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4 月 第 2 期
No.2 Apr.,2019

《非开挖技术》杂志社
CHINA TRENCHLESS TECHNOLOGY

新一代的原位喷涂法修复技术
《地下工程》编辑部著 乔羽 , 霍宇翔译
摘要：原位喷涂法（SIPP）当前都是作为结构复合作用衬里使用，Sipp 科技公司开发了三层结构的原位喷涂衬里 Sipp
Steel 系统，由刚性层、长丝纤维层、柔性层组成，融合多项技术可以实现全自动化喷涂，经过大量室内实验和验证，它可
以直接作为结构独立型衬里使用，问世以来得到了多方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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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尽管有这些优点，但原位喷涂法在压力管道
修复中的应用受到限制，主要是因为它的非结构

非开挖技术越来越受到市政工程师和业主的

型衬里无法达到“结构独立型衬里”的分级要求。

青睐，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修复和更新老化的地

Sipp 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兼首席技术官肯

下水基础设施时，非开挖技术是不可或缺的，因

特 • 韦森伯格表示：“顾名思义，独立型衬里结

为它减少了对环境和周边的影响。

构是自给自足的，它是按照独立结构设计的，跨

一种非开挖的方法 -- 原位喷涂法（SIPP），

越主管、裂缝和其他破损区域，并承受所有的外

这种方法在大直径管道中采用人员穿过检修孔进

部负载和内部压力。本质上，主管仅仅作为此类

入管道，通过手持设备进行喷涂，而在小直径管

衬里的模具，显得无关紧要，这类衬里成为原有

道中通过旋转喷嘴喷涂而成，这种技术最终可以

管道的替代品，或者说是全“新”的管道。这种

在管道内部形成一层或多层聚合物。过去 20 年中，

独立性使衬里结构使用寿命至少为 50 年，这相比

在无压管道和压力管道修复中，都把这种技术作

其他修复方案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大多数情况下，

为非结构型衬里使用。

结构独立型衬里是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
韦森伯格补充说：“那些为这些项目提供资
金的人，理所当然地希望从他们的资金中获得最
大的收益，尤其是在预算逐渐收紧和环境要求日
益严格的今天。”

2. 原位修复方法现状

图 1 浸渍后纤维与柔性（CCP）材料的自动熔合装置

原位喷涂法的特定用途包括阻止和预防内部
腐蚀，恢复过流能力，以及消除由锈蚀和相关结

传统的原位喷涂法被归类为“结构复合作用

垢引起的水质恶化。在这个过程中，与其他非开

衬里”，而不是独立结构衬里。韦森伯格说：“新

挖方法相比，它被认为能提供更轻松更快（甚至

衬里和原有主管道并存，并分担所有外部载荷、

在一天内完成）的服务回报，适用范围更广，并

压力，由此避免失效事件的发生 -- 这通常不是

且具有显著的效益，对环境和周边影响更小。

好方法。从根本上讲，这被认为是一种“创可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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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临时解决方案。”这种方案不利于延长管道

Sipp Steel 是一个具有三层结构的衬里系统，

系统的设计寿命。

包括两种聚合物材料 -- 一种是柔性的，另一种

Sipp 科技公司的首席机械工程师李林博士说：

是刚性的 -- 它们之间有一层封装好的长丝碳纤

“目前原位喷涂法的材料 -- 聚合物或更具体地

维用来加固。所有这些物质在安装过程中实现了

说是热固性塑料 -- 它具有很高的抗弯曲和断裂

分子级的粘附，在管道内形成了三层结构。

能力并有着足够的刚性，但是相对较脆。除非它

李林博士说：“这种多层衬里结构完全解决

们以相当大的厚度喷涂，否则它们无法承受内部工作

了原位喷涂法的问题，并可以提供完整的结构，

流体压力、横向剪切力和上覆地层压力的联合作用。”

以满足结构独立型衬里的分级要求。”

李林博士继续解释说，但是单纯增加衬里厚

这是通过使用具有良好抗疲劳、抗弯曲能力

度也有问题，它会导致管道直径显著减小，进而

和抗蠕变能力的材料来实现的。此外，创新的方

减少过流能力并且导致更大的压降。当一次性喷

法能够避免由于粘附造成的衬里失效，并使 Sipp

涂完成后，较厚的材料往往会有开裂的趋势，这

Steel 系统能够承受所有运行压力和各类载荷。

主要是由于温度应力集中，会导致聚合物力学性

柔性或者称为封闭多孔（CCP）层，实际上

能的显著下降。

并不渗透有压流体，这层是直接涂敷到干净的主

当刚性聚合物材料直接粘附在主管的内部时，

管道内部。刚性层被粘结到 CCP，而与当前原位

固化过程中的收缩会导致开裂或分层。直接粘附

喷涂法中不同。在这种结构中，当管道发生移动

还会使刚性衬里在管道失效事件中被波及。一旦

或失效事件时，柔性衬里可以变形和屈服以吸收

粘附衬里的主管发生断裂或显著变形，衬里系统

应变，并减小刚性衬里与主管之间的作用力。

上的应变几乎变成无穷大，导致衬里系统开裂、

“本质上，刚性衬里悬挂在主管中，所以外

断裂或撕裂。另一个问题是材料出现的长期疲劳

力或应变不能完全传递到刚性衬里，而是消散在

现象，或者说易出现蠕变。

整个 CCP 层，”韦森伯格解释说。“CCP 层的

韦森伯格说：“在长期应力作用下，在压力

泊松比低，并且能够膨胀和收缩，连续填充和密

管道系统中，聚合热固性材料的强度和刚度最初

封在固化过程中由刚性层的径向收缩产生的任何

迅速下降，然后在使用寿命期间随时间逐步下降。

环形空间。由于不透水，柔性材料可以防止流体

由于所用材料的性质，衬里厚度增加也不能提高

渗入任何不连续的环形空间，例如衬里连接位置，

抗蠕变性。”

因此避免了传统原位喷涂法和其他非开挖技术经

此外，聚合物材料在固化过程中会产生径向

常发生的水力失效。”

和纵向收缩。

Sipp Steel 的独特之处还有一层纤维增强层，

李林博士说：“这将在衬里和主管道之间形

与目前未增强的刚性原位喷涂法材料相比，它进

成一个空间（甚至是贯通的环空）。当受压流体

一步提高了衬里的强度和刚度。

在接头、客户连接端和其他不连续处漏出衬里后，

李林说道：“此类结构的强化效果极佳，所

由于主管需要再次抵抗内部流体的所有压力，环

以允许设计更薄的刚性层，大约少 40% 至 50%，

空使衬里结构变得毫无意义。”

并且与没有强化的热固性衬里相比，直径没有减

所有这些衬里的变形行为，使得传统的原味

小。此外，长丝可以抵抗大部分的应变，从而明

喷涂技术无法成为修复压力管道系统的首选技术。

显地减小了由内部压力或外部屈曲力引起的刚性

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

层受力。衬里材料上的低应力水平显著增强了衬
里的抗疲劳和蠕变失效性能，延长了工作寿命。”

3. 新方法
Sipp 科技公司开发了 Sipp Steel 技术，它可
以喷涂形成结构独立的衬里，并正在申请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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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SippSteel 多层衬里样品，中间有横截面“切片”，
显示出柔性、长丝加强层和刚性层。
右图：Sipp 科技的 LD 48/144 大直径自动喷涂器正在进行
最后的组装和测试。

将原位喷涂法提升到一个新的管道修复水平，即

4. 超越结构独立型衬里

5. 难忘的时刻

更智能、更快、更精确、更均匀、更安全、更低
成本和多功能，并且满足结构独立的衬里要求。

Sipp Steel 不仅仅是第一个结构独立的原位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创新和艰苦的研发工作。

喷涂法衬里系统。它满足客户的需要，弥补了非

多层复合衬里系统代表了从理念提出、方案设计、

开挖技术体系中的空白，并且节省了投资，提高

工程分析、开发专有聚合物材料到自动化安装技

了修复方法的适用性。作为一个更薄和更精确的

术实现的互联过程。在最后的分析阶段，Sipp 科

衬里系统，它使用更少的材料，更少的成本和时间，

技也得益于强大的战略伙伴关系。路易斯安那理

却能安装更强大的衬里。更薄的衬里不仅降低了

工大学的非开挖技术中心（TTC）为原位喷涂法

截面减小程度，而且增加了过流能力。全自动安

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支持和协作，并被委托最终

装衬里，一次通过主管道，也节省了时间和成本，

验证关于 Sipp Steel 的科学测试和现场数据的科

并纠正了传统原位喷涂法的局限性和不均匀性。

研项目。
TTC 主 任、Sipp Steel 项 目 首 席 研 究 员 约

Sipp 科技的首席电气工程师朱莉 • 李博士
说：“Sipp Steel 系统集成了图像识别、激光雷达、

翰·马修斯博士说：“这种新的原位喷涂法技术，

超声波、射频、Wi-Fi、陀螺仪、加速度计，它

在不久的将来将推动压力管道修复行业向前发

们和机器学习技术融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

展。”这对 TTC 来说也是一个重大的时刻，因为
这是私人公司委托给他们的数额最大的合同。

为了进一步确保精确应用，喷涂装置是自动
推进的，其所有机械动作都由内部传感器和图像

在 另 一 项 协 议 中，SAK 建 筑 公 司 是 Sipp

识别自动控制。连续、实时地控制监测厚度和纤

Steel 唯一的国内安装承包商。韦森伯格说：“作

维间距 ( 单根长丝之间的距离 ) 证明衬里满足所有

为位于密苏里州奥法隆市的一家公司，它为市政、

设计要求。”

能源和工业市场提供诸多管道服务，多年来向全
球修复管道交付了最先进的、并经过实地验证的

全自动喷涂系统实现了传统原位喷涂法所不

产品。”

能实现的通用性。例如，它可以自动导航穿越管
道的弯曲段和阀门。并且它可以通过线缆或自主

Sipp 科 技 目 前 正 处 于 组 装 和 测 试 其 LD

操作，从一个接入点喷涂一英里长的衬里。多层

48/144 自动化喷涂器系统的最后阶段，并将在 6

衬里结构设计是根据管径、工况、衬里厚度和衬

月下旬与 SAK 公司正式推出这项技术。它的第一

里内部纤维间距完成的。

次实施将是在 7 月初对 60 和 72 英寸高压输水管
线进行结构独立型衬里的修复。

韦森伯格说：“衬里设计可以根据结构要求
进行调整，可以通过减少螺旋线的间距来施加更

韦森伯格说：“我为我们的 Sipp 科技团队

多的长丝，并增加衬里对内部压力的抵抗力，通

感到非常自豪，同时真诚感谢 SAK 为加速这次项

常称为环向强度。”

目启动所提供的一切支持。自从今年二月我们在

在用于超高内压或深埋的大直径管道时，可

UCT 展会上对 Sipp Steel 进行首次展示以来，至

以增加模块化的自动化喷涂管段，使得刚性衬里

少可以说，市政和工业部门对我们技术表现出极

材料能够一次成型多层结构。这允许长丝在刚性

大的兴趣和足够的诚意，这是十分鼓舞人心的。”

材料基体内多次应用以形成多个增强层。
此外，当管道受到较大的弯曲或剪切力时，

( 译 自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2018：

例如在架设系统中，可以在全自动工艺中加入纵

Next Generation Technology Achieves Firsts

向纤维增强衬里强度。通过这些方式，Sipp Steel

for SIPP, Rehab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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