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6 月 第 3 期
No.3 Jun.,2019

《非开挖技术》杂志社
TRENCHLESS TECHNOLOGY MAGA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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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针对典型的原位固化法、穿插法、碎裂管法、折叠内衬法、螺旋缠绕法、喷涂法等的少开挖或不开挖的管道非
开挖修复技术在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的控源截污方向的运用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在运用过程中的优势、挑战，并提出了相关
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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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控源截污与黑臭水体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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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城市黑臭水体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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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2015 年提出于 2017 年底前基本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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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成区的黑臭水体；

上游截流

上游污染

内源污染

划定禁养区
淤泥原位修复
河道清淤
雨水径流
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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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
制在 10% 以内；到 2030 年，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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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得到消除。《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

12

沿岸截流

将“控源截污”定义为黑臭水体治理的核心技术

13

排水口控制

路径。近几年，非开挖管道修复技术在城市黑臭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用：“一个核

运用，当然其运用也受到了挑战。

心，七大措施，多项目标”来概括。其中的一个

城市黑臭水体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方案（表 1）。

核心，就是以“控源截污”为核心，指城市黑臭

表 1 城市黑臭水体产生的原因及解决方案
主要原因

解决方案

1

大数据缺乏

大数据调查、分析及监控

2
3
4
5

水体的治理之根本是控制污染物进入水体，加大
污水收集力度，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强化混接污
水截流措施，最大限度将污水输送至污水处理厂。

生态补水
生态破坏

控源截污有两项重点工作：一为截污纳管。将污

驳岸改造

水截流并纳入城市污水收集和处理系统，即实现

湿地净化
断面不足

污水处理厂处理控制

1.2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的主要技术路径

水体治理的控源截污方向以其独特的优势得到了

序号

外源污染

污水收进来、不乱窜、不外渗，实现污水的全收集、

河道拓宽

全输送。二为面源控制。主要用于城市初期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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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融水、畜禽养殖污水、地表固体废弃物等污

管：强化对系统的维护管理措施。

染源的控制与治理。

七个技术措施相辅相成，为黑臭水体治理提

这两项重点工作都与非开挖技术紧密相联。

供了具体的手段和方法。这七大措施，与管道非
开挖修复联系紧密。

1.3 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的七大技术措施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提出通过“查、

2. 管道非开挖修复工艺及其在控源截污
中运用的优势

改、修、分、蓄、净、管”等措施 [1]，解决“关
键在排口，核心在管网”的问题。
查：查清排水口及管道存在的缺陷，地下水、

由于非开挖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独特优点，符

雨水、污水等情况，为后续治理措施提供支撑。

合我国“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

改：排水口堵住直排污水，截住混接水，防

要求，同时基于我国的产业政策、国内外市场环

治河水倒灌。

境和非开挖技术的发展现状，可以肯定非开挖市

修：针对现状排水缺陷，采取修理措施，防

场机遇大于挑战，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2]。

止外水入渗，污水外渗 。

2.1 常见的非开挖修复工艺类型

分：治理雨污混接、是雨污各行其道实现雨

常见的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主要分为三个板

污分流。

块：管道整体修复、管道局部修复、检查井修复（其

蓄：设置对初期雨水、雨污混接水截、贮措施，

具体类型见表 2）。

减少直排或溢流。
净：将初期雨水、雨污混接水初步净化处理 。

表 2 常见的非开挖修复工艺
修复范围

具体方法
穿插法
管道原位固化法
（拉入式紫外线固化法、拉入式蒸汽固化法、翻转式热水固化法）
碎（裂）管法

整体修复 [2]

折叠内衬法
（工厂折叠法、现场折叠法）
缩径内衬法
机械制螺旋缠绕法
管片内衬法
不锈钢套筒法

局部修复

常温点状原位固化法
紫外线点状原位固化法

检查井修复

检查井离心喷涂法

(2) 热水固化式管道原位修复工艺优点

2.2 几种主流工艺的优点

完全非开挖，连续整体无接口的修复；单段

(1) 紫外线固化式管道原位修复工艺优点

修复管道长；适应的管径范围广；材质光滑、抗腐、

完全非开挖，连续整体无接口的修复；固化
时管道可内可视；安全可靠且修复时间短，完成

耐磨；修复后的管道使用寿命长达 50 年，内壁光

后即可通水；材质光滑、抗腐、耐磨；修复后的

滑大大提高管道运输能力。

管道使用寿命长达 50 年，内壁光滑大大提高管道

(3) 常温点状原位固化工艺优点

运输能力。

完全非开挖，可带水作业；材料具有粘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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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后与原管道紧密粘合贴实；固化方式为常温

下结构性修复工艺内具体选择：连续管片法（含

固化，无需借助其它方式固化。

3S 模块法）、固定口径式螺旋缠绕法、内插法、

(4) 紫外线点状原位固化工艺优点

碎（裂）管法、紫外式原位固化法。

相对整体内衬修复价格较低；修复作业可控

上述结构性修复方法，从消除缺陷、经济适

性好，且可固化时可视；完全非开挖。

用的角度看，在以下方面挑战性较大：

(5) 碎、裂管工艺优点

(1) 连续管片法的防渗的可靠性有待完善；

无需大面积开挖，只需开挖工作坑；解决中、

(2) 固定口径式螺旋缠绕法与内插法的流量减

大型排水管道接口渗漏、错口脱节等问题；内套

少量过大、防渗的可靠性有待完善；

环结构性强、密封性好、不易腐蚀。

(3) 碎（裂）管法扩容的大小、适用的管径、

(6) 异位更换、微型顶管优点

覆土厚度、相邻管线间距等有局限性；

顶进速度快；管道铺设精度高；工作坑占地

(4) 紫外式原位固化法只局限解决 DN600 及

面积小。

以下口径管道结构性问题，壁厚还要选择合适。

(7) 短管内衬优点

3.2 修复前的预处理手段待完善

绝对非开挖；可带水施工作业；施工时间短，

预处理的质量对于修复质量控制来说很关键。

效率高。

目前，预处理在以下几方面待完善：

以上典型非开挖工艺在使用范围、条件上都

(1) 常规的切割机器人很难完成的整段管（长

有各自的局限。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根据具体的

度一般为 50m）内混凝土柱的清除；

环境条件、造价需求与设计需求选择最合适的工艺。

(2) 非满管水的 DN1200 以上管径的封堵，
一般采用潜水员 + 气囊封堵 + 砌筑挡墙的方式。

3. 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在控源截污中运
用的挑战

DN1200 以上管径、满管水且流速大、与河水连通
等渗漏严重的污水干管的封堵；
(3) 管道不良地基达到设计要求承载力的处理。

3.1 排水管道结构性修复手段缺乏

3.3 主要材料的检测或验收标准待完善

2 级及以上的纵向或环向方向贯通的破裂（如

缠绕法的 PVC-U 型材或管材（缠绕后），

图 1）、4 级椭圆化的变形、3 级的腐蚀、3 级及

目前 CJJ210 标准对“规格尺寸” 检测标准、合

以上的错口等结构性缺陷的非开挖修复（即结构

格值的要求明确；对于力学性能的检测项目、检

性修复），要求新的内衬结构要能独立承受外部

测标准、合格值是模糊的。

静水压力、土压力和动荷载作用，非开挖修复工

现实的 CIPP 的运用因管道内壁不平整、管

艺的选择受到挑战，只有较少的工艺能适应，甚

内拍摄镜头的放大等原因导致出现褶皱或放大褶

至新的内衬结构只须独立承受外部静水压力的非

皱，褶皱对实现功能修复，影响程度较小。现有

开挖修复工艺的选择范围也受到很多限制。

CJJ210 的 7.1.12 条对褶皱的要求为无，这就导
致实际运用有点难。现况德国标准对褶皱的要求
是允许的，只是根据管径、管道曲率等分级要求。
3.4 DN1600 以上管道修复的方案待完善
DN1600 以上管道修复的方案与管道缺陷类
型、缺陷等级、原管道材质、地下水位、管道基
础等诸多因素相关，真正可选的非开挖修复方法
不多。通常选择连续管片法、固定口径式螺旋缠
绕法、内插法、原位固化法等，但具有局限性。

图 1 2 级及以上的贯通的破裂

连续管片法的防渗的可靠性会导致设计不倾

针对具体的项目、结合具体的环境等可从如

向于该工艺。另外，有的管片法过厚的管片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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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过流损失也偏大。固定口径式螺旋缠绕法的

封堵、导流的投入，能节省投资。

局限性类似于连续管片法，还有管壁的可靠性问

(3) 一体化考虑的实现路径可通过固定单价、

题。

可变总价、辅助有实力与能承担一体化的机构实

内插法的过流损失偏大、大管径还要开挖井

现。当然，可调整的总价对流程、责任人、时限、

筒，使该工艺的运用存在挑战。短管插接工艺，

证据的类型等要求较高。

还存在闭水试验的挑战。

4.2 加强修复前的预处理工艺与设备的投入与研发

热水或蒸汽原位固化法因内衬管环刚度偏小，

常见的修复前的预处理工艺（不包括高压射

对于这个范围的管径无法实现结构性修复或实现

流疏通与清洗等疏通）有：管道切割机器人切割、

导致过流损失大，另外内表面缺陷过多，导致该

高压水切割头切割、点位注化学浆止水、预制管

工艺的运用存在不足。

片安装等。从目前运用来看，这些手段对于一些

3.5 大部分省份的非开挖修复定额缺乏

特殊的处理还不能很好应对，要开发新的、可靠

不是所有省、直辖市都出台了统一的非开挖

的应对手段。

修复定额，这会导致部分地方的黑臭水体治理选

国内修复工程量巨大，预处理的设备总量投

用非开挖修复有一定障碍。

入不足易导致质量问题，建议施工单位投入足够

目前经过地方政府定额管理部门出台了正式

的力量予以应对。

非开挖修复定额的省市有上海市、福建省、北京

目前预处理涉及的设备，基本均为进口，国

市（部分）等。

产的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单位应投入人力物力

出台了非开挖修复定额的行业或地方协会有：

进行研发，实现较大的突破。

中国非开挖技术协会、广东省非开挖技术协会。

4.3 有部分优势的螺旋修复工艺的质量把控责任
仍然艰巨
国外螺旋修复工艺有四种：扩张法（国外称作

4. 非开挖在控源截污运用的思考和建议

Expanda）、固定口径法（国外称作 Ribsteel）、
管内自行走法（国外称作 Rotaloc）、钢带增强固

4.1 管道检测与修复一体化考虑

定口径法（国外称作 Ribline）。

正常黑臭水体治理的排水管道检测与非开挖

这四种螺旋修复的方法，在国内曾经运用过

修复流程（图 2）。

的是扩张法、固定口径法。但通过实践，国内主
推的目前只有固定口径法。
螺旋修复的突出优势：可带水作业、可间歇
作业。
这四种螺旋修复的方法，只有管内自行走法
不须注浆，其它三种均须注浆。注浆浆液即使选
用微膨胀的浆液，也不可避免完全不出现空洞。
空洞对于在地下水位线以下的管道，是较大的隐
患。
图 2 正常黑臭水体治理的排水管道检测与非开挖修复流程

另外，实际运用中由于充分利用该工艺的可

由于黑臭水体治理时间紧、非开挖修复运用

带水作业优势，预处理就放松控制或不控制，这
对于涉河、涉地下水的控源截污是及其不利的。

的普遍度有待提高等原因，有如下建议：

4.4 喷涂工艺应推广

(1) 黑臭水体攻坚战时间紧，有时可以将检测

喷涂工艺按适用环境可分为：井室喷涂 、管

与修复一体化考虑。一体化考虑能显著缩短整治

道喷涂。

的整体时间。

喷涂工艺按喷涂材料可分为：水泥砂浆喷涂、

(2) 检测与修复一体化考虑，由于减少了一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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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物水泥砂浆喷涂、环氧树脂涂料喷涂、聚氨

管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下水作用、地层的变

酯树脂涂料喷涂、高强聚氨酯涂料喷涂等。

化等原因，管道不可避免出现基础变化，需要维护、

喷涂工艺按机械原理可分为：离心喷涂 、旋

修复，要解决这类管道的渗漏等缺陷是非常难的。

风喷涂；手工喷涂、机械喷涂等。

建议对涉海或涉淤泥等不稳定土层基础的管

喷涂工艺在具体的管道的防腐、防渗等病害

道设计时，除了有针对性的管道基础加固（不管

消除方面有优势，只是现在缺乏设计、验收标准，

是明开槽埋管还是顶管）外，管道材质首选钢筋

随着 CECS 喷涂标准发布，建议在合适的应用范

混凝土管道。

围选择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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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机器人 非开挖工程”这两项技术
西安在西北五省应用最早
西安网讯 ( 记者 张瑞麟 ) 城市地下管道出现问题，不需要人工进入检测能发现问题吗？管道出现
裂纹渗漏，不开挖路面也能修复吗？
上午，2019 西安排水管道检测评估与非开挖修复技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作为 2019 年西安市科技
活动周系列活动之一，本次研讨会将就给排水管道检测评估技术、管道非开挖修复最新技术进行研讨交
流，会议为期两天。
管道机器人检测技术和非开挖工程技术是建设和修复城市地下管网的有效手段，是解决城市内涝、
治理黑臭水体的关键技术。记者在顺城北路展示现场看到，管道机器人下到排水管网中，给管道做一次
全面的“胃镜”检查，就可以对排水管道进行检测与评估，维修人员就能知道管网运行是否良好；不需
要开挖路面，通过管道紫外光固化就可以对出现裂纹和渗漏的管道进行修复。
这些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让工程建设维护更加便捷，减少开挖路面围挡施工对交通造成的影响，
让老百姓体会到科技成果带来的实惠。据西安市城区市政养护管理公司主任工程师郑玉介绍，西安是西
北五省最早应用这两项技术的城市，对解决繁华路段和狭小街道的管道问题像雁塔路雨水砖涵、南大街
雨污水管道、北三环等交通压力大的路段，无法实施开挖修复，应用非开挖修复技术就很好的解决了问
题，还有在惠民坊、降子巷等小街道抢险也体现出非开挖修复的优势。
记者了解，我市从 2015 年开始实施这两项技术以来，目前已经成功完成 35 个工程的修复，其中
管道检测 320 公里，紫外光固化修复 10.886 公里，离心喷筑法检查井修复 1000 余座。减少人工下到
阴暗恶臭的管道中进行检测的频率和反复开挖路面对城市交通和市民生活带来的影响。
来源：西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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