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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ttlement joint leakage is a common phenomenon in substructure work. It is difficult to treat settlement joint leakage and it with recurrent trouble.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cause of settlement
joint leakage and studies the material and technology used in treating the settlement joint lea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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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下工程的沉降缝渗漏现象很普遍，沉降缝的渗漏治理很困难，而且治理后反复性很大，本文分析了沉
降缝渗漏的原因，对治理沉降缝渗漏所用的材料、工艺进行了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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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下工程渗漏水现象已成为建筑工程的通病之一，地下工程的防水质量问题已成为地下工程建筑质
量投诉的主要问题，根据二十多年来防水工程施工及治理地下工程渗漏的实践经验，本着刚柔相济的原
则[1]，形成了既安全可靠、又经济易行的治理方案。

2. 地下工程沉降缝的渗水原因和治理后的反复性

大家知道，工程结构中变形缝分为伸缩缝、沉降缝和防震缝，只有沉降缝是为了防止建筑物各部分
由于地基不均匀沉降引起房屋破坏所设置的垂直贯通缝，不仅是屋顶、楼板、墙身都要断开外，基础部
分也要断开，沉降缝的这一特点给防水带来了很高的要求[2]，通过业内学者专家的大量研究，在防止沉
降缝渗漏方面，先后提出了以下多种防水方案：1) 中埋式橡胶止水带与背贴式橡胶止水带复合使用；2) 是
中埋式止水带与嵌缝材料复合使用；3) 中埋式橡胶止水带与可卸式止水带复合使用；4) 中理式金属止水
带；5) 迎水面做防水层并与基础底板防水层连接。方案的设计可谓细致安全，但在实际施工中，由于以
下原因导致了防水效果失败。

2.1. 迎水面的防水层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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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沉降缝和垂直沉降迎水面上的柔性防水层会因为沉降缝两侧的结构沉降不同而断裂失效[3]。

2.2. 橡胶止水带的质量没有保障
橡胶止水带用于沉降缝时，对其性能有严格要求：硬度 60 ± 5，拉伸强度≥ 15 MPa，扯断伸长率≥ 380%，
撕裂强度≥ 30 KN/m。由于橡胶止水带在整个工程造价中占比很小，引不起建设方、监理方的重视，随便
安排从市场上采购，建材市场上销售的背贴式 500 宽橡胶止水带 60~70 元/m，而到生产厂家采购达标产
品同种型号要 120~130 元/m，由于这么大的价差，真正用到工程上的橡胶止水带的质量可想而知，市场
上这种劣质的橡胶止水带其拉伸强度不足 10 MPa，扯断伸长率在 150%左右，防水性能根本没有保障[3]。

2.3. 安装橡胶止水带操作不规范，后期保护不到位
橡胶止水带的安装作业很少让专业队伍承接，通常是由钢筋工给顺便安装，他们未经培训，没有经
验，再加上现场作业条件很差，时间又很紧，导致安装的尺寸不对，搭接不密实，固定的不牢固，先浇
筑一侧的混凝土时，因为振捣，止水带发生了较大的位移而失去防水功能，这种现象很普遍[4]。在浇筑
另一侧的混凝土时，有时发现止水带损坏了或严重歪斜了，现场人员也不会再去采取补救措施，有的直
接割掉不用了，这种现象也很多，所以后期的渗漏就不足为奇了。

2.4. 沉降缝嵌填带有隐患
沉降缝嵌填的密封材料不合格失去防水功能，垂直缝直接不做处理，水平沉降缝一般是用沥青油膏
进行嵌填，油膏的性能没有保障，留下了将来渗漏的隐患。

2.5. 沉降缝防水施工管理有缺陷

从工程质量管理的角度来看，建设方、管理方、施工方对于沉降缝的防水处理引不起足够的重视，
另外，地下工程施工期间，工期都很紧张，没有足够的工期来保证精工细做，用于沉降缝的材料质量管
控和沉降缝防水施工监管上也难以到位，杜绝不了渗漏隐患[5]。
地下工程沉降缝的渗漏现象很普遍，当前通常用的治理方法是，注浆止漏、背水面安装内置式密封
止水带和增设排水系统，详见《地下工程渗漏治理技术规程》JGJ/T212-2010。该规程详细描述了变形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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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渗漏治理技术要求，但是根据实际应用后发现，按以上方案治理后的沉降缝很容易在 3~6 月内又产生
渗漏，有很大的反复性，主要原因是：
1) 高分子化学注浆止漏是权益之计，由于沉降缝两侧的结构每时都在产生相对位移，所以，注浆堵
漏有效时间也就在 2~3 个月，如果是在丰雨季节，还保不了两个月，便会在注浆部位再发生渗漏，以聚
氨酯注浆料进行高压注浆止漏，立竿见影，效果很明显，只适用于治理施工缝、混凝土裂缝漏水，但不
适用于治理沉降缝渗漏。
2) 安装内置式橡胶止水带从理论上能够治理沉降缝漏水，但在工程实际应用中，安装要求高，难度
大，而且，用胶粘法固定止水带容易再脱落，粘接不牢固，用螺栓固定时很难压密实，也容易再产生渗
漏。
3) 增设排水系统受限。靠地下集水系统近的、无法彻底止水的沉降缝，可将漏出的水引到集水系统
内，但离集水系统远时，则造成了新的困难。因此现有的治理方案仍存在缺陷。

3. 刚柔相济的治理方案设计
根据前面对沉降缝渗漏治理反复性的分析，本着短期止漏与长期止漏相结合的原则，确定了以下方
案。

3.1. 底板上的水平沉降缝治理方案(见图 1)
底板上的沉降缝按照四级设防，第一级是刚性堵漏层，第二级是渗透结晶防水层，它是当第一层失
效后起补充作用的，第三级是密封材料，第四级是卷材防水，又起到保护层的作用。

3.2. 墙体上的垂直沉降缝和顶板上的水平沉降缝治理方案(见图 2)
垂直沉降缝和顶板上的水平沉降缝按照五级设计，第一级是刚性堵漏层，第二级是渗透结晶防水层，
它是当第一层失效后起补充作用的，第三级是密封材料，第四级是承托层，它主要是承托密封材料的，
第五级是卷材防水，又起到结合面层材料的作用。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horizontal settlement joint of floor
图 1. 底板水平沉降缝治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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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vertical joint and horizontal settlement joint of roof
图 2. 墙体垂直缝和顶板缝的治理示意图

3.3. 方案说明
3.3.1. 刚性无机材料堵漏层
用无机速凝材料做刚性堵漏层，同时埋入注浆嘴，凝固后实施注浆，形成密实的堵漏层。
3.3.2. 刚性渗透结晶防水层
在堵漏完成后，卸掉注浆嘴，清理缝内酥松的部位，涂刷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两遍[6]，并养
护 48 h，形成一道主动防水层，当刚性堵漏层开裂进水时，渗透结晶防水层立刻发挥作用。
3.3.3. 非固涂料密封层
用非固化沥青防水涂料(下称非固涂料)做为密封材料。先在缝内涂刷加温至 100℃ ± 10℃的高温液料，
底板的沉降缝在涂刷高温液料后，可直接灌注高温液料，填平为止。
3.3.4. 马口铁承托层
用于墙上的沉降缝和顶板上的沉降缝，用马口铁承托密封层，通过水泥钉固定在沉降缝上。
3.3.5. 高分子片材结合层
用 400 g 丙纶做结合层。缝两侧各外延 250 mm。
3.3.6. 墙体面层
按用户要求施工。

4. 主要材料的性能要求
4.1. 聚氨酯注浆料主要性能指标
聚氨酯注浆材料通过高压设备压入混凝土结构的裂缝中，遇水凝固同时膨胀，根据 JC/T2041-2010
聚氨酯灌浆材料标准的要求，聚氨酯注浆料要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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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指标

技术要求

凝胶时间

≤ 150 S

遇水膨胀率

≥ 20%

发泡率

≥ 350%

4.2.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主要性能指标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具有向混凝土内部渗透的功能，使混凝土裂缝被堵塞，使混凝土的结构
更加密实，抗压强度大幅提高，其性能要满足以下要求。
性能指标

技术要求

抗压强度(28 d)

≥15 MPa

湿基面粘结强度(28 d)

≥1 MPa

混凝土(去除涂层 28 d)抗渗压力比

≥ 175%

4.3. 非固化沥青防水涂料主要性能指标
非固化沥青防水涂料具有不固化、能蠕变、能自愈、粘结性强、不流动的特性，适合作为密封材料
和粘结材料，其主要性能指标如下。
性能指标

技术要求

粘结性能

100%内聚破坏

延伸性

≥ 15 mm

自愈性

无渗水

5. 施工过程
5.1. 清理沉降缝
将缝内的杂物全部清理干净，清理到结构混凝土的表面，最后用钢丝刷清理缝内酥松的杂物。

5.2. 用速凝无机材料堵漏并埋入注浆嘴
水流大时要先埋入引流管，最后封堵引流管的管口。注浆嘴的间距控制在 300~500 mm。预留缝深控
制在缝深的 1.2 倍。

5.3. 注浆
刚性堵漏完成并达到强度后，实施注浆，用间歇式注浆的方式，自下而上逐个注入，注浆料选用水
性聚氨酯注浆料[7]。

5.4. 拆除注浆嘴，清理缝内杂物
注浆完成 24 小时后，将缝内的注浆嘴可拆卸部分拆除，再用毛刷清理缝内的固化浆液等酥松的
杂物。

5.5. 涂刷非固涂料
向缝内三个面均匀涂刷非固涂料的高温液料不得漏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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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固定承托板
底板的沉降缝在涂刷非固涂料的高温液料后，可直接浇注高温液料，墙体的沉降缝和顶板的沉降缝
要先固定承托板。承托板要覆盖缝两侧各外延 50 mm，用水泥钉固定牢固并封闭，防止浇注高温非固涂
料时外溢。承托板选用 0.2~0.3 mm 厚的马口铁，每次固定承托板高 500 mm，墙体沉降缝可直接浇筑非
固涂料的高温液料，浇满后，再向上固定承托板，依次直至墙体顶部。
顶板沉降缝的第一块承托板自靠墙的一端开始固定，长度 500 mm，固定好后，从敞口的一端向里填
充常温的非固涂料，并用木棒捣实，然后再固定第二块承托板，依次直至顶板缝全部填充完毕。

5.7. 粘结墙面结合层
用 400 g 聚乙烯丙纶做为墙面结合层，用水泥胶浆铺贴，比马口铁的两侧各外延 200 mm，胶浆凝固
后再用金属压条固定。

6. 结束语
自 2015 年 4 月份以来，我们使用以上方案已解决了三个地下室沉降缝的渗漏问题，至今未发生渗漏
现象，我们认为本方案可行，现在总结出来，与业内同仁一并探讨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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