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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设备用房防水排水质量控制策略探究
方　甄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　新时期，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建造的高铁交通网络为社会经济注入了活力，其快捷、安全、高

效的特性满足了旅客出行的需求，同时也是中国制造的领跑，世界的“国家名片”。随着我国高速铁路建设速度

的加快和运营规模的持续扩大，高铁设备用房建设规模也随之增大。在高铁设备用房的建设及管理过程中还存在

着诸多新问题与新挑战，比如，施工技术落后、管理基础薄弱、技术力量不足等问题。如何在满足高水准建设要

求的前提下，促使新技术与新材料高度融合发展，是当前高铁设备用房建设中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介绍了

高铁设备用房施工管理工作的现状，并介绍了高铁设备用房的防水、排水方案设计和施工工艺的质量控制措施，以

期为同类工程施工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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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八纵八横”中长期高速铁路网建设这
一宏伟规划的提出，我国高铁工程建设数量和质量均
稳步提升，同时，高铁设备用房工程也大量增加，其

防水、排水施工质量问题也日益受到重视。高铁设备
用房防水、排水设计与施工的质量是提高设备用房使
用功能和保证铁路运行安全的关键。铁路建设中，很

多设备和重要设施都被置于设备用房的地下夹层中，
此空间的防水和排水就显得很重要了。尤其在地下水
位较高，雨水量较多的地方，其防水和排水的质量至

关重要，二者缺一不可。[1]

1 防水工程建设中的问题

1.1 防水材料问题

在保证防水施工效果的前提下，采用 SBS改性沥
青作为施工的主要防水材料。然而，由于产品质控机
制的不完善，市面上供应的原料质量差异较大，建筑

市场假冒劣质防水材料偶有出现。若不落实实地检验
等质检措施，就无法检验鉴别防水材料的质量特性和
水准，由此可能使不合格防水材料进入施工现场作为

施工用料，这将给防水工程的整体质量留下隐患。[2]

1.2 找平层施工质量

找平层施工是防水工程施工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在具体的找平层施工中存在着许多难点和不可控因素，

例如：在施工中，由于混凝土配比的异常，混凝土质
量不符合施工需求，从而给找平层施工工艺造成了很
大的影响。还有在施工中出现的水泥选型或使用错误

也会导致房屋防水性能降低。[3]

另外，在找平层泛水坡度控制上，若不能很好地

控制会造成找平层的倒泛水等质量通病。

1.3 保温层施工质量

在设备房屋防水工程中，保温隔热施工要严格控

制，若控制措施不当极易出现质量通病。下面就造成

此问题的可能原因展开具体分析：

1.3.1 保温材料水分含量过高

如果保温材料的水分含量超过标准阈值，当温度上

升、水分蒸发时，保温材料可能发生膨胀。这种膨胀会

使防水层产生凸起，对防水层的防水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1.3.2 保温材料四角处理不当

保温材料四角处理不当会对找平层、排水等施工

工序造成很大影响。此外，若由于材料粘贴不紧密，也

会对设备房屋的墙面和屋顶的防水性能造成很大影响。

1.3.3 没有及时清除保温材料

在保温工程结束后，会有残余的物料，这将造成

保温层的膨胀和脱落，从而影响到高铁设备用房的防

水性能。

2 防水排水工程设计中的质量控制

1.按照高铁设备房屋施工要求，施工单位组织设

计人员到现场进行现场勘察、选点，在防排结合、采

用符合防水、多重设防等多种防水排水方案中，选择

最合适的方案。

2.在设备房屋的设计中，需要设计方的线路、地

质、桥梁、供电、房建等多个方面的协调，以解决防水，

排水等问题。设备室的位置应该尽量远离池塘和泄洪

区，场坪高度必须达到：场坪水位应该突破百年洪峰，

历史最高水位。为了满足现场的排水要求，在保证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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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位和防洪标准的前提下，所建的场地地面高度必
须比庭院外的自然高度高 2m以上。[4]

3.牵引变电所、分区所、AT所等场地的排水，要

依据场地地形、地区降雨量、土质类型、场地道路布
局等情况，选用雨水沟、明沟或混合排水。对于电缆沟、
人行道等高出地表的截流，宜在下水道内设雨排水孔，

并铺设雨排水管道。
4.设备布置在建筑物的地下夹层内，采用不同的

电缆沟，电缆沟的纵、横向排水坡度不得低于 0.5%，

横向排水坡度一般为 1.5%，在沟槽的底部设一个集水
池，并在沟槽底部埋下排水管，集水坑的底部高度要
比庭院外的排水沟高 0.5m以上。室外电缆沟的底部，

应比室外地面高 0.1m，而建筑物的夹层地板比室外地
面高 1.2m。电缆沟内的收集井间隔 50m。设备房屋的
下层为防渗混凝土墙，墙体为防水卷材，底层为集水井。

3 工程质量管理要点

3.1 混凝土防水工程

施工单位按设计图纸选用适当的防渗等级、强度

等级，并对防渗工程进行了专项防渗试验。在混凝土
浇筑方面，由于距离较远、在交通状况不佳的情况下，
适当地延长混凝土的初凝时间，以避免出现冷缝、延

迟水泥水化热峰值出现、降低温度裂缝的发生。
加强排水、降水量管理，保证基坑干爽，保证基

坑最小标高不低于 30cm基坑，并在浇筑防水混凝土时

严禁用水。为保证混凝土的抗渗性，应采用振动法进
行致密处理，加固后的钢筋要固定，避免因钢筋错位
引起的露筋。浇筑混凝土完成后，应按施工场地的温

度状况进行覆盖、喷洒，为保证混凝土的抗渗性能，
应在 14天内进行养护。

为了保证高铁设备房屋的防水、防渗性能，在基

板和剪力墙之间预留横向施工缝，保证其防水、抗渗
性能，施工缝采用 220mm*3mm厚钢板止水带，在安装
钢板止水板时，应将钢板止水带连接起来，并在转角

和拼接部位进行焊接，并对焊缝进行防渗检查。穿墙、
楼面的接地线：地面上应该有一条铁管或其它结实的
保护层，并用沥青麻绳或施工用的密封胶堵紧，穿墙

管道应倾斜。电缆导入地下夹层电缆排管后，墙体上
的钢筋不断，钢套管和钢管进行焊接，电缆安装后采
用防水、防火密封。

3.2 防水卷材施工

由于地下夹层结构比较复杂，在防水卷材的施工

中，应着重对基板的阴阳角进行加固，为了确保卷材
的正确安装，卷筒的放置应为八字型，而且在卷材的
基础上，确认合格后，才能进行防水。从混凝土地基

下面铺好的卷材，使其完全覆盖在剪力墙上。在地下

和剪力墙的外侧布置 600mm高的保护层，在基座及剪
力墙上部进行 50mm的一种细石混凝土防护。

在制作卷材时，必须严格按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卷
材搭接，确保搭接的大小，然后把它粘到卷料的搭接
部位，再用火焰把它均匀地加热，并将其封口的宽度
控制在 10mm以上。

阴阳角的拐角处要作圆弧，在拐角处使用的卷料，
要选用高强度、高韧性和高延伸率的沥青卷材。应清
除穿过墙壁的管道表面的污垢和铁锈，并用钢板将其
压制。钢板要清洗并涂上沥青，并在钢板下方铺设油毡。

3.3 排水系统施工

设备房屋的地下夹层与电缆沟相连，如通过电缆
沟道内的水无法排出，它会将水流冲到地下的夹层里，
如果设备长期浸泡在水里，将会造成极大的危险，因此，
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排水设施。防水和排水需要同时
兼顾，在设计与施工中，排水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部分。

如果是山地、平原、雨水充足、地形复杂的地形，
每一个点都不同，每一个点的设计都要考虑到各点的
地形、地区降雨量、庭院场地的布局，从而合理地安
排排水。

电缆沟的深度为 1.5m，最深处为 2m，电缆沟设置
纵向、横向排水坡度，在电缆沟最佳排水及最低处设
置排水槽和排水管道，所内设置 5个，分区所设置 8个，
牵引站 15个。水池底部标高高于院子外排水槽 0.5m，
户外电缆沟槽，其高度必须高于地面 0.1m，将排水管
排至室外低洼处。当场地的标高与周围地面高度相近时，
无法满足自流的要求，应设置集水井和强排水排水泵。

4 防水工程技术要点

4.1 防水层施工技术

防水层施工工艺灵活，可以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
对其包覆层和接缝进行防渗，但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
其防渗效果较差。防水板接缝处的防渗漏处理技术要
求很高，施工中若操作人员操作不当，有可能造成接
头渗漏或接头断裂。在铁路设备房屋的建设中，由于
工程量大，各区段的高水准施工很难保持，同时由于
自然环境的改变，会对工程质量、工期造成一定的不
利影响，造成了较高的隐蔽性。如果在多雨的情况下，
由于高湿度，很难进行防水板的焊接，所以在焊接后
很难对防水效果进行有效的验证。

4.2 特殊构造防水技术

这种特殊的防水技术使铁路设备房地下不再需要
额外的防水，从而大大缩短了工程的时间和费用。由
于混凝土材料自身的防水性，按设计图纸及材料在施
工中按规定进行施工，可以满足其初步防水性能，但
在工程实践中存在较大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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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于采用混凝土材料设计的结构强度不高，造
成工程进度尚未完成时，许多设备房已经发生塌方等
问题。

2.混凝土的防渗漏状况不是很明显，但在使用中
仍有渗漏。因此，要有效地改善混凝土渗漏问题，提
高其自身的防水技术水平。

4.3 悬垂安装无纺布

在铁路设备房建设工程中，无纺布的安装是非常
关键的一环，它的安装可以有效地降低或消除支承防
水板在初期施工中侵入基体表面的毛刺。无纺布在设

备房屋施工中起到了良好的过滤、防渗作用，并能加
速地下水的排出。在铁路隧道工程中，一般采用悬垂
安装无纺技术，以保持其防水性能。悬垂无纺布的过

程按以下步骤进行。
1.将竖向中线标记在隧道拱顶。
2.将无纺布置于侧壁，从竖直的中线至弓形的两

侧。基层采用缓冲层，可以采用钉子等方法进行固定。
对于拱形和侧墙，对固定点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侧墙采
用梅花型，固定点间距 0.8m~1.0m，按上下、左、右顺

序固定。无纺布的缝纫线应该是一个直径 50mm的圆缝。

4.4 防水板结构施工

在铁路设备房屋工程中，防水板的施工是非常关
键的一步。在防水面板尺寸确定后，向有关施工单位

提供资料，以保证其结构性能。在铺防水板时，应由
拱顶中央至两侧侧墙施工，在铺防水板时，应将下部
板向上推，以保证其均匀重叠。如有必要，应将防水

板焊接并牢固。铺设方法：沿一定方向铺设，同时不
要拉得太紧，应留有一定伸缩量，以适应基体变形。
防水板铺设时，要调整好每个单元走向，以便于两个

单元的焊接。防水板铺设好后，要用砂袋压住，以防
风沙影响下一步边缘的焊接。

防水板焊接：接缝处理是施工关键程序，一般采

用热焊接方法，PE膜相接的表面加热处理，使之表面
熔化，然后通过压力，使之熔合成一体。在进行焊接
之前，必须进行试焊，以避免水密板被烧坏。如果要

对墙体进行加压焊，必须要安装防水板。在对拱形进
行加压的情况下，采用钢筋将防水板压紧在第一块混
凝土表面，然后在钢板压焊的同时，将防水板焊接到

一起。对于铺设好的防水板，边缘接缝处要求不能有
油污、水份、尘土等。焊接前要调整好接缝处两幅边
PE单膜，使之搭接一定的宽度，搭接宽度一般为 6cm~ 

8cm且平整，无折皱。[5]

5 施工质量控制

在此基础上，针对以上问题，制定了具体的质量

管理措施，以保证高速铁路设备房屋防排水的质量。

5.1 严格物料管理

考虑到建筑材料在建筑防水施工中的重要作用，
因此，必须采取相应的材料控制措施。强化市场信息
收集，并与供货商信用制度相结合，选用具有较高声誉、

价格合理的建材供货商，以保证工程物资的质量。[6]另外，
该项目还建立了严格的工地检查机制，主要针对工地
的建筑材料，将防水材料运送到工地后，通过抽样检查，

判定其是否合格，不合格的，严禁进入工地。注意保
存物料，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防止对防水材料的
损伤。

5.2 严格遵守规范

该项目结合设备房屋防水施工的要求，制订了严
格的施工程序和技术规程，确保施工人员能按照施工
规程进行操作，防止出现安全隐患。以找平层为例，

必须对混凝土的配比进行规范，并通过实验室的布置
和现场的布置来保证其质量。并注重基层的治理，控
制泛水斜率，防止倒灌。在保证施工周期和保证施工

质量的前提下，应加强对找平层的维护。其它部位的
质量管理也要结合有关的质量检验方法，对已完工的
防水部位进行质量检查，对不合格的部位要进行再修，

以保证工程的整体质量。并对分仓缝进行严格地控制，
宽度在 20mm~30mm之间，并且在平整作业中要注意追
平和压光，遵守质量规范。

6 结论

高铁设备房屋防水排水工程涉及材料、设计、施工、
管理等多方面的综合工程。对设备房屋防水排水工程

进行综合评价，选择高质量的防水材料，合理的设计，
精心的施工，及时的维修保养制度，确保工程的耐久
性和使用功能，确保了铁路客运线路的正常运营，达

到了较好的技术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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