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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塔蓄水池防渗堵漏新工艺 

。，町 辽宁省朝阳市第二房产开发公司张矢的 

朝阳市 8121 3部队高 20m、直径 8m 的水 

塔，一九八八年塔壁发生漏水，曾两次采用了蓄 

水池壁局部抹防水砂浆和局部贴防水胶布方法 

进行修理，都未能凑效。后经我公司采用防渗堵 

漏刷涂新工艺修复后始予解决。现将水塔蓄水 

池防渗堵漏刷涂新工艺和步骤介绍如下： 

1、澈水凉干、查找隐患 施工前将蓄水池 

中的水全部放净晾数 日后，经人池检查未发现 

孔洞，确认该蓄水池漏水纯属渗水。 

2、局部处理、全面打磨 有腐蚀凹陷、砂麻 

酥软处先用腻刀刮去浮砂等物，凹陷处打腻子。 

然后将蓄水池侧壁和池底用砂纸全面打磨一 

遍。 

3、涂刷底漆二遍，分层打磨 底漆由铁红 

底漆与钛白粉调制而成 其配比为铁红底漆甲 

组份 固化剂H型 I组一lOO：85混台钛自粉 

搅拌成稀稠状。在涂刷时蓄水池内必须干燥不 

能有水珠，将蓄水池内壁及底全面涂刷一遍，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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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 0．5～O．6毫米之间，凹陷处可多涂刷几 

次。干燥后用细砂纸轻轻打磨一遍，然后进行涂 

刷第二遍底漆。干燥后再用细砂纸打磨一遍 

4、浍刷面漆二遍 面漆仍由铁红底漆与钛 

自粉调制而成。其配比为铁红面漆甲组份 固化 

剂H型 1组：100：10混合钛自粉搅拌成稀稠 

状。面漆涂刷一遍，干燥后用细砂纸打磨一遍， 

再涂刷第二遍。 

5、检查硬度、注水浸泡。待二遍面漆涂刷完 

后停放 1 3—18天试验硬度，其硬度在 2H铅笔 

硬度以上，用水清洗一遍蓄水池内壁和底面，再 

把蓄水池注满水浸泡三次；第一次八天，第二次 

五天，第三次三天 每次注水浸泡后都要从池中 

取水样检测水质，水质合格后方能贮水使用 

朝阳市 8121 3部队水塔蓄水池，由于我公 

司采用了防渗堵漏新工艺——蓄水池内面四次 

涂抹法 十年来，该水塔工作正常，从未出现漏 

水现象。 

级面砖装饰，依据窗框，窗间距、层高、阳台尺寸 

进行面砖排版设计 编制施工方案、作出样板 

墙。确定镶贴外墙面砖的横缝为12mm、竖缝为 

5ram，保证了整个墙面完整行。 

材料质量控制 选用优质产品，要求表面平 

整、色泽一致、质地坚固、边缘整齐、无暗痕，裂 

纹、缺棱掉角。对进场的面砖派专人严格挑选。 

剔除不合格的面砖、避免面砖尺寸上的偏差造 

成垂直缝不通直、分格不匀，上、下段接缝宽窄 

不一等质量问题。 

2．基体处理 

谈楼外墙均为剪力墙钢筋混凝土结构。施 

工前首先利用大线锤、经纬仪、麻线等，对墙面 

的垂直度、平整度进行检查，做出标点，不平处 

进行处理，为增强基体抹灰与墙面的粘结力，对 

基体表面进行了凿毛处理，凿毛深度 3ram，问 

距 30mm左右。用钢丝刷清除基体表面残留的 

隔离剂、油渍、砂浆、灰土等。 

3．抹底灰 

在主体施工时为保证严格按图施工、每层 

都对层高、窗、阳台等尺寸位置进行校核并在外 

墙面阴阳角两侧弹出垂直、轴线控制线，外装饰 

时，第一段从十一层用太线锤吊垂直线并在地 

面划十字线标志，拉 22 铅丝、经纬仪复核调 

整。22 铅丝垂线与已弹出的墙角两侧的垂直 

线在施工中互相校对，并将每条垂直通线固定 

在墙面上。做出大角筋，控制整个墙面的水平尺 

寸和垂直度，确定抹灰厚度。门、窗、阳台等部位 

亦设拉垂直通线，根据太角筋拉线、做底灰的灰 

饼，冲水平筋，间距1．5～2m。抹底灰前，先在混 

凝土表面剁素水泥浆一遍，随即抹灰，底灰用1 

：3水泥砂浆，两遍成活，第二遍抹灰后用铝台 

金刮尺按标筋刮平，术抹子搓毛，检查、修整使 

表面密实、平整，底灰位置要比贴面砖最上一皮 

超 100cm，以保证十层以上外墙面砖施工时底 

灰衔接过渡平整。 

4．预排、弹线 

根据设计的排版图进行弹面砖镶贴线 先 

将每墙面竖直控制钱弹出，用线锤定点．经纬仪 

校桉，然后依据确定的每个墙面排砖模数和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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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电．气施工穿线时应注意的问题 

铁一局建安总公司 袁卫军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住宅建设中 

电气施工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主要表现在：采用 

暗管配线、广泛应用 TN—S、TN—C—S保护 

系统、增加用户插座的数量和分户单独计费等， 

下面就穿线施工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以下看法。 

我们大家知道：所谓TN—S系统即低压配电系 

统采用三相四线加 PE线保护制，也就是我们 

常说的三相五线制，现已广泛应用于住宅建设 

中。家用电器愈来愈多地进人到普通百姓的家 

里，安全用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针对这些情况 

在住宅配电设计中多采用TN—s系统，其施工 

质量的优劣也就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全。在施 

工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就是 PE线与N线相混， 

用表测量时为通路(PE线在总配电箱处已断开 

的情况下)，有些施工人员认l为N线与PE线都 

是接地的，即使混线了也不影响使用t这是一种 

错误的认识。孰不知N线是构成用电设备正常 

工作而形成回路所必不可少的，PE线则是为了 

保护人身安全防止设备外壳漏电而专设的一条 

保护接地线。造成这种情况有以下几点，一是施 

工人员不细心，接线时将PE线与N线相混；二 

是选用电线时其颜色单调施工人员不易分清； 

三是穿线时 PE线磨损造成对地短路(这里仅 

指对地短路后与N线构成通路造成处理问题 

时的误判)。因此可采取以下措施克服，选用电 

线时 PE线与其它线应有明显的区别标识、一 

般用黄绿相间或黑色的电线t另外在穿线施工 

完毕后应对所穿电线按回路仔细核查并用摇表 

测之(实施时在配电箱处将 PE线和 N线都断 

开)，无误后再恢复其接线，安装用电设备时(主 

要是指用户插座)N线和 PE线端子要认清，按 

《规范》面对插座左侧为N线端子、右侧为相线 

端子、PE线端子在上方不得错接，否则，PE线 

上将有工作电流通过，一旦此线发生断线或开 

路时PE线上和有的用电设备外壳上将有危及 

人身的电压存在。 

隙宽度，从上而下弹若干条水平线t复核无误 

后，形成墙面控制网，然后以线为准，横竖向均 

拉 22 铅丝，用钉子固定，使铅丝网与墙面砖表 

面平齐，以确保镶贴面砖在垂直、水平向分格线 

在一条线上 

5．面砖镶贴 

按要求面砖垂直、水平缝调整幅度不能超 

过 lmm，平整度在 2ram 内调整t贴砖前在 11 

层措设防护棚(因主体同期施工，防止污染面砖 

和人员伤亡)。 

为确保质量由专人提前将面砖浸泡 3小时 

左右、阴干后备用。贴砖时第一段自十层而下， 

主体竣工后自上而下到十层，分两大段施工。首 

先贴大角，然后墙面、每架次 自左向右 自下而 

上，按铅丝网格进行施工。先贴竖控制行、问距 

1．5—2m左右，保证面砖 的镶贴平整度和缝 

直。铺贴砂浆用 1：2水泥砂浆内掺 1 5 107 

胶，在砖背面刮砂浆，厚度 8ram左右，用力挤 

压，用灰刀柄轻轻敲实。水平角采用 45。拼角 

(图1)，窗上、下口作法如图2所示。贴完几排 

砖后，用靠尺检验缝的顺直及平整度。及时擦净 

砖面，每贴完一步架后进行一次外观检查、超出 

控制标准者随时修整，勾面砖缝格用 1：1水泥 

砂浆(过细筛)填实 用特制工具勾缝、操作时用 

力抹灰抽拉、至缝表面光滑，不露砂粒，横、竖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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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对钢筋无锈蚀作用； 

⑥ 掺量为胶结材料的 2～3 ； 

⑦ 适用 C20~C60泵送砼使用。 

FDN泵送剂经建行金汇大厦、西北鞋城、 

中北大厦等工程商品砼的施工应用，效果良好， 

质量稳定。建行金汇大厦C40商品砼平均强度 

R 达 96 ，R：s达 1 25 ，西北鞋城与中北大厦 

C30商品砼平均强度 R 达 99 ，R。e达 128 ， 

深得用户信赖，是理想的砼泵送剂。 

二、C40、C50、C55泵 送砼 配合 

比的研 究 

原材料的选择： 

由于砼的强度来 自水泥浆的强度、水泥浆 

与骨料的粘结强度、骨料的颗粒强度，因而原材 

料的选择对高强砼的配制特别重要。 

1、配合比c4o泵送砼我们选择秦岭 425 

散装水泥。 

2、配合比C50、C55泵送砼选择秦岭 525 

水泥 

3、砂选择灞河水洗过筛砂(中砂)细度模数 

2．3～ 3．0。 

4、石选择碎石 0．5～2cm 形态接近方圆 

形，针片状含量≤3～5 。 

C40泵送砼配比设计 

水胶 比：w／(C+F)：0．31、SP=0．39、 

塌落度：20cm 

容量：2424kg／m 

抗压强度比 C F w S G FDN 

R R 2s 

480kg 5Okg 166kg 667kg 【o4sk~I4．84kg 107 1 32，； 

C50泵送砼配比设计 

水胶比：w／(C+F)一0．32、SP=0．39、 

塌落度：20cm 

容重：2424kg／m 

抗压强度比，5 C F S G FDN 

R R28 

I50kg 50kg 1 60kg 685kg 08o 14kg 88．8 11 6 

C55泵送砼配比设计 

水胶比：W／(C+F)=0．31、SP=0．39、 

塌落度：20cm 

容重：2430kg／m。 

抗压强度比 C F w S G FDN 

R7 I RM 

500kg 5Okg 170kg 670kg 040k~15．4kg 90．3 1 7．5 

我厂技术科将进一步完善配合比设计，提 

高 C50、C55的28天富余标号。使用 FDN泵送 

剂突破 C60配合比设计，为我厂搅拌站做好技 

术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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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交接处通顺，保证镶贴质量一次成优。 

6．技术质量保证措施 ’ 

为便于上、下两段交接，将阴阳角控制线用 

22#铅丝固定在未镶贴面砖的100cm底灰上， 

以便十层以上镶贴面砖施工时吊线。保证阴阳 

角的方正、平整。专人负责弹线。为保外墙面装 

饰质量，我们组织专职质检人员对每架次进行 

检查，并配合省质监站不定期进行抽查．落实施 

工操作人员责任，严格接优良工程标准施工，及 

时纠正问题，实现一次成活，不留隐患，保证了 

镶贴面砖质量。 

7．效果 

由于我们采用流水作业穿插施工，在主体 

施工至12层时对十层以下全封闭，进行内外装 

饰施工。缩短工期2O ，降低了成本，外墙面砖 

质量达优良，受到建设单位好评，也为我们今后 

施工积累了经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 

济效益。 

《陕西建筑~1997、3 59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