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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城市道路不但是城市发展的体现,同时也是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关
键。城市道路中的检查井是地下管网的主要通道,如果检查井出现病害,则会对道路安全和交通运输造成
影响。从目前来看检查井逐渐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凸起、沉降、开裂等,而且长期没有具体地解决方法,
针对这些问题必须从设计、施工等多个方面着手解决。文章具体分析了城市道路检查井周边可能存在
的病害,并对病害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说明,同时应对病害原因提出了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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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Causes and Solutions of Diseases Around Urban Road Inspection Wells
Dapeng Zong
Urumqi Municipal Facilities Monitoring Center
[Abstract] For any country, urban road is not only the embodiment of urban development, but also the key to
people's daily life and work. The manhole in urban road is the main channel of underground pipe network. If
the manhole is damaged, it will affect road safety and transporta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inspection well, such as bulge, settlement, cracking, etc., and there is no specific solution for a long time.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must start from the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other aspec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sible diseases around the urban road inspection well, explains the causes of the diseases, and puts forward th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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