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設株式会社
混凝土建筑修补补强的专业企业



一个时代、要有驱动的能量
任何时代、都需要支撑的力量

致辞

当社会迎来对核心建筑结构进入「维护时代」之际、
SHO-BOND将在得到大家惠顾的同时、一如既往、迈着

坚实和稳固的步伐与各位携手，共同开创美好的未来。

弊公司作为《混凝土结构修补补强的专业企业》、以完

整性系统性思维为指导，满足适应新时期的社会需求。
今后、仍将利用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技术、经验和资本

回馈予社会、实现社会安康，造福后代。我们以此为自己
的使命。

期待能在今後的广泛合作中得到各位的关照和指导。

SHO-BOND建设株式会社
会长 上田 昭

社长 石原 一裕



我们的追求与梦想
用信誉保证的先端技术造福于社会和未来

今天的世界，资源过渡的开采和使用，让「与
自然共存」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我们必须认真思考与对待，尽全力维护现有的
同社会资本直接相关的道路、港湾、河川等建筑
设施，还有医院、学校等建筑物群、以保证能很
好的传递给下一代。

这就需要活用有限的资源、将现有和不断出现
的建筑结构物长久维持使用下去的技术。

建筑美好未来社会的坚实技术，是我们努力
向上的原点。

学校机关、铁路、桥梁、高速公路、隧道、空港、
港口、码头、水坝、堤堰、仓库等所有建筑物，都
是我们诊断和治疗的对象。

这些无声的朋友每时每刻都在静守着人类赋予它
们的机能和职责，默默且无怨言。

它们的健康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安全和社会财富的
保障。

接近它们，同它们对话，关心它们并及时发现损
伤。对损伤进行调查，诊断及施工治疗是我们的专
业和职责。
我们被称为“活跃的混凝土医生”。长久以来，用

我们的热忱，经验和技术服务于它们，受益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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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 诊断 > 设计 > 施工
我们医治混擬土建筑物的损伤首先从其形成的原因和损伤程度着手調査。再根据調査結果综合診断出其健康状态、参考该

建筑物的作用和周辺環境、制定出修补补强的設計和施工方案。同时为保护建筑物原有功能的正常发挥、定期跟踪调查及
检测也是不可缺少的工作。

根据多年经验进行目
测检点并结合最先进
检测设备进行非破坏
试验。掌握第一手检
测数据。

采用电子分析仪对建筑物的混凝土进行盐分状况、中性化发展程度、裂缝深度等分析。

根据诊断分析结果制定出最优化的修补补强方案。 对施工后的建筑物进行各种载重负荷等试验，根据测定
值和FEM解析值的比较结果来验证所采用工法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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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桥梁
道路是社会经济的基盘，作为社会机体的大动脉，它发挥着社会交通输送的主要机能。
我们所做的工作就是保持动脉的畅通无阻，为了恢复和提高道路的机能进行修补补强施工。
几十年丰富的经验积累及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发展，是我们立于行业国际领先地位和贡献社会的资本。

使用【SHO-BOND桥板替换工法（RC桥板）】对损伤的桥路面板进行更换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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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BOND桥板替换工法可在不影响线路通行的状况下进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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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 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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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SHO-BOND的路面铺装材料和工法对道路，高速公路，机场等路面进行快速有效的修补。

SHO-BOND的多种伸缩缝材料及工法技术

适用于高质量要求的公路桥，高速桥，铁路
桥。可做到施工简便迅速，高质耐久。

更多资料欢迎访问www.sho-bond.net



桥梁
我们开发并已得到普及的桥梁抗震补强工法和材料被应用在众多的公路，铁路及跨海大桥的抗震加固上。我们的技术和施

工在地震多发地区经受了实际地震的检验。许多工程的效果达到或超出设计预想的标准。保证了生命财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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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冲击力的防止桥梁脱落工法

缓冲链式补强工法

限变位桥梁支座工法 抗震加固工法(BM-S减震阻尼器)

横
竖
支
撑
梁
增
设
工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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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道
利用SHO-BOND 全面综合的混凝土结构修补加固技术，对公路隧道，铁路隧道，涵洞，地下铁等结构上出现的损伤进行全
面综合的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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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的材料 环保的工法 环保的施工 环保的意识

SHO-BOND不仅因其丰富的混凝土结构修补材料和技术享誉业界，更因我们在环保意识作用下而发展出的高科技含量而
蜚声世界。我们的施工技术体现在……

贯穿连接城市的公路桥，高架桥，地铁，轻轨等交通枢纽

提供能源保障的发电站，水坝及水库

产品物资的聚集输送的湾岸，港口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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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的材料 环保的工法 环保的施工 环保的意识

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仓库，输水渠，蓄水净水池，堤坝，水闸等

学校，医院，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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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BOND补修工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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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BOND补修工学研究所坐落在著名的日本科学城--筑波，占地2万多平米。包括了主业务楼，研究楼，大型试验

楼，移动负载试验楼和大型试验物体制作车间。精英聚集的研发团队和先进的实验设备是我们强有力的后盾。

压力强度试验室

理化分析试验室

全天候材料耐久性试验室

电位差点滴测试装置

更多资料欢迎访问www.sho-bond.net



SHO-BOND补修工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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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本屈指可数的大型移动负载试验装置

抗压试验装置 大型实验设备可进行物体的疲劳试验，负载试验等

更多资料欢迎访问www.sho-bond.net



技术开发与研究

驰名于混凝土修补加固行业的国际专利修补技术BICS(壁可)工法 --- Balloon Injection Concrete Structure

BL-注射器

DD-注射器

NT-注射器

注射器及
注入材料

采用独特配方的高分子树脂修补注入材 (SB GROUT系列)，以稳定低压(0.3MPa)自动连续注入方式，实现对混凝土
裂缝的完全修复。材料注入深度可达宽度为0.02mm的微细裂缝末端，从而实现混凝土强度的彻底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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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与研究

由SHO-BOND研发的抗震补强效果极佳的钢板贴合的系列工法，可对桥梁, 桥墩, 桥基等进行完整和系统的补强

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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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环保贴片系列工法和材料能有效的防止混凝
土表面的腐蚀,脱落,渗漏,防紫外线和各种大气污

等，是全功能型补强加固的贴合技术。

更多资料欢迎访问www.sho-bond.net



技术开发与研究

碳纤维加固工法因其施工便捷，抗拉补强性能优越等特点，被广泛普及应用在桥梁，隧道，民用建筑多种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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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材料

#505SB混凝土用结合材料

#303CSB砂浆C用结合材料

#303ASB砂浆A用结合材料（无色）

#301ASBR砂浆、SBR-FX砂浆用结合材料（无色）

JH-3JH-3砂浆用结合材料

#707SB预填骨料混凝土用结合材料、支座修补用结合材料

PBA预制板块用粘接剂

ELASMENT混凝土、金属与橡胶、塑料等的粘结，混凝土、沥青与导盲路扳、防震橡胶、
人造草坪等用粘接剂

OK#1应力机能接缝专用粘接剂

ANCHORLOCK后安装施工锚栓固定用粘接剂（对应湿润面）

SB ANCHOR后安装施工锚栓固定用粘接剂管（适用于横孔、直下孔）

HBHB贴片工法用粘接剂

EPX-2桥板补强工法用密封材料（首都高速认定）

BL-SEALBICS(壁可)工法用快速固化型裂缝密封材料

SK隧道防漏水SK工法专用粘接剂（线状导水）

SR橡胶与金属用粘接剂

#202JT喷射混凝土接合用粘接剂（快速型：有效浇筑时间20℃45分钟以内）

#202新旧混凝土接合用粘接剂（标准S型：有效浇筑时间20℃3小时以内）

FC#01金属对金属、金属对混凝土等用粘接剂（腻子状）

#202LT新旧混凝土接续用粘结剂（长效型：有效浇筑时间20℃10小时）

AE芳纶纤维贴合工法用浸渍粘接剂

FC#02金属对金属、金属对混凝土等用粘接剂（糊状）

BK-SEALBK套装用快速固化型裂缝密封材料

CE碳纤维贴合工法用浸渍粘接剂

WB-SEAL混凝土、金属、石材、瓷砖等湿润面粘接用、隧道等湿润面粘接用密封材料

VE维尼纶纤维片用浸渍粘接剂（适合原JH规范）

#301SBR砂浆、SBR-FX砂浆用结合材料

结合材料

瞬间粘
混凝土、金属、石材、瓷砖、硬塑料、玻璃，木材等用瞬间粘接剂（快速固
化型）

#101混凝土、金属、石材、瓷砖等的粘接、充填及密封等

粘接剂

产 品 名产 品 用 途种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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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材料

SILICONE #70土木建筑、水利建筑、道路、机场等伸缩缝施工用弹性密封材料

弹性密封
材料

ELASGROUT金属支座的防尘防锈、保持滑动机能用弹性密封材料

专用底胶

MEJICAULK  E1机场扁圆形灯具导线埋设用（油脂状）

FINGERSEAL钢制伸缩装置的非排水化用弹性密封材料

SILICONE底胶-MSILICONE#70、#71专用砂浆。金属面、橡胶面、塑料面、玻璃面用底胶

SILICONE底胶-CSILICONE#70、#71专用砂浆。混凝土面、石材面用底胶

VE底胶防脱落工法用底胶

R底胶RAC贴片工法用底胶

OK底胶应力机能接缝专用底胶

HB底胶HB混合贴片工法用底胶

AG底胶农业水渠再生砂浆罩面工法用底胶

RESINPHALT底胶薄层铺装材RESINPHALT-SOFT专用底胶

MEJICAULK  E3机场扁圆形灯具埋设用（快速固化型）

WB GROUT GPS贴片工法专用注入材料

WB GROUT混凝土或钢材的湿润面粘接剂、混凝土结构物的湿润面裂缝注入修补材料、
隧道等湿润面粘接用注入材料

GROUT T增设纵梁工法用注入材料

GROUT MKN岩石裂缝注入材料（宽5mm以上）、天然石裂缝充填注入材料

GROUT LV混凝土结构物的空隙注入修补用、岩体修补、防表面风化用材料

GROUT H高温环境下使用的具有耐热特性的注入材料

GROUT钢板贴合工法、增设纵梁工法用、后安装施工锚栓固定用注入材料

BL GROUT100BICS(壁可)法用柔软型混凝土裂缝注入修补材料

BL GROUTBICS(壁可)法用混凝土裂缝注入修补材料

BL INJECTORBICS(壁可)法用注入工具

DD GROUT50DD BICS(壁可)法用柔软型混凝土裂缝注入修补材料

DD GROUTDD BICS(壁可)法用混凝土裂缝注入修补材料（NTT指定）

EXP-3桥板补强工法用注入材料（首都高速认定）

DD INJECTORDD BICS(壁可)法用注入工具

FINGERSEAL底胶FINGERSEAL专用底胶（钢制伸缩装置施工用）

BK GROUTBK套装用混凝土裂缝注入修补材料

注入材料

产 品 名产 品 用 途种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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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材料

TN安全片隧道接缝剥落修补工法用材料（TN安全片工法用材料）隧道剥落修补

包括各种混凝土保护涂料，表面保护涂装材、各种纤维片状材、 PS片工法用材、 PS罩面工法用
材、防水及水下作业材，还有水渠接缝材、断面修复、充填、钢筋防锈等500多种材料。其他材料

涂装材料

SI板隧道面状导水工法用材料（面状导水）

隧道防漏
材料

SK发泡体/覆盖片隧道线状导水工法用材料（SK导水工法专用）

新SPANGUARD混凝土面的硅烷系表面浸渍材料（渗透性、固化反应型）

AS-1/AU-1/AU-1M混凝土结构物保护涂装系列材料（裂缝对应型涂膜防水）全天候对应

BM-S桥梁阻尼器高性能抗震桥梁阻尼器

透明FRP板/ 发泡体隧道导水工法用材料（SB  CLEAR  DRAIN工法专用）

GLH-20/30…/70对应机械除雪的钢制承重型

ST-20N/30N…/80N钢制承重型

桥梁用伸
缩缝装置

DB-350-S/650-S防止落差用压力缓冲器垫板（调节压力缓冲器高度用）

DB-350/650防止落差用压力缓冲器

新型缓冲链防垮桥工法用缓冲链

防止跨桥
材料系列

缓冲块(CR,HDR)高度衰减冲击作用力的防垮桥结构用缓冲块

3S-20V/30V/40V桥梁伸缩缝装置（橡胶制，承重型）

复合材料

VM伸缩缝桥梁伸缩缝装置（对边型、纵向缝专用）

SB砂浆
对有耐冲击性、耐磨耗性要求的筒仓料斗、大坝排水道防冲铺砌底部的修补。
压力机械安装基座的空隙或大裂缝的充填。切除式伸缩缝端部用材料

SB预填骨料混凝土需要快速施工的支座修补用不饱和聚酯混凝土

SB混凝土桥梁伸缩装置的端部补强用高分子树脂混凝土

SBR-FX砂浆薄层铺装材料、修整伸缩缝周边的车辙和落差

JH-3砂浆（1：5）混凝土桥板顶面用整平砂浆

JH-3砂浆（1：4）桥板顶面补强（纤维片贴合工法）用切割面整平材料

JH-3砂浆（1：3）CFRP桥板补强用整平砂浆

GROUT TK钢框架粘接工法用注入材料

#101TK钢框架粘接工法用粘接剂（无味型）

GROUT TK-II钢框架粘接工法用注入材料（无味型）

K-3002建筑用裂缝、膨胀注入材料/低触变型

K-3001建筑用裂缝注入材料/低粘度型

K-3003建筑用膨胀注入材料、锚钉固定用注入材料

#101LT钢框架粘接工法用粘接剂（长效型）

建筑修补
材料

产 品 名产 品 用 途种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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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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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

梁

注解：

表中成绩一栏为该项工法的实际应用成绩。

<10    表示为最新工法

<100  表示为推广应用的新工法

<1000表示为成熟工法

>1000表示为非常成熟的保留工法

水
库
大
坝

港
湾

桟
桥

码
头

<10--TN安全贴面工法（防止接合部
剥落工法）

<100桥梁边缘覆盖挡板工法

其

他

SHO-BOND(昭邦)自己或同其他公司合作

开发的工法有上百种之多。这些工法可单
独使用，也可交叉并用。因而涵盖了几乎
所有领域的混凝土结构，钢桥结构等建筑
的保护，修补，补强及抗震加固工程的要
求。再配合使用SHO-BOND(昭邦)的材

料，能确保施工质量，恢复甚至超过建筑
结构原有的安全指标。

>1000大，小截面复旧工法

<10

<100

SB-MS（高机能排水装置）

>1000

RAC片贴合工法

--大，小截面复旧工法

>1000盐害对策工法(表面覆蓋)

隧

道

涵
洞

>1000

中性化对策工法(表面覆蓋)

BICS(壁可)注入工法核
电
站
等

建
筑
修
补
及
抗
震
加
固

防
灾
系
统

成

绩

<100

<1000

<1000

<100

>1000

>1000

<100

<100

<10

<100

<100

<100

<1000

>1000

<100

<1000

>1000

成

绩

SR-CF工法(碳纤维及CF锚
钉并用抗震加固工法)

KT钢结构支撑柱工法

钢结构支撑架粘接工法

RC壁补强工法(FFO)

大规模外墙改装

BICS(壁可)注入工法

表面覆盖工法(风化对策)

岩面亀裂注入工法

超固防落石顶衬加设工法

落石防护栅工法

W式内部空洞充填工法

应力机能接缝补修工法

CFRP贴合工法

中性化对策工法(表面覆蓋)

AG砂浆衬砌工法

止水工法

BICS(壁可)注入工法

工 法 名

民
用
水
利
设
施

领

域

成

绩
工 法 名

领

域
工 法 名领

域

<10--SB托板工法(防剥落导水工法)<100SB成形桥板替换工法(RC桥板)

<100--SI板工法（面导水工法）<100双板补强工法(新式工法)

<100--SK导水工法（线导水工法）<100炭纤维成形板埋设工法

漏水对策工法<1000炭纤维貼合补强工法(CFRP)

>1000--钢板贴合工法>1000钢板貼合补强工法

<1000--CFRP贴合工法<100电气防腐e-Line・V工法

<1000

完全无水切断解体替换桥板系
统工法

<10--SB托板工法(防剥落导水工法)<100现场裁切桥板替换工法

剥落对策工法<100高强轻量桥板工法

<1000--止水工法<100超级桥板(高强度预制板)工法

<100W式内部空洞充填工法<100SN橡胶支承工法

>1000中性化对策工法(表面覆蓋)<1000支座回复工法

<1000止水工法>1000防止桥板脱落工法

>1000BICS(壁可)注入工法<100
PC柱状体圧入补强工法（抗震
补强工法）

临港道路桥请参照桥梁部分<100SSP工法（桥敦补强工法）

<100内部空洞充填工法<100BM-S工法（桥梁抗震工法）

<100电气防腐e-Line・V工法<1000炭纤维贴合补强工法

>1000钢板包合补强工法

<10新式混凝土表面放水工法

>1000BICS(壁可)注入工法

衬砌内面补强工法<1000大截面修复工法

>1000--大，小截面复旧工法>1000小截面修复工法

>1000--BICS(壁可)注入工法<1000HB工法(防混凝土層脱落)

衬砌对策工法<1000防止剥落工法

<1000桥梁伸缩装置用干式止水工法-M<1000混凝土防水工法

>1000可切割伸缩缝（新）<1000化学腐蚀对策工法

<100低噪音伸缩缝<1000冻害对策工法

<1000VM伸缩缝>1000中性化对策工法

<1000GLIDING伸缩缝GLH型>1000碱骨料反应防治工法

>10003S-V伸缩缝>1000盐害对策工法

>1000ST伸缩缝

伸
缩
缝
装
置

>1000BICS(壁可)注入工法

混
凝
土
保
护
工
法

更多资料欢迎访问www.sho-bond.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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