管机照明应符合-)%0!*$%"0!$中!0/"和-)".",',0的规定)

'/#)/)/$!主机内工作区域应设置应急照明装置+且应急照明时间应至少保持!A)

'/#)/)/&!照明电压应根据作业环境和条件配置+人舱等特殊场所的照明装置应使用安全特低电压系统
供电)

'/#)/)/!!顶管机照明系统应符合以下要求'

3$!工作区域的照度不小于!00JK,

4$!人行通道照度不小于!%JK,

5$!服务工作区域配备插座提供额外照明)

'/#)/)/'!主控室应配置手持照明工具)

'/#*!液压和气动系统

'/#*/#!液压系统应符合-)".#'&&的规定+气动系统应符合-)".'*#"的规定)

'/#*/$!支撑载荷的液压和气动系统执行元件应能在电气故障或断电情况下保持载荷)

'/#*/&!液压系统应具有液压油箱低液位报警和低极限停机功能)

'/#*/!!液压和气动系统的压力源管路应设置安全阀)

'/#*/'!液压系统应具有超高温报警#液压油温度大于%%I时$*停机#液压油温度大于&0I时$和滤
芯堵塞报警功能)

'/#*/(!蓄能器安装应远离热源+应有警告标识+在维护保养和运输前应释放压力)

'/#*/%!硬管*软管和接头应能承受工作压力+软管应明显标记其额定工作压力)

'/#*/)!工作压力超过!%=>3的液压软管应采用扣压式管接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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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管应避免扭转应力*减小弯曲应力+不应承受拉应力+并应避免外部损伤+必要时加外套保
护*加防摩擦组件等)软管的最小弯曲半径应符合-)".#&,#的规定)

'/#*/#"!在操作位置处+若存在软管或硬管爆裂危险而可能对操作人员造成伤害的部位+应设置防护
装置)

'/#*/##!液压和气动系统管路在运输拆解*转场时+所有管路应封堵)

'/#*/#$!液压缸安装时+应避免冲击*振动造成的松动+必要时安装保险装置)

'/#*/#&!液压和气动系统的设计应采取降噪减振措施)

'/#*/#!!液压和气动系统应有用于识别图纸和清单上的元器件及管路的标识)

'/#*/#'!顶推液压泵站油箱有效容积应能满足全部顶推液压缸全行程伸出的需求)

'/$"!导向系统

'/$"/#!导向系统中涉及激光的+激光窗口应避开人行通道)

'/$"/$!导向系统中涉及激光的+激光通道附近应设有防激光伤害警示标志)

'/$"/&!激光导向应符合-)'"$'/!%"0!"中%/$的规定+应选取#L级光束+应避免人眼直视)

'/$#!作业环境气体检测

顶管机应具有包括但不限于氧气#M"$*一氧化碳#+M$*二氧化碳#+M"$*二氧化氮#NM"$*硫化氢
#O"1$气体检测和报警功能)

'/$$!噪声防护

'/$$/#!应针对顶管机主要噪声来源+优先在设计*制造阶段考虑在声源处降低或控制噪声措施的有效
性和可行性+以低噪声的工艺和设备代替高噪声的工艺和设备+将噪声辐射降低至最低等级)
!!注#'主要噪声源包括掘进过程噪声*液压设备*电机设备和排渣系统等所产生的噪声)

!!注$'推荐的低噪声机器设计方法参见-)"."%0',/")

'/$$/$!应采取如下防护装置或措施实施降噪'

3$!泵和马达不应直接安装在顶管机的钢结构件上+应有阻尼*隔振措施,

4$!当采取相应噪声控制措施后其噪声等级仍不能达到噪声控制要求时+应配置个体防护装备)
#如'耳塞*耳罩$

'/$$/&!噪声测量方法参见附录))

'/$&!火灾防护

'/$&/#!灭火器应放置在操作人员和火灾易发生区域之间+且应使操作人员易于获取)

'/$&/$!灭火器放置位置应设置警示标志+且标志应清晰)

'/$&/&!主控室内壁应选用阻燃材料+且应配备灭火器)

'/$!!警示标志*警示装置*标语

'/$!/#!警示标志

'/$!/#/#!警示标志应由不易磨损的材料制成+不易污染变色,警示标志应设于醒目位置+并永久固定)

'/$!/#/$!警示标志内容应不易擦除+并采用顶管机使用国家或地区的第一官方语言)

'/$!/#/&!警示标志应符合附录+的规定)

'/$!/$!警示装置

'/$!/$/#!视听类型的警示装置应结构坚固+并设置于危险区域内人员视力*听力可及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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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装置的声响水平应大于预估设备使用环境噪声!06)#($)

'/$!/$/&!警示装置应意义明确*易于互相区别+应符合-)".!"%!/"的规定)

'/$!/$/!!警示装置的设置应符合附录+的规定)

'/$!/&!警示标语

对于有防护措施但仍有潜在危险的部位应给出标语提示)顶管机采用的标语应符合附录+的
规定)

'/$!/!!警示信息的使用方法

%/"$/!#%/"$/#列出的三种警示信息可单独或组合使用+应在警示布置图中标注出安装位置+便
于现场安装和操作人员熟知和遵守)

'/$'!维护保养手册

'/$'/#!制造商应编制供使用方遵循使用的产品维护保养手册)

'/$'/$!手册应明确设备维护的周期*方法*更换件和必需的工装夹具)

'/$'/&!手册应明确设备故障症状*判断方法*维修方法和必需的工装夹具)

'/$'/!!手册应包含备件清单*易损件清单和必备工装夹具清单)

(!安全要求!措施的验证

(/#!对于第%章未明确规定验证要求的+如稳定性*制动*噪声和振动等+应通过计算*检验和"或试验
来验证本文件规定的安全要求)

(/$!应对所有急停装置和安全停机的功能进行测试并由制造商提供鉴定文件*测试报告)

(/&!验证应在交付用户前实施)

%!产品使用说明书

%/#!通则

%/#/#!顶管机产品使用说明书应符合-)".!%'0&的要求)

%/#/$!顶管机产品使用说明书应采用制造商所属国的官方语言或使用国的官方语言)

%/#/&!所有涉及人员安全的内容应采用与其他有明显区别的字体或形式标出)

%/#/!!产品使用说明书的封皮或首页至少应当包括下列信息'
%%%书名+带有修订号和修改日期,
%%%顶管机系列或类型的名称,
%%%顶管机的序列号或编号,
%%%制造商的名称和详细地址)

%/#/'!每台顶管机提供的产品使用说明书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般说明,
%%%操作说明,
%%%维修说明,
%%%设备试掘进#必要时$说明,
%%%运输和组装#必要时$说明,
%%%备件清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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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使用说明书内容

%/$/#!一般说明

一般说明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与标识要求相一致的机械的技术说明,
%%%与使用有关的地层和地下水条件信息,
%%%与使用有关的荷载情况详细信息)

%/$/$!操作说明

操作说明应能使操作人员准确了解如何使用顶管机+应包括顶管机安全操作的所有重要信息)主
要包括以下内容'

%%%操作的完整说明,
%%%控制和功能描述,
%%%机械设备使用规格,
%%%机械上可能会发生的危险情况,
%%%人舱#如果有$的使用说明,
%%%关于固定式灭火措施和手提式灭火措施的操作和维护的信息,
%%%所用符号的说明,
%%%显示在设备上的警示标志*警示装置和符号的清单和位置,
%%%急停装置的安装位置和使用说明,
%%%安全装置使用的详细说明,
%%%盾体滚动超限纠正说明,
%%%有关风险的信息,
%%%已识别风险的说明和安全操作的方法+包括安全设计措施*安全防护和报警处理的风险)

%/$/&!维修说明

维修说明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安全维护操作的说明+包括当设备电源没有完全断开*蓄能没有释放*有一台或多台马达运行

等条件下展开维护工作的说明,
%%%土仓或刀盘安全工作的说明,
%%%阻止刀盘移动的特殊说明,
%%%刀盘运行的说明+可能对刀盘上的控制系统造成影响的电气系统或液压系统停止运行或测试

的说明,
%%%重型部件或搬运困难的部件的安全组装和拆卸说明#应注明经常变换位置部件的质量$,
%%%零部件清单表+包括需要经常检查的部件说明*更换说明*在设备上的位置*备件清单,
%%%可能对维护人员或其他人员造成伤害的特殊报警说明,
%%%控制*急停*报警等系统的定期测试+如紧急停止*制动系统和声光报警系统的测试说明)

%/$/!!运输和组装说明

运输和组装说明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顶管机拆分方案及适用的吊运单元的规格说明,
%%%拆装*运输时的重要注意事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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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运单元的包装要求,
%%%吊运单元清单+包括形状*尺寸*规格及质量等重要信息,
%%%各个吊运单元的吊装受力点及重心示意图)

%/$/'!标牌

顶管机上的标牌应包括'
%%%制造商的名称*制造商的授权代表,
%%%设备名称+系列名称或型号*系列或编号,
%%%执行标准,
%%%制造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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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料性$

圆形顶管机防滚转能力计算方法

;/#!总则

圆形顶管机防滚转能力计算见公式 #(/!$)

#!!"!#!"""#$?$"$:3K !!!!!!!!!!#(/!$

式中'

!!!%%%土体和顶管机盾体间的摩擦力+单位为千牛#DN$,

"! %%%顶管机盾体外圆半径+单位为米#:$,

!" %%%管节和顶管机盾体的摩擦力+单位为千牛#DN$,

"" %%%管节外圆半径+单位为米#:$,

$? %%%顶管机上其他结构或机构提供的反向扭矩+单位为千牛米#DN/:$,

$:3K%%%刀盘驱动脱困扭矩+单位为千牛米#DN/:$)

;/$!土体和顶管机盾体间的摩擦力!#

顶管机在无自稳性或自稳性较差的软土地层中掘进时+盾体外表面可部分或全部与土体接触+承受
来自土体的压力+如图(/!所示+摩擦阻力按式#(/"$计算'

!PQ;J
! %&/!!/$/'/(#)!#)"#*!#*"$"$ !!!!!!#(/"$

式中'

!PQ;J
! %%%软土地层土体和顶管机盾体间的摩擦阻力+单位为千牛#DN$,

& %%%盾体与土体接触系数+与刀盘超挖量*地质*掘进速度*外载荷情况有关+可通过理论分析
和现场岩土试验综合给出+0#&#!,

!! %%%土体与盾体钢板之间的摩擦系数+可参考表(/!选取,

' %%%顶管机盾体的外径+单位为米#:$,

( %%%盾体的长度+单位为米#:$,

)! %%%顶管机顶部所受垂直压强#含地表载荷$+单位为千牛每平方米#DN":"$,

)" %%%地层对顶管机底部的压强#为顶管机上部水土压力与顶管机主机自重引起的压强之和$+
单位为千牛每平方米#DN":"$,

*! %%%顶管机顶部的侧向压强+单位为千牛每平方米#DN":"$,

*" %%%顶管机底部的侧向压强+单位为千牛每平方米#DN":"$)
顶管机在硬岩中掘进时+盾体不完全与围岩接触+此时以其自重计算摩擦阻力+按式#(/#$计算'

!FQ5D
! %!!/+ !!!!!!!!!!#(/#$

式中'

!FQ5D
! %%%岩石地层土体和顶管机盾体间的摩擦阻力+单位为千牛#DN$,

+ %%%顶管机主机自重力+单位为千牛#DN$)
土体和顶管机盾体间的摩擦力!! 按式#(/$$取值'

!!%:;<#!PQ;J
! +!FQ5D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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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土体和顶管机盾体间的摩擦阻力+单位为千牛#DN$)

图;/#!顶管机周向土体载荷模型简图

表;/#!土体与盾体钢板之间的摩擦系数

土的种类 摩擦系数

碎石土 0/%%

砂土 0/$%

粉土 0/#0#0/#%

黏性土 0/"0

;/&!管节和顶管盾体间的摩擦阻力!$

管节和顶管机盾体间的摩擦阻力按式#(/%$和式#(/&$计算'

!"%!"/!R !!!!!!!!!!#(/%$

式中'

!"%%%管节和顶管机盾体间的摩擦阻力+单位为千牛#DN$,

!" %%%管节和顶管机盾体间的摩擦系数+一般取!"S0/%,

!R%%%顶管机迎面阻力+单位为千牛#DN$)

!R%$
$

/'"/"/,/-3 !!!!!!!!!!#(/&$

式中'

' %%%顶管机盾体的外径+单位为米#:$,

" %%%水土容重+单位为千牛每立方米#DN":#$,

, %%%粉土*黏土*粉质黏土*黄土等可形成卸荷拱的软土层中管道中心以上覆盖土层的卸荷土拱
高度+砂*卵石*砂卵石等不能形成卸荷拱的土层中管道中心以上覆盖土层高度+单位为米
#:$,

-3%%%主动土压系数+取为-3ST3<"#$%CU#
"

$+其中#为土层内摩擦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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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料性$

顶管机噪声测量方法

"/#!测量仪器

"/#/#!测量仪器为积分平均声级计或环境噪声自动监测仪+其性能不应低于-)#',%/"对"型仪器的
要求)校准所用仪器应符合-)".!%!'#对!级或"级声校准器的要求)当需要进行噪声的频谱分析
时+仪器性能应符合-)".#"$!中对滤波器的要求)

"/#/$!测量仪器和校准仪器应定期检定合格+并在有效使用期限内使用+每次测量前*后应在测量现场
进行声学校准+其前*后校准示值偏差不应大于0/%6)#($+否则测量结果无效)

"/#/&!测量时传声器加防风罩)

"/#/!!测量仪器时间计权特性设为0R1#快$挡+采样时间间隔不大于!P)

"/$!测量条件

"/$/#!测量条件'测量应在风速为%:"P以下时进行+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测量准确性+同时注明当时
所采取的措施及气象情况)

"/$/$!测量工况'顶管机第一次使用+所有设备已安装完成+被测声源正常工作)

"/&!测点位置

"/&/#!根据声源*周围对噪声的敏感度布设多个测点+其中包括距噪声敏感度较大以及受被测声源影
响大的位置)主要为'

3$!主泵站,

4$!液压设备*电动马达*通风设备*泥浆泵等主要设备,

5$!其他区域相关的安装设备*装配设备,

6$!主控室)

"/&/$!测点选在距声源或周围对噪声的敏感度较大位置外!:*高度!/":以上*距任一反射面距离不
小于!:的位置)

"/&/&!主控室等室内噪声测量时+室内测量点位设在房间中心*距地面!/":处+门*窗关闭)

"/!!测量要求

被测声源为稳态噪声时+采用!0:;<的等效声级)被测声源为非稳态噪声时+测量被测声源有代
表性时段的等效声级+必要时测量被测声源在整个正常工作时段的等效声级)

"/'!背景噪声测量

"/'/#!测量环境不受被测声源影响且其他声环境与测量被测声源时保持一致)

"/'/$!测量时段与被测声源测量的时间长度相同)

"/(!测量记录

噪声测量时需做测量记录)记录内容主要包括'

3$!被测设备种类*型号*主要操作参数,

4$!地面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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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隧道尺寸,

6$!测量时周边条件*测量仪器*校准仪器*仪器校准值#测前*测后$*测点位置*测量时间*噪声测
量值*背景值,

7$!测量工况*示意图,

?$!测量地点*日期*测试人员)

"/%!测量结果修正

测量结果按下述进行修正'

3$!噪声测量值与背景噪声值相差大于!06)#($时+噪声测量值不做修正,

4$!噪声测量值与背景噪声值相差在#6)#($#!06)#($之间时+噪声测量值与背景噪声值的差
值取整后+按表)/!进行修正,

5$!噪声测量值与背景噪声值相差小于#6)#($时+应采取措施降低背景噪声后+视情况按上述3$
或4$进行)

表"/#!测量结果修正表

差值

6)#($
# $#% &#!0

修正

6)#($
U# U" U!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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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规范性$

警示标志和标语

</#!概述

</#/#!本附录给出了用于安全使用和操作的通用安全和警示标志*警示装置及标语汇总)

</#/$!为了表示一个更为复杂的警示信息功能+本附录警示标志和标语可以组合使用)
!!注#'符号主要引用-)",*$%"00,和-)",*#%"00,两个标准+警示装置的作用划分参考-)".!"%!/#%"00,表

!+标语主要选自近年来在顶管机安装使用说明书上通用的)

!!注$'未采用H1M'000'"0!$规定的操作符号+主要原因是当今的主控室操作均采用直观性*逻辑性更强的屏幕方

式)在操作台上+各制造商均有自己的专用表示方法+故在本文件中不做特别规定)

</$!通用安全和警示标志

通用安全和警示标志见表+/!)

表</#!通用安全和警示标志

图形符号 名称和图形颜色 说明 标准序号

必须戴防护眼镜

=VPTW73FXFQT75T;Y7@Q@@J7P
白色图形+蓝色衬底

!在进行液压管路维护等对眼

睛有伤害的作业中+应戴上防

护眼镜

-)",*$%"00,
##Z!$

必须戴遮光护目镜

=VPTW73FQX3[V77\7XFQT75T;Q<
白色图形+蓝色衬底

!在进行焊接等对眼睛有伤害

的作业中+应戴上遮光护目镜
-)",*$%"00,

##Z"$

必须戴护耳器

=VPTW73F73FXFQT75TQF
白色图形+蓝色衬底

!在维修风机*进入工作中的

主电机附近+应戴上护耳器
-)",*$%"00,

##Z%$

!"

!"!#!"#$%"$"$#



表</#!通用安警式标志 #续$

图形符号 名称和图形颜色 说明 标准序号

必须穿防护鞋

=VPTW73FXFQT75T;Y7PAQ7P
白色图形+蓝色衬底

!在进行焊接和电气系统维护

等作业中+应穿上相应防护鞋
-)",*$%"00,

##Z!"$

必须戴防护手套

=VPTW73FXFQT75T;Y7@JQY7P
白色图形+蓝色衬底

!在进行焊接作业*液压管路

维护*搬运粗糙重物等作业中+

应戴上相应防护手套

-)",*$%"00,
##Z!!$

必须戴安全带

=VPT?3PT7<76P3?7T\47JT
白色图形+蓝色衬底

!在大型顶管机中+维护高处

设备时+应系上安全带+以免坠

落伤害

-)",*$%"00,
##Z,$

注意安全

]3F<;<@63<@7F
黑色图形+黄色衬底

!请注意你现在所处的危险

状态

-)",*$%"00,
#"Z!$

当心触电

]3F<;<@7J75TF;5PAQ5D
黑色图形+黄色衬底

!有电危险+不应佩戴戒指*手

表等

-)",*$%"00,
#"Z'$

当心激光

]3F<;<@J3P7F473:
黑色图形+黄色衬底

!处在激光束窗口照射范围+

应保护好眼睛+避免直视激

光束

-)",*$%"00,
#"Z"*$

""

!"!#!"#$%"$"$#



表</#!通用安警式标志 #续$

图形符号 名称和图形颜色 说明 标准序号

当心爆裂

]3F<;<@7KXJQP;Q<
黑色图形+黄色衬底

!在高压软管#液压油*气等$

区域+注意软管爆裂对身体的

伤害

-)",*$%"00,
#"Z#$

当心火灾

]3F<;<@?;F7
黑色图形+黄色衬底

!在高压软管*泵站*易燃物和

易燃气体处+注意操作#如点

焊*热粘接等$过程+避免火灾

引起人身和财产损失

-)",*$%"00,
#"Z"$

当心跌落

]3F<;<@6FQX#?3JJ$

黑色图形+黄色衬底

!在盾体内或辅助设备的上下

扶梯处+注意因油污或砂浆形

成的台阶上污物+引起滑倒的

风险

-)",*$%"00,
#"Z#&$

当心滑倒

]3F<;<@PJ;XX7F\PVF?357
黑色图形+黄色衬底

!在盾体*管节或辅助设备内

的通道中+注意因油污形成的

地面通道污物+引起滑倒的

风险

-)",*$%"00,
#"Z#'$

当心落物

]3F<;<@?3JJ;<@Q4̂75TP
黑色图形+黄色衬底

!在盾体内*辅助设备上进行

上下层交互施工时+应注意工

件*渣土*工具等的坠落+以免

引起伤害

-)",*$%"00,
#"Z!$$

当心吊物

]3F<;<@PVPX7<676;T7:P
黑色图形+黄色衬底

!在电手动吊机吊运重物时+

应避让+以免碰伤和挤压伤害
-)",*$%"00,

#"Z!%$

运动件移动风险

]3F<;<@:QY;<@X3FTP
黑黄色条纹

!设备上的运动部件+如渣车*

顶铁顶环等+在运行时+伴有声

光警示信号+应注意避让

-)",*#%"00,

$/#/"

#"

!"!#!"#$%"$"$#



表</#!通用安警式标志 #续$

图形符号 名称和图形颜色 说明 标准序号

禁止触摸

NQTQV5A;<@
黑色图形+红色禁止圈*

白色衬底

!对设备的按钮*热或快速回

转表面+禁止触摸+以免设备操

作故障和手指伤害事故

-)",*$%"00,
#!Z"$$

禁止停留

NQPTQXX;<@
黑色图形+红色禁止圈*

白色衬底

!对人员有直接伤害的顶推区

域和渣车输送区域+禁止人员

停留+以免产生伤害事故

-)",*$%"00,
#!Z!%$

灭火器存放处

1TQF3@73F73Q??;F77KT;<@V;PA7F
白色图形+红色衬底

!顶管机操作团队+应知道灭

火器存放位置+能正确使用灭

火器灭火

电话存放处

.7J7XAQ<7XJ357P
白色图形+绿色衬底

!顶管机操作团队+应知道电

话设置位置)遇危险情况和日

常工作时+应及时通报+脱离危

险区域

</&!警示装置

警示装置见表+/")

表</$!警示装置

位置 类型 作用 警示时间 警示区域

带式输送机 声响 注意 开机前%P 沿带式输送机全长

渣车 声响 注意 启动前%P 行走沿线

紧急情况 声响 命令 持续 顶管机全长

!!注#'注意*危险和命令的紧急程度划分参见-)".!"%!/#%"00,中的表!)

!!注$'紧急情况主要是指火灾*涌水和有害气体对人体有伤害的突发事件)

$"

!"!#!"#$%"$"$#



</!!警示标语

警示标语见表+/#)

表</&!警示标语

名称 标语 适用部位

刀盘检修
前盾附近

主控室

高压电
高压柜变压器

高压电路

液压管路 液压管路液压站

运行设备 渣车输送区域

%"

!"!#!"#$%"$"$#



表</&!警示标语 #续$

名称 标语 适用部位

噪声防护
刀盘驱动电机

风机

操作提示 主控室

操作提示 主控室

电控柜安全
电控柜变频柜

高压柜操作箱等

&"

!"!#!"#$%"$"$#



</'!警示标语的尺寸

警示标语的尺寸如图+/!和图+/"所示)
单位为毫米

图</#!危险警示标语尺寸要求

单位为毫米

图</$!安全指示标语尺寸要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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