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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下爆破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T/CSEB 0014-2020) 

解读文件 

中国爆破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1 年 8 月 3 日 

为规范水下爆破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促进爆破技术进步、提升爆破

本质安全水平、推动爆破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爆破行业协会已于

2020年12月25日发布，并于2021年3月25日正式实施了《水下爆破工程施

工组织设计规范》（T/CSEB 0014-2020）。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

研、教学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够正确理解和规范执行有关

条文规定，进一步促进本标准在行业内全面推广应用，特按章、节、条

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解读文件，以供参考。 

一、编制目的与意义 

本标准以水下爆破工程为对象，对施工组织的编制加以规范，从施

工组织上降低爆破作业风险，提高爆破本质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促进

爆破技术进步与科学发展。本标准对施工组织设计的主要内容提出要求，

并对具体内容的编制及编排给予指导。 

编制目的和意义： 

（1）实现与相关法律和法规的统一； 

（2）实现与国家、行业和团体相关标准的紧密衔接； 

（3）提出了水下爆破工程施工组织设计编制的内容、要求和程序，

规范水下爆破工程施工组织设计，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编制依据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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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依据 

（1）现行国家和行业的相关法律和法规。 

（ 2）《爆破安全规程》（ GB 6722-2014）和《爆破术语》

（T/CSEB 0007-2019）等现行相关标准与文献。 

2.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遵循“先进性、可靠性、安全性和适用性”的原则，

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给出的规则编写。 

（1）先进性原则。爆破施工是安全、顺利地实施爆破工程并取得理

想的效果的关键。爆破施工应根据施工组织设计确定的施工方法、施工

顺序和施工进度进行。技术先进性是指技术应用方案一般要比企业现有

的技术先进，力争有较强的行业竞争力。 

（2）可靠性原则。选取的技术方案必须是成熟的、稳定的、有可借

鉴的企业或项目。 

（3）安全性原则。技术方案必须考虑是否会对操作人员造成人身伤

害，有无保护措施，是否会影响周围环境，应使选择的方案有利于环境

保护和提高安全性。 

（4）适用性原则。选取的方案必须考虑对当地资源的适用性（包括

原材料、人力资源、环境资源），充分发挥企业和方案所在地的资源优

势，适应方案特定的资源、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条件，有利于发挥企业

原有的技术装备和技术力量。 

 

三、标准内容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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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了解与掌握编制情况，本标准按内容分为设计依据、原则

与内容，施工方案，施工准备，施工组织，施工管理，环境保护与文明

施工，事故预防和附录等内容。 

在前言部分介绍了标准的起草规则、提出单位、归口部门、起草单

位和主要起草人等。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在编制过程中多次公开

征求意见，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和完善，最终发布了现行版本。 

四、标准条文说明 

3. 术语和定义 

GB 6722、T/CSEB 000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根据标准

使用需要，本标准列出了9条术语和定义。 

3.7 

钻爆船 drilling and blasting ship 

用于水下钻爆作业的工程船。 

水下钻孔爆破通常采用支腿升降式或漂浮式工程船，布孔、钻孔、

验孔、药包加工、装药、填塞、网路连接和爆后检查等工序都在这种工

程船上进行，故将这种船舶统称为钻爆船。 

3.9 

爆破有害效应监测 blast monitoring 

使用专用监测仪器、设备对爆破有害效应进行的量化测试。 

水下爆破时可能产生的有害效应包括爆破引起的振动、个别飞散物、

水中冲击波、动水压力、涌浪等。水下爆破实施前，爆破区域附近有建

（构）筑物、养殖区、野生水生物需保护时，应针对爆破飞石、水中冲

击波（动水压力）、爆破振动和涌浪等水下爆破有害效应制定有效的安

全保护措施。而使用专用监测仪器、设备对爆破有害效应进行的量化测

试，可以掌握周边环境在爆破作用下的受影响状况，有助于及时调整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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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参数，确保周边环境的安全。爆破测振仪可以对爆破引起振动进行监

测，水听器可以对水中声压峰值进行监测。 

5. 施工方案 

5.1.2 工程要求应包括爆破安全、质量、进度和环保等内容。 

施工方案是依据技术设计、并根据工程特点和周围环境而制定的切

合实际的施工方法，主要是指安全、质量、进度、环境保护和文明施工

等的工程管理目标。 

5.3.2 施工顺序可分为顺序施工、平行施工。施工机械足够且周围环境允许，施工

段之间宜采用平行施工。 

顺序施工又称依次施工，其组织方式是将拟建工程项目的整个建造

过程分解成若干施工过程，按照一定的施工顺序，前一个施工过程完成

后，后一个施工过程才开始施工。平行施工是在拟建工程任务十分紧迫、

工作面允许且资源保证供应的条件下，组织几个相同的工作队，在同一

时间、不同空间上平行进行施工。显然，从工期进度来看，平行施工能

够缩短工期。 

6. 施工准备 

6.2.5 爆破器材的配置应根据工程规模和特点，按照爆破设计的品种、数量选取，

并通过现场检测确定，同时编制爆破器材消耗量表，格式参照附录B表B.3。 

水下爆破工程应选用具有防水性能或经过防水处理的爆破器材，炸

药宜采用乳化炸药或其他防水性能较好的炸药。 

用于深水区的爆破器材，应具有足够的抗压性能或采取有效的抗压

措施，使用前应进行同等施工条件下的抗水和抗压试验，提高水下爆破

的可靠性。 

6.3.3 按照GB 6722的有关规定，进行水下爆破工程前，应征得有关部门许可，并由

海事部门发布航行通告。 

（1）从事《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管理规定》适用范围1～9项

（包括爆破）的水上水下活动的建设单位、主办单位或对工程总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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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作业者，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行政许可条件规定》明确

的相应条件向活动地的海事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并报送相应的材料。在取

得海事管理机构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上水下活动许可证》（以下

简称许可证）后方可进行相应的水上水下活动。 

（2）通航水域岸线安全使用和水上水下活动许可需提交材料目录： 

1）《水上水下活动通航安全审核申请书》； 

2）有关主管部门对该项目的批准文件及其复印件（需办理批准手

续的项目）； 

3）与通航安全有关的技术资料及施工作业图纸； 

4）施工方案（必要时须经过专家评审），已建立安全及防污染责

任制、保障措施和应急预案的证明材料； 

5）与施工作业有关的合同或协议书及其复印件（必要时）； 

6）施工作业单位的资质认证文书及其复印件； 

7）施工作业船舶的船舶证书和船员适任证书及其复印件（如施工

船舶不在本辖区可不提供原件）； 

8）已通过评审的通航安全影响论证报告或评估报告（必要时）； 

9）航行通（警）告发布申请（必要时）； 

10）专项维护申请（必要时）； 

11）委托证明及委托人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明及其复印件（委托时）； 

12）《通航水域岸线安全使用申请书》。 

（3）应当在活动开始之日的7d前向该项活动所涉及的海区的区域

主管机关递交发布海上航行警告、航行通告的书面申请。有特殊情况，

经区域主管机关认定，需要立即发布海上航行警告、航行通告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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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上航行警告和航行通告书面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活动起止日期和每日活动时间； 

2）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 

3）参加活动的船舶、设施和单位的名称； 

4）活动区域； 

5）安全措施。 

（5）海上航行通告由国家主管机关或区域主管机关以书面形式或通

过报纸、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介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网站（网

址https://www.msa.gov.cn/）是统一发布航行通告的官方网站。各级海事

管理机构在以文件发布航行通告的同时，将航行通告通过中国海事局网

站向社会发布。 

7. 施工组织 

7.2.2 施工进度图宜采用横道图或网络图表示，规模较大、技术复杂的工程宜采用

网络图表示。 

横道图是一种最简单、运用最广泛的传统的进度计划方法，用于小

型项目或大型项目的子项目上。横道图计划表中的进度线（横道）与时

间坐标相对应，这种表达方式较直观，易看懂计划编制的意图。网络图

是由箭线和节点组成，用来表示工作流程的有向、有序网状图形。网络

图有双代号网络图和单代号网络图两种。 

7.3.1 应根据水深、流速、浪高及风速等因素，选择支腿升降式水上钻爆船或漂浮

式钻爆船。 

7.3.2 支腿升降式水上钻爆船可适用于30m水深以内，流速小于3.0m/s，浪高小于

2.0m的水域；漂浮式钻爆船可适用于50m水深以内，流速小于3.0m/s，浪高小于1.0m

的水域。 

漂浮式钻爆船在目前水下钻孔爆破中使用最多，运用最广，形式也

多种多样，具有作业方便、移船位快等特点。一般适用于50m水深以内，

流速小于3.0m/s，浪高小于1.0m的水域。通常在作业区域水流小、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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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良好作业条件时，采用漂浮式钻爆船。漂浮式钻爆船按动力可分为

自航和非自航两类，常使用的为自航动力。 

支腿升降式钻爆船是一种可将船体升离水面的作业船舶，平台升离

水面后，工作时可不受海浪、潮流和潮差的影响。与漂浮式钻爆船相比，

钻孔定位快，精度高，节省定位时间。但由于其需要4根支腿支撑船体离

开水面，因此在移动位置时耗费时间较多，此外在升降船体时也要选择

在合适的风浪及水流条件下进行，否则可能会对支腿产生损害，一般适

用于30m水深以内，流速小于3.0m/s，浪高小于2.0m的水域。在恶劣工况

条件下，采用支腿升降式钻爆船更为稳定。 

7.3.3 钻爆船应采用锚缆定位或桩定位，并根据现场情况实时校核。 

漂浮式钻爆船按驻位形式可分为有定位桩和无定位桩两类，目前以

无定位桩居多，无定位桩的钻爆船采用六缆作业法进行移船及驻位；有

定位桩的船主要使用在水流较急、风浪较大或交通繁忙、水域狭窄的地

区，移船仍靠锚缆来实现，定位桩起到驻位的作用。 

7.3.6 水下钻孔爆破应通过水上作业平台或钻爆船配以套管穿过水层对岩石进行钻

孔。水下钻孔工序包括钻机定位、下套管、钻孔。 

通过水上作业平台或钻爆船由水面向水下钻孔主要有单套管作业法

和双套管作业法。 

钻孔定位：根据地形图和施工要求、条件确定开始钻孔的位置，用

测量控制点确定开始钻孔的实际位置，平台大致移到该位置后，利用经

纬仪或全站仪进行控制微调，在平台的四角安装四只手动卷扬，抛“八”

字锚固定平台，通过手动卷扬来实现平台的小范围调整。平台移位后，

根据预先确定的孔网参数，划定钻孔的位置，根据实测水深，计算出钻

孔深度。钻孔深度=河道设计深度+超深-该孔位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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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套管：因为水下清淤时，淤泥不能全部清理干净，另外还有石渣

等杂物，必须下套管。套管作用：一是隔离覆盖层与石渣，使其不能进

入到孔内；二是套管在装炸药时起导向作用，使炸药顺利装到孔底。平

台定位后，在钻孔位置处下套管，套管要稳定，露出水面并深入到基岩

下一定的深度，每台钻机配备两套套管，便于更换使用。根据施工区当

地孔位和水深情况，配接好套管长度，距水面附近配花格子管，以便钻

孔时石渣和水从花格子管中流出。套管固定后，即可吊钻杆入套管钻进。

为便于接卸钻杆，钻杆长度应根据钻架高度选取。 

钻孔：当岩层表面有砂卵石覆盖或强风化岩时，可用高压风将其冲

走，然后钻进，达到设计要求深度后，再来回提钻数次，确保孔壁的光

洁度。钻孔的深度控制：每天确定水位高程，计算出平台上部至设计底

深的高差H1，测出从平台上部至水下基岩的深度H2，H1-H2即为需开挖深

度H，再加上设计的超深∆h，得出钻孔深度H钻=H+∆h。每一船定位后，

首先要计算出全部钻孔的钻孔深度，并填入专用表格指导钻孔。 

7.3.8 炮孔验收应保证炮孔深度、平面位置等满足设计要求，孔壁光滑。孔距、排

距的允许偏差：内河为±0.2m，沿海为±0.4m。 

孔距、排距的允许偏差值是综合考虑内河和沿海水域的水深情况、

风浪情况和目前的船舶定位水平，并结合施工经验得出。 

7.4.2 水下钻孔爆破装药前，应将孔内的泥沙、石屑清除，并使之达到设计孔深，

清除后立即装药。 

水下钻孔装药与陆地略有不同，为防止泥沙和石渣淤孔，钻孔完成

后应立即装药。装药前应先用水砣核实钻孔深度后再进行装药。 

7.4.3 水下钻孔爆破采用震源药柱或PVC管装药时，药包直径应小于炮孔直径

10mm～20mm。 

采用震源药柱或PVC管内装药能减少现场加工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和装药质量。 



9  

7.4.5 水下裸露爆破布药前，应根据技术设计加工药包和捆绑配重。 

水下裸露药包可用土、砂包或石块作为配重物，流水中配重物的重

量宜大于药包重量的2倍，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水下裸露药包浮起，影响爆

破效果。当水深小于1.5m时，为防止配重物飞出，不宜用石块作为配重

物。 

7.4.6 水下裸露爆破应根据水深、流速、流态和工程量大小及通航等不同条件，采

用不同的药包布置方法，常采用的药包布置方法有岸边直接布药法、潜水员布药法、

沉排布药法、船投布药法、吊缆投递布药法等。 

水下裸露爆破施工方法的关键是如何在指定的施工地点正确无误地

投放药包并起爆。应根据水深、流速、流态、工程量大小及通航条件等

情况，采用不同的药包布置方法。 

（1）潜水员布药法：适用于流速慢（低于1.0m/s）的孤礁或排障爆

破。潜水员敷设药包定位准确，接触稳固，爆破效果良好；但潜水员布

药法受工况条件限制较多，施工效率低，施工成本高，通常应用于特殊

情况的爆破。 

（2）沉排布药法：适用于水较深、水底较平坦的岩石开挖工程，可

在设有斜坡平台的工作船上，或在岸边架设滑道，将药包按设计间距排

列在木排、竹排或尼龙框上，形成网状。然后推滑下水，用木船拖至爆

区，配上重物将排架沉至爆破点。 

（3）船投布药法：适用于面积大、流速快的爆区作业。根据测量控

制划分爆破区域，按纵向分段、横向分条顺序进行。首先将定位船锚定

在爆区水流上游方向50m～80m处，再下放布药船至爆破点，准确定位后

由布药船采用翻板法翻布药包。药包入水到位后，经检查爆破线路完好，

布药船再上绞至定位船，定位船通过爆破主绳与起爆网路控制起爆。下

一程序爆破，根据施工区爆破顺序移动定位船位置，按以上程序反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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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爆破顺序一般由下游方向至上游方向、从深水区域到浅水区域。 

（4）吊缆投递布药法：在崖陡峡窄流急的河段，无法使用船只投放

药包时，可通过跨河吊缆投放药包。具体方法是在距爆破点20m～30m的

上游河面上，用一根φ14mm～17mm的钢缆跨河固定，跨河缆上穿套铁

环，铁环上系一根拉绳中分至左右两岸，牵引铁环左右移动。吊药包的

主绳穿过铁环，通过松放主绳拉吊药包，在药包上再系几根脚绳至两岸，

可调整药包投药的准确性，并使药包紧贴礁石。 

7.4.12 布药船外表面不得有明显或尖锐的突出物，布药船离开布药地点时，应仔细

检查船底和船舵，发现有爆破导线或炸药包时应及时处理。 

本条款目的是防止勾挂、破损爆破网路，防止人、船拖曳或损坏起

爆网路，避免药包移位、爆破导线被拉断甚至意外起爆等事故。 

7.7.1 水下爆破作业的爆后等待时间应按照GB 6722的相关要求由设计确定。 

水下爆破作业的爆后等待时间根据施工经验不应少于5min。 

7.7.4 应根据GB 6722制定盲炮处理的安全技术措施。处理盲炮前应由爆破技术负责

人确定盲炮处理方案和警戒范围，应派有经验的爆破员进行盲炮处理。盲炮处理后

应由处理者填写登记卡片或提交报告，说明产生盲炮的原因、处理的方法、效果和

预防措施。 

处理水下钻孔爆破和爆破排淤填石的盲炮，因爆破网路而引起的盲

炮，检查和处理后可重新连线起爆，其他盲炮可在附近投放裸露药包诱

爆；处理水下裸露爆破和爆破夯实的盲炮，可在盲炮附近另投药包诱爆

或提起药包检查和处理后重新投放起爆。 

8. 施工管理 

8.2.2 应制定施工质量保证措施，包括下列内容： 

——确定质量目标，使爆破效果满足设计要求； 

——明确质量控制关键参数与工序，并制定质量具体控制措施； 

——建立符合工程特点的技术保障和资源保障措施； 

——建立质量过程检查制度等。 

炸礁的平面位置和范围必须满足设计要求，航槽底部高程严禁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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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高程。 

水下裸露爆破的布药方式、炸药品种和每次起爆用药量应满足设计

要求。 

岩石地基水下爆破开挖基槽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1

的规定。 

表1 岩石地基水下爆破开挖基槽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序

号 
项   目 

允许偏差/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 验 方 法 

长条形基坑 独立墩基坑 

1 平均超深 0.5 1.0 每 5m 一

个断面，且

不少于三个

断面 

1 

用测深仪或测深

水砣测量，1m～2m

一个点，取平均值 

2 
平 均 超

宽、超长 
1.0 2.0 2 

在全部断面图上

量测，各边取平均

值 

注：在无掩护或离岸 500m 以上水域，当爆破开挖水深大于等于 20m 时，其平均超
深、超宽、超长允许偏差值可适当加大。 

水下爆破及清渣的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水下爆破及清渣允许偏差、检验数量和方法 

序
号 

项   目 
允许偏
差/mm 

检验数量 单元测点 检 验 方 法 

1 开挖线 

钻孔爆破 
+1000 

0 

每4m～10m

一个断面 

1 

用测深仪和经纬
仪等测量，并进行
硬式扫床 

裸露爆破 
+2000 

0 

2 高程 

航行区域 
0 

-500 
3 

非航行区域 
+50 

-750 

注：①硬式扫床应提交扫床测量轨迹图，相邻扫床轨迹的重叠宽度不得小于 1m，并
提交报告； 

②开挖线项目中“＋”代表超挖； 

③当硬式扫床确有困难时，可采用多波束扫测。 

10. 事故预防 

10.1.1 水下爆破工程应根据施工现场、作业过程和周围环境等进行危险源辨识与风

险评价。 

针对水下爆破工程的特点，对照行业制定的安全标准、规程进行危

险、有害因素的分析、识别。 



12  

根据危险、有害因素分析的结果和确定的评价单元，参照有关资料

和数据，用选定的评价方法对各评价单元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导致事

故发生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进行评价，真实、准确地确定事故可能发

生的部位、频次、严重程度的等级及相关结果，并对得出的评价结果进

行分析。 

10.1.3 水下爆破工程危险源辨识应采用直观经验分析方法和系统安全分析方法。 

直观经验分析方法适用于有可供参考先例、有以往经验可以借鉴的

系统，不能应用在没有可供参考先例的新开发系统。常用的直观经验分

析方法有对照、经验法和类比方法。对照、经验法是对照有关标准、法

规、检查表或依靠分析人员的观察分析能力，借助于经验和判断能力对

评价对象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分析的方法。而类比方法是利用相同或

相似工程系统或作业条件的经验和劳动安全卫生的统计资料来类推、分

析评价对象的危险、有害因素。 

系统安全分析方法是应用系统安全工程评价方法中的某些方法进行

危险、有害因素的辨识。系统安全分析方法常用于复杂、没有事故经验

的新开发系统。常用的系统安全分析方法有事件树、事故树等。 

10.2.2 水下爆破工程安全防护内容主要包括对水中冲击波、涌浪、爆破振动、气泡

脉动、基础液化和爆破个别飞散物等采取一定的防控技术手段。 

关于基础液化的防控技术手段可参考《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

2014）之“13.8.5 振动液化控制”。 

10.3.1 应根据水下爆破工程具体情况，编制应急预案，成立应急组织机构，明确职

责与权限。 

10.3.2 对危险性较大的工程和特殊情况的作业应制定详细的现场处置方案和预防措

施。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

中第5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的应急预案体系主要由综合应急预案、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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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构成。生产经营单位应根据本单位组织管理

体系、生产规模、危险源的性质及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确定应急预案体

系，并可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编制专项应急预案。风险因

素单一的小微型生产经营单位可只编写现场处置方案。” 

（1）综合应急预案：综合应急预案是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体系的

总纲，主要从总体上阐述事故的应急工作原则，包括生产经营单位的应

急组织机构及职责、应急预案体系、事故风险描述、预警及信息报告、

应急响应、保障措施、应急预案管理等内容。 

（2）专项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是生产经营单位为应对某一类型

或某几种类型事故，或针对重要生产设施、重大危险源、重大活动等内

容而定制的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主要包括事故风险分析、应急指挥

机构及职责、处置程序和措施等内容。 

（3）现场处置方案：现场处置方案是生产经营单位根据不同事故类

型，针对具体的场所、装置或设施所制定的应急处置措施，主要包括事

故风险分析、应急工作职责、应急处置和注意事项等内容。生产经营单

位应根据风险评估、岗位操作规程以及危险性控制措施，组织本单位现

场作业人员及安全管理等专业人员共同编制现场处置方案。 

该标准如在宣贯及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需修改、补充和完善之处，

请与中国爆破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联系。 

中国爆破行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