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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屋面防水施工质量控制“四环节” 

杨明学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  四川绵阳 

【摘要】屋面防水事关建筑主要使用功能，在建筑功能使用上具有突出地位。强化屋面防水施工质量

控制，把握屋面防水质量控制关键环节，确保在屋面防水正常设计使用寿命期内，不出现漏水渗水现象。 
【关键词】屋面防水；细部构造；淋水试验；渗漏 

 

"Four Links" for Quality Control of Waterproofing Construction of Building Ro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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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oof waterproofing is related to the main use function of the building , which has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use of building functions. Strengthen roofing waterproof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grasp the key 
link of roofing waterproof quality control, ensure that during the normal design life of roofing waterproof, there is 
no water leakage phenomenon. 

【Keywords】Roof waterproofing; Detail structure; Water pouring test; Leakage of water  
 

引言 
纵观中外工业与民用建筑发展史，建筑屋面出

现渗水漏水质量事故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人们的正

常生活使用，因防水泄露造成精密仪器仪表、重大

设施设备等遭受巨大损失的案例甚多，尤其遇水发

生化学反应、释放高能高热诱发燃烧爆炸的大事故

也时有发生。为此，总结建筑屋面防水施工质量控

制环节，不断提升建筑行业防水效能是十分必要的。 
1 精挑细选，确保防水施工队伍专业化 
1.1 选择一支“专业化”防水施工队伍至关重要 
屋面防水工程质量包括工程设计质量、施工质

量和日常使用维护质量。毫无疑问，施工质量是形

成工程实体质量的决定性环节。现行屋面防水工程

质量验收规范明文规定:从事防水工程施工，施工单

位应取得省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防

水相应等级的资质证书；操作人员经过防水专业培

训考试，达到符合要求的操作技术水平，有关主管

部门颁发岗位证书。作业人员应持证上岗，严禁非

防水专业队伍、严禁非防水工人从事屋面防水工程

作业。可见，选择一支业务素质过硬、工程实绩突

出的专业化、正规化的防水施工队伍至关重要。 

从我国近几十年建筑防水施工市场和调查走访

的众多工业与民用建筑项目来看，没有按照规范规

定的要求坚持选择专业化的防水施工队伍，作业人

员没有经过专业培训考核，不持证上岗的案例举不

胜数。其结果常常是项目当年建成、屋面当年就频

频发生渗漏现象。造成防水施工质量低劣的首要问

题，就是没有一支技术过硬的防水专班队伍。调查

统计发现的几个规律是：各类投资主体建设的大型

建设项目坚持贯彻专业化防水队伍施工普遍优于小

型和零星项目；国家、军队、地方政府等投资项目

专业化防水施工执行率普遍优于民营企业、个体投

资项目；工业建筑防水专业化施工普遍优于民用建

筑；医院、商场、金融、体育、车站等公共建筑防

水专业化施工普遍优于住宅类建筑；公开招投标发

包方式实施的项目普遍优于竞争性谈判、比选方式

确定项目；农村集体投资及农村自建住宅等项目普

遍采用“马路游击队散班队伍”从事防水施工，防

水专业化施工执行率最差。 
1.2 检查施工现场质量管理体系“十项制度”必

不可少 
屋面防水施工应遵循：“材料是基础、设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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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施工是关键、管理是保证”的综合治理原则，

防水施工单位必须健全质量管理体系。施工单位现

场前，应制定和落实现场质量管理体系“十项制度”：

（1）项目部质量管理体系；（2）现场质量责任制；

（3）防水专业工种操作证书；（4）防水施工技术

标准；（5）防水施工专项方案编制及评审；（6）
防水材料等物资采购管理制度；（7）施工设施和机

械设备管理制度；（8）计量设备配备；（9）检测

试验管理制度；（10）防水工程质量检查验收制度。 
建设单位或委托的监理单位应严格检查施工单

位对以上“十项制度”的准备落实情况，未达到要

求者不得允许防水施工单位擅自开工。调查发现，

很多项目的防水施工未有健全的管理班子，人员配

置严重不齐，管理体系混乱，没有防水施工专项方

案，缺乏施工操作技术标准依据性文件等情况特别

突出，最终造成工程实体质量失管失控。 
项目部质量管理体系和现场质量责任制中，应

将“工序质量三检查”制度明确清晰的划分确定出

来。屋面工程施工时，施工现场应建立各道工序的

自检、交接检和专职人员检查的“工序质量三检查”

制度，并应有完整的、真实的检查记录。可以说，

“工序质量三检查”制度是以上施工现场管理体系

“十项制度”的核心、是落实施工质量一切检查的

基本制度。每道工序施工完成后，应经过监理单位

或建设单位进行工序质量检查验收，应在合格后方

可进行下道工序的施工。 
2 精益求精，确保防水设计方案合理化 
2.1 精心组织屋面专项图纸会审 
建筑屋面工程施工前应开展专项图纸会审，目

的是让施工单位切实掌握施工图中屋面各构造层

次、细部做法等有关设计技术要求。建筑屋面分部

工程按构造层次可分为：基层与保护、保温与隔热、

防水与密封、瓦面与板面、细部构造等五个子分部

工程。各构造层次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其质

量直接关乎建筑屋面最重要的防水、保温、隔热等

三项使用功能。 
重点把握构造层的设计做法是否符合国家、行

业、地方等颁布的有关规范标准规定要求？设计做

法是否与项目使用性质等特殊要求相符合？特别是

国家标准规定有明确参数要求的必须对照逐条核

查，譬如：基层与保护构造层规定：屋面结构找坡

不应小于 3%，材料找坡宜为 2%；檐沟、天沟纵向

找坡不应小于 1%，沟底水落差不得超过 200mm。

保温与隔热构造层规定：喷涂硬泡聚氨酯保温层，

每遍厚度不宜大于 15mm，喷涂后 20min 内严禁上

人，当日作业面应当日连续地喷涂施工完毕。架空

隔热层的高度宜为 180～300mm，在屋面宽度大于

10m 时，应在屋面中部设置通风屋脊，通风口处设

置通风篦子。架空隔热制品距山墙或女儿墙不得小

于 250mm，非上人屋面砌块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U7.5，上人屋面砌块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MU10。种

植隔热层的屋面坡度大于 20%时，其排水层、种植

土层应采取防滑措施，种植土的厚度及自重应符合

设计要求，种植土表面应低于挡墙高度 100mm。防

水与密封构造层规定：卷材防水层坡度大于 25%时，

卷材应采取满粘和钉压固定；卷材宜平行屋脊方向

铺贴，上下层卷材不得相互垂直铺贴；相邻两幅卷

材短边搭接缝应错开，且不得小于 500mm、上下层

卷材长边搭接缝应错开，且不得小于幅宽的 1/3；热

粘法铺贴卷材熔化改性沥青胶料时，宜采用专用导

热油炉加热，加热温度不应高于 200℃，使用温度不

宜低于 180℃，粘结卷材的热熔型改性沥青胶料厚度

宜为 1～1.5mm；热熔法铺贴卷材明确规定，厚度小

于 3mm 的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卷材，严禁采用热熔

法施工。涂膜防水层规定：防水涂料应多遍涂布，

待前一遍涂布的涂料干燥成膜后再涂布后一遍涂

料，且前后两遍的涂料涂布方向应相互垂直；铺设

涂膜胎体增强材料时，胎体增强材料长边搭接宽度

不宜小于 50mm、短边搭接宽度不应小于 70mm、上

下层胎体增强材料的长边搭接缝应错开，不得小于

幅宽的 1/3、且不得相互垂直铺贴；涂膜防水层的平

均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最小厚度不得小于设计厚

度的 80%。卷材与涂膜防水层复合使用时，涂膜防

水层宜设置在卷材防水层的下面。瓦面与板面构造

层规定：木质望板、檩条、顺水条、挂瓦条等构件，

均应做防腐、防蛀、防火处理，金属顺水条、挂瓦

条以及金属板、固定件，均应做防锈处理；在大风

及地震设防地区、或者屋面坡度大于 100%时，瓦材

应采取固定加强措施；顺水条应垂直屋脊方向铺钉

在基层上，顺水条表面应平整，其间距不宜大于

500mm；烧结瓦和混凝土瓦铺装尺寸规定，瓦屋面

檐口挑出墙面长度不宜小于 300mm，脊瓦在两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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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上的搭接宽度，每边不应小于 40mm，脊瓦下端

距坡面瓦的高度不宜大于 80mm，瓦头伸入檐沟、

天沟内的长度宜为 50～70mm，金属檐沟、天沟伸

入瓦内的宽度不应小于 150mm，瓦头挑出檐口的长

度宜为 50～70mm，突出屋面结构的侧面瓦伸入泛

水的宽度不应小于 50mm。沥青瓦铺设时，每张瓦

片不得少于 4 个固定钉，在大风地区或屋面坡度大

于 100%时，每张瓦片不得少于 6 个固定钉。细部构

造工程规定：檐口 800mm 范围内的卷材应满粘；女

儿墙和山墙的压顶向内排水坡度不应小于 5%，压顶

内侧下端应做成鹰嘴或滴水槽；水落口周围直径

500mm 范围内坡度不应小于 5%，防水层及附加层

伸入水落口杯内不应小于 50mm，并应粘结牢固。

屋面出入口的泛水高度不应小于 250mm 等。 
调查发现，很多项目仅仅在总承包单位进场前

开展总体施工图纸会审，在屋面工程施工前没有组

织专项图纸会审。由于总体图纸会审涉及建筑、结

构、给排水、暖通、强电、智能化、供配气、市政

等图纸内容，系统多、专业面宽，参建单位其图纸

会审往往重在结构安全、关键技术、核心部位等方

面，而对屋面防水、保温、细部做法等设计方案常

常难以展开深入会审研讨，对屋面防水的设计做法

是否科学合理？选用防水材料是否满足当地气候条

件？是否与当地原材料市场贴切？构造层之间的相

容性如何？防水设防级别是否满足建筑物类别和工

艺条件需求？所以，在屋面分部工程施工前组织专

项专题图纸会审是十分必要的，可以说，专项图纸

会审是对总体图纸会审的再深化、再细化、再会诊、

再把关。 
2.2 精心检查防水施工操作依据 
防水施工必须坚持按照设计图纸和规范规程、

图集等依据性文件施工 ，主要依据性文件有：（1）
施工图设计图纸及说明；（2）现行国家有关防水施

工技术标准、操作规程；（3）屋面工程质量验收规

范；（4）行业、地方等编制的施工图集；（5）经

批准的施工技术方案等。施工技术方案不得低于设

计图纸、国家、行业、图集等规定要求。 
特别指出：施工前必须坚持组织好防水作业工

人技术交底班前会，确保作业人员能够按照图纸、

规范标准等要求操作性文件施工。由于单体建筑屋

面动辄就是成百上千的面积，体量规模大，如果某

个环节出错而造成大面积的拆除返工，将会在时间

上、成本上造成较大的损失。遵照防水施工造作依

据性文件施工是避免、减轻损失的制胜法宝。 
3 精雕细琢，确保施工质量细节关 
3.1 “用显微镜标准”做好每道工序施工质量 
防水与密封子分部工程包括卷材防水、涂膜防

水、复合防水和接缝密封防水四个分项工程。对分

项工程的各工序施工质量应坚持细之又细的态度，

明察秋毫，不放过小错误。因小的失误而造成局部

渗水漏雨的案例很多，且修复防水的代价是很大的。

以卷材防水施工为例，做好基层处理、铺贴方向、

卷材辊平、上下层搭接错缝、临边搭接宽度控制、

防水收头粘结和压条钉固、密封等各工序的施工质

量是十分重要的。合理选择冷粘法、热粘法、热熔

结、自粘法、焊接法、机械固定法等适合材料特性

的不同工法。 
各工序质量是构成工程实体质量的最小单位，

是质量的基础，从操作的开始阶段就得高度重视。

屋面工程施工时，常常因上道工序的质量问题未解

决而进入下道工序施工，覆盖遮掩了上道工序质量

问题，给屋面防水留下质量隐患。 
3.2 “用放大镜标准”把好细部构造施工质量 
建筑屋面细部构造包括“三口两沟两墙、窗脊

管孔座”，三口为：水落口、檐口和屋面出入口；

两沟为：檐沟和天沟；两墙为：女儿墙和山墙；窗

脊管孔座指：屋顶窗、屋脊、伸出屋面管、反梁过

水孔、设施基座。细部构造由于形状复杂、变形集

中、构造防水和材料防水相互交融，难以大面展开

施工操作，是屋面防水出现跑、冒、滴、漏等病害

频发易发部位。调查表明，约 75%占比的建筑屋面

渗水漏水是由于细部构造的防水处理不当造成的，

对细部构造的质量应作为重点把控环节，细部构造

工程的检验批质量必须全数检验合格。 
4 精查细验，确保防水施工质量验收关 
4.1 强化进场材料质量验收关 
屋面防水材料性能的优劣直接关乎防水工程整

体质量的好坏，并对防水耐久性影响极大。材料进

场验收是把好材料合格关的重要环节，严禁使用检

验不合格或国家明令禁止、淘汰的材料。按照三个

步骤开展材料检验：（1）根据设计文件要求对材料

质量证明文件进行核查，主要包括出厂合格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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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说明书、性能检测报告等，进口材料应按规定进

行出入国境商品检验。（2）对可视化质量进行检验，

包括材料的品种、规格、外观、尺寸、包装等。（3）
对材料主要物理性能（不透水性、低温柔度、弯折

性、耐热度、拉伸强度、拉断伸长率等）进行见证

抽验复验，目的是验证防水材料的质量是否符合要

求。 
4.2 严格分部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关 
屋面工程质量验收应按程序精心组织。（1）检

验批是工程验收的最小单位，检验批的主控质量抽

样检验均应全部合格、一般项目抽样检验应有 80%
以上的抽查点在允许偏差范围内、且最大偏差值不

得超过允许偏差值的 1.5 倍，检验批验收还应具有完

整的施工操作依据和重量检查记录。屋面工程宜按

照屋面面积规模，每 500～1000m2 划分为一个检验

批，不足 500m2 应按照一个检验批执行。（2）分项

工程质量验收较为简单，主要是所含的检验批质量

均应合格，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完整即可。（3）分

部工程验收核查内容全面，所含分项工程质量均应

合格，质量控制资料完整，安全与功能抽样检验合

格，观感质量综合评价合格，对于观感质量差的检

查点应通过返修处理。 
屋面工程验收资料和记录主要为七个方面，分

别为：（1）防水设计资料，包含：设计图纸会审记

录、设计变更、材料代用核定单；（2）施工方案；

（3）技术交底记录；（4）材料质量证明文件，包

括：出厂合格证、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

进场验收记录和复验报告；（5）施工日志；（6）

工程检验记录，包括：工序交接检验记录、检验批

质量验收记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淋水或蓄水试

验记录、观感质量检查记录、安全与功能抽样检验

记录；（7）其他技术资料，包括：事故处理报告（如

发生则有）、技术总结。 
5 结束语 
建筑屋面防水属于建筑物主要使用功能，功能

地位突出。参建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屋面防水工程质

量，坚持标准化、精细化、专业化施工。牢牢把握

屋面防水质量控制关键环节，强化屋面防水施工质

量控制，不断总结经验，确保在屋面防水设计使用

寿命期内不出现漏渗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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