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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房建工程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由于重视程度不足或
者施工不规范等原因,房建工程经常会存在房屋渗漏问题,对人们的生活水平、财产安全造成了负面影
响。本文首先阐述了造成房屋渗漏的主要原因,然后对症下药,提出了几项关键的防渗漏施工技术,以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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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Study of Leakage Prevent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House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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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people hav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quality of the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attention or irregular construction
and other reasons, hous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often have housing leakage problems, which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and property safety. This paper first expounds the main causes of house
leakage, and then applies the appropriate medicine, and proposes several key leakage prevention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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