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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沉降缝是污水池 易发 生渗 漏的主要部位之一。介绍 了某 

污水池 沉降缝渗漏的检查和修复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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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hod for leakage-check of sedimentation-sew in sewage 

cistern／／Pei Haifang 

Abstract：Sedimentation-sew is one of pfima~ leakage parts in 

sewage cistern．The article introduces a method for examine and 

repair the leakage of sedimentation-sew in sewage ci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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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污水厂的施工中．污水池等水工构筑物常设置 

沉降缝。沉降缝处一般采用橡胶止水带止水。沉降缝 

是整个水工构筑物的薄弱部位．常因设计不周、选用 

材料不当、施工质量不好、地基下沉等因素．造成构筑 

物不同程度的渗水现象。某厂污水池 2005年 8月建 

成，在盛水试验过程中，发现水池外侧的池壁与底板 

97％，并铺设 300 mm厚三七灰土：四周采用掺 l2％ 

UEA膨胀剂的钢筋混凝土浇筑湖壁防渗墙．再紧贴 

防渗墙砌毛石形成装饰层；湖底空铺防渗布做防水 

层，要求搭接缝严密可靠 ，四周向混凝土防渗墙上的 

粘贴高度不少于 250 mm 

5 结语 

湖区全部施工完毕后，为方便鱼虾等水生物在湖 

内安窝生活，在每区底板上加铺 150 mffl厚中沙和 

200 mill厚的鹅卵石层。该湖区于 1999年 l0月竣工 

相交处的沉降缝有水渗出．后把该处沉降缝的密封胶 

及缝中的泡沫板清除干净发现．渗水是从池内底板处 

橡胶止水带下部的沉降缝中流出的。 

1 查找渗漏部位 

污水池尺寸为 40 m x30 m．沉降缝采用埋入式 

橡胶止水带止水，结构见图 l。经查渗水从止水带下 

流出，应是底板沉降缝的止水带在某处发生渗漏。首 

先按照以下步骤查找出渗漏的部位。 

1)停止水池的盛水试验工作．并把池内的水排出 

池外，为防止因排水过快而导致池体的沉降反弹．排 

水分 3次，每次排水高度不超过 2 m．并且每次排水 

要间隔 l d 

2)水池内的水排除完毕后，清理底板表面，吸除 

沉降缝内的积水，并保持干燥。 

3)把沉降缝表面的密封胶有明显坍塌的部位及 

下面泡沫板清除干净，并用海绵把缝内(橡胶止水带 

上部)的积水吸除，保持干燥。 

后投入使用，安全运行至今，其间经多次实地观察，未 

发现任何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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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 土 

图 l 沉 降缝 示薏 图 

4)在已清除干净的沉降缝内每隔 1 m左右，用 

木塞封堵 ，要求木塞两侧不渗水 ，然后逐次在缝内注 

水，并同时在水池外侧原渗水处观察是否有水淌出， 

如有则在注水处做出标记。注水过程中，每段注水完 

毕后，要把该段缝内的水吸除干净，同时，水池外渗水 

处的沉降缝不再渗水后，再进行下一段的注水、检查 

工作。 

按照上述步骤查找下来，发现了在底板沉降缝有 

一 处渗漏点：橡胶止水带一侧后浇部分的底板混凝土 

与橡胶止水带粘结处。 

2 渗漏原因分析 

查找到渗漏点后，经仔细检查分析，渗漏原因为： 

该处混凝土在浇注时由于振捣不密实，形成蜂窝状孑L 

隙，成为渗水通道(如图 1所示)；同时，沉降缝表面的 

密封胶与沉降缝两侧的混凝土粘结不牢固，形成细 

缝。以上两个原因使得该处渗水。经观察橡胶止水带 

无破损。 

3 技术处理措施 

3．1 技术处理要求 

从功能上说沉降缝必须满足两个基本要求：一是 

保证沉降缝两侧具有充裕的伸缩余地；二是具有较强 

的抗漏能力。在符合上述要求的前提下。技术处理措 

施力求经济耐用、施工方便。为此。沉降缝内混凝土 

不密实的部位采用压密注浆法修补密实，修补处压缩 

强度要满足 C25要求，即 25 MPa，且要密实，确保该 

处不漏水。灌浆材料采用 SJN—G环氧灌浆材料。灌浆 

压力在 0．2～0．4 MPa之间。且最高压力不得超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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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值。 

3．2 处理步骤 

1)先将沉降缝内的垃圾清除干净，使橡胶止水带 

上部无积水，同时，要保证混凝土的基层含水率小于 

6％ 。 

2)为保证压密注浆时不损坏橡胶止水带及满足 

沉降缝的结构使用功能的要求，沉降缝内橡胶止水带 

以上部分采用具有一定强度的欧文斯科宁挤塑板填 

嵌，以保证橡胶止水带上部沉降缝的宽度要求。挤塑 

板填嵌长度需超出渗漏部位每边各 300 mm，待压密 

注浆后再取出。 

3)压密注浆时，为确保橡胶止水带保持水平、不 

倾斜及保证橡胶止水带下部沉降缝的宽度范围内无 

注浆材料，采用分层注浆法和控制压力值法相结合的 

方法进行控制。 

4)压密注浆时。注浆管的埋设有两种 ：垂直埋入 

法和斜孑L埋入法。考虑到现场的实际情况：底板及沉 

降缝边钢筋较密和沉降缝处混凝土不密实处的位置 

较深，如采用斜孔埋入法注浆，注浆管较长，压力达不 

到要求，不具可操作性。因此，采用垂直埋入法进行 

压密注浆。 

5)为确保压密注浆的密实，在渗漏范围内，每 

300 mm间距(沿沉降缝长度方向)在沉降缝边垂直钻 

灌浆孑L，后埋入注浆管(单排)，注浆管与灌浆孑L之间 

缝隙用快速干硬性水泥封堵。为确保钻灌浆孔及埋 

入注浆管时不损坏橡胶止水带。注浆管埋入深度选择 

在 180 mm左右。根据现场检测，混凝土不密实的深 

度距沉降缝边 250—180 mm，因此，注浆孑L及注浆管 

距沉降缝边距离控制在 150 mm左右。 

6)考虑到混凝土不密实处，橡胶止水带以上部 

分的缝隙可能连通，因此，采用 自流式注浆进行检查， 

从渗漏一侧部位开始进行。同时，依次观察其余注浆 

管处是否有浆液冒出，如有，则说明止水带上部缝隙 

是连通的，上部的注浆采用自流式进行注浆。如无。 

则说明上部缝隙不连通，应分段采取压密注浆进行。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 水下与特殊构筑物 

①止水带上部缝隙连通情况下的施工方法：先采 

用自流式注浆法在止水带上部进行第 1次注浆，其余 

注浆管处均有浆液冒出后，停止注浆。待材料完全固 

化前，从渗漏一侧部位开始进行止水带下部的第 1次 

压密注浆，同时，观察压力仪器显示的压力值。当压 

力值突然减小时，说明此时有浆液开始流入下部沉降 

缝内，应停止压密注浆，移至相邻一侧注浆管处继续 

进行。第 2次注浆时，注浆量应占总量的20％左右， 

且材料稠度要小，以保证橡胶止水带下部沉降缝的宽 

度范围内无注浆材料。第 1次注浆结束后，在材料完 

全固化前，进行第 2次注浆(分止水带上部、下部)，方 

法同上，依次类推，直至第 3次注浆结束。 

②止水带上部缝隙不连通情况下的施工方法：止 

水带上部、下部均采用压密注浆法进行。从渗漏一侧 

部位开始进行第 1次压密注浆，同时，观察压力仪器 

显示的压力值。当压力值突然减小时，说明此时有浆 

液开始流入下部沉降缝内，应停止压密注浆，移至相 

邻一侧注浆管继续进行。第 1次注浆时，注浆量应占 

总量的20％左右，且材料稠度要小，以保证橡胶止水 

带下部沉降缝的宽度范围内无注浆材料。第 1次注 

浆结束后，在材料完全固化前，进行第 2次注浆，方法 

同上，依次类推，直至第 3次注浆结束。 

③为缩短材料的固化时间，根据材料的使用说 

明，增加固化剂乙组分的用量 ，使得甲组分与乙组分 

的比例为 1．2：l 

7)注浆结束时，将沉降缝内填嵌的挤塑板取出。 

8)渗漏部位压密注浆结束后，缝内渗漏部位所在 

沉降缝的橡胶止水带以上部分全部采用密封胶填嵌 

密实。详见图 2。 

压密注浆管(间距 300) 

图 2 沉降缝修复示意图 

4 处理效果 

修复施工结束后，经检验渗漏部位不再渗水，水 

池继续做盛水试验，按要求蓄水至 6 m高度，持续观 

察数天，未发现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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