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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范围：《城镇公共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

规定了广东省行政区域内非开挖修复与更换的城镇公共

排水管道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的要求，适用于采用

螺旋缠绕法、穿插法、缩径法、折叠法、原位固化法、

裂管法、局部修复法等方法对城镇公共排水管道进行的

非开挖修复与更换。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55

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定义：非开挖修复技术
trenchless repair /rehabilitation/renewal technique

利用少开挖或不开挖的方法对地下排水管道进行修利用少开挖或不开挖的方法对地下排水管道进行修

复或更换的技术。对待修复的管道进行整体修复、局部

修补，或使用专用机具破碎已损坏的管道同时拉入或顶

入与待修复管管径相同或稍大的内衬管的方法，使管道

恢复正常使用功能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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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现状：广东省的排水管道修建有近百年历史，目前城
镇排水管道数量巨大，管道的各种问题陆续凸显，老龄化
现象日益严重，排水管道修复和维护工作量逐渐增多。同
时省辖范围内的地区地下水位高 城镇交通繁忙 建筑物时省辖范围内的地区地下水位高，城镇交通繁忙，建筑物
密集，管道开挖修复影响和费用不断增加。

目的：采用低影响的非开挖修复技术，对城镇排水管
道进行经济有效的修复、更换，提高管道的使用功能，可
达到保障城市安全、节约社会成本、保护环境的目的。

按照修复目的可以分成：防渗漏修复、防腐蚀修复、
加强结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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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结构修复。
按照修复范围：整体修复、局部修复、（辅助修复）

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管道坍塌造成路面塌陷-1 管道坍塌造成路面塌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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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的内部缺陷-1 管道的内部缺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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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重要性：城镇给水排水系统是保障城镇居民生活和

社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同时是保障水环境质量和水健

康循环的重要基础设施。

意义：我国城镇给水排水基础设施的服务人口和总

体规模已为世界之最。城镇给水排水行业的科学、稳定

发展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99

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本修复规程规定了广东省行政区域内非开挖修复与更广东省行政区域内非开挖修复与更

换的城镇公共排水管道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的要求，换的城镇公共排水管道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的要求，

适用于采用螺旋缠绕法、穿插法、缩径法、折叠法、原位适用于采用螺旋缠绕法、穿插法、缩径法、折叠法、原位

固化法、裂管法、局部修复法等方法对城镇公共排水管道固化法、裂管法、局部修复法等方法对城镇公共排水管道

进行的非开挖修复与更换进行的非开挖修复与更换。

规程力求：结合地方需求，突出重点，力求方便实用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1010

，强化过程控制和管理要求。

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设计方法设计方法
（1）排水管道修复施工的设计主要包括内衬管壁厚、

力学性能和水力计算。力学性能主要是针对螺旋缠绕法和
管片法，因此，修复规程提出了参照混凝土极限状态的方
法进行强度计算。

（2）内衬管壁厚主要针对穿插法、缩径法、折叠法和
原位固化法。依据广东省地方规范《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
评估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将待修复管道的缺陷分为结
构性缺陷和功能性缺陷，其中结构性缺陷按照严重程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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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轻微缺陷、中等缺陷、严重缺陷、重大缺陷四种级别。

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设计方法设计方法
（3）根据结构缺陷密度大小不同，将修复方法分为整

体修复和局部修复，密度大于0.5采用整体修复的方法，小
于0.5采用局部修复方法；修复规程根据缺陷程度的不同又
分为结构性修复和半结构性修复（非结构性修复）。

（4）半结构性修复适用于中等缺陷和严重缺陷，结构
性修复适用于严重缺陷和重大缺陷。在壁厚设计中主要引
入了参数椭圆度修正系数C、环境影响系数K、各种弹性系
数和模量和外界压力，且对给出了部分系数常用值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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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材最小壁厚值的限定，便于设计计算和施工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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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设计方法设计方法
（5）修复规程中，水力计算采用了常用的排水管道水

力计算方法。修复技术的水力计算主要是对排水能力的核
算。一般情况下，要求修后的排水管道水力性能不能低于
修复前。虽然修后的排水管道存在一定的断面损失，但是
修复材料内壁光滑、曼宁系数较小，因此排水能力会有所
增加，尤其采用爆管法进行修复时，排水水力性能提高更
为明显。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1313

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施工准备施工准备
（1）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整个过程主要包括施工准

备、施工、验收等几个方面。
（2）施工准备是进行管道修复的前提，主要包括施工

前设计、检测等资料的现场调查和确切掌握，以及排除影
响施工进行的外界因素等内容。排除外界影响因素的有效
措施主要包括待修复管道的清通措施、临时排水措施、开
挖工作井的措施。

（3）不同修复工艺需要采取不同的施工前准备工作和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1414

同修复 需要采取 同的施 前准备 作和
达到不同要求。原位固化法对清通和临排的要求较为严格
；穿插法、缩径法、折叠法、爆管法对开挖工作井的需求
量较大。结合工艺特点，修复规程中的相关内容对施工准
备工作的各方面均进行详细规定，以保证施工正常顺利的
进行。

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修复方法修复方法
（1）借鉴目前国内、外常用的修复技术及施工经验，

修复规程对螺旋缠绕法、穿插法、缩径法、折叠法、原位
固化法、爆管法、局部法（管片法、点状原位固化、不锈
钢发泡胶卷筒法）进行了施工规定。

（2）当前非开挖修复的实践中，修复规程内容中所列
入的螺旋缠绕法、原位固化法、爆管法和局部修复法，在
排水管道出现结构性缺陷时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修
复成果体现出了具有较高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1515

。因此，编制组根据目前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将较为传统
的穿插法、缩径法、折叠法也纳入规程。

（3）修复规程规范了修复方法的适用条件、材料和设
备、关键施工点等多方面内容。

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修复方法修复方法

（4）螺旋缠绕法、缩径法、折叠法和原位固化法及部

分局部修复法的施工过程分为安装设备、衬入待修复管道安装设备、衬入待修复管道

、复原、端口处理、完工恢复等步骤、复原、端口处理、完工恢复等步骤。穿插法、爆管法主主

要为安装设备、衬入（更新待修复管道）、端口处理、完要为安装设备、衬入（更新待修复管道）、端口处理、完

工恢复等步骤工恢复等步骤。部分修复方法衬入待修复管道后，内衬管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1616

与原来的管道存在环状间隙，需要进行注浆处理，如螺旋

缠绕的固定口径工艺、穿插法等。为了保证施工质量，施

工过程中应按照本修复规程控制好每个施工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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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试验和验收方法试验和验收方法
（1）借鉴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和国内的相关规程、

规范以及实践经验，修复规程中规定排水管道修复施工的试
验主要分为功能性试验，力学性能试验。

（2）功能性试验主要是闭水试验；力学性试验主要有
原位固化管材、塑料管材及螺旋缠绕管材的承压（拉）强度
、弯曲模量等性能的测试。

（3）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规程验收主要分为实体验收实体验收
和资料验收两个部分和资料验收两个部分。实体验收包括修复后内衬管外观验收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1717

和资料 收两个部分和资料 收两个部分 实体 收 括修复后 衬管外观 收
、试验验收、附属工程验收等；资料验收包括资料收集、设
计、施工准备、设备和材料运输、存储安装及施工过程、试
验验收结果等各个方面的有效记录，便于修复工程成果的评
判，也便于为今后的修复施工发展提供数据支持。

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专题研究专题研究
（1）适用性修复技术选择研究

 修复规程编制中，编制人员结合广东省的具体情况，修复规程编制中，编制人员结合广东省的具体情况，
对广州市的典型待修复排水管道进行了适用性修复技术选
择研究。所选的排水管段具有典型性，可以反映广州排水
管道系统的特征，并结合了待修复管段周围环境、缺陷等
各种影响管道修复技术选择的重要因素。
 以两类排水管段为例，分别建立修复方案优选层次结
构模型，以“选择修复、维护工作少，资金节省、风险小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1818

构模 ， 择修复 维护 作少，资 节省 风险
的适宜性最佳修复技术”为目标进行方案的比选分析案例
研究，完善了规程。

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专题研究专题研究
（2）修复施工设计及质量控制研究

 根据螺旋缠绕法和原位固化法的技术特点，通过危害根据螺旋缠绕法和原位固化法的技术特点，通过危害
分析及关键控制点（HACCP,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方法，对修复过程中潜在危害进行识别，并
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以更有效、可靠的控制施工进度，
高效的完成施工任务。
 经过修复技术关键控制点的确定程序的分析，最终确
定了螺旋缠绕法的20个关键控制点和原位固化法的24个关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1919

定了螺旋缠绕 的 个关键控制点和原位 化 的 个关
键控制点。根据控制的时间先后顺序，可将螺旋缠绕法的
关键控制点主要分为施工准备阶段、衬入阶段、扩张阶段
、验收阶段四个阶段；原位固化法主要分为施工准备阶段
、衬入阶段、养护阶段、验收阶段四个阶段。并且建立了
相应的控制指标和关键限值。

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专题研究专题研究
（2）修复施工设计及质量控制研究

原位固化法施工时 CCPs 的控制指标和关键限值 

控制点 显著危害 控制指标
关键限值 

备注
期望值 行动值期望值 行动值

准备阶段 X2 人身安全 H2S 含量 H2S＜H2Smax H2S≥H2Smax 
H2Smax以不伤害人身健

康为标准 

准备阶段

X4 固化不完全，内衬管与

待修复管道无法黏合 流动流量 Q Q≤Qmax Q≥Qmax 
Qmax值一般为零，按管材

要求适当调整 

X5 固化不完全，形成鼓泡，

易破坏内衬管 积水体积 V V=0 V≥0 待修复管内壁不出现滴

水 

X7 破坏内衬管 尖锐突起高度 H H＜Hmax H≥Hmax 
Hmax一般为型材壁厚的
10% 

X8 内衬管隆起、阻力系数

增大、破坏修复质量 
沉积、结垢、障碍物、

树根、浮渣缺陷等级 无功能性缺陷 存在任何一种功能性缺陷级别

高于 1 级 
尽可能完全消除功能性

缺陷 

X23 气泡、内衬管容易磨损、

降低使用寿命 气泡 紧密无气泡 存在气泡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2020

X25 内衬管固化后出现白

斑、影响修复质量 衬管壁厚 d △d≤△dmax，d90%d
设计 △d△dmax，d≥90%d 设计 d 设计为设计最小壁厚值 

衬入阶段

X14 内衬翻转工作机 /牵引

机故障 工作状况 工作参数在正常额度

范围 
工作参数超出额度范围，具体

范围视具体型号而定  

X16 内衬管开裂 牵引力大小 F Fmin≤F≤Fmax F≤Fmin或 F≥Fmax 
Fmin、Fmax依据管材的使

用要求确定 

X17 
不足：内衬管环形起皱、

脱落 
过大：内衬管裂损 

翻转压力 P Pmin≤P≤Pmax P≤Pmin或 P≥Pmax 
Pmin、Pmax依据管材的使

用要求确定 

X20 内衬管隆起、阻力系数

增大、破坏修复质量 影响管材质量 管材存放环境 无杂物堆积、无积水  

X21 内衬管质量不稳定 速度 v1 牵引法：v1≤5m/min 牵引法：v1≥5m/min 翻转法翻转速度 v1依据

管材的使用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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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专题研究专题研究
（2）修复施工设计及质量控制研究

原位固化法施工时 CCPs 的控制指标和关键限值，续 

控制点 显著危害 控制指标
关键限值 

备注控制点 显著危害 控制指标 备注
期望值 行动值 

养护阶段 

X26 固化不完全、内衬管出

现软弱带 速度 v2 v2≤vmin v2≥vmin  

X27 空气压缩机故障 工作状况 工作参数在正常额度

范围 
工作参数超出额度范围，具体

范围视具体型号而定  

X29 
过低：固化不完全、内

衬管出现软弱带 
过高：破坏修复管道 

温度 T Tmin≤T≤Tmax T≤Tmin或 Tmax≥T 
温度依据管材的使用要

求确定 

X30 固化设备故障 工作状况 工作参数在正常额度

范围 
工作参数超出额度范围，具体

范围视具体型号而定 
 

X31 固化不完全、内衬管出

现软弱带 时间 t tmin≤t t≥tmin tmin依据管材类型及固化

温度确定 

X33 内衬管开裂、脱落 温度变化△T、△P △T≤△Tmax 
△ △

△T≥△Tmax 
或△ △

△Tmax、△Pmax 依据管材

的使用要求确定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2121

X33 内衬管开裂、脱落 温度变化△T、△P 
△P≤△Pmax 或△P≥△Pmax

的使用要求确定
 

验收阶段 

X34 

过长：影响排水性能，

为检测施工带来不便；

不足：内衬管易损坏，

使用寿命减少 

内衬管末端伸出或不

足长度值 L 

翻转法：L≥200mm 
牵引法：
300mm≤L≤600mm 

翻转法：L≤200mm 
牵引法： 
L≤300mm；L≥600mm 

 

X35 内衬管脱落，使用寿命

减少 
环行间隙 无间隙 存在间隙  

X36 内衬管损坏，影响排水 端口 光滑 粗糙  

全程阶段 
X1 干扰施工，发生工程事

故 交通状况 检查井周围少量行人 交通密集  

X3 威胁人身安全和设备型

材安全 工具设备放置情况 合理摆放工具、设备 设备、工具杂乱  

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非开挖排水管道修复的局限性非开挖排水管道修复的局限性

对排水管道线形进行整形效果不好；

无法对管道错口过大、管形变形量过大的管道进行非

开挖修复。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2222

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前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7  螺旋缠绕法
7.1  一般规定
7.2  材料与设备

3  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规定
5  设计

5.1  一般规定
5.2  内衬管壁厚计算

7.3  施工
7.4  施工记录

8  穿插法
8.1  一般规定
8.2  材料与设备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2323

5.3  水力计算
6  施工准备

8.3  施工
8.4  施工记录

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9  缩径法
9.1  一般规定
9.2  材料与设备

11  原位固化法
11.1  一般规定
11.2  材料与设备

9.3  施工
9.4  施工记录

10  折叠法
10.1  一般规定
10.2  材料与设备

11.3  施工
11.4  施工记录

12  裂管法
12.1  一般规定
12.2  材料与设备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2424

10.3  施工
10.4  施工记录

12.3  施工
12.4  施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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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13  局部修复法
13.1  一般规定
13.2  不锈钢发泡胶卷筒法
13.3  管片法
13.4  点状原位固化法
13.5  施工记录

14  试验与验收
14.1  一般规定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2525

14.2  试验
14.3  实体验收
14.4  资料验收

一、广东省地方标准《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的内容组成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管道外部压力计算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修复设计中相关系数
附录C （资料性附录） 内衬管壁厚计算表
附录D （资料性附录） 穿插法现场布置
附录E （规范性附录） 带状型材刚度系数测试方法
附录F （规范性附录） 带状型材接口严密性压力测试方法
附录G （规范性附录） 取样检测
附录H （规范性附录） 外压破坏荷载试验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2626

附录I （资料性附录） 内衬管外观检测记录
附录J （资料性附录） 条文说明
参考文献

二、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主要特点
整体修复整体修复:对两个检查井之间的管段整段加固修复。对管道内

严重腐蚀、接口渗漏点较多，以及管道内部的结构
受到多处损坏或经济比较不宜采用局部修复的管道
，通过整体修复可以达到“修旧如新”修旧如新”的效果。（，通过整体修复可以达到 修旧如新修旧如新 的效果 （
半结构性修复半结构性修复::非开挖修复的内衬管在设计年限内
只承受外部静水压力的作用，土压力和动荷载由待
修复管道结构承受的修复。结构性修复结构性修复:非开挖修
复中的内衬管在设计年限内可独立承受外部静水压
力、土压力和动荷载作用的修复。）

局部修复局部修复:对管道中已破坏的局部区域（如渗漏 破裂和腐蚀局部修复局部修复:对管道中已破坏的局部区域（如渗漏、破裂和腐蚀
等）进行局部修复的方法。局部修复是对旧管道内
的局部破损破损、接口错位、局部腐蚀等缺陷进行
修复的方法。如果管道本身质量较好，仅出现少量
局部缺陷，采用局部修复比较经济。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2727

二、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主要特点
1.整体修复技术

 螺旋缠绕法
 穿插法

缩径法 缩径法
 折叠法
 原位固化法
 裂管法

2.局部修复技术
 不锈钢发泡胶卷筒法 不锈钢发泡胶卷筒法
 管片法
 点状原位固化法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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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主要特点
1.整体修复技术——螺旋缠绕法

将带有锁扣
的塑料带状型材的塑料带状型材
通过专用缠绕机，
在原有的管道内
螺旋旋转缠绕成
一条新的内衬管
的修复方法，又
称螺旋内衬法。

（a）施工示意图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2929

（b）从检查井中衬入 （c）RIB-LOC 锁扣示意图 
螺旋缠绕法 

二、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主要特点
1.整体修复技术——穿插法

采用牵拉或顶推的方式将小于待修复管内径的管道
置于缺陷处作内衬，并在两管间的环状间隙注浆加固的一置于缺陷处作内衬，并在两管间的环状间隙注浆加固的
种管道修复方法。

1940年投入使用。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3030

二、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主要特点
1.整体修复技术——缩径法

采用拉伸、滚轮碾压等方式将塑料管径向均匀压缩，
拉入待修复管道，经膨胀后复原与待修复管道贴紧的管
道修复方法道修复方法。

是穿插法的变形。

要求修复的管线相当直，原有管线的变形和偏移会
对施工造成很大影响。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3131

二、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主要特点
1.整体修复技术——折叠法

将塑料管经过专用的设备折叠变形，大幅度减少截
面面积，顺利衬入待修复管道后，利用管材记忆功能，恢
复圆形并贴紧待修复管内壁的管道修复方法。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3232

U 型折叠法 



周律：城镇公共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规程主要内容

9

二、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主要特点
1.整体修复技术——原位固化法（CIPP）

翻转法和拉
入法。将浸有热固
性树脂的纺织或非性树脂的纺织或非
纺织软管通过水压
或气压的作用方式
置于待修复管道，
经过循环高温水、
气或紫外线等方法
固化形成内衬管

（a）拉入法进入 （b）翻转法进入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3333

固化形成内衬管，
达到修复管道目的
的管道修复方法，
又称现场固化内衬。

（c）SAERTEX-LINER 紫外线灯固化 （d）主要设备 
原位固化法 

二、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主要特点
1.整体修复技术——裂管法

采用裂管设备从内部破碎或割裂原有管道，将原有
管道碎片挤入周围土体形成管孔，将新管拉入原管位置
的管道更换方法 也称为碎管法或胀管法 这种方法是的管道更换方法，也称为碎管法或胀管法。这种方法是
目前唯一可进行管道扩容的非开挖修复方法，常采用的
工艺有气动裂管工艺和静液压裂管工艺。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3434

（a）进入管道 （b）膨胀器拖带 PE 管到达工作坑

爆管法 

二、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主要特点
2.局部修复技术——不锈钢发泡胶卷筒法

在渗漏处安置一
个外带海绵的不锈钢个外带海绵的不锈钢
套筒，海绵吸附发泡
胶，使发泡胶在不锈
钢桶与管道间膨胀，
在修复部位形成不锈
钢内衬的方法。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3535

二、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主要特点
2.局部修复技术——管片法

由弧形组件组成的聚氯乙烯管，通过千

斤顶将两边对称的组件推开完成安装的方法斤顶将两边对称的组件推开完成安装的方法。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3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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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主要特点
2.局部修复技术——点状原位固化法

将树脂浸泡的编织衬管包扎在可膨胀滚筒

上 拉入待修复管 向滚筒充水 蒸汽或空气上，拉入待修复管，向滚筒充水、蒸汽或空气，

加压使内衬管紧贴在待修复管壁缺陷处的方法。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3737

二、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主要特点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3838

二、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主要特点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3939

三、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实施的基本规定

1. 从事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设计、施工单位应具备相
应的资质，人员应经专业培训。

2.非开挖排水管道修复应包含设计、施工和验收阶段。

3.修复施工开始前，宜对待修复管道进行现场重新检测，检测

结果如与原检测评估结果不符，则应与设计单位沟通，必要
时改变修复方案。

4.待修复管道施工应符合《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技术规程（
CJJ 6）》的相关规定。

5  施工过程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程 须 守 家 府有关 境保护 律

法规，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现场的泥浆、污水、杂物、噪
音及振动等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4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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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实施的基本规定
6.对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的技术要求与试验方法，除按本标

准执行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广东省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排水管道修复工程所使用的管材 管道附件及其它材料的品种品种排水管道修复工程所使用的管材、管道附件及其它材料的品种品种
类型较多、产品规格不统一类型较多、产品规格不统一，产品的质量也会直接影响管道结
构安全使用功能及环境保护。——管材、管件及其它材料必须管材、管件及其它材料必须
符合国家、行业和广东省有关的产品标准符合国家、行业和广东省有关的产品标准。

7 .城镇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更新工程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

材料、新产品前，应通过技术鉴定和工程实践检验技术鉴定和工程实践检验，并且符合
GB 50268的相关规定。GB 50268的相关规定。

当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时，除应通过技术鉴定和工程
实践检验到达技术可行的要求外，还应执行国家、行业和广东
省等的相关要求，如前建设部印发的《“采用不符合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核准”行政许可实施细则》
等。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4141

三、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实施的基本规定

8. 管道修复更新工程所用的管材、管件、构（配）件和主要

原材料等在运输、保管和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其损坏、锈蚀或变质。

9 .施工所用管材、构（配）件和主要原材料等产品进入施工

现场时必须进行进场验收并妥善保管。进场验收应检查每批
产品的订购合同、质量合格证书、性能检验报告、使用说明
书，若为进口产品还应提供商检报告及证件等，并按国家有
关标准规定进行复验。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4242

三、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技术实施的基本规定

10.施工中需进行的局部开挖，开挖前应取得相关部门的批

准。施工结束后进行开挖坑回填，并清理现场。回填应按
照《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的要求
进行。进行。

11.管道施工修复期间，应避免对临近的管线及建（构）筑

物产生扰动和损坏。裂管法及工作井的开挖可能对临近的
管线及建（构）筑物产生扰动和损坏，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进行保护。

12.应根据修复方法和实施要求合理布置安装设备，并在现
场进行交通疏导场进行交通疏导。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4343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1.检测与评估（ 依据《城镇排水管道检测
与评估技术规程》(CJJ181-2012) 和广东
省《城镇公共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
规程（DB44/T 1025-2012）》）

2.设计
3.施工准备和管理
4.施工实施
5 试验与验收5.试验与验收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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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1.检测与评估

缺陷等级分类表 

等 级

评价管道结构性缺陷：通过管道缺陷类型、严重程度判
断管道的损坏程度；

等 级 1 2 3 4

结构性缺陷程度 轻微缺陷 中等缺陷 严重缺陷 重大缺陷 

功能性缺陷程度 轻微缺陷 中等缺陷 严重缺陷 重大缺陷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4545

断管道的损坏程度；
评价管道功能性缺陷：确定修复方案中清理管道的工程
量和费用。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结构性缺陷名称、代码、等级划分及分值 

缺陷 

名称 

缺陷

代码
定 义 等级 缺陷等级定义 分值 

管道的外部压力超过

1 

裂痕：当下列一个或多个情况存在时： 

1）在管壁上可见细裂痕               

2）在管壁上由细裂缝处冒出少量沉积物 

3）轻度剥落 

0.5 

裂口：破裂处已形成明显间隙，但管道的形状未受影响且破

破裂 PL 

管道的外部压力超过

自身的承受力致使管

子发生破裂，其形式

有纵向、环向和复合

三种 

2
裂无脱落 

2

3 
破碎：管壁破裂或脱落处所剩碎片的环向覆盖范围小于弧长

60 º 
5 

4 

坍塌：当下列一个或多个情况存在时：  

1）管道材料裂痕、裂口或破碎处边缘环向覆盖范围大于弧

长 60º 

2）管壁材料发生脱落的环向范围大于弧长 60º 

10 

变形 BX 
管道受外力挤压造成

形状变异 

1 变形不大于管道直径的 5％ 1 

2 变形为管道直径的 5%~15% 2 

3 变形为管道直径的 15%~25% 5 

4 变形大于管道直径的 25％ 10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4646

腐蚀 FS 

管道内壁受侵蚀而流

失或剥落，出现麻面

或露出钢筋 

1 轻度腐蚀：表面轻微剥落，管壁出现凹凸面 0.5 

2 中度腐蚀：表面剥落显露粗骨料或钢筋 2 

3 重度腐蚀：粗骨料或钢筋完全显露 5 

错口 CK 

同一接口的两个管口

产生横向偏差，未处

于管道的正确位置 

 

1 轻度错口：相接的两个管口偏差不大于管壁厚度的 1/2 0.5 

2 中度错口：相接的两个管口偏差为管壁厚度的 1/2~1 之间 2 

3 重度错口：相接的两个管口偏差为管壁厚度的 1~2 倍之间 5 

4 严重错口：相接的两个管口偏差为管壁厚度的 2 倍以上 10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结构性缺陷名称、代码、等级划分及分值（续） 

缺陷 

名称 

缺陷

代码 
定 义 等级 缺陷等级定义 分值 

起伏 QF 

接口位置偏移，管道竖

向位置发生变化，在低

处形成洼水 

1 起伏高/管径≤20% 0.5 

2 20%<起伏高/管径≤35% 2 

3 35%<起伏高/管径≤50% 5 

4 起伏高/管径.>50% 10 

脱节 TJ 

两根管道的端部未充

分接合或接口脱离 

 

1 轻度脱节：管道端部有少量泥土挤入 1 

2 中度脱节：脱节距离不大于 2cm 3 

3 重度脱节：脱节距离为 2cm~5cm 5 

4 严重脱节：脱节距离为 5cm 以上 10 

接口材料

脱落 
TL 

橡胶圈、沥青、水泥等

类似的接口材料进入

管道 

1 接口材料在管道内水平方向中心线上部可见 1 

2 接口材料在管道内水平方向中心线下部可见 3 

支管 

暗接 
AJ 

支管未通过检查井直

接侧向接入主管 

1 支管进入主管内的长度不大于主管直径 10% 0.5 

2 支管进入主管内的长度在主管直径 10％~20%之间 2 

3 支管进入主管内的长度大于主管直径 20% 5 

异物
非管道系统附属设施 1 异物在管道内且占用过水断面不大于 10% 0.5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4747

异物

穿入 
CR 的物体穿透管壁进入

管内 

2 异物在管道内且占用过水断面为 10％~30% 2 

3 异物在管道内且占用过水断面大于 30％ 5 

渗漏 SL 管外的水流入管道 

1 滴漏：水持续从缺陷点滴出，沿管壁流动 0.5 

2 线漏：水持续从缺陷点流出，并脱离管壁流动 2 

3 
涌漏：水从缺陷点涌出，涌漏水面的面积不大于管道断面的

1/3 
5 

4 
喷漏：水从缺陷点大量涌出或喷出，涌漏水面的面积大于管道

断面的 1/3 
10 

注：表中缺陷等级定义区域X的范围为x~y时，其界限的意义是x<X≤y。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功能性缺陷名称、代码、等级划分及分值 

缺陷 

名称 

缺陷

代码
定 义 

缺陷

等级
缺陷等级定义 

分

值

沉积 CJ 
杂质在管道底部沉

淀淤积. 

1 沉积物厚度为管径的 20%~30% 0.5

2 沉积物厚度在管径的 30%~40%之间 2

3 沉积物厚度在管径的 40%~50% 5

4 沉积物厚度大于管径的 50% 10

硬质结垢造成的过水断面损失不大于 15％

结垢 JG 
管道内壁上的附着

物 

1 
硬质结垢 成的 水断面损失不大于

软质结垢造成的过水断面损失在 15％~25％之间 
0.5

2 
硬质结垢造成的过水断面损失在 15％~25％之间 

软质结垢造成的过水断面损失在 25%~50%之间 
2

3 
硬质结垢造成的过水断面损失在 25％~50%之间 

软质结垢造成的过水断面损失在 50%~80%之间 
5

4 
硬质结垢造成的过水断面损失大于 50% 

软质结垢造成的过水断面损失大于 80% 
10

障碍物 ZW
管道内影响过流的

阻挡物  

1 过水断面损失不大于 15% 0.1

2 过水断面损失在 15%~25%之间 2

3 过水断面损失在 25%~50%之间 5

4 过水断面损失大于 50% 10

残墙

管道闭水试验时砌

筑的临时砖墙封

1 过水断面损失不大于 15% 1

2 过水断面损失为在 15%~25%之间 3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4848

残墙、

坝根 
CQ 堵，试验后未拆除

或拆除不彻底的遗

留物 

2 过水断面损失为在 15% 25%之间 3

3 过水断面损失在 25%~50%之间 5

4 过水断面损失大于 50% 10

树根 SG 

单根树根或是树根

群自然生长进入管

道 

1 过水断面损失不大于 15% 0.5

2 过水断面损失在 15%~25%之间 2

3 过水断面损失在 25%~50%之间 5

4 过水断面损失大于 50% 10

浮渣 FZ 

管道内水面上的漂

浮物（该缺陷须记

入检测记录表，不

参与计算） 

1 零星的漂浮物，漂浮物占水面面积不大于 30% 

 2 较多的漂浮物，漂浮物占水面面积为 30%~60% 

3 大量的漂浮物，漂浮物占水面面积大于 60% 

注：表中缺陷等级定义的区域X的范围为x~y时，其界限的意义是x<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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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管段结构性缺陷类型评估参考表 

缺陷密度 SM <0.1 0.1~0.5 >0.5 

管段结构性缺陷类型 局部缺陷 部分或整体缺陷 整体缺陷管段结构性缺陷类型 局部缺陷 部分或整体缺陷 整体缺陷

 
管段修复等级划分表 

等级 修复指数（RI） 修 复 建 议 及 说 明 

Ⅰ RI≤1 结构条件基本完好，不修复 

Ⅱ 1＜RI≤3 结构在短期内不会发生破坏现象，但应做修复计划  

Ⅲ 3＜RI≤6 结构在短期内可能会发生破坏 应尽快修复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4949

Ⅲ 3＜RI≤6 结构在短期内可能会发生破坏，应尽快修复

Ⅳ RI＞6 结构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破坏，应立即修复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管段功能性缺陷类型评估参考表 

缺陷密度 YM <0.1 0.1~0.5 >0.5 

管段功能性缺陷类型 局部缺陷 部分或整体缺陷 整体缺陷 

 

管段养护等级划分表 

养护等级 养护指数 养护建议及说明 

Ⅰ MI≤1 没有明显需要处理的缺陷 

Ⅱ 1＜MI≤3 没有立即进行处理的必要，但宜安排处理计划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5050

Ⅱ 1＜MI≤3 没有立即进行处理的必要，但宜安排处理计划

Ⅲ 3＜MI≤6 根据基础数据进行全面的考虑，应尽快处理 

Ⅳ MI＞6 输水功能受到严重影响，应立即进行处理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2.设计

（1）一般规定

1 ）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设计前应调查待修复管段的类1 ）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设计前应调查待修复管段的类

型、破损情况、过流状态、现场环境、施工条件和原设

计各项参数等。

2） 应进行待修复管道检测与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对其

进行技术经济比较，选择合理的修复方法。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5151

进行技术经济比较，选择合理的修复方法。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2.设计
（1）一般规定

3） 应依据非开挖修复方法，明确相关材料和设备选
择的要求择的要求。
4）应计算修复后的管道过流能力，设计修复后的管

道的过流能力一般宜高于或等于待修复管道的过流能一般宜高于或等于待修复管道的过流能
力力。
5 ）应根据非开挖修复方法、地形情况、检查井位置
和管道的内部状况，确定一次性修复长度。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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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2.设计
（1）一般规定

6 ）当管段缺陷密度小于0.5时，宜优先采用局部修复方

法；管段缺陷密度达到0.5或以上时，宜优先采用整体

修复方法。通常，一段管道内需三处局部修复，应该采一段管道内需三处局部修复，应该采

用整体修复的方法用整体修复的方法；

7）内衬管与待修复管道存在环状间隙时，应填充密封。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5353

8）满足管道的荷载要求，满足该管道的养护技术标准，

修复后的管道设计使用年限不少于20年；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管道检测的信息（作为本次修复设计的依据） 

接

植物根须侵入 

错位接口 错位

脱节 

管道损坏 

破裂 

变形 

腐蚀 

渗漏 
水渗漏 

流砂渗入 

排水功能 
沉积 

管道洼水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5454

管道洼水

维修情况  维修及处理措施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Y

管道检查

有严重结构性缺陷 正常使用N

非开挖修复管道

修复后确保排水能力；
满足养护要求

现场条件满足非开挖
修复要求

Y

Y

Y
N 结构性损坏程度

已不适合非开挖
修复

N

N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5555

修复要求

经济可行

非开挖修复

Y

Y

开挖修复

N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2.设计

（2）内衬管壁厚计算

1）采用螺旋缠绕法或管片内衬法修复管道时 内衬管1）采用螺旋缠绕法或管片内衬法修复管道时，内衬管

道结构的强度应符合《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332）》的相关规定。

2）采用穿插法、缩径法、折叠法和原位固化法对重力重力

流流待修复管道进行半结构性修复半结构性修复时，内衬管壁厚可按附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5656

流流待修复管道进行半结构性修复半结构性修复时，内衬管壁厚可按附

录C取值，且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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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当管顶高程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

重力流高密度聚乙烯内衬管壁厚设计对照表 

EL=150MPa，K=7，C=0.84，1-μ2=0.80，N=2 

不同管径内衬层壁厚（mm）， 
  1
1

2
31

2

0












 /

w

L

μNP
CKE

D
t

水位深度

（m） 

静水压力

（103MPa） 
300 350 400 45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200 1350 1500 1650 1800 

0.5 4.9 4.9 5.7 6.5  7.3  8.1  9.7  11.3  12.9 14.6 16.2 19.4 21.8 24.3 26.7 29.1 

1.0 9.8 6.1 7.1 8.1  9.1  10.1  12.2  14.2  16.2 18.3 20.3 24.4 27.4 30.4 33.5 36.5 

1.5 14.7 6.9 8.1 9.3  10.4  11.6  13.9  16.2  18.5 20.8 23.2 27.8 31.3 34.7 38.2 41.7 

…… …… …… …… …… …… …… …… …… …… …… …… …… …… …… …… …… 

注：水位深度为待修复管道管顶以上水位高度。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5757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当管顶高程位于地下水位以下时：原位固化法施工的内衬
管壁厚可按其标准尺寸比SDR进行设定。不同修复方法的SDR
值应按下表取值值应按下表取值。

不同修复方法采用的 SDR 值 
修复方法 内衬管 SDR（D0/t） 

原位固化法 SDR≤100 
折叠法 17.6≤SDR≤42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5858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2.设计

（2）内衬管壁厚计算

3）采用穿插法 缩径法 折叠法和原位固化法对重力重力3）采用穿插法、缩径法、折叠法和原位固化法对重力重力

流待修复管道进行结构性修复流待修复管道进行结构性修复时，内衬管壁厚：

当管顶高程位于地下水位以上时，宜按照下式进行内衬

  1
2 3

' '

( / )0.721 t

L W S

NP Ct D
E R B E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5959

当管顶高程位于地下水位以上时，宜按照下式进行内衬

管壁厚校核

  3
1

0 )116.1(
E

Dt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2.设计

（2）内衬管壁厚计算

4）采用穿插法 缩径法 折叠法和原位固化法对压力压力4）采用穿插法、缩径法、折叠法和原位固化法对压力压力

流管道流管道进行修复时，内衬管壁厚：

内衬管壁厚校核

 

 i

qt=
5.33 / qL

D
PN 

  2qt D( )
1.83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6060

若公式上不成立，内衬管壁厚按下式计算

 

  12 


NP
Dt
i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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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2.设计

（2）内衬管壁厚计算
4）采用穿插法、缩径法、折叠法和原位固化法对压力压力4）采用穿插法、缩径法、折叠法和原位固化法对压力压力
流管道流管道进行修复时，还需注意：还需注意：

半结构性修复半结构性修复时按公式

对内衬管壁厚进行核算，取上式公式和公式

 

  1
1

2
31

2

0











 /

w

L

μNP
CKE

Dt

 

 
qt=

5 33 / q
D
PN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6161

（或公式 ）的大值。

 i5.33 / qL PN 

 

  12 


NP
Dt
itL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2.设计

（2）内衬管壁厚计算
4）采用穿插法、缩径法、折叠法和原位固化法对压力压力4）采用穿插法、缩径法、折叠法和原位固化法对压力压力
流管道流管道进行修复时，还需注意：还需注意：

结构性修复结构性修复时按公式

对内衬管壁厚进行核算，取上式公式和公式
 

 i

qt=
5.33 / qL

D
PN 

1
2 3

' '

( / )0.721 t

L W S

NP Ct D
E R B E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6262

（或公式 ）的大值。

 

 

  12 


NP
Dt
itL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2.设计

（3）水力计算
1）管（渠）为非满流时，过流能力按下式进行计算：1）管（渠）为非满流时，过流能力按下式进行计算：

2）管道为满流时，过流能力可按下式进行计算：

  2 1
3 2AR IQ
n



  8 1
3 2

0 312D IQ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6363

应与设计值核对。

0.312Q
n 曼宁公式粗糙系数 

管道管材类型 曼宁公式粗糙系数 n 

原位固化内衬管 0.009~0.012 
聚氯乙烯管 0.009~0.011 
聚乙烯管 0.009~0.011 
混凝土管 0.013~0.017 
陶土管 0.013~0.017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2.设计

（4）最小管壁厚要求

原位固化法最小内衬管壁厚值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原位固化法最小内衬管壁厚值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原位固化法内衬管最小壁厚 

待修复管管径（mm） 150~300 300~400 ＞400 
壁厚（mm） 6 8 9 

 

 穿插法、缩径法和折叠法中，若采用聚乙烯管修复管径小于 700mm 的管

道时，最小壁厚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6464

道时，最小壁厚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最小壁厚要求 

待修复管管径(mm) DN300 DN350 DN400 DN500 DN600 DN700 
最小壁厚（mm） 8.0 8.5 9.6 12.5 14.0 16.0 

 

 采用裂管法更换待修复管道时，应按照新建管道的要求设计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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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2.设计
（5）费用效益分析（比较）

1）可认为开挖和非开挖排水管道修复效益相同（即满
足设计要求的排水能力）足设计要求的排水能力）。
2）进行费用比较，以费用最低者为优，修复工程项目
的费用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直接成本：工程规划、设计、监理、施工费用、材料
费用等（与一般工程项目基本相同）
间接成本：

补偿及维护成本 赔偿金 修复管道临近建构筑物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6565

补偿及维护成本：赔偿金，修复管道临近建构筑物、
道路、公共管线及公共设施的维护费用等（可以直
接计量）；
社会成本（外部费用）：主要是交通成本、环境影交通成本、环境影
响成本、商业影响成本响成本、商业影响成本及管线影响成本（计量难，
缺可操作性的标准）。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3.施工准备和管理
（1）施工单位应按照合同文件、设计文件和有关规范、标
准要求，组织有关技术人员沿线调查，掌握现场实际情况，
做好施工准备工作做好施工准备工作。

管道基本情况 
 

基本信息 

管道所属排水系统及其在系统中的作用地位

竣工年代 

原施工方法 

管径及埋深 

管材和接口形式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6666

管材和接口形式

地质和地下水位 

其他信息 

设计流量 

现状流量 

排水设施周围管线及道路交通情况 

有否临排措施 

维护信息  养护维修状况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3.施工准备和管理
管道详细检测信息（为具体掌握管道损坏情况，特别是小口径管道） 

 

 
损坏程度调查

电视摄像、声呐检测信息 
损坏程度调查 

潜水员调查(必要时)信息 

排水功能调查 

电视摄像检测 

水量调查 

水力学调查 

地质条件 

地区环境 

交通条件 

地下埋设管线及建（构）筑物位置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6767

施工环境调查 

地下埋设管线及建（构）筑物位置

土地利用情况 

临时排水条件 

沿线排水用户要求 

施工操作条件 

其他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3.施工准备和管理
（2） 施工前，施工技术人员应掌握设计意图及技术要求，
核对设计文件各项数据，发现问题应及时向设计单位及建
设单位或其代表提出设单位或其代表提出。
（3）施工单位在开工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编制依据、编制依据、

工程概况、修复总体部署、修复总体方案、材料供应、进工程概况、修复总体部署、修复总体方案、材料供应、进
度计划、资源度计划、资源[[人机材人机材]]配置、质量保证措施、安全保证措施、配置、质量保证措施、安全保证措施、
环境保证措施、文明施工措施环境保证措施、文明施工措施），施工组织设计应按规定
程序审批后执行。在施工前，施工单位必须取得安全生产
许可证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6868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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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3.施工准备和管理
（4）管道修复前应进行疏通、清洗，疏通、清洗除应符合
本规程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城镇排水管渠与泵站维护技
术规程(CJJ 68)》的相关规定术规程(CJJ 68)》的相关规定。

待修复管道的清洗要求 

非开挖修复方法 清洗要求 
螺旋缠绕法 清除管道内的沉积、结垢和障碍物，尖锐凸起物高度不超过内衬管壁厚的 10%
穿插法 无影响插入的沉积、结垢及障碍物 
缩径法 无影响衬入的沉积 结垢及障碍物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6969

缩径法 无影响衬入的沉积、结垢及障碍物

折叠法 无影响衬入的沉积、结垢及障碍物 
原位固化法 待修复管道内壁清洁，无积水，尖锐凸起物高度不超过内衬管壁厚的 10% 
裂管法 待修复管道无堵塞，无积水 

局部修复法 清除管道内的沉积、结垢和障碍物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3.施工准备和管理
（5）根据不同非开挖修复方法要求采用临时排水措施。

不同修复方法的临时排水要求 

非开挖修复方法 临时排水要求 
螺旋缠绕法 充满度大于 0.3 或流速大于 2.0m/s 时需要 

穿插法 根据施工条件设置 
缩径法 根据施工条件设置 
折叠法 根据施工条件设置 

原位固化法 需要 
裂管法 需要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7070

局部修复法 管片法不需要，点状原位固化需要， 
不锈钢发泡胶卷筒法充满度大于 0.1 时需要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3.施工准备和管理
（6） 采取临时排水措施时，除应按《城镇排水管渠与泵
站维护技术规程(CJJ 68)》的相关规定执行外，还应满足
下列要求下列要求：

a)  随时检查管堵的气压，当管堵气压降低时应及时
用空压机对其充气；
b)  管内水量充满时应对管堵进行支撑；
c)  及时抽出修复管段中的污水；
d)  不影响排水用户的正常使用。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7171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3.施工准备和管理
（7） 施工现场应具有放置机具、设备和管材的空间。
（8） 工作井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待修复管道走向变化处应设置工作井a)  待修复管道走向变化处应设置工作井；
b)  一个连续修复管段应在两端设置工作井；
c)  工作井的长度，应满足安装各种装置及内衬管道

超出待修复管道长度的要求。工作井内空间应满足
起吊设备、材料等要求，并能进行安全拖拉和顶进
作业；
d) 避免对各种邻近的管线和建（构）筑物的扰动和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7272

d)  避免对各种邻近的管线和建（构）筑物的扰动和
损坏；
e)  实施中应满足附近居民的出行方便及道路的使用
要求；
f)  利用检查井结构作为工作井时，应确定检查井井
壁是否能承受管段修复产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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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3.施工准备和管理
（7） 施工现场应具有放置机具、设备和管材的空间。
（8） 工作井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 待修复管道走向变化处应设置工作井a)  待修复管道走向变化处应设置工作井；
b)  一个连续修复管段应在两端设置工作井；
c)  工作井的长度，应满足安装各种装置及内衬管道

超出待修复管道长度的要求。工作井内空间应满足
起吊设备、材料等要求，并能进行安全拖拉和顶进
作业；
d) 避免对各种邻近的管线和建（构）筑物的扰动和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7373

d)  避免对各种邻近的管线和建（构）筑物的扰动和
损坏；
e)  实施中应满足附近居民的出行方便及道路的使用
要求；
f)  利用检查井结构作为工作井时，应确定检查井井
壁是否能承受管段修复产生的作用。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3.施工准备和管理
（9）工作井的开挖除应按《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
规范（GB 50268）》的相关规定执行，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 工作井的井壁应垂直于井底平面及旧管中心线a)  工作井的井壁应垂直于井底平面及旧管中心线；
b)  工作井底部宜铺设不小于80mm厚的砾石；
c)  应将工作井井壁与旧管道接口处适当开凿；

d) 工作井的作业环境应符合《城镇排水管道维护安全
技术规程CJJ 6》的相关规定。

（10）穿插法工作井的长度按下式进行计算。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7474

   
1
2

i4L H R H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3.施工准备和管理

（11）采用塑料内衬管连续内衬时，应在地面上进行热

熔对接 并按照《塑料管材和管件聚乙烯（PE）管材/熔对接，并按照《塑料管材和管件聚乙烯（PE）管材/

管材或管材/管件热熔对接组件的制备操作规范（GB/T 

19809）》的相关规定执行。

（12）内衬管接口焊接连接或热熔连接应符合《给水排

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的相关规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7575

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8）》的相关规

定。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4.部分技术的施工实施——（1）穿插法
（1） 一般规定

1） 穿插法适用于管径200mm～1000mm的排水管
道的非开挖修复道的非开挖修复。
2） 穿插法进行修复时，应选用内壁光滑的内衬管。
3） 内衬管穿插后至少保留10%待修复管道内径的
环状间隙，当内衬管管径大于600mm时，可减少到
待修复管道内径的5%~10%。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7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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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4.部分技术的施工实施——（1）穿插法

（2） 材料与设备

1）宜采用聚乙烯 聚氯乙烯等管材作为内衬管1）宜采用聚乙烯、聚氯乙烯等管材作为内衬管。

2）塑料管材环刚度的测定应符合《热塑性塑料管材

环刚度的测定（GB/T 9647）》的相关规定，并满

足设计要求。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7777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4.部分技术的施工实施——（1）穿插法
3 ）材料的运输和储存除应符合《 埋地塑料排水管道工
程技术规程（CJJ 143）》中的相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
列要求列要求：

a)  管材在装卸运输过程中，应避免剧烈撞击、摔碰和
重压；
b)  管径大于600mm宜由机械装卸。机械装卸时，应
采用柔性绳（尼龙绳等）或吊带，管材上两吊点应在
距离管两端约1/4管长处；
c) 车 船底部与管材接触处应平坦 并应有防止滚动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7878

c)  车、船底部与管材接触处应平坦，并应有防止滚动
和互相碰撞的措施，避免接触尖锐锋利物体划伤管材；
d)  管材存放场地应平整，远离热源，堆放高度不得超
过3m。

4） 牵引设备牵引能力应大于计算允许拖拉力的1.2倍，
并应配有自控装置。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4.部分技术的施工实施——（1）穿插法
（3）施工

1）穿插前宜在待修复管道端口安装一个表面光滑、
阻力小的导滑口 且内衬管应放置在滑轮支架上拖拉阻力小的导滑口，且内衬管应放置在滑轮支架上拖拉。
2  穿插过程中应注意管端的保护，防止杂物进入管道，
损伤内衬管表面。
3） 采用拉入或顶推穿插过程中应保证内衬管环向受
力均匀。
4） 使用顶推法时，作业速度不宜超过0.3m/s；在管
道弯曲或变形较大时 应减慢作业速度 且管道的拉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7979

道弯曲或变形较大时，应减慢作业速度，且管道的拉
伸率不得超过1.5%。
5） 穿插过程应连续进行，不可中断。
6 ）穿插管末端伸出待修复管道端口的长度应能保证
管道的拉伸恢复和连接操作。一般为穿插长度的1%。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4.部分技术的施工实施——（1）穿插法
（3）施工

7）管道经过松弛变形之后，方可对环状间隙进行注
浆处理 采用分步注浆法 浆体强度应控制在10kP浆处理。采用分步注浆法，浆体强度应控制在10kPa 
~20kPa。环状间隙注浆宜采用分步注浆法。分步注浆
法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管道两端应预留排气孔和注浆管；
b)  内衬管安装到位且末端密封后，在内衬管中注
水，淹没至一半或以上位置；
c) 注浆50%于环状间隙 注入间隙中的水泥浆的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8080

c)  注浆50%于环状间隙，注入间隙中的水泥浆的
重量应小于缠绕管内部水的重量，停留12h后，继
续注浆；
d) 连续监测注浆的充盈情况，控制注浆量，注浆
量应略大于理论计算量，保证环状间隙完全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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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4.部分技术的施工实施——（1）穿插法

（4）施工记录

1）工作井的位置 高程 结构等1）工作井的位置、高程、结构等。

2）穿插法修复工艺，设备的规格及型号、数量、安

装、运行参数等。

3）穿插的牵引力或顶推力、施工速度。

4）注浆量、注浆过程及注浆后环状间隙成型情况。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8181

4）注浆量、注浆过程及注浆后环状间隙成型情况。

5）内衬管内壁录像、照片存档。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4.部分技术的施工实施——（1）穿插法

（4）施工记录

1）工作井的位置 高程 结构等1）工作井的位置、高程、结构等。

2）穿插法修复工艺，设备的规格及型号、数量、安

装、运行参数等。

3）穿插的牵引力或顶推力、施工速度。

4）注浆量、注浆过程及注浆后环状间隙成型情况。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8282

4）注浆量、注浆过程及注浆后环状间隙成型情况。

5）内衬管内壁录像、照片存档。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4.部分技术的施工实施——（2）折叠法
（1） 一般规定

1）折叠法适用于管径200mm~1600mm排水管道
的非开挖修复的非开挖修复。
2）内衬管折叠后横截面减少宜不超过30%~40%，
内衬管复原时应与待修复管的最小管径处紧密贴合。

（2） 材料与设备
1）内衬管宜采用聚乙烯管或聚氯乙烯管。内衬管
供应商应提供下列参数：

a)复原所需的最大和最小压力值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8383

a)复原所需的最大和最小压力值；
b)复原时管道内部和外部表面应达到的最大和
最小温度；
c)最大允许拉伸强度；
d)最小安装弯曲半径；
e)允许的环境温度范围。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4.部分技术的施工实施——（2）折叠法
（2） 材料与设备

2）施工前应按本规程第14.2节的相关规定对折叠管进

行检测，合格后方可开工。

3）环境温度小于5℃时，不得采用冷压成型的方法进

行管材压制。

4）管材的运输和储存除应符合本规程8.2.3的相关规
定外 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8484

定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a)搬运后的预制折叠管材表面不应有永久弯曲、皱
痕、折痕或深度超过壁厚10％的划痕；
b)储存和运输期间不应产生龟裂或碎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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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4.部分技术的施工实施——（2）折叠法
（2） 材料与设备

5）在工厂压制U型内衬管时，应对折叠后的内衬管进

行缠绕，缠绕带的层数和间距应根据管道的管径、壁

厚、材料等级、环境温度等因素确定。

6）牵引设备应具有牵引力自动控制装置和显示、记

录仪表。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8585

7）折叠管复原所需水泵等设备应满足工艺要求，且

应有温度、压力计量仪表。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4.部分技术的施工实施——（2）折叠法
（3）施工

1）现场折叠内衬时，应按照规格要求调整压制设备
的压辊间距的压辊间距。
2）现场折叠应在管道热熔对接后进行。
3）现场压制内衬管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内衬管下方两侧不得出现死角或褶皱现象；
b)冷压前，应将内衬管表面的尘土、水珠去除干净；
c)U型开口状况宜保证内衬管的断面损失效果，且
避免过早产生复原状况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8686

避免过早产生复原状况；
d)内衬管表面应连续平整绑扎缠绕带，防止内衬管
在到达待修复指定位置前发生复原变形。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4.部分技术的施工实施——（2）折叠法
（3）施工

4）应保证施工环境温度不低于5℃。温度较低时，宜
进行预热处理进行预热处理。
5）内衬管拖入过程中，牵引设备拉力不得超过内衬
管允许拉伸强度。
6）压制、缠绕和牵引速度应保持同步。速度应平稳
均匀，宜控制在5m/min ~8m/min。
7）内衬管穿过待修复管道1.5m后，停止牵引，切断
牵引头 焊接密封板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8787

牵引头，焊接密封板。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4.部分技术的施工实施——（2）折叠法
（3）施工

8）内衬管到达指定位置后对管道进行加压、加温复
原 复原应符合下列要求原，复原应符合下列要求：

a)使用撑管器将内衬管的端口撑圆；
b)持续测量内衬管温度及内部压力。复原温度宜控
制在85℃±5℃，压力宜控制在83kPa ~103kPa；
c)内衬管紧贴待修复管道后，进行加压冷却。温度
降至环境温度后，方可泄压。

9）内衬管冷却后 切割密封板 切割端口应光滑整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8888

9）内衬管冷却后，切割密封板。切割端口应光滑整
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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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4.部分技术的施工实施——（2）折叠法
（4）施工记录

1）工作井的位置、高程、结构等。
2）折叠法修复工艺 设备的规格及型号 数量2）折叠法修复工艺，设备的规格及型号、数量、
安装、运行参数等。
3）工厂、现场折叠位置。
4）内衬管进入待修复管道的牵引力和牵引速度。
5）折叠预热温度、复原温度。
6）复原过程压力及时间。
7）折叠内衬管复原参数等 内衬管复原过程的温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8989

7）折叠内衬管复原参数等。内衬管复原过程的温
度和压力应不少于每2min自动测量和记录1次。
8）内衬管内壁录像、照片存档。

四、排水管道非开挖修复的主要程序

5. 试验与验收试验与验收
（（1）一般规定
（2）试验

排水管道的非开挖修复方法中 有些方法可以不进行闭水 闭气试验排水管道的非开挖修复方法中，有些方法可以不进行闭水、闭气试验，
如局部修复法修复。局部修复法修复的排水管道缺陷密度小，缺陷程度较
弱，修复后基本可以达到设计使用要求，且局部修复一般为管道内部某一
段的施工，渗漏试验操作困难，结果准确度低。因此，排水管道的局部修
复可以免除渗漏试验。满足使用规格的塑料管道一次性穿插修复中，内衬

管光滑无接口，排水管段渗漏检验作用效果不明显，因此可以免除。

（3）实体验收
附属工程包括工作井的修复或建设。穿插法、缩径法、折叠法等修复

技术根据施 特点 适当开挖 作井 修复结束后 应对回填的 作井

广州：《城镇排水管道检测与评估技术规程》宣贯暨非开挖技术研讨会 2013.5.9 9090

技术根据施工特点，适当开挖工作井。修复结束后，应对回填的工作井、
检查井、跌水井、闸槽井、沉泥井等建构筑物验收。

不同施工方法在不同施工阶段，按各自对应的检验方法完成验收工作，
除符合本标准的相关规定外，还应满足国家、行业、广东省现行相关法规、
标准以确保施工正常顺利的进行，保证修复后的管道质量满足设计要求，
并能安全投入使用

（4）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应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