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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浆喷涂在检查井修复中的应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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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检查井原位喷涂修复技术是一种安全可靠，灵活性强的修复技术。本研究首先采用模拟检查井原位喷涂方式设计优
化了喷涂修复过程中设备的各项参数；然后进行了实地检查井喷涂，验证了喷涂修复检查井的可行性，最后设计了检查井
原位喷涂修复的具体施工流程，为检查井原位喷涂修复实际工程应用奠定了基础。

聚合物等 [2]。本研究系统的考察了检查井原位砂

1. 前言

浆喷涂技术的可行性，制定了科学系统的检查井
检查井是城市地下排水管道系统中具有收纳、

砂浆喷涂修复施工流程，并对工艺设备中的各项

[1]

排放、检查和修理等功能的重要附属设施 。检查

参数进行了优化设计，为检查井原位砂浆喷涂修

井的健康状况，是城市地下管渠系统能否正常运

复实际工程应用奠定了基础。

行的关键，因此对于检查井的日常维护和修复就

2. 设备及材料介绍

显得格外的重要。目前，国内外已经有许多检查
井的修复方式。针对检查井周围路面下沉、开裂
等问题，可以采取井壁周围回填和注浆加固等方

检查井喷涂修复工艺中最主要的就是旋喷设

法；针对检查井渗漏、腐蚀、砂浆面层脱落、破

备，好的旋喷设备可以喷涂出均匀，平整的井壁。

裂等问题，可以采取压力喷雾技术、离心铸造技术、

同时，旋喷设备还需要具备旋喷速度可调的功能，

离心喷涂技术、预制检查井换井、3S 模块拼装或

以适应不同的井直径。本研究所采用的旋喷设备

原位固化法进行修复。

是一款适用于 360°砂浆喷涂作业的专业设备，可

离心喷涂法主要是预先将配置好的材料泵送

以对检查井进行无死角喷涂。研究所用的砂浆输

到位于检查井内的高速旋喷头上，材料在离心力

送泵为无极变量灌浆泵，可输送的量范围大，输

的作用下均匀喷涂到检查井的内壁上，在表面形

送距离远，可以适应不同距离的输送要求；其输

成致密保护层的修复技术。该技术具有安全可靠、

送压力及输送量均可调，为不同的喷涂环境提供

省时省力、经济效益高，灵活性强，不受既有结

稳定的输送量。本研究采用的喷涂砂浆为防腐砂

构的形状和规格限制，形成的内衬可以无缝贴合

浆，该砂浆具有无毒、无污染、不含挥发性物质、

原有井壁等优点，近年来该技术受到越来越多的

无重金属等优点。

关注。典型的几种喷涂材料有砂浆、树脂、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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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井喷涂施工流程

开关。开始喷涂之前先将检查井井壁润湿，使喷
涂的材料更容易粘附在井壁上，然后再进行喷涂。

检查井喷涂的具体施工流程如图 1 所示，关

喷涂的时候根据设计的厚度进行循环喷涂，控制

键控制点如下。

单次喷涂厚度为 3-4mm 最佳。喷涂完成后要迅
速清洗工艺设备，避免砂浆在旋喷器和输浆泵中
堵塞，清洗完成后关闭电源，将仪器收回。
3.4 喷涂结果测试
喷涂完成 24h 后，对喷涂的井壁进行重锤敲
击实验，验证砂浆喷涂的抗冲击能力和强度等性
能。

4 检查井喷涂结果与讨论
4.1 模拟检查井砂浆喷涂
实验采用三种水灰比进行防腐砂浆模拟检查
井喷涂，喷涂的模拟检查井为木质方形检查井。
喷涂效果比较平整，且均不流挂。喷涂防腐砂浆
的效果如图 2 所示，一层喷涂厚度为 2mm；两层
喷涂厚度为 4mm。从图中可以看出，采用防腐砂
浆喷涂，可以为检查井井壁提供一个均匀致密的
保护层，防止井中的污染物腐蚀损坏检查井。并且，
采用防腐砂浆进行检查井喷涂，形成的表面是光

图 1 检查井喷涂施工流程

滑均匀的砂浆面，只伴随有少量的砂浆颗粒突起，

3.1 检查井预处理

表面没有不规则坑点。随着喷涂厚度增加，表面

在喷涂之前首先要对管道进行封堵降水。当

依然平整光滑，粗糙度相对较小。

水位降到检查井以下之后，采用高压清洗车对检
查井内壁进行冲洗。清洗完成后捞出检查井内的
淤泥和垃圾。对于存在渗漏的位置要进行漏点封
堵，避免冲刷喷涂材料；存在裂缝和凹陷坑等的
部位需要抹平，避免喷涂之后出现空鼓。
3.2 设备搭建
设备搭建时要注意各仪器之间的适配问题，
不同仪器存在不同的连接电压。在进行正式喷涂
之前，应进行仪器的试喷，检查仪器的各项指标
是否正常，并且调试好输浆泵的输送量和旋喷器
的旋喷量。每次在进行喷涂之前都对旋喷器的旋
喷头进行检查，看是否存在堵塞问题，旋喷头堵
塞十分影响检查井的喷涂效果。
3.3 正式喷涂
进行正式喷涂时，首先打开旋喷器的开关，

图 2 防腐砂浆喷涂效果

接着打开输浆泵的输送开关，最后才开卷扬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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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实地检查井喷涂

层和两层喷涂效果如图 5 所示。1 号检查井的一层

4.2.1 实地检查井基本情况

喷涂厚度约为 4mm，两层喷涂厚度约为 9mm；2
号检查井一层喷涂厚度约为 5mm，两层喷涂厚度

模拟检查井喷涂实验完成后，本研究选取了

约为 10mm。

桂林市万福路上的两个污水检查井作为实际喷涂

从图 4 中可以看出 1 号检查井一层喷涂井壁

的对象进行了现场喷涂。检查井的基本情况如图
3 所示。井直径为 0.7m，井深分别为 4m 和 3m。

较为平滑，没有大的坑点，整体喷涂效果较为均匀，

井内水位不超过管道的 4/5，井室无漏水，无支管，

井边和井底厚度一致，不存在流挂的情况。1 号井

开井时井壁干燥无水，运行状况良好，无需进行

的第二层喷涂井壁表面有少量的颗粒是因为喷涂

预处理。实验当天室外的温度为 35℃。

完成后，清洗操作不当，清洗的水冲刷到刚喷涂
好的井壁上，导致材料下坠堆积，在表面形成不
规则颗粒，原始刚喷涂好的第二层表面如第一层
一样平滑均匀。从图 5 中可以看出 2 号井的第一
层和第二层喷涂的井壁也较为平滑，没有坑点，
但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波纹，后期检查设备之后
发现是因为旋喷头有颗粒堵塞才导致喷涂出现了
波纹。2 号检查井采取连续喷涂的方式，从第一次
搅料开始到第二层喷涂完成，仅历时 19min，喷
涂速度快，喷涂效果好，且无需人员下井，相比
人工涂抹方式更加安全快捷。
图 6 是硬化 24h 之后的 1 号检查井。从图中
可以看出硬化后的检查井材料颜色比刚喷涂时的
颜色要深一些，表面可以看出细条状的玻璃纤维。
用重锤敲打井壁表面，材料不脱落。从硬化后 1
号检查井的各项性能可以看出，采用防腐砂浆进
行喷涂，可以为原始检查井提供一个新的保护层，
提高检查井的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延长检查井
的使用寿命。由于防腐砂浆材料的特殊化学成分，
还可以抵御硫化氢带来的腐蚀，为检查井提供独
防腐的保护功能。

图 3 喷涂检查井基本情况

4.2.2 现场喷涂结果
现场实地喷涂 1 号检查井的一层和两层喷涂
效果如图 4 所示；现场实地喷涂 2 号检查井的一

图 4 1 号检查井喷涂效果；左边为一层，右边为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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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工艺优点
(1) 简单快捷。喷涂工艺修复检查井技术，操
作简单，耗时较短，一层喷涂时间仅需 10min 左右。
(2) 修复效果显著。采用离心喷涂的方式修复
检查井，可以为检查井提供一个均匀，平整的保
护层。采用的防腐砂浆还具有防腐的功能，砂浆
中含有的高分子纤维还可以改善砂浆的抗裂性能。
喷涂还可以增加检查井井壁的韧性和抗拉强度，
这些都大大延长了检查井的使用寿命。
(3) 安全可靠。采用离心喷涂修复检查井的方
式，无需人员下井，只要在井边操作仪器即可，
整体提高了修复检查井的安全可靠性。

图 5 2 号检查井喷涂效果；左边为一层，右边为两层

(4) 适用范围广。喷涂工艺可以修复不同直径
的检查井，除了修复一般的圆形检查井外还可以
修复方形井、箱涵等，适用范围较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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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认真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
地下管线建设管理、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的决策部署，针对“马路拉链”、管线事故频发等问题，加
大统筹治理力度，取得积极进展。但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管线信息共享不到位、管
线建设与道路建设不同步等问题依然存在。为进一步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保障城市地下管线运
营安全，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推进城市地下管线集约高效建设和使用，促进城市绿色发展，现将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具体详见：http://www.mohurd.gov.cn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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