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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工程中外墙防渗工程技术的应用探究 

白树文 

济南市保障性住房服务中心  山东济南 

【摘要】经济发展带动了房产事业的兴起，但是在房屋的建设过程中，外墙的渗漏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现象，也是比较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外墙的渗漏通常不是由单一因素引起的，这也就造成了在处理外墙渗

漏的问题时需要多种的工程技术相互配合，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导致外墙的渗漏，从而导致后续

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为居民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此有效地解决外墙渗漏问题已成为房屋建造的

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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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led to the rise of the property business, but in the process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leakage of external walls is a relatively common phenomenon and a relatively difficult problem to 
solve, the leakage of external walls is usually not caused by a single factor, which also causes the problem of 
leakage of external walls requires a variety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ies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once a certain 
link has a problem, it will lead to leakage of external walls, which leads to a variety of problems in the subsequent 
process, causing unnecessary trouble for residents. This can lead to a variety of problems in the subsequent process, 
causing unnecessary problems for residents. Therefore, the effectiv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external wall 
leakage has become the ke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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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年来我国房地产项目的兴起，全国各地

都在开发新楼盘。但是在房屋建设的过程中，时常

会出现外部墙体渗漏的问题，不仅给居民住户的生

活带来不便，同时在后期的维护中产生巨大的人力

浪费和财产损失，给物业管理和专业维修带来不便，

更严重地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而墙体的渗

漏主要是由于在设计、施工、监管等环节出现问题

所导致的，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必须要确保每一步都

要符合相关的建设标准，防止建设的墙体发生渗漏

现象。在建造过程中，需要仔细检查外墙，如果发

现墙体已经出现了渗漏现象，需要及时维修，防止

墙体进一步开裂。 
1 房屋建筑工程中外墙防渗技术现状 
根据国家现行规范、规程《建筑节能工程施工

质量验收规范》GB50411-2007、《外墙外保温工程

技术规程》JGJ144-2008、《保温板薄抹灰外墙外保

温施工技术规程》北京市地标 DB11/T584－2013 制

订本指导意见。墙体外部在施工前，施工方应该提

前编写施工方案，并且上报总公司的工程技术部门

进行备案。其中施工方案应该包括但不限于混凝土

的材料及结构、建筑结构以及不同构筑物相连处的

处理，墙体孔洞及窗户与墙体之间的密封性和防水

性的处理，墙体外部保温材料的材质要求，墙体外

部的装饰方法，墙体后期的维护措施，施工过程及

完工后的监管程序等。针对不同的渗漏原因，在施

工过程中需要找到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如在施工过

程中遇到较大的缝隙，需要用水泥对缝隙进行填补，

遇到较小的裂缝时可通过抹灰找平的方式进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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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处理结束还要根据实际需求在修补处涂抹防

水材料，以防止后期再次发生渗漏现象[1]。 
2 外墙渗漏的主要原因 
施工修建中外墙面的渗漏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2.1 外墙面大面积的渗漏 
这种大面积的渗漏主要发生在建筑物两边的山

墙上。尤其是在连雨季节或台风时节，构筑物的墙

体外表面会承受较大的风力以及大量雨水的冲刷，

如果墙体没有经过防水处理或外部墙体比较为单薄

时，墙体很容易就会形成大面积的渗漏，但是这种

大面积的墙体渗漏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以及南方较

为潮湿的地区，而在北方以及较为干燥的地区则很

少会出现墙体大面积渗漏的现象。 
2.2 外部墙面单薄环节的部分渗漏 
墙体的部分渗漏在一般的建筑物中是比较常见

的，由于部分渗漏的问题主要是在施工过程中人为

的疏忽所导致的，因此部分渗漏是在施工建筑过程

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外墙的部分渗漏主要是

发生在不同构筑物之间的连接处以及墙体上的孔洞

处，例如混凝土的构筑物与砖体构筑物之间的连接

处；承重墙与非承重墙之间的连接处；墙体上的螺

栓孔洞；必要的穿墙管道孔洞；外墙配电箱以及门

窗与墙体的连接处等。如果这些墙体上的薄弱环节

不经过特殊的工程技术处理，在经过一段时间后，

这些薄弱之处十分容易形成裂缝，当下雨时雨水就

会通过这些裂缝渗入墙体，从而造成外墙的渗漏现

象[2]。 
3 外墙防渗技术措施 
3.1 墙体相连处施工 
在建筑的外墙施工过程中，可以采用柔性的方

式来对墙体进行处理，采用柔性处理后的墙体在连

接处更加紧密。柔性处理的施工流程如下 ：首先把

灰铺在下层砖体的表面上，然后在灰上放置一块砖，

最后在放置砖的过程中缓慢揉压。经过柔性处理后

可以显著地提高外墙的墙体质量，减小墙体之间裂

缝产生的概率，从而降低外墙渗漏现象的发生。 
3.2 外墙的建筑施工 
为了防止干燥的砖块被用于墙体建筑中，在进

行外墙的建筑前需要用水对砖块进行湿水处理，尤

其是蒸压砂加气混凝土砌块在用于墙体的建筑中更

需要湿水处理。砖块需要进行湿水处理是因为干燥

的砖块在建筑时会吸收浆料中的大量水分，导致浆

料混合不均匀，粘接性变差，在浆料完全干燥后容

易导致墙体出现裂缝。因此在施工过程中需要严格

检查砖块的湿润程度，在使用前必须要进行湿水处

理，防止外墙后期的变形或开裂，从而避免渗漏现

象的发生。 
3.3 混凝土的制作及浇筑施工 
在施工的过程中，混凝土主要起到粘结的作用，

因此混凝土的质量在建筑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所以在混凝土的制作过程中需要严格把控原

材料的品质以及质量配比，同时根据不同的施工要

求来投加添加剂，以此来保证混凝土最佳的粘结性

能。在混凝土使用的过程中，需要严格把控混凝土

使用量，同时为了避免混凝土对墙体的其他构筑物

造成严重的腐蚀，需要在使用混凝土前对混凝土做

好防腐蚀的测试，从而保证墙体的质量。在建造完

成后还需要对墙体进行全方位的保养，避免墙体裂

缝的产生[3]。 
3.4 墙体孔洞处的施工 
为了避免金属管道在屋外腐蚀以及方便施工，

在房体建筑的过程中，需要一些管道穿过墙体，这

样就无可避免地需要在墙体上钻取孔洞，而这些孔

洞无法与管道完美连接，从而导致管道与孔洞之间

存在缝隙，甚至在压力的作用下可能会导致孔洞周

围出现裂缝，所以在施工过后必须要对孔洞进行处

理。在处理孔洞时首先要把孔洞周围清理干净，不

能有残留的灰分，然后利用水泥或其他材料对孔洞

进行密封处理，最后必须要对墙体进行喷淋试验，

每面墙体的试验时间不得少于五分钟，必要时还需

要对封堵处涂抹防水材料，从而保证每面墙体的孔

洞处无渗漏现象的发生[4]。 
3.5 抹灰找平阶段的施工 
在施工后期需要进行抹灰找平工作，在外墙的

抹灰中通常要进行两次抹灰。首次抹灰主要是为了

初步找平，同时对外墙的裂缝进行修补，抹灰的厚

度通常为 2-4 毫米。在首次抹灰完成后需要对抹灰

的质量进行检查，符合施工标准后进行二次抹灰，

第二次抹灰的主要目的是找平，方便后期对外墙的

修饰，同时也避免后期墙体出现裂缝。 
3.6 窗户周围的缝隙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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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过程中应尽可能地确保墙体尺寸的标准

以及墙体的找平，从而减少窗户与墙体之间的缝隙。

如果已经有缝隙的产生，需要及时对缝隙进行处理。

首先是将窗户与墙体之间的灰尘及颗粒物进行清

理，用水对墙体充分淋湿后，在墙体与窗户缝隙处

涂抹水泥，然后再用 1：2.5 的水泥砂浆对缝隙进行

填补，最后在缝隙处涂抹防水密封材料。处理完成

后，需要在一周之后进行检查，如果发现有裂缝产

生，需要对裂缝进行二次处理。除此之外，要严令

禁止在墙体与窗户之间填塞木块或其他填充材料，

必须要保证墙体与窗户之间填充的紧密程度，这样

不仅可以避免渗水现象的发生，还能保证墙体与窗

户之间连接紧密，不会使窗户发生坠落事故[5]。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房屋建设和施工过程中，常

常会出现许多因素造成外墙的渗漏，一旦发生了渗

漏，就会对施工方造成不良的影响，同时还会给房

屋的居民带来不便，在后期的维护与修缮中会造成

大量的财产损失，因此在施工与监管过程中，必须

要按照国家的标准文件来执行，同时确保施工过程

中所使用的材料也符合国家的相关标准。在发现外

墙渗漏时应及时维修，减少外墙渗漏对居民造成的

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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