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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井非开挖整体修复方法探究
张家瑞 宋小伟 张杰
上海誉帆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上海 200335

摘要：检查井面临的环境十分恶劣，极易被引发各种缺陷，因此寻求快速有效的修复方法十分重要。非开挖修复技术以简
便快捷、非开挖等优点为检查井修复领域开辟一个新的途径。该文主要针对非开挖整体修复的四种工艺展开研究，包括紫
外光固化法、玻璃纤维整体贴片加固法、检查井预制内衬法和离心喷涂法等。在工程实践中对传统修复工艺进行了改进，
并将修复 2 年后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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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点在检查井修复方法中脱颖而出，引起了大量学
者的关注。

近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水平日益

检查井的非开挖工艺在欧美等国家被广泛应

加快，对公共基础设施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检查

用，而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 , 没有统一的国家、

井作为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构和运行

地方、行业标准 [2]。但是非开挖修复方法千差万别，

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城市的经济发展与环境的保护。

在先前的学术研究中大多以理论分析为主，缺少

检查井是排水管道系统中连接管道以及供养

与实践工程相结合，因此该研究通过现场工程试

[1]

护工人检查、清通和出入管道的附属设施 ，其

验，对四种非开挖修复工艺（紫外光固化法 [3]、

运作的环境十分恶劣，一方面要克服周围土体、

检查井预制内衬法 [4]、离心喷涂法 [5]、玻璃纤维贴

外部交通负荷以及地下静水压力，另一方面要面

片加固法 [6]）进行综合性对比分析，为非开挖技

临着各种污水废气的侵蚀，因此极易被引发各种

术研究和排水管道修复提供参考。

类型缺陷。常见的缺陷类型分为关联性缺陷和自

2. 工艺方案

身性缺陷，关联系缺陷是指与周围道路，以及相
互依存的设备出现问题，一般采取开挖方式修复；
自身性缺陷即检查井自身的结构和功能方面出现

2.1 紫外光固化修复工艺

问题，包括错口、脱节、腐蚀、渗漏、沉积、浮渣等，

2.1.1 工艺简介

可采用开挖和非开挖 2 种方式对其修复，而非开

紫外光固化修复材料是由含有光敏剂的聚酯、

挖修复方法以对环境影响小、非开挖、便捷等优

玻璃钢布以及其他数种树脂组合而成，在紫外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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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照射下，通过光敏剂引发聚合反应，从而引起
整个材料的固化，达到修复检查井的的目的。
2.1.2 工艺流程
具体施工步骤：
（1）井壁清洗：通过高压水车对检查井内壁
先进行清洗；
（2）注浆堵漏：井内渗漏区域进行聚氨酯堵
漏处理，然后使用高温灯管进行内壁进行烘干，
图 1 改进后的玻璃纤维贴片法修复图

再通过打磨机对井壁进行打磨，确保井壁光滑整洁；

2.3 检查井预制内衬法修复（水热固化）工艺

（3）内衬材料的浸渍：先把玻璃纤维布等内
衬材料裁剪出相对应的尺寸，再将搅拌均匀的光

2.3.1 工艺简介

敏树脂与玻璃纤维布浸渍充分；

检查井预制内衬修复工艺，是通过浸满热固

（4）铺设内衬材料：先用丙酮除去井壁的油脂，

性树脂的预制检查井衬里毛毡，利用注水翻转将

干燥后将表面均匀抹一层粘结剂，然后将内衬材

其送入到清洗干净的检查井内，并使其紧贴井壁，

料粘贴于井壁，垫层的连接采用压边搭接，同一

通过热水加热使树脂在井内侧固化，形成高强度

面层与上下相邻面层采用品字形铺设，确保面层

的内衬树脂的新检查井。

连接紧密；

2.3.2 工艺流程

（5）紫外光照射：用一定功率的紫外灯固化

具体施工步骤为 :

处理；

（1）井壁清洗：同上 2.1；

（6）接口处切割：按照管径尺寸进行切割，

（2）注浆堵漏：同上 2.1；

注意切口平滑，再用毛毡等材料浸渍树脂塞入接

（3）检查井内衬毛毡定制：精确的测量井深、

口处的空隙内，防止接口处渗漏。

井颈、井底尺寸，检查井形状等，然后交给厂商

2.2 玻璃纤维整体贴片修复工艺

进行定制，确保预制衬里与原井完全一致；

2.2.1 工艺简介

（4）毛毡浸渍树脂：先调配热固型树脂，并

玻璃纤维加固工艺（GFRP），是用玻璃纤

搅拌均匀，然后将毛毡与树脂浸渍完全，注意材

维聚合物来加固混凝土结构，通常用于桥梁、堤

料要低温保存；

坝等大型工程的加固处理。实验将该工艺引入到

（5）内衬安装与固化：向预制内衬中加水，

检查井的加固修复中，再配合人工喷涂的方法，

将其原位翻转入待修复的检查井内，通过水压将

来解决检查井由于外力过大引起的破裂问题。

内衬材料紧压在井壁，然后加热固化，注意加热

2.2.2 工艺流程

的温度和时间；
（6）接口处切割：同上 2.1。

具体施工步骤：
（1）井壁清洗：同上 2.1；

2.4 离心喷涂法修复工艺

（2）注浆堵漏：同上 2.1；

2.4.1 工艺简介

（3）玻璃纤维垫层的铺设：先在井壁涂刷底

离心喷涂检查井修复技术是使用高速旋喷器

胶，然后将玻璃纤维垫层逐块铺设三层（单片尺

产生的离心力将调配好的内衬浆料均匀、连续的

寸 1.27m×1.27m），井壁与管道接口处向管内

浇筑到待修复检查井内壁，同时通过卷扬悬吊旋

多铺设 2-5cm 保证连接处密封，再用同尺寸的钢

喷器在井内上下往复移动，从而在井壁形成厚度

板按压，固化后拆除；

均匀连续的内衬。

（4）接口处切割：同上 2.1；

2.4.2 工艺流程

（5）检查井整体喷涂：通过喷枪，将防腐砂

具体施工步骤：

浆喷涂于玻璃纤维表面，确保均匀，无遗漏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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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井壁清洗：同上 2.1；

从后续处理来看，紫外光固化法、检查井预

（2）注浆堵漏：同上 2.1；

制内衬法都需要对接口处的内衬材料进行裁剪；

（3）喷涂内衬厚度设计：根据防腐砂浆抗压

离心喷涂法则需井底抹平处理；玻璃纤维整体贴

强度计算出所需内衬材料的厚度，根据该次实验

片法不仅需要对接口处材料进行裁剪，还对井壁

的防腐砂浆强度，计算出厚度在 25mm；

进行砂浆喷涂处理，工艺相对复杂。

（4）高性能复合砂浆配备：按照复合砂浆的

综上，离心喷涂工艺实现自动化操作，施工

产品说明加入定量灰料、水，然后在搅拌机内充

相对简便；紫外光固化、预制内衬法施工较复杂；

分搅拌，注意砂浆粘度要达到喷涂的标准；

玻璃纤维整体贴片法施工最复杂。

（5）离心喷涂：喷涂过程中，内衬材料厚度

表 2 四种修复工艺的流程对比

是通过喷涂次数来控制的，可以多次喷涂直至内

修复工艺

整卷扬机速度、泵量，尽量每次喷涂的厚度控制
在 2-3mm；
（6）井底人工抹平。

3. 结果对比分析

同上

玻璃纤维整
体贴片法

同上

喷涂机喷涂 井底抹平
玻璃纤维
加固

复杂
一般

材料裁剪、
复杂
表面喷涂

等进行了比较，如表 3 所示。可以看出，离心喷
涂法所用材料以复合砂浆为主，环境友好性较高，

海市遵义路、上海市云锦路、上海市哈密路、江

且成本低廉；其它三种工艺的修复材料都以树脂、

苏省宜兴市。其中三处的检查井缺陷类型相同，

复合材料为主，成本较高，且树脂气味刺鼻，在

均为腐蚀、渗漏，一处为破裂。经分析讨论，分

施工过程中容易流出，一旦渗入土壤会对周围环

别采用四种不同的非开挖方式进行修复，详细见

境造成影响，环境友好性较差。

表 1。

表 3 四种修复工艺材料、成本、环境友好性对比

表 1 待修检查井缺陷裂类型分析表
项目位置

上海市
遵义路

上海市
云锦路

缺陷类型

腐蚀、渗漏

破裂

3座

离心喷涂法

复杂

对四种工艺的修复材料、环境友好性、成本

该研究选择了四处待修检查井，分别位于上

修复数量

后续处理 复杂性

3.3 修复材料及成本对比

3.1 待修检查井缺陷类型分析

紫外光固化

核心工艺

紫外光固化
清洗、打磨、堵漏 紫外光固化 材料裁剪
法
预制检查井
同上
水热固化 材料裁剪
内衬法

衬厚度达到设计要求；为保证喷涂均匀，注意调

修复工艺

预处理

上海市
哈密路

修复工艺

江苏省
宜兴市

修复材料
成分

内衬材料

环境友好性

成本

腐蚀、渗漏 腐蚀、渗漏

紫外光固化法 光固化树脂

玻璃纤维布

一般

高

玻璃纤维整 检查井预制
离心喷涂法
体贴片
内衬

预制检查井内
热固性树脂
衬法

聚酯毛毡

一般

高

3座

1座

122 座

3.2 修复工艺流程对比

离心喷涂法

复合砂浆

复合砂浆

较好

一般

玻璃纤维整体
贴片法

环氧树脂

玻璃纤维布

一般

高

表 2 是四种工艺的流程对比。四种工艺修修
3.4 修复结果分析

复前需对检查井进行预处理和注浆堵漏等辅助措
施，以提高检查井持久性修复效果。

实验组运用四种非开挖修复方法对检查井进

四种工艺的核心技术各不相同：紫外光固化、

行了修复研究。修复后的分别对检查井的修复材

水热固化两种工艺技术要求高，需要严格控制反

料进行性能测试结果均满足行业要求。为探究四

应条件；离心喷涂工艺可实现完全自动化，操作

种工艺的持久性效果，实验组对四种修复方案进

相对简单；玻璃纤维加固技术，是对传统修复工

行了追踪分析，将修复 2 年后的结果进行对比，

艺进行了改进，将玻璃纤维加固工艺引用到检查

具体结果见图 2。

井加固修复中，然后配合人工喷涂法进行综合修

紫外光固化修复后的结果如图 2 第 1 竖排，

复，工艺较为复杂。

可以看出，井身结构完好，腐蚀、渗漏问题已经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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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修复；井壁整体较平滑、密实，但局部有小

4 结论

幅度凹凸不平，因为该工艺材料的铺设是通过人
工按压的方式，光敏树脂很难均匀铺平，但并不

该研究通过对检查井非开挖修复的四种工艺

影响检查井正常运行；接口处发现部分材料脱落，

（紫外光固化法、玻璃纤维整体贴片法、预制检

但没有出现渗漏现象；检查井整体运作正常，认

查井内衬法、离心喷涂法）进行现场试验，以及

为该工艺修复的检查井达到了一定的持久性修复

对修复 2 年后的效果进行追踪分析。结果表明：

效果。

(1) 检查井由外力过大造成的井身破裂问题，

玻璃纤维整体贴片法修复后结果如图 2 第 2

常规修复很难满足对井身的加固要求，因此该实

竖排。可以看出，井身结构较好，之前破裂的井

验对常规工艺进行改进：将用于桥梁隧道工程的

身已完全康复；井壁光滑、无结垢、无裂缝；接

“玻璃纤维加固工艺”引用到检查井非开挖修复

口处完好，没有渗漏、材料脱落现象；认为该工

领域中，再配合防腐砂浆的整体喷涂处理，可以

艺修复的检查井持久性修复效果较好，不仅能满

完美的修复检查井因外力过大造成的井身破裂问

足检查井加固要求，而且对井身破裂缺陷也能较

题。

好修复。

(2) 四种工艺都可以对检查井的腐蚀、渗漏等

检查井预制内衬法修复结果如图 2 第 3 竖排。

进行修复。在施工中，对检查井进行一定的辅助

从井身来看，结构完好，没有腐蚀、渗漏现象；

修复（如注浆堵漏处理）可以大大提高其修复效果。

井壁十分光滑，没有结垢现象，但局部出现纵向

(3) 针对本次调查结果，发现离心喷涂法的持

皱纹，可能是井受到周围土体压力过大造成的；

久性修复效果比较理想；综合材料成本，工艺复

由于井内水位过高，无法判断出接口处的情况。

杂度、环境友好性和持久性修复效果等方面来看，

从修复后的井身，井壁来看，该修复工艺的持久

离心喷涂法均表现出较高的优异性。

性效果比较一般。
离心喷涂法修复的检查井数量较多，因此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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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overall repair method of non-dig of manhole
Jiarui Zhang1, Xiaowei Song1, Jie Zhang1
1 Shanghai Yufan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 Ltd. Shanghai 200335

Abstract: Facing harsh environment, the manhole can be easily caused various defects.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find a quick and effective repair method. The non-dig repair technology opens up a new way for the field
of manhole repair because of its simple and fast, non-dig etc. four kinds processes of non-dig for overall repair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UV curing method, glass fiber integral patch reinforcement method, inspection well
prefabricated lining method and centrifugal spraying method. And the traditional repair process was improved in the
engineering practice, and the effect of repair 2 years later was analyzed and evaluated.
Key words: Manhole, No-dig, Overall re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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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州文旅区装配 20 条综合管廊
吊放、运送、对位、拼装……3 名工人仅用 1 个半小时，便可将一节长 2 米、重 20 吨的管廊构件稳
稳对位拼装。2019 年 3 月 21 日，记者从施工方北京建工集团获悉，通州文旅区将军府东路地下综合管廊
项目尝试装配式工法，成为全国首例采用全机械化拼装施工技术实施的装配式管廊施工。
将军府东路综合管廊工程是通州文旅区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工程项目之一，位于北
京环球度假区东北方位，舱内敷设电力、电信、给水、再生水四类管线，工程总长 326 米，单节管廊构
件重 20 吨。
项目现场没有成堆的钢筋模板和大型机械塔吊，也没有噪声轰鸣和尘土飞扬，一台汽车吊、一套由
施工方自主研发的“综合管廊运输拼装设备”，是破解难题的关键。
“这段管廊是全机械化拼装施工的装配式管廊试验段，项目共有四个间隔段采用全机械化技术拼装
施工。”北京建工将军府东路地下管廊技术负责人卞正涛解释，预制管廊构件通过吊车吊放至基坑内之后，
被置于一台类似于电动轨道台车的设备上，通过台车的运输慢慢靠近管廊主体结构，完成对接。过程中，
台车搭配的主控电脑会实时校准管廊构件的轴线高程位置，确保与既有主体结构相接的严丝合缝，全程
只需 3 名工人对构件的位置偏差和连接进行辅助调整，实现了运输、对位、拼装全环节工序的全过程机
械化作业。
所需人力少，但速度一点儿也不慢。卞正涛算了一笔账：每节预制管廊长 2 米，拼装用时 1.5 小时，
按照满负荷状态下 3 名工人一天完成 6 节管廊拼装计算，一段 100 米长的管廊结构只需 10 余天即可施工
完成。如果采用传统的混凝土现浇方式施工，需要立起不止一台大型起重机械用于吊装，同等长度的管
廊施工，要 30 多个工人忙活一个多月。
卞正涛说，当前项目已完成全线长度的三分之二，按计划全线将于 4 月 20 日左右完成整体结构施工。
昨天，北京建工国通公司副总经理齐康也透露，截至目前，通州文旅区内总计 20 条综合管廊项目已
全部开工建设，总长度 22.5 公里。“这 22.5 公里管廊预计年底前将完成结构施工。”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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