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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排水管道非开挖 CIPP 内衬技术对比分析
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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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国内针对排水管道非开挖内衬行业存在三种 CIPP 内衬技术，分别为翻转 CIPP、光固化 CIPP、蒸气固化
CIPP。翻转 CIPP 技术逐渐被淘汰，光固化 CIPP 技术前景广阔，水蒸汽热固化 CIPP 技术开始展露头角。本文从技术原理、
施工过程、施工成本、材质结构、参数、应用领域、发展前景等方面，结合行业标准，对三种 CIPP 内衬技术进行了详细
的介绍和分析对比，让读者能透彻了解三种技术的应用区别。
关键词：管道非开挖修复 , 光固化 CIPP, 热固化 CIPP, 翻转 CIPP

1. 国内 CIPP 内衬技术现状

败率高，有被淘汰的趋势；光固化技术和热固化
是 2010 年以后引入国内，两种技术原理相似，引

CIPP 是英文 Cured-in-Place Pipe 的缩写，

发树脂固化媒介不同。这两种技术依靠技术优势，

即原位固化法，是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的一种，

迅速被客户认可，目前在国内应用越来越广。下

主要应用在市政或企业的排水管道或自流水管道。

面仅对三种技术不同处进行对比分析，相同的内

自从 1998 年引入中国后，在国内已得到广泛应用，

容不再赘述。

随着管道不断老化，尤其在雨水充沛的长江以南

2. 内衬材料强度不同

地区，每年市政排水管道招标工程量都很大。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国同内市场上有三
种 CIPP 内衬技术同时存在，分别是翻转 CIPP 内

三种技术内衬软管的制作过程相同，都需要

衬技术（简称：翻转）、紫外线光固化 CIPP 内衬

在厂房内预制好并用保温车运到施工现场，内衬

技术（简称：光固化）、水蒸汽热固化 CIPP 内衬

软管都是用加强料加环氧树脂制作，但加强材料

技术（简称：热固化）。

不尽相同。翻转技术用无纺布作为加强材料，而

在这三种技术出现之前，还有一种自然固化

光固化技术和热固化技术都是用玻璃纤维作为加

CIPP 技术，由于此技术固化过程不易控制，固化

强材料。加强材料的不同造成了固化后的内衬管

时间长，失败率高，不适用长距离内衬，目前基

强度差别很大，用玻璃纤维制作的内衬管强度远

本已被淘汰。仅在局部 CIPP 修复中还有应用，关

大于用无纺布制作的内衬管。在相同工程条件下，

于此技术本文不再详述。

热固化和光固化内衬可以做的更薄，固化时间更

翻转技术在自然固化技术之后最先引入国内，

短。翻转技术在主材上的劣势很明显。

从上海地区开始辐射全国，由于其材质落后，失

行业标准 CJJ 210-2014 中对两种材料内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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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短期力学性能及测试方法分别列出，两种内衬

陈全防：三种排水管道非开挖 CIPP 内衬技术对比分析

3.1 内衬管外膜不同
翻转技术没有外膜，翻转技术内衬管固化后

管的材质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级别。从表 1 中可看出，
用玻璃纤维布制作的内衬管强度远大于用无纺布

紧贴旧管道内壁，旧管道内壁充满树脂，理论上

内衬管。

树脂固化后可封堵旧管道裂缝，起到防渗、防漏
的目的。然而在实际施工中旧管道内壁不可能清

表 1 CJJ210 行业标准内衬管强度
性能指标

单位

无纺布软管

玻璃纤维布软管

洗非常干净，且裂缝也会不断渗水，树脂与水或

弯曲强度

MPa

31

45

污垢混合后会降低固化效果，这是导致翻转 CIPP

弯曲模量

MPa

1724

6500

抗拉强度

MPa

21

62

失败率高的主要原因。
而光固化和与热固化内衬管固化后与旧管道
内壁之间有一层防渗膜，防止在固化过程外部的

有一点需要说明，做 CIPP 用的玻璃纤维布

水进入到树脂中，可确保内衬管的固化质量。

分两种，一种叫玻璃纤维复合毡，这种材料是由

3.2 内膜材质不同

玻璃纤维与布纤维复合而成，强度相对较低，复

翻转技术内膜是在无纺布生产时直接附在布

合毡内衬管弯曲模量在 7000-1100MPa 之间。另

表面，俗称带皮无纺布，内衬管固化后不需要取出。

一种完全由玻璃纤维组成，不含纤维布成份，这

而光固化和热固化内膜在内衬固化后需要取出。

种材料强度高，价格比复合毡略贵，内衬管固化

光固化内膜要求不仅具有耐热性还具有透光性，

后弯曲模量在 12000MPa 以上。这两种材料做成

保证紫外线能透过内膜。热固化内膜只要求有耐

的 CIPP 内衬管强度都能满足 CJJ210 行业标准。

热性。因此光固化内膜材料比较固定，而热固化

这两种材料成本不同，投标及施工中酌情选择。

内膜可选择的材质多，国产化程度高。

3. 内衬管结构不同

4. 内衬管厚度不同

翻转内衬管结构（图 1）。光固化与热固化

光固化技术内衬管固化厚度通常不超过

内衬管结构相同（图 2）。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旧

12mm，因为光固化技术的固化过程是让紫外光线

管道与内衬管之间有无外膜。前者有而后者无。

照射到树脂上，引发树脂中的光固化剂产生化学
反应使树脂固化。紫外光不能在内衬管中无限穿
透，实验证明当内衬管厚度超过 12mm，树脂固
化效果明显下降，就算增加照射时间效果也不明
显。
而水蒸汽热固化技术的固化过程，是树脂中
的热固化剂吸收热量产生化学反应使树脂固化，
只要加热时间足够长，热量可以传递到内衬管

图 1 翻转内衬管结构

最 外 层， 实 际 应 用 中， 固 化 厚 度 可 达 到 18mm
以上。
因固化厚度限制，光固化技术不适合 DN1200
以上的管道内衬，DN1200 以上的管道内衬推荐采
用热固化技术。
翻转技术与热固化技术固化原理相同，但内
衬管太厚不利于内翻，通常翻转内衬管厚度不超
过 12mm。

图 2 光固化与热固化内衬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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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过程特点不同

固化虽然都小锅炉加热，但离检查井较远不会有
安全问题。
综上所述，光固化不适用有可燃气体、人员

5.1 内衬方式不同
翻转技术是通过翻转筒内翻的方式把软管内

不能进检查井施工的管道，尤其是石化行业。在

衬到旧管道内部。光固化和热固化技术是采用施

停水时间短紧急情况下优先采用光固化技术。旧

入法，把浸好的内衬软管用牵引机直接施入旧管

管道有渗漏时不能用翻转技术。热固化技术应用

道内部，再充入空气使内衬软管胀圆紧贴旧管道

领域最广泛，适应性最强。

内壁。

6. 施工成本不同

光固化技术和热固化技术在内衬软管插拖入
前，要预先拖入一层底膜，防止内衬管拖入时被

三种技术施工成本主要区别在材料成本和机

划伤。

械成本。其它成本基本一样。

5.2 旧管道清洗要求不同
翻转技术由于内衬软管没有外膜，要求旧管

翻转技术和热固化技术施工成本基本一样。

道内壁必须彻底清洗干净，不能有淤泥、油污、

两者成本差别主要是主材不同，翻转技术主材便

杂物等，管道内不能有水存在，否则树脂固化性

宜但强度低内衬管厚，热固化技术主材贵但内衬

能下降，内衬管固化后强度低。无纺布内衬管本

管强度高可以做的更薄，施工时间短。
光固化技术的设备和内衬管材料都需要进口，

身强度就低，实际应用中翻转技术内衬管上部经

部分内衬管材料可以国内购买，但光固化设备目

常出现变形。
光固化技术和热固化技术由于内衬管外部有

前全部依赖进口，国内还没有企业能制造。目前

外膜，在施工中管道内允许有少量水流，旧管道

市场上光固化技术施工成本比另两种技术高约

中可以有少量淤泥，旧管道内壁清洗至无杂物即

20%。

可，只要外膜不破损内衬软管就能正常固化。

7. 市场前景不同

5.3 施工时间不同
三种技术主要区别在软管内衬时间和固化时
间。以 DN1000 管道长度 50 米排水管内衬为例，

翻转技术已经在国内市场上应用约 20 年，虽

翻转技术需要约 8 小时，热固化技术需约 4 小时，

然此技术应用已非常成熟但因其主材强度低，内

光固化技术需约 3 小时。施工时间越短，施工占

衬管承受外压能力低，固化速度慢，有逐渐被市

道时间越短，施工对周围环境影响越小。

场淘汰的趋势。
热固化和光固化技术是近几年同时期从国外

5.4 施工人员下井作业时间不同
排水管检查井有毒有害气体多，尤其是石化

引入的，两者引进思路不同。热固化技术只是从

行业检查井内有可燃气体，再者管道上游一般都

国我引进了技术原理，利用国内的设备和材料进

要封堵，下井作业人员有溺水和中毒风险。翻转

行施工；而光固化技术是全方位引进，包括机具

技术和热固化技术人员基本不需要下井，而光固

设备、技术原理、内衬管材料等。热固化技术成

化技术必须要人员在井下安装软管扎头并辅助控

本要低于光固化技术。这两种先进的技术都已在

制紫外线灯运行。因此光固化技术井下作业时间

国内排水管道中大量应用，随者国内城市管道不

最长，人员安全风险最大。

断老化，应用前景广阔。
石油石化企业排水管道内衬是新兴市场，光

5.5 设备防爆特点

固化技术由于自身安全因素，不太适合石化企业。

紫外线光固化灯不具有防爆功能，有可能引

含有可燃气体的管道内衬只能用热固化技术。

燃管道中的可燃气体，存在安全隐患。翻转和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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