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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建施工中地下防水施工技术重难点研究
陈郁凌

（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江西 南昌 330000）

摘　要　经济的发展让大量外来人口涌进城市，人口的增加导致城市群众对于居住需求大幅度增长，因此城市内

的房屋建筑工程越来越多。大量高楼大厦的建设既满足了居民的居住需求，也推动了建筑技术的发展，但在建筑

技术中有关于地下防水的施工技术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通常是由建筑施工中的问题或者技术以及材料质

量问题引起。本文通过分析研究房屋建筑施工中地下防水施工技术的现状、特点以及引起地下水渗漏的原因，探

讨其解决办法，重点关注施工中应引起重视的技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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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带动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

提高，这也就导致了人们对于住宅环境的要求越来越

高，以及对于建筑行业施工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在

建筑技术中地下防水施工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对于建筑的整体安全性以及居民的居住适宜度有着很

大的影响。重视防水施工技术中的重难点问题，做好

房屋建设中的防水施工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1 房屋建造施工中地下防水施工技术的现状

在现有建筑施工中，由于地上面积受限的原因，

许多的项目建设中都带有地下建筑的设计。由于我国

大部分地区的气候都属于湿润多雨的亚热带季风气候，

所以水资源丰富。尤其是在南方以及沿海地区，潮湿

多雨的天气加上城市建设中包含的下水管道设计使得

许多城市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在进行地下建筑设计

时，丰沛的水分一旦渗漏到建筑中，不仅会影响建筑

的安全性造成安全隐患，还会对居住人员的身体健康

状况造成影响 [1]。所以在进行地下部分建筑施工时，防

止地下水的渗漏是个非常重要的工程。目前，在房屋

建筑施工项目的地下防水工程中主要采用的还是成本

低、可靠性高、易操作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防

水 [2]。在地下项目施工中即使是采用最为常见的混凝土

防水也要严格遵守国家标准，采用高质量的防水材料以

及运用最好的施工技术来保障施工项目的高质量完成。

2 房屋建造施工中地下防水施工技术的特点

地下施工与地上施工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地下建

筑常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如果不采用高度防水的

材料，地下建筑就可能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因此，在

进行地下防水工程建设时首先就要根据环境与条件选

取具有高防潮性、抗腐蚀性的防水材料，比如聚酯胎 

SBS 卷材（4+3mm 型）。在地下建筑的防水施工中，

一般采用的施工方式是混凝土浇筑。但是一般的地下

施工项目面积都比较大，进行防水混凝土浇筑时通常

做不到一次性完成，会存在连接缝隙造成防水不全面。

因此，提高施工技术形成高质量全面性防水，减少防

水施工中的薄弱环节，这对于整个工程都是有益处的。

3 地下防水施工工程中出现渗漏的原因

3.1 地下水位置和水位的探测不明

地下建筑不同于地上建筑，它通常处于地表以下

常年饱受土壤水分的影响。而且建筑商在对土地进行

开发时如果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地下探测，那么有关于

该地区是否有地下河流，地下水位的深浅等情况都将

一无所知。地下工程建设极易在防水不够完善，地下

水位置、水位情况都不明的状况下因为地下水位置或

者水位的变化而发生渗漏现象。这种地下水渗漏的现

象会对地下建筑工程和地上的建筑主体造成损害。在

建筑工程设计与开发之前如果不对开发地区的地下水

位置与水位情况探测清楚，就会给建筑埋下隐患。

3.2 防水材料选择不当

随着防水施工项目的日渐增多，防水施工技术呈

现日趋成熟化发展，这也促使防水材料的种类性能都

愈发地多样化。防水产品种类的多种多样给建筑商带

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产品质量也是越发的参差不齐。

在地下防水施工的过程中，如果建筑商在建造工程项

目时偷工减料，没有根据施工要求选择防水材料，或

者选择的防水材料的质量达不到国家标准，这样非常

容易留下安全隐患，使得地下防水工程出现质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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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施工技术不到位

防水工程中的施工技术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问

题，施工中出现什么工程技术上的偏差，所产生的影

响与危害都是十分严重的。比如，在进行混凝土浇筑时，

混凝土垫层浇筑的薄厚程度都能影响到整个防水工程

的品质。

另外，在浇筑混凝土时的技术性问题不仅仅只有

浇筑技术和施工缝隙的处理，对于混凝土质量的选择、

混凝土的配比等问题都应该高度重视。例如在混凝土

的配比中，如果水泥与水以及其他外在添加物的比例

不协调，就会影响到混凝土的黏性、伸缩性等，受外

界因素影响，这样浇筑的混凝土层极易开裂。这些技

术性问题处理不当，会容易使得建筑结构出现开裂、

漏水等工程质量问题，影响整个建筑主体的安全。

3.4 防水结构设计不合理

对于每个建筑工程项目来说，它们所处的地理位

置条件不同，在施工上也应该因地制宜进行不同的建

筑防水结构设计。但是有的建筑商为了节省成本，他

们通常会选择不管是在什么条件下，都使用同样的防

水结构设计。有的地区土质干燥远离地下水，这样的

地方地下防水结构可以设计得更薄，若是在地下水资

源丰富的地方，一般的防水设计是不能够完全地防止

地下水的渗漏的。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不能按照实

际情况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这会让建造出来的防水

工程名不副实。

4 解决地下防水施工工程中渗漏问题的办法

4.1 准确测量地下水的位置及水位

由于地下水对于建筑工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

以在建筑项目开发施工之前，开发商应该通过当地历

史记录情况去了解开发地区的地下水历史位置情况。

或者开发商应该请一些专业的地质工作者对项目施工

的地方进行勘探，了解开发地现在的地下水情况。并

且要通过丰水季与缺乏雨水季节的不同情况去了解不

同季节的水位情况，以免了解不清楚在雨季随着地下

水位的上升使得施工项目发生地下水渗漏的情况。因

而，在地下防水项目工程施工之前，一定要仔细探测

清楚地下水的位置以及水位，精准防水工程的设计施

工，保证防水工程的高质量完成。

4.2 正确选择防水材料

对于建设一个高质量的防水工程来说，为了防止

渗漏现象的发生，在施工过程中就应该选择高质量、

防水效果好的防水材料。在项目施工选择防水材料之

前，建筑商应该首先进行市场调查，全面筛查市场上

防水材料的种类、品牌与质量，考虑到各类防水材料

的局限性与优缺点，结合施工环境的实际情况，根据

施工环节中的细节性要求，从中选取出最为适合防水

施工项目本地情况的高质量防水材料 [3]。

4.3 精细化施工

要保证地下防水项目的高质量完成，除了使用优

质的防水材料以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保证有高质量的

施工技术来完成整个项目施工。在项目建设中，对于

施工人员要求其精细化施工，使得浇筑混凝土时即使

不能够一次性浇筑完毕，但每次浇筑时混凝土之间防

水薄弱的衔接之处都要仔细处理，以免从这种细节之

处发生渗漏。然后要对混凝土材料的配比进行仔细处

理，以免浇筑的防水层经不住时间的考验而出现裂缝。

5 房屋建造施工中地下防水施工的技术难点

在房屋建造施工工程中有关于地下防水项目的施

工，除了一些有关于施工安全的国家标准要求以外，

还有一些施工中的对于施工技术上的重难点应该被施

工人员高度重视。

5.1 细节化设计防水工程

对于建筑工程的防水施工工作，在执行之前，首

先应该根据工程施工团队勘探到的施工地点的条件，

然后结合国家建筑标准以及建筑行业标准，对于施工

项目防水工程进行细节化的结构设计。比如在结构设

计中进行有关于一些墙面空洞的预留以及需要埋下埋

设件位置的预留，这样才能使得防水施工结构更加完

整，避免了在建设完成后，进行二次施工打洞和填埋

埋设物时的施工冲击力与强大的震动使得浇筑好的混

凝土防水层开裂，破坏了防水层的完整性，使得地下

水渗漏 [4]。再者，有的施工项目是在其他老旧防水结构

的基础上加建或者翻新，这样的施工中还要注意到的

一个问题是新型防水结构与旧结构之间的结合问题，

尤其是在两者的连接之处，一定要进行细密而精致的

技术性处理，使得两者紧密结合起来防止渗漏问题的

发生，避免存在潜在的安全隐患 [5]。结合工程施工环境

的实际情况，对于一些细节性的问题进行仔细地探讨、

修改和处理，然后再进行施工，这样更能保障防水项

目施工的高质量与完整性 [6]。

5.2 防水混凝土的合理配比

混凝土因为其本身的特性，根据其不同的配比也

有着不同的作用，尤其是作为防水层使用，其配比对

于防水性能有着极大的影响。在实际施工过程中，混

凝土配比受到外用添加剂与原材料等把控不当的问题，

使得防水混凝土的自身优势得不到有效发挥，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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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性能导致出现渗漏问题 [7]。因此，在地下防水项目

施工的过程中，要想建设起高质量的防水工程，在混

凝土的混合比例问题上一定要重视，要合理配比达到

最佳防水效果。

5.3 对于防水混凝土的高质量施工

除了混凝土比例会影响防水施工的效果以外，混

凝土浇筑技术也会对施工项目的防水效果造成影响。

所以，为了保证防水混凝土浇筑的高质量，在施工过

程中：

第一，要求浇筑模板表面一定要尽量光滑，模板

衔接处的缝隙一定要尽可能地小，使得浇筑出的混凝

土层光滑没有孔隙，防水效果更好。

第二，一定要预先做好安排与处理，避免因为施工

条件的影响使得浇筑的混凝土层中出现施工缝，影响防

水工程的防水效果。

5.4 混凝土的质量以及布料的选择

在混凝土使用时，要选择高质量的混凝土进行机

械作业搅拌混合，搅拌时间要超过两分钟以上，使混

凝土搅拌得细腻均匀无大块的颗粒，浇筑后紧密结实

不易产生气泡，具有高性能防水效果。另外，在混凝

土中添加其他外加剂时，一定要注意外加剂是否符合

国家标准，并且与混凝土的配比要进行严格把控，保

证工程的防水效果。

在防水混凝土的应用中，施工布料的选择也至关

重要。布料的质量不达标，或者在布料使用上施工人

员安排得不合理，不符合国家规范以及布料排布的地

点、布料使用的层次不对等等问题都会使得布料无法

发挥其应有的效果，影响到防水工程的防水效果。因而，

合理选择、排布、应用布料对于更高质量地完成防水

工程起着重大作用。

5.5 施工缝隙的优质处理

在施工缝隙的处理问题上，一定要仔细认真，如

果处理不当，整个防水工程就将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如果是在新旧两个结构上进行防水处理，原有的混凝

土层已经老旧硬化无法改变其结构，在处理两者之间

的施工缝隙时要做到对原有混凝土层的表面进行清洗，

使其表面上不存在沙石、泥浆和油渍等。在做完清洁

处理之后，要对施工缝隙进行水淋冲刷，使得施工缝

隙保持湿润，然后再进行施工处理。在施工时要对施

工地区周围的地面进行保护，以免浇筑的混凝土溢漫，

使得周围地面凹凸不平造成不良影响。另外，在进行

混凝土浇筑时一定要仔细认真，最好能够一次性浇筑

完成，并且浇筑的时间最好控制在一定时间范围内。

浇筑次数过多、时间过长，混凝土的湿度和凝固时间

会不一致，使得浇筑的混凝土连接不紧密，从而达不

到应有的防水强度和效果。

5.6 施工后期养护

混凝土防水层不是浇筑完成就是万事大吉的，它

还需要一定时间的凝固定型和养护。混凝土的养护受

到环境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条件，养护的方式和时间

长度都不一样。通常在施工温度高于 5℃的情况下，必

须每日对新浇筑的混凝土层浇水保湿，并且养护时间

不得少于 14天；若是在气温过低的情况下，还要对混

凝土层进行覆盖保温处理，一方面能够使得它更快凝

固，另外还能防止气温太低冻裂新浇筑的混凝土层 [8]。

对于防水施工浇筑的混凝土防水层进行后期养护，能

够使得混凝土的使用寿命得到有效延长，起到更好的

防水作用。因此，施工人员应该重视防水混凝土的后

期养护工作，使其在防水工程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6 结语

在建筑行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于房屋的居

住条件不仅仅只还停留在有房即可，而是对于住房要

求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地下防水工程作为房屋建设中

的重要一环，施工人员应该采用更加高超的防水施工

技术，选取高质量的防水材料，打造出一个高质量、

高标准的地下防水工程。这样的地下防水工程，将为

地上建筑的高质量打造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欧阳文凯 ,邓涛 ,谭跃军 .珠海博物馆和规划展览
馆地下防水设计与施工技术优化 [J].中国建筑防水 ,2019 
(02):36-38.
[2]　廖程 ,杨接 .房建施工中地下防水施工技术重难点
[J].城市住宅 ,2019,26(11):177-178.
[3]　范玉晶 .在房建工程质量控制中施工现场管理方法
作用分析 [J].居舍 ,2019(16):133.
[4]　冯彦铮 .房建施工中后浇带施工处理关键技术探寻
[J].建材与装饰 ,2019(17):33-34.
[5]　上官致跃 .房建施工中的大体积混凝土无缝技术分
析 [J].建材与装饰 ,2019(17):40-41.
[6]　林晨 .房建施工中地下防水施工技术重难点探析
[J].江西建材 ,2017(08):68,72.
[7]　李英春 .房建施工中地下防水施工技术重难点探析
[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 (电子版 ),2017(33):123.
[8]　王邦波 ,王波 .房建施工中地下防水施工技术重难
点探究 [J].中外企业家 ,2016(3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