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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渗漏技术在房屋建筑工程施工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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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房屋建筑施工中墙体、厨卫、地下室等部位房屋建筑结构相对特殊,在自然环境与施工技术等
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可能会出现渗漏问题,应该选择合理可行的防水防渗漏施工技术来控制渗漏出现,
避免因渗漏而引发工程质量问题,保障工程稳定性与安全性,提高工程整体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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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nti-leakage technology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Chengzheng Yang
Yuanlong decoration design Engineering Co., Ltd in Chongqing Province
[Abstract]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the wall, kitchen and bathroom, basement and other parts of the building
structure are relatively special. Under the effect of a series of factors such as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leakage problems may occur. Reasonable and feasible waterproof and anti leakag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hould be selected to control leakage, avoid engineering quality problems caused by
leakage, and ensure engineering stability and safety, Improve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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