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4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房屋建筑施工中的防渗漏施工技术探究
许潭 张佳琪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DOI:10.12238/btr.v4i4.3756
[摘 要] 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在大面积建设的过程中,很多质量方面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比如在城市
生活中对人们影响非常大的渗水和漏水问题,往往就因为在施工的过程中没有做好相应的工作,在使用
的技术方面也存在缺陷等情况造成。针对其中的问题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和了解,才能够有效减少和避
免出现这种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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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large-scale construction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many quality problems
are gradually exposed. For example, the problems of water seepage and water leakage, which have a great impact
on people in urban life, are often caused by the lack of corresponding work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defects in the used technology. Only by deeply analyz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can we
effectively reduce and avoid the occurrence of such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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