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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酸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在节水
灌溉渠道防渗加固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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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丙烯酸聚合物作为一种良好的基础性材料，不仅能在渠坡外露面产生防水层，也能保护原混凝土衬砌结构，

避免其受到腐蚀，从而起到防渗漏作用，提高渠道的稳定性，增加其使用寿命。本文对丙烯酸聚合物防水涂料在

节水灌溉渠道防渗加固中的应用进行分析，希望能通过对先进材料的使用，为推动节水和高效农业持续发展提供

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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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产业为主的大国，农业支撑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在农业生产中，灌溉水利是非常
重要的部分，其关系到农作物的生长质量与产量。为
了节约水资源，可对灌溉渠道进行重新施工，提高其
耐久性、可用性，防止渗漏的同时，也能保证其稳定性。
通过在节水灌溉渠道的防渗加固施工中采用丙烯酸聚
合物水泥涂料，无需拼装和切割，仅仅只需要进行涂
刷即可。因此非常简单方便，更没有大的安全隐患。

1 丙烯酸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概述

1.1 含义

丙烯酸聚合物水泥防水材料最早产生于 1989年，
被运用在军工技术中，其也被称为 LEAC，由高分子丙
烯酸水泥专用乳液与水泥粉剂所构成。其将无机材料
和有机材料进行结合，化学网状结构和物理网状结构
进行结合，具有一定的复合性。具体施工方式是涂刷，
成型之后的结构为卷材。而且丙烯酸聚合物水泥防水
材料综合了聚合物以及水泥的优势，异形面封闭可靠，
拉力强度大，施工方便简单，一般被运用在建筑、水
电站、军事工程的施工工程中，无毒无害无污染，且
成本非常低 [1]。

1.2 特点

丙烯酸聚合物防水涂料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弹
性非常强，可抵御四周的断裂，以及盖住热胀冷缩、
下沉所产生的不大于 8毫米的裂缝。第二，哪怕在湿
润的基面上也能进行使用，适合被用在节水灌溉渠道
中，防止四周产生渗漏。第三，黏结力很高，材料中
有活性成分，能与水泥基面里的毛细孔、微裂纹产生化
学反应，和底材融为一体，从而形成结晶细密的防水层。
第四，具有一定的环保特性，而且耐酸耐碱耐高温，能

起到加固的作用，并延长节水灌溉渠道的使用寿命。

1.3 缺点

在灌溉渠道的施工中采用丙烯酸聚合物材料，可
促使渠坡更加稳定，避免对材料产生破坏。同时丙烯
酸聚合物材料的黏度、抗剪切强度、高水头抗渗性能，
均能达到一定的要求，符合渠道施工的需要，但因为
抗剪性能不高，所以需铺设加筋 [2]。

2 丙烯酸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在节水灌溉渠

道防渗中的应用价值

2.1 节约水资源

通过在节水灌溉渠道防渗加固中采用丙烯酸聚合
物水泥，可有效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因为在农田灌
溉中，普遍存在浪费水资源的现象。而丙烯酸聚合物
水泥具有加固和防渗的作用，除了可以加强渠道建设，
更能避免渠道抗水体被冲刷，从而避免防渗渠道损坏。
而且我国的土地性质较为多样化，对于一些盐碱化非
常严重的区域，通过防渗漏渠道的加固维修，可以避
免水资源向下渗漏，控制地下水位，降低盐碱化的程度。
不仅如此，科学合理的节水灌溉渠道防渗加固，还能
带来一些经济效益，促使农户节约更多的种植成本。

2.2 防渗漏

由于丙烯酸聚合物属于一种多孔固体材料，其胶
体可以在混凝土的表孔产生物理吸附、化学吸附。在
固化之后堵塞其中的毛细管道，和混凝土相结合，使
黏结非常牢固。通过在节水灌溉渠道中采用丙烯酸聚
合物防水材料，最终能起到防渗的作用。

2.3 防腐蚀

丙烯酸聚合物中的乳液能制备水性防腐涂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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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和水泥混合之后制备成双组分涂料，虽然更换了填
充材料，但其成膜性能没有发生改变，可对灌溉渠道
起到防腐蚀的作用。而且丙烯酸聚合物能牢固地附在
表面，通过隔绝空气，避免腐蚀的现象产生。

2.4 提高灌溉质量

要保证灌溉的质量，就需要促使防渗渠道的水位
增高，流速和压差增加。而且灌溉的质量也关系到农
作物的生产量。要遵循先远后近、先高后低的顺序，
水从沟中流过，快速灌溉，快速排水。过去的灌水因
为地方较高上不去，低洼地方则容易积水，导致作物
生长无法得到保障。但采用了丙烯酸聚合物水泥防水
材料进行涂刷后，防渗渠道的进水更快，时间更短 [3]，
灌溉的质量也得到了保证，更提高了作物的产量。

2.5 避免污染环境

因为该工程属于灌溉渠道，所以要避免污染水资
源，保护环境。因为丙烯酸水泥防水涂料本身不具有
污染性，所以不会产生破坏环境的问题。丙烯酸聚合物
水泥属于单组分的一种材料，由交联纯丙乳液和改性剂、
功能助剂、填料所组成。不但无毒无味无污染，具有环
保性的特点，还可以进行延伸，其耐老化性能也很好。
由于其具有一定的坚韧性，黏结力很强，所以其中的防
水体系能习惯结构的变形，并且起到防水抗渗的作用。

3 节水灌溉渠道的具体概况

该积水灌溉渠道位于季节性冻土区域，四周有一
些不良的地质，一旦遇到水，就会膨胀和崩塌，甚至
变形。此外，渠道也有挖方、填方等一系列的形式，
地下水位赋存条件多样化，运行期渠道防渗层产生了
问题，所以使渗漏水在挖方的地方产生了滞水区，以
及在填方地区产生了管涌，损坏了流土。为了解决这
些问题，要进行重新施工。整个渠道的断面是弧底梯形，
其半径是 8厘米，弧长是 7厘米。通过采用现浇混凝
土和复合防渗结构，促使弧底的防渗强度有所提升。
但因为弧底的上面段渠坡是六棱块预制衬砌板，在预
制板中间开展砂浆勾缝，长度是 17米。在直线段和弧
底相接的地方，处土工膜的黏结用了热熔胶，所以问
题很大，可能会产生渗漏。

不仅如此，直线段预制衬砌间砂浆勾缝因为被冲
刷，所以产生了腐蚀，而且破坏了渗漏层。在这样的
情况下，需要采取丙烯酸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来进行
施工，对渠道防渗层进行修复。不但可防止渗漏，也
能减少灌溉过程中水资源的浪费。

4 丙烯酸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在节水灌溉渠

道防渗加固中的应用

因为灌溉渠道存在浪费水资源和渗漏的问题，所
以需将丙烯酸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涂刷在结构主体迎

水面的基面中，这样便能在结构主体的外部以及底部，
产生交圈的封闭防水结构。除了避免主体结构受到腐
蚀以外，也防止外部压力水渗进结构主体中。在本方
案中，先压实和敷设土料，再处理基层，并且配置丙
烯酸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贴上加筋布以及粘接层。
然后对涂料进行涂刷，做好隔离层、保护层的处理，
最后进行检查与验收。

4.1 压实土料

在对土料进行压实防渗的过程中，需要在灌溉渠
道渠床的表面敷设一层土料，这个土料必须经过紧密
压实，从而构建表面的防渗层。其中所涉及的材料包括
黏土、砂黏土等，这两类土的取材相对容易些，所以整
个土料压实防渗的成本也不高。但需要注意的是，前期
土料压实厚度越高，那么后期防渗的作用便越强 [4]。

4.2 合理设计断面渠道

在采用丙烯酸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之前，需要迎
合水位控制高程。针对渠道纵向断面的情况，根据灌
溉水位来控制高程，从而达到自然灌溉的目的。在这
个过程中也要掌握防渗渠道断面的情况，根据当地的
地形特点来选择适宜的断面类型。一般多选择梯形型
断面，其不但方便后面的施工，同时边坡也非常稳定，
一般被用在普通的地形中。

4.3 做好涂刷前的准备工作

第一，先要准备好相关的材料和设备，比如丙烯
酸聚合液料、粉料、加筋布等。在设备方面，则要准
备滚子、胶桶、搅拌器等。

第二，对丙烯酸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进行制备，
该防水涂料的配比是乳粉：乳液为 1：1。先将粉料放进
搅拌桶，加入一半的乳液，采用专门的搅拌器对其进
行搅拌，直到搅拌成没有一点颗粒的膏状物体，加入
剩下的乳液，继续进行搅拌。如果稠度很高，则要加
入粉料重量为 0.05倍的水。

第三，对基面进行处理，在对防水材料进行涂刷
之后，要对高程和表面平整度进行计算，同时进行验收。
需注意的是，基面必须保持干净和整洁，不能有任何
污物。如果基面存在破损、不平整的现象，则要用防
水砂浆对其进行修补之后，才能开展后面的操作。

4.4 对涂料进行涂刷

针对已经处理完毕的基面部分，需刷涂已经搅拌
好的浆料。在此之前，要先铺设丙烯酸聚合物水泥防
水涂料的专用加筋布。利用刮板朝着加筋布横向梳理
褶皱，从而促使涂料渗透在加筋布中。在这个过程中，
也要进行仔细检查，针对褶皱和空鼓的地方进行处理，
再二次涂刷。铺设了专门的加筋布之后，还要在中间
涂刷一层，也就是在加筋布粘接层和加筋布粘接层中
间涂一层。涂刷完之后还要再重复一遍这样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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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涂刷完毕，都要在上一层涂刷完全干掉之后才能
继续。需要注意的是，每次涂刷的时间至少要间隔四
个小时。如果空气湿度非常大，或者是在稳定度不高
的时候，则要适当延长间隔时间。

另外还有隔离层和保护层的施工，在涂刷了丙烯
酸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之后，要对隔离层涂刷一层厚
36毫米、1：2.5的水泥砂浆，而且合理设置分仓缝。此
外还有保护层，必须要在隔离层的施工结束之后，采
用 60毫米厚 C20细石混凝土来作为保护层。

4.5 加强细部的处理

做好细部的处理工作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施
工人员要针对节水灌溉渠道的排水孔、裂缝等进行一
定的处理。通过将宽度 120毫米左右的加筋布放入搅
拌好的浆料里，并且粘贴在需要加强的基面中。第二，
要采用丙烯酸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以及专业的加筋布来
做一层加强防渗层。后浇带防水附加层宽度是 150厘米，
伸缩缝以及其他缝的宽度每边需大于 15厘米。而且阴
阳角加强层必须要伸出立面、平面大概 26厘米的位置。

4.6 做好成品保护工作

在涂刷完毕之后，后面的一些工序（比如回填和
钢筋绑扎等）可能会损坏已经完成的防渗层。所以在
铺设刚性保护层之前，要禁止在防水层中进行施工操
作，更不能堆放任何物品。等到丙烯酸聚合物水泥防
水涂料大概固化了三个星期之后，还要再做上一层厚
度为 20毫米、1：2.5的水泥砂浆保护层，从而发挥出
保护的功效。如果防渗施工操作是最后完成的，那么
防水涂料也可以不用设置这样的保护层。

4.7 做好养护工作

在涂刷了丙烯酸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之后，还要
开展养护工作。工作人员要避免在涂层中进行走动，
可以采用细雾喷水的方法，或者是将湿布覆盖在上面，
大概三个小时之后再揭开。然后进行详细的检查，如果
发现其中有气孔、痕迹、砂眼、损坏等，要立即进行处
理和修护。在养护大概八小时之后，还要开展 24小时
闭水试验，确保无漏水的现象发生，并且促使灌溉渠道
的防渗工程空置两个星期左右，才能进行灌溉和使用。

5 质量控制和检查验收工作

5.1 对质量进行控制

为了保证节水灌溉渠道防渗加固的效果，需要根
据相关的施工标准，以及丙烯酸水泥涂料应用标准，
来对质量进行控制。在施工操作的过程中，必须检查
涂料的性能，达到一定的要求方可进行使用。防水层
的施工必须在上层施工结束，检查合格后，才能继续。
而且要开展技术交底的工作，由专业的技术人员对施
工操作的人员进行书面交底，并对他们开展培训，培

训结束后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此外，也要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性。针对防渗施

工材料（聚合物涂料、加筋布等）进行妥善处置，从
而避免产生安全隐患。在施工现场也要注意防火，不
能穿戴底层较硬的鞋，要穿胶鞋，从而避免对防渗层
产生破坏。更要禁止外部人员进入，防止其中的废水
流入还没有干燥的防渗层中，起到保护防渗层的作用。
最后也要进行定期检查，如果发现防渗层中有损坏，
则要及时进行处理。

5.2 做好检查和验收工作

施工结束之后，还要做好验收的工作。针对节水
灌溉渠道工程的不同部位，特别是细部构造进行检查。
如果发现其中存在裂纹、起皮和露布的问题，则要进
行修补，而且厚度也要达到相应的要求。

待防水层干了 48小时之后，需要进行喷淋，检验
有没有产生渗漏和积水的情况，以及排水系统是否通
畅。而且要根据相关的标准来进行验收，质量验收达
到要求才能被核定为合格。

6 运用效果

综上所述，在本次灌溉渠道防渗加固的施工中，
因为采用了丙烯酸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不但没有产
生渗漏，更满足了设计的要求，提高了强度。与此同
时还提高了渠道用水的效率，节约了灌溉用水。和其
他的防水卷材施工相比，丙烯酸聚合物防水材料极大
地提高了施工速度，减少了其他的材料消耗和成本支
出，所以值得进行大力推广和应用。

7 总结与体会

丙烯酸聚合水泥涂料作为一种环保性强、运用性
极好的材料，如今已经被运用在了各个领域的施工工
程中，比如军事工程、建筑工程、房屋修缮等。在上
面的内容中，笔者具体分析了节水灌溉渠道中采用丙
烯酸聚合物水泥涂料的情况，而且提出了实际的应用
和实践案例，希望能起到防渗与加固的作用，并且保
证灌溉渠道施工的总体质量，促使农民增产增收，带
来更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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