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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防渗新技术在隧道渗漏水处治中的应用研究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new technology of electric seepage control in treatment
of tunnel lining leaking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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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甘肃某隧道衬砌渗漏水病害顽疾，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分析，揭示了隧道病害的主要原因，提出了
“埋管引排+电防渗新技术”综合处治方案，经后期追踪，完工后两年内未见病害复发。应用结果表明：电防渗新技
术施工便捷，可靠有效，配合传统引排工艺，对隧道渗漏水病害能达到一劳永逸的处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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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ersistent disease of tunnel lining leakage in Gansu Province, through field survey,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he main causes of tunnel diseases were revealed, and a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plan of “buried
pipe drainage + new electric anti-seepage technology” was proposed. After follow-up, there was no recurrence of the
disease within two years after completion. The applic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new technology of electric seepage
control is convenient, reliable and effective, and combined with the traditional drainage technology,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tunnel lining leaking disease can be achieved once and fo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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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交通强国”的战略部署，隧道工程修
建里程不断增加，隧道病害也随之频发 [1]，据交通运输部有
关部门统计：我国约有 30%左右公路隧道存在严重的渗漏
水病害 [2]。渗漏水病害会加速区域围岩、衬砌劣化，增加围
岩压力，诱发衬砌背后空洞，高寒地区还会造成衬砌反复
冻融劣化、附加围岩冻胀力、衬砌挂冰、路面结冰，严重影
响隧道结构及行车安全。如何有效可靠处治隧道渗漏水病
害这一“老生常谈”话题再次到业内广泛关注 [3-4]。
传统的隧道渗漏水处治多为注胶封堵、埋管引排，施工
便捷，但病害经一段时间后容易复发，寒区隧道复发率更
是高达 90%以上；而另一种处治方案—防排水系统的重建
恢复，需要拆除隧道既有结构，施工风险大，费用高，对周
边交通影响大 [5]；本文以甘肃某座寒区隧道渗漏水病害顽
疾为依托，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分析，针对性提出了“埋
管引排+电防渗新技术”综合处治方案，经后期追踪，完工
后两年内未见病害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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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280m。隧址区地层复杂，岩性多变，从上到下依次为第
四系全新统冲洪积层、碎石土、角砾岩、变质砂岩、板岩和
泥岩，围岩整体破碎松散，属极软岩。按岩性、地下水出露
情况、富水性推测地下水以孔隙、裂隙及构造破碎带层赋
水为主，水位线不连续、变化大，富水性弱，地下水位不稳
定。经对隧址区的地下水取样进行水质简分析，水的PH值
为 7.94～8.23，不含侵蚀性CO2，隧址区地下水对混凝土和
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无腐蚀性，对钢结构具弱腐蚀性。
隧道衬砌结构采用新奥法原理设计，病害段初期支护
采用 26cm厚C25 喷射混凝土结构，内设I20b型钢拱架，二
次衬砌采用 50cm厚C25 钢筋混凝土结构，共同组成永久性
承载结构。两次衬砌间设复合式防水板，环向透水软管，
二次模筑外拱脚设纵向排水盲沟，通过横向排水盲沟将水
引排至中心水沟排出隧道，见下图 1。

工程概况

病害隧道位于甘肃省境内高速公路上行线，隧道原设
计为双向四车道，设计车速为 80Km/小时，建筑限界净宽
10.25m，净高 5m。隧道上行线全长 6333m，于 2012 年建成
通车。
隧 道 南 段 属 山 地 地 貌 单 元，山 体 呈 西 东 走 向，
山 脊 南 侧 坡 较 为 平 缓，北 侧 坡 较 为 陡 峻，海 拔 高 度
2410.52～2733.94m，相对高差约 323.42m；隧道北段属古
丰滩台地地貌，山势平缓，海拔高度 2560～2280，相对高差

图1

隧道病害段原防排水系统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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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渗漏水状况

隧道渗漏水病害主要出现在 8 号车行横洞附近，管养
单位进行了多次常规处理，包括注胶封堵、埋管引排，但维
修效果、耐久性均不尽人意。病害表现为主洞右侧拱腰边
墙施工缝渗漏水、局部涌流，渗水沿着路面纵横坡向古浪
端洞口流窜，冬季路面易结冰，见下图 2-图 3，洞内行车安
全存在较大影响，可能会危及隧道结构安全。

2）隧道施工中防水系统施做不到位，防水板搭接焊质
量较差，止水带热熔焊接不严密等原因，兼之材料老化，导
致原隧道整体防水系统薄弱，地下水最终通过“三缝”等薄
弱处渗出。
3）隧道处于季节性冻土区，运营多年来，随着冻融循
环次数的增大，混凝土力学性能逐渐降低，破坏混凝土的
使用性能，在围岩有水的情况下可能引起隧道洞内渗漏水。
冻融破坏主要是因为在某一冻结温度下，水结冰产生体积
膨胀，过冷水发生迁移，引起各种压力，当压力超过混凝土
能承受的应力时，混凝土内部孔隙及微裂缝逐渐增大，扩
展并互相连通，强度逐渐降低，造成混凝土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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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3

衬砌右侧拱腰渗漏水

渗漏水沿主洞路面窜流

病因分析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结合隧道实际病害，认为隧道渗
漏水病害主要有以下几点：
1）根据原设计地质纵断面，病害段隧道洞身岩体为圆
砾土层，局部有地下水，透水性较强，且该段隧道埋深较浅，
地表水容易下渗，见图 4；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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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古浪段洞口地表及浅埋冲沟

处治方案

病害隧道位于国家高速网，是甘肃省境内重要的交通
要道，附近可绕行路线较长、等级较低、路况一般，大型车
辆通行存在一定的危险及困难。故而在确保处治方案可靠
有效的基础上，必须对既有交通的影响降到最低，经过多种
方案的比选分析，最终采用了“埋管引排+电防渗新技术”
的综合处治方案。
4.1 方案设计
1）渗水段通过中心水沟检查井疏通中心水沟，保证隧
道中心水沟排水通畅。
2）渗水施工缝、变形缝及沉降缝凿槽引排处治：①沿
衬砌渗水施工缝、变形缝、沉降缝及集中渗水裂缝于衬砌
表面切槽，切槽大小以刚好能安装ϕ50 半圆透水管为宜，位
置根据渗水缝位置或裂缝扩展位置灵活布置；②在开槽内
沿环向每隔 3m钻设h=3m的ϕ42 泄水孔，用高压空气吹洗
干净切槽内碎渣、灰尘；③于渗水处拱墙部位设置ϕ50 半圆
透水管作为环向排水，将其引排入墙脚电缆沟内新增设的
ϕ116 纵向排水管，纵向排水管通过路面下ϕ116 横向排水
管将水排入中心水沟检查井。半圆透水盲管根据原衬砌混
凝土渗水情况设置，切槽及布设盲管应结合渗漏水及裂缝
情况调整实际位置。安装时应注意按照先拱部后两侧的顺
序进行，接茬部位是下节压上节，长度为 10-15cm。在埋管
外侧涂刷封边胶，两侧壁原二衬混凝土与水泥砂浆交接处
刷界面胶。
3）MPS电防渗阻水层：先对渗漏水施工缝、裂缝采用引
排封堵的情况下，然后用钛合金属丝在混凝土表面布设形
成正极系统（纵向间距 80cm），用铜棒（根据现场情况灵活布
设，纵向间距不大于 30m）在隧道结构外水体中布置形成负
极系统，从而形成并联回路，在由控制装置连续施加低压
正负脉冲电流将水电离。混凝土结构内的水分子被电离后
有规律的向负极方向永无休止地移动，使得混凝土结构保
持永久的干燥状态，见图 5。
4）恢复衬砌涂装。
4.2 电防渗技术施工
1）施工流程
现场勘查→斜缝注胶处治明显渗漏出水点→布设电防
渗技术正负极线路→通过中央控制箱将正负极闭合→中央
控制箱接入隧道电源控制箱→调试运行→堵漏完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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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电防渗渗漏水处治平面布设图

检验，见下图 6。
1、在结构渗水表面，开槽2cmX1cm，将正极钛
金属线安装在槽内。

3、在结构内侧钻孔，将负极铜棒安装在结构的
外侧。

4、安装MPS控制箱和接线箱，并将所有正负极
线连接到接线箱和控制盒上。开启电源，调试
MPS系统，至正常工作。

2、用高级石墨封堵线槽。

1.0m，纵向间距按不大于 30m控制；
③电防渗系统施做后需保证隧道内持续供电，当遇不
可抗力因素导致隧道内停电时，应及时打开控制箱内的开
关；
④电防渗系统使用 220V交流电压，输出直流电压 3236V，对人体和结构不造成危险，100-1200m2 面积耗电量为
0.2-0.3 度/天；
⑤电防渗系统施做建议由有施工经验的专业队伍进行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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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结合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收集分析，揭示了隧道
病害的主要原因，通过方案比选，最终采用“埋管引排+电
防渗新技术”的综合方案对隧道渗漏水顽疾进行处治。通
过完工后近两年追踪，原渗漏水病害再未见复发，为同类
病害隧道维修处治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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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电防渗渗漏水处治施工步骤图

2）施工注意事项
①电防渗系统施做前，须对施工缝、裂缝渗漏水引排
封堵或注胶封闭；
②电防渗系统正极为钛合金金属丝，布设于二次衬砌
内表面，注意金属丝与衬砌内钢筋保持不能连通（保持绝缘
距离 5cm）；负极为ϕ14 铜棒，穿透衬砌布设于围岩内不小于

[1] 杜锋涛,冯博,张毅涛,等. 八关里隧道病害处治[J].
筑路机械与施工机械化,2018(2):85-88.
[2] 丁浩,江星宏. 公路隧道渗漏水病害分级方法优化
思考[J]. 公路交通技术,2017(6):89-94.
[3] 万利,吕康成,李振江,等. 隧道衬砌渗漏水微创伤处
治技术[J]. 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2012,8(6):1239-1243.
[4] 邹 育 麟,何 川,周 艺,等. 重 庆 高 速 公 路 现 役 营
运 隧 道 渗 漏 水 病 害 统 计 及 成 因 分 析[J]. 公 路 交 通 科
技,2013,30(1):86－101.
[5] 李伟,杨丹. 既有隧道渗漏水分析及治理技术[J]. 中
国建筑防水,2012(2):21-24.

（上接第 84 页）
差小于 0.5%，智能式压力试验机荷载施加准确。
3）试验重复性能试验，弹模重复试验结果的最大标准
差为 0.292，表明智能式压力试验机的重复试验性能稳定。
2.5 新旧设备对比
现将新旧设备从试验人数、试验时间、资料整理方面
三方面进行对比，对比如下：
表2

新旧设备对比

设备

试验人数

试验时间（1 组）

资料整理方式

传统压力试验机

3

150min

人工记录、手动
录入

智能式压力试验
机

1

90min

自动采集、自动
处理

2.6 经济效益分析
2.6.1 直接经济价值方面
1）智能式压力试验机在进行弹模试验时可减少两名试
验人员配置；
2）按每天 10 个小时的有效工作时间计算，传统设备可
完成 4 组弹模试验，智能式压力试验机可完成 6-7 组，提高
工作效率 50%。
2.6.2 间接经济价值方面

在提高检测质量，实现产品监控等方面将给使用单位
带来巨大间接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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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研制的“智能式压力试验机”能够采用先进的技术措
施有效的解决传统混凝土抗压及弹模试验存在的控制精度
低、操作复杂、人为干预等外界因素对试验数据的影响，不
仅提高试验效率、节约人力成本，而且确保了混凝土试验
数据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对混凝土质量的评价也具有重大
的现实意义。
“智能式压力试验机”实现了人员配置精细化、过程控
制标准化、数据处理信息化，填补了高速铁路桥梁弹模试
验自动化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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