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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建筑工程呈日渐增长的趋势。人们对居住环境及质量也有了更高的
要求。建筑工程常常出现渗漏现象,给建筑物带来了安全隐患,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品质。本文主要对建
筑工程防水防渗施工应用技术进行了探究,以此推动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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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waterproof and anti-seepag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Qiang Li
Hubei Guangsheng Construction Group Co., Ltd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urban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projects show a growing
trend. People also have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living environment and quality. Leakage often occurs in
buildings, which brings safety hazards to buildings and also affects people's quality of life.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technology of waterproof and anti-seepage construction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Key words]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living quality; waterproof and impermeabl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引言

体实际情况,根据工程的特点和防水技

2.1厨卫渗漏。建筑工程中用水最多

当前建筑工程施工中十分常见也是

术应用要点合理选用防渗漏施工方法,

也是最容易发生渗漏的部位就是厨房和

困扰施工单位多年的一个问题就是渗漏

切实发挥出防水防渗的效果,切实保证

卫生间。厨卫这两个区域布置着很多的

水问题,并且渗漏水大多集中于屋面、墙

建筑物的施工质量以及居民的使用舒

给排水管道,给排水管道经过了较长时

体、门窗等连接部位。采取有效的防水

适性。

间使用后容易发生老化、裂缝等各种问

防渗措施能够将渗漏问题发生的概率大

题,进而通过墙面、地板缝隙发生水体

大减低,避免渗水损伤建筑工程结构性

1 建筑工程施工中防渗漏施工
技术的价值

能,避免渗漏水问题影响建筑物的使用

防渗漏施工技术是预防渗漏问题发

水情况。厨卫通常有着较大的用水量,

寿命,将建筑结构整体安全性和稳定性

生的重要技术。房建结构一旦出现渗漏

加上缺乏足够的空间面积和通风性能,

提高,同时保证用户的使用舒适性。所以,

问题,结构整体的稳定性会明显下降,会

进一步增加了发生渗漏水的概率,尤其

工作人员要高度重视防水防渗处理技术,

对房屋建筑的稳定性及安全性带来影

是建材质量不达标或者管道功能较差时

提高对重点渗漏部位的关注,编制科学

响。防渗漏技术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能

更容易引发渗漏问题。

合理的防渗处理技术。在应用防渗漏处

够提升房建结构的安全性,同时,可以有

2.2门窗渗漏。在完成建筑其他墙面

理技术时,工作人员需要做好防渗漏施

效控制房屋渗漏,提高房屋的耐久性。应

施工活动后需要独立完成门窗操作,通

工方案的合理编制,按照规范的工艺流

用防渗漏施工技术应从实践性与质量方

过门窗实现两个不同区域的连接,其和

程处理容易渗漏水的部位,并且快速解

面出发,对建筑工程中出现渗漏的因素

外界环境直接相关,容易受到外界环境

决施工中的突发状况。工作人员要注意

进行分析,并给予科学的防渗漏技术措

的影响。国内门窗市场受到多种不确定

不同的建筑结构的防水防渗施工要求也

施,以解决渗漏问题。

因素的影响存在各种类型的材料,有的

存在一定的差别,要加强分析和思考具
38

2 建筑工程常见渗漏位置

渗漏的情况,最终引发较为严重的渗漏

企业没有严格控制自身生产质量,导致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题。比如雨水冲刷下门窗发生变形、渗

3 建筑工程施工中产生渗漏的
原因

4 防渗漏技术在房建施工中的
科学应用

漏等问题。除了门窗质量的影响,施工技

3.1设计方面因素。在施工前需要合

依照建筑工程施工中出现渗漏的原

术水平也是造成门窗渗漏水的一个常见

理设计防水系统,如果设计阶段没有合

因进行探究,及时从渗漏防治、施工质量

因素。有的施工人员没有严密地封堵门

理选用防渗漏技术那么会导致建筑容易

提高等角度出发,对防渗漏施工技术的

窗框架周围细小裂缝,导致雨水通过缝

发生渗漏水情况。在设计阶段,有的工作

应用制定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案,做好房

隙渗透到内部。有的业主装修中在内墙

人员没有细致地调查当地的气候环境情

建施工的防渗防漏问题。

或者门窗局部进行开孔导致原有防水体

况和建筑具体位置,对实际水文地质等

4.1厨卫防渗漏施工技术的应用。厨

系被破坏,进而引发了渗漏水问题。

信息数据没有充分掌握,进而导致设计

卫渗漏问题一直困扰着房建施工。为了

2.3外墙渗漏。建筑外墙不仅仅承担

合理性不足。设计时在施工计划和进度

有效解决厨房与卫生间渗漏现象,降低

着承重的作用,也承担着保温的作用。在

统筹方面如果没有合理安排也会引发

厨卫出现渗漏概率,必须科学设计厨卫

建筑外墙施工中,需要关注建筑结构自

不同程度的渗漏水问题。例如在厨卫设

管道,并选择防腐性好的管道材料。厨卫

重和地基能力等方面的要素,以免发生

计中没有详细地规划进水管和排水管

施工中,为了方便管道敷设,会提前在楼

不均匀沉降现象。当前建筑工程中常常

施工工作,那么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管道

板穿透区域选择适当点预留相应空洞,

采用的墙体施工材料包括混合砖、空心

施工冲突等问题,进而导致管道连接紧

并且严格控制空洞尺寸。预留尺寸设计

砖,这些 材 料 虽 然 有着 良 好 的 保 温 隔

密性不高,增加了水管发生爆裂问题的

与位置确定,需要综合房建结构。对于预

热、自重轻等特点但是也容易出现裂缝

概率。

留洞口的处理,以吊模封堵为主,主要材

门窗在投入使用后出现不同程度的问

等质量问题。此外,现代建筑的功能性

3.2施工方面因素。渗漏问题是当前

料为细石混凝土,封堵操作必须为两次

越来越多,很多建筑都需要在外墙上进

我国施工中最为严重的问题,一旦发生

以上。封堵完毕及时组织展开蓄水试验,

行开孔作业,这会从一定程度上破坏墙

渗漏会对建筑工程整体质量产生严重影

观察封堵情况,需达到不漏不渗标准。排

体结构性能,墙体发生裂缝的风险会增

响。为此,施工人员需要根据技术方案严

水管道的规划,尽量避免应用套管,但供

加,雨水可以沿着缝隙进入到建筑内部

格完成防水操作,不得私自更改施工方

热管道由于条件限制,套管是主要材料

影响建筑使用舒适性。

式。但是有的施工人员并没有充分意识

组成,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

2.4屋面渗漏。屋面施工细节较多,

到防水施工的重要性,施工中没有细致

保证套管的衔接与施工质量,避免供热

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相关人员要做

地进行细节处理。比如在完成钢筋混凝

管道出现渗漏。管道铺设范围大、铺设

好沥青防水层和排水口的合理设计,以

土施工后有的施工人员并没有及时采取

复杂,因此,必须做好衔接处理,尤其是

能在雨雪季节及时排出屋面积水。房屋

合理的养护措施,出现了混凝土结构裂

防渗材料的涂刷,初步涂刷后再次复刷,

屋面发生渗漏的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

缝等现象,不但降低了混凝土结构的硬

以此强化管道衔接严密性。同时还要做

屋面防水层老化现象。老化现象主要有

度,同时为水体的入侵提供了通道,增加

好厨卫地面防水层的防渗工作。墙面上

自然老化和腐蚀性老化两种。自然老化

了建筑工程发生渗漏水的概率。

翻是防水层主要施工部位,根据厨卫施

是屋面防水层达到了使用年限,已不能

3.3施工材料方面因素。施工材料质

工规范对上翻高度进行设计,确保厨卫

及时排出积水。腐蚀老化主要是腐蚀物

量不达标是常见的建筑渗漏诱因。在建

地面防水层的施工质量,及时排除渗漏

导致防水层发生老化而缺乏足够的防水

筑防水系统施工中,施工质量、防水效果

风险。

性能,其中腐蚀物主要来自于积水中的

直接受到防水材料的影响,为此,相关人

4.2门窗防渗漏施工技术的应用。门

化学物质。第二,材料质量问题。有的工

员要对严格把控防水材料质量。防水材

窗基础施工方面的强化。面对目前建筑

程施工中所用的屋面防水材料没有达到

料通常有两种,一种是刚性防水材料,一

结构中频繁出现的门窗渗漏情况,门窗

设计标准要求,或者在材料选择时没有

种是柔性防水材料。刚性防水材料比较

质量问题不容忽视。门窗材料除了要加

充分考虑本地气候条件、降雨等情况,

典型的是防水砂浆、防水混凝土。刚性

强质量检验,还必须提高安装质量。结合

导致防水效果不佳。第三,施工问题。屋

防水有着较长的使用寿命,对施工过程

建筑结构门窗施工处理流程与位置,及

面防水对施工技术的要求较高,尤其是

有着较高的专业性要求。刚性防水材料

时开展安装施工。以铝合金材料为例,

在衔接位置处理和防水料铺筑过程中尤

的质量、材料配比等都会影响防水施工

不同的铝合金材料类型,其质量必然存

其重视细节问题,如果细节控制不到位

效果。柔性防水材料最为常用的是涂膜

在差异。门窗上铝合金的安装,不允许出

很容易能引发渗漏水问题。第四,设计问

防水层、防水卷材等,这些材料使用时

现变形或扭曲的现象,同时,还要注意铝

题。设计阶段如果没有合理地设置排水

间相对较短,外界环境很容易影响其使

合金材料的腐蚀预防。精心设计门窗施

孔、屋面坡度那么就会导致屋面发生积水,

用效果,有着众多的种类,在施工中需

工位置,根据房建项目整体结构对门窗

久而久之破坏防水层,发生渗漏水问题。

要根据要求做好材料的合理选择。

科学规划,避免因为门窗设计问题引发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9

建筑技术研究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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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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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破坏性施工,这是保证外墙施工

其中掺杂劣质材料,必然会影响到整个

渗层的形态使用,而新兴复合土工膜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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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屋面防渗漏施工技术的应用。

安全。所有材料采购环节都必须严格管

抗腐蚀力强、抗老化力强、防渗效果显

结合屋面渗漏原因的分析与施工结构

理,为提高房建施工质量、优化防渗性能

著、使用简便、生命周期较长、总体使

特点,防渗漏施工技术的重点主要体现

提供保障。

用成本较低的使用优点。而新兴复合土

5 防渗施工关键技术应用分析

工膜材质一般也被广泛使用于堤防、水

4.4.1防水卷帘的选择、涂料的应用

5.1在建筑工程项目建设时渗漏问

库施工中。化学补强技术作为新兴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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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防渗漏之中。一般主要运用高压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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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最佳选择。第一次涂抹施工后,必须对

射技术、控制技术和高压充填工艺技术,

补,有效增强抗渗效果。不过,在施工中

其进行晾干,完全晾干后才能进入到第

以此来实现防漏效应。防水工程注浆材

对水泥的使用有着很高的要求,施工中

二次涂抹施工。涂抹厚度一定要严格控

料技术主要科学合理地调节混凝土压力,

水泥中不得出现杂物,也不可以混入水

制,过厚与过薄都会影响到涂料防水性

让土体和混凝土得到充足的凝合,使得

泥,否则就会破坏环氧树脂材料的凝结

能的发挥。

混凝土桩柱可以进行合理的定位,从而

效果。

在两方面。

4.4.2注水试验的组织实施。防水卷

提高工程总体的防渗效益,其中屋顶漏

6 结语

帘与涂料等环节施工完毕,及时设计注

水与灌浆技术之间所涉及的工程技术应

综上所述,建筑工程中若经常出现

水试验,利用注水实验检查施工情况,

用原理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高压喷射

渗漏问题,则给人们生活带来了很大不

并且确定是否存在渗漏隐患。如果发现

技术对于较深的基坑等施工处理环节来

便。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建筑工程

渗漏问题及时修补,避免屋面施工受到

说都是关键的技术应用,可以有效改善

施工方如果对工程渗漏问题不及时进行

影响。

建筑工程的防渗效果,其作用机理主要

解决,则不仅会影响建筑结构的应用,还

4.5其 他 方 面 防 渗 漏 施 工 技 术 的

是通过钻杆的合理运用,在高压条件作

会缩短房屋建筑的寿命,降低其应用品

应用。不管是任何房建部位出现渗漏,

用下使得土壤与水泥的混合物可以完全

质。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出现渗漏现象的

都离不开设计不合理、质量控制不到位、

进入工程受损结构,这样就使得混凝土

原因很多。譬如,在设计、质量、密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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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等方面存在不足,尤其是厨卫、门窗、

程防渗漏体系,有效解决建筑工程项目

[3]于超.建筑工程屋面防水施工技

外墙与屋面,作为渗漏问题出现最多的

施工中的渗漏处理效果,以此推动建筑

术及渗漏补救措施分析[J].科技经济导

部位,传统的防渗处理已经无法解决建

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刊,2020,29(7):91-92.

筑工程施工质量要求。在此基础上,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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