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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西省电信公司指挥调度 中· 生产楼 

地下车库渗漏水治理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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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江西省电信公司指挥调度中心生产楼地下车库出现渗漏的原因，结合现场勘查结果，重点阐述了治理裂 

缝、点渗漏以及管根部位渗漏的施工工艺流程以及施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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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of Anti-seepage Treatment in Underground Garage 

of Production Building of Command and Dispatch Center of 

Jiangxi Province Telecommunication Company 

Li W eimin 

(Jiangxi Prebiotics Livable Low—carbon Eco—friendly Materials Co．，Ltd．，Nanchang，Jiangxi 330000，China) 

Abstract：The article analyses leakage causes for underground garage of production building of command and dispatch center 

of Jiangxi province telecommunication company．According to the on-site survey results，the article outlin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key points for anti-seepage treatmeots of cracks，point leakage and the parts of tube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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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江西省电信指挥调度中心生产楼位于南昌市北 

京东路 1969号，紧邻艾溪湖。该中心生产楼共 8层， 

建筑面积共计4万余 m 。该楼于2009年初动工， 

2010年 8月份竣工。由于地下车库底板等多处渗漏 

水，丰雨季节地面积水深度达 100 mm左右 ，故一直 

未交付使用。承建方多次请人维修，但由于没有做到 

系统整治，终究都是无功而返。 

我公司接受了该地下车库渗漏的维修任务，在对 

积水进行抽排后，通过组织相关技术人员进行“会诊” 

发现，产生渗漏水的方式有三类： 

1)裂缝渗水，主要集中在地下车库底板，初步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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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地下车库底板有4O多In裂缝，消防水箱侧墙有 l0 

余in，地下车库侧墙(剪力墙)有 1O余 in，电梯井底 

板有5 in，地下车库通风道内有6O余m； 

2)点渗漏，主要集中在地下车库顶板，渗漏点达 

300多处，剪力墙有 20余处，消防水箱有 8处；电梯 

井侧壁8处，通风道内有20处； 

3)管根部位渗漏，地下车库顶板管根口有 16处 

渗漏。 

另外，我们通过查阅原设计资料，了解了原地下 

车库底板、侧墙、顶板防水做法，见图 1。 

2 渗漏水原因分析 

2．1 材料原因 

1)选材不合理。该地下室防水材料原防水选用 

了三元乙丙防水卷材。地下室由于环境比较潮湿，很 

难达到三元乙丙卷材的施工要求，卷材难以粘结牢 

固，易出现张口、空鼓现象，从而导致渗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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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兀  

一 混凝土结构层 

薯 

，  

- 

jt 

(剧  l 
但}白I拿-_J 

． 

’
i 

{ 

侧墙结构示意图 

图 1 原底板、侧墙及顶板防水结构示意图 

2)防水混凝土配制的原因。地下混凝土的防水等 

级为P8，由于防水剂或微膨胀剂等添加剂的掺量不 

足，致使防水效果达不到设计要求而产生渗漏。 

2．2 施工原因 

1)防水混凝土因施工中振捣不密实或养护不到 

位等原因产生裂缝或孔洞，致使混凝土不防水。 

2)铺贴卷材没有按照规范要求去铺贴，基面达不 

到干燥度的要求，基面有明水或渗水状况下进行强行 

铺贴，导致卷材空鼓、张口。 

3)保护层施工时破坏了卷材防水层。做 150 mm 

双向配筋的混凝土保护层时，由于施工人员不注意， 

在绑扎钢筋时刺破卷材防水层导致渗漏水。 

3 维修方案及施工要点 

3．1 裂缝渗水的治理 

3．1．1 治理方案 

在背水面采用化学灌浆补强堵漏+刚柔相济的 

防水处理。 

3．1．2 施工工艺流程 

具体施工流程：清理基面一寻找裂缝_÷扩缝 灌 

注水溶性发泡聚氨酯化学浆液 缝内压填HJ—B 。渗 

透结晶型防水材料一刮涂聚氨酯防水涂料 刮抹 

HJ—B。。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 

3．1．3 施工要点 

1)清理基面：清除杂物，清扫基面并用清水清洗 

一 次；侧墙及顶板等其他裂缝需铲除表面装饰层。 

2)寻找裂缝：用干撒水泥法仔细寻找渗漏水裂缝 

及延伸缝。 

3)扩缝打槽：用切割机、电锤等工具将渗水裂缝 

扩成 50 mmx50 mm的 u型槽。 

4)注浆：首先在 u型槽的底部均匀地布埋好止 

水针头后(针头之间间距 100～150 mm)，用电动高压 

注浆机将水溶性发泡聚氨酯分多次注入，直至发泡 

堵住渗漏水为止。 

5)压填 HJ—B。。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用清水调 

和HJ—B。。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成半干料团压入u型 

槽内，直至填平u型槽。 

6)刮涂聚氨酯防水涂料：在 U型槽表面刮涂二 

遍双组分聚氨酯，并铺贴无纺布，刮涂聚氨酯宽为 

200 mm左右，厚度不低于1．5 mm。 

7)刮抹 HJ—B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待聚氨酯 

防水涂料干固后在其上刮抹两遍 HJ—B。。聚合物水泥 

防水砂浆并铺贴无碱玻纤布。第 2遍刮抹防水砂浆 

必须在第 1遍刮抹的材料干硬后进行，两遍刮抹的总 

厚度不低于3 mm。防水砂浆材料的水灰比为 1：0．3， 

搅拌均匀静置5 min后使用。 

3．2 点渗漏的治理 

3．2．1 点渗漏治理做法 

点渗漏具体渗漏治理做法，见图2。 

辩 氟 
厂 

止水针处 一混凝土基层 
一 ILl—B 渗透刍 
— _Js复合防水 
— — —u T D △  

防水材料层 

防水砂浆层 

图 2 顶板渗漏点堵漏施工 

3．2．2 施工工艺流程 

具体施工流程：清理基面一寻找渗水点一扩孔一 

灌注水溶性发泡聚氨酯化学浆液一填充 HJ—B。。渗透 

结晶型防水材料 涂刷JS复合防水涂料 刮抹HJ— 

B。。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 

3．2．3 施工要点 

1)清理基面：将渗水点周围清理干净，有粉刷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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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铲除。 

2)寻找渗漏点：用干撒水泥法寻找渗水点。 

3)扩孔：用电锤等工具将渗水点扩大扩深，孔直 

径为 50 mm，深度为 30 mm左右。 

4)注浆：在孔底部布埋止水针头，并用电动压力 

灌浆机将水溶性发泡聚氨酯注入让其发泡直至堵住 

渗漏水为止。 

5)填充 HJ—B。 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将 HJ—B。 

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用清水调和成半干料团后压人 

孔洞内直至填满填平。 

6)涂刷Js复合防水涂料：在填平的孔洞四周涂 

刷 3遍Js复合防水涂料并铺贴玻纤布。涂刷尺寸在 

直径200 mm左右，注意第2遍涂刷必须在第 1遍涂 

刷材料干燥成膜的基础上进行。 

7)刮抹HJ—B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在Js面层 

上再刮抹2遍 HJ—B。。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并铺贴玻 

纤布，尺寸直径为200 mm左右，要求第2遍刮抹必 

须在第 1遍刮抹的材料固化后进行，两遍刮抹厚度 

不应低于 3 mm。 

3-3 管根部位渗水治理 

3．3．1 管根部位渗水治理做法 

管根部位渗漏治理具体做法，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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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管根部位治理示意图 

3-3．2 施工工艺流程 

具体施工流程：清理一堵漏 涂刷聚氨酯材料一 

刮 HJ—B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 

3．3I3 施工要点 

1)清理：将管根部位的浮砂、浮渣清理干净，并用 

电锤将管根四周凿毛。 

2)堵漏：用“堵漏王”将管根四周封堵好，直至不 

渗漏水。 

3)涂刷聚氨酯防水涂料：在管根四周的“堵漏王” 

材料之上涂刷2遍聚氨酯涂料并铺贴无纺布。 

4)刮抹 HJ—B。。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在聚氨酯 

涂膜表面刮抹HJ—B。。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2遍并铺 

贴玻纤布，要求刮抹第 1遍HJ—B 。聚合物水泥防水 

砂浆时就铺贴玻纤布，两遍厚度不应低于3 mm。 

3．4 地下车库底板防水处理 

3．4．1 底板防水做法 

底板裂缝渗漏治理，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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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地下底板裂缝渗漏水治理 

3．4．2 施工工艺流程 

具体施工流程：清理基面 修补缺陷一刮抹4遍 

HJ—B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一做保护层。 

3．4_3 施工要点 

1)清理基面：铲除浮砂、浮渣，并用水清洗干净。 

2)修补缺陷：认真查找有无凹坑、孔洞等，有缺陷 

及时修平，有渗漏点及时堵漏。 

3)刮抹HJ—B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4遍：整个 

底板分4遍刮抹 HJ_B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4遍刮 

抹的总厚度不应低于6 mm。 

4)保护层：在 HJ—B 。聚合物水泥防水砂浆层上 

做一道 40 mm厚的双向配筋细石混凝土，或 60～i00 

mm厚双向配筋普通混凝土。 

4 结语 

江西省电信公司调度指挥中心生产楼地下车库 

渗漏水综合治理工程于2011年5月初竣工，现在已 

经经过了两年多的考验，特别是2012年上半年江西 

50 mm以上大雨或暴雨达60多次，创下近30年来 

雨量之最，地下水丰富，但治理后的该工程都未出现 

任何渗漏水现象，说明此工程采取的治理方案是成功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