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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氯化聚乙烯橡胶卷材防水工程技术规程  

 

 

第1章 总则 

1.0.1 为了提高增强氯化聚乙烯橡胶卷材的应用技术水平，确保防水工程质量，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从材料、设计、施工、验收及维护等方面对增强氯化聚乙烯橡胶卷材防水工程进行

了技术规定。 

1.0.3 本规程适用于增强氯化聚乙烯橡胶卷材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屋面，地下防水工程的设计、施

工及验收。 

1.0.4 强氯化聚乙烯橡胶卷材（以下简称卷材）防水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除应符合本规程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第 2章 材料 

2.0.1 卷材外观表面应平整，无疤痕、裂纹、粘结和孔洞，边缘应整齐，网布不得外露，上下胶

层不得脱层。 

 

每卷卷材允许有一处接头，其中较短的一段长度不应少于 2.5m，接头处应剪切整齐，并加长

150mm备作搭接。 

 

2.0.2 卷材的厚度规格应为 1.00mm、1.20mm、1.50mm、2.00mm，宽度规格应为 900mm、1000mm，

每卷面积规格为 10㎡、15㎡、20㎡。 

 

2.0.3 卷材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2.0.3的要求。卷材的物理力学性能     表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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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性能要求 

纵向 9.0 
拉伸强度(MPa)不小于 

横向 5.0 

断裂伸长率(%)不小于 10 

低温弯折性 －20℃，无裂纹 

抗渗透性，0.3MPa，30min 不透水 

拉伸强度(%)不小于 80 热老化保持率， 

80±2℃，168h 断裂伸长率(%)不小于 70 

 
2.0.4 胶粘剂的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接缝胶粘剂的粘结剥离强度不应小于 15N/10mm，浸水 168h 后粘结剥离强度保持率不应小于
70%； 
 
基层胶粘剂的粘结剥离强度不应小于 8N/10mm。 
 
2.0.5 进场材料抽样复验应遵守下列规定： 
 
同一牌号、规格的卷材，抽验数量为：大于 1000卷，抽取 5卷；500～1000卷，抽取 4卷；100～
499卷，抽取 3卷；小于 100卷，抽取 2卷。 
 
将抽取的卷材开卷进行规格、外观质量检验，全部指标达到标准规定时，即为合格。其中如有一

项达不到要求，即应在受检产品中加倍取样复检，全部达到规定为合格。复检时有一项指标不合

格，则判定该批产品外观质量为不合格。 
 
卷材物理力学性能应检验拉伸强度、断裂伸长率、低温弯折性、抗渗透性。 
 
胶粘剂性能应检验粘结剥离强度、浸水后粘结剥离强度保持率。 
 
2.0.6 卷材的贮运、保管应遵守下列规定： 
 
不同牌号、规格的产品应分别堆放。应贮存在阴凉通风的室内，避免雨淋、日晒，不得与有损卷

材质量或影响卷材使用性能的物质接触，并远离热源。 
 
运输途中或贮存期间，卷材应平放，贮存高度宜平堆 5卷为限。 
 
2.0.7 胶粘剂的贮运、保管应遵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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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种、规格的胶粘剂应分别用桶密封包装存放；贮存在阴凉通风的室内，严禁接近火源、热

源。 

第 3章 设计要点 

3.0.1 屋面防水等级为Ⅰ级时，可采用三道卷材设防；为Ⅱ级时，可采用二道卷材设防；为Ⅲ级

时，可采用一道卷材设防。屋面防水等级为Ⅰ、Ⅱ级时，亦可采用卷材与其它材料防水层构成多

道设防，刚性防水层宜放在卷材防水层上面，涂膜防水层宜放在卷材防水层下面。 

 

3.0.2 屋面防水等级为Ⅰ级时，卷材厚度不应小于 1.5mm；Ⅱ、Ⅲ级时，不应小于 1.2mm；Ⅲ级

复合使用时，不应小于 1.0mm。 

 

3.0.3 卷材防水屋面应根据建筑物性质、重要程度、结构特点、使用功能、环境条件、设防要求

等进行防水构造设计，内容应包括保护层、防水层、找平层、保温层、隔汽层、隔离层、架空隔

热层及基层处理等构造层次的设计以及防水节点构造。 

 

3.0.4 屋面结构层应有较大的刚度和整体性。当采用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板时,应用强度等级不小于

C20的细石混凝土嵌缝密实，细石混凝土宜掺微膨胀剂；当板缝宽度大于 40mm或上窄下宽时，

板缝内必须渗置构造钢筋。 

 

找平层可采用水泥砂浆或细石混凝土，其厚度和技术要求应遵守《屋面工程技术规范》的有关规

定。找平层应留设分格缝，分格缝应设在板端缝处、屋面转折处、防水层与突出屋面结构交接处。

其纵横最大间距不宜大于 6m，缝宽宜为 20mm，并嵌填密封材料。分格缝兼作排汽道时，可适

当加宽，并应与保温层连通。 

 

3.0.5 在北纬40°以北地区且室内空气湿度大于75%,或其它地区空气湿度常年大于80%时,保温屋

面应在结构层上、保温层下设置隔汽层. 

 

隔汽层可采用 1.0mm厚的单层卷材空铺施工，卷材搭接宽度不应小于 7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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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的隔汽层卷材，在屋面与墙面连接处，高出保温层上表面不应小于 150mm。 

 

3.0.6 保温层厚度设计应遵守《屋面工程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 

 

保温层设置在卷材防水层上部时，应采用憎水性或吸水率低的保温材料；设置在防水层下部时，

应在保温层上做找平层。屋面坡度较大时，保温层应采取防滑措施。 

 

3.0.7 在卷材上设置刚性防水层时，卷材与刚性防水层之间应设隔离层。 

 

隔离层可采用纸筋灰、麻刀灰、低强度等级的砂浆、塑料薄膜、无纺布、粉砂、石灰浆、滑石粉

等。 

 

3.0.8 坡度大于 18m的屋面应采用结构找坡。平屋面宜采用结构找坡，排水坡度宜为 3%；当采

用材料找坡时宜为 2%。 

 

天沟、檐沟的纵向坡度不应小于 1%，沟底水落差不得超过 200mm。 

 

3.0.9 水落管内径不应小于 75mm，一根水落管的最大汇水面积宜小于 200㎡。水落管距离墙面

不应小于 20mm,其排水口距散水坡的高度不应大于 200mm。 

 

在结构构件（如柱）内埋设水落管时，其内径不应小于 100mm，但弯管不应暗埋；水平水落管

的坡度宜为 3%～10%。 

 

3.0.10 在非寒冷地区通风较好的建筑物上采用架空隔热屋面时,架空板支座与卷材接触处宜设附

加层。附加层可采用卷材或水泥砂浆、细石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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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1 卷材铺贴可采用空铺法、点粘法、条粘法、满粘法。 

 

当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优先采用空铺法、点粘法、条粘法： 

 

屋面卷材防水层上有重物覆盖； 

 

屋面卷材防水层上有刚性保护层压埋； 

 

屋面基层变形较大； 

 

地下工程平面卷材外防水。 

 

采用空铺法、点粘法、条粘法时，距屋面或地下工程平面周边 800mm内应满粘，卷材与卷材之

间亦应满粘。 

 

当符合下列情况之一时，应采用满粘法： 

 

基层坡度大于 25%或立面上铺贴； 

 

经常承受动载作用的地下工程平面或坡面卷材防水； 

 

多道卷材设防时，卷材与卷材之间的粘贴。 

 

3.0.12 节点设计应充分考虑结构变形、温差变形、干缩变形、振动等因素，使节点设防能够适应

基层变形的需要;按照增强设防的原则，采用附加增强、柔性密封、多种防水材料互补并用的多

道设防、材料防水与构造防水相结合的作法；按照防排结合的原则,保证排水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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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3 天沟、檐沟、泛水、变形缝、水落口、水平和垂直出入口、伸出屋面的管道周围等节点处

应设附加层.附加层可采用一层卷材满粘或防水涂膜。屋面板与檐沟的交接部位，无保温层屋面

的板端缝等处的附加层宜采用一层卷材空铺，宽度宜为 200～300mm。 

 

3.0.14 高低跨屋面的高跨屋面为无组织排水时，低跨屋面受水冲刷的部位应加铺一层整幅卷材,

再铺设 300～500mm宽的板材加强保护；有组织排水时，水落管下应加设钢筋混凝土水簸箕或

冲水墩。 

 

高低跨变形缝处应有适应变形的防水构造措施。 

 

3.0.15 采用排汽屋面时，找平层设置的分格缝可兼作排汽道。排汽道应纵横设置，间距宜为 6m,

并同与大气连通的排汽孔相通。排汽孔可设在檐口下或排汽道交叉处。排汽孔以不大于 36㎡设

置一个为宜，排汽孔必须做好防水处理。 

 

3.0.16 卷材屋面宜做保护层。保护层宜采用与卷材材性相容的浅色涂料或块材、20mm厚水泥砂

浆、30mm厚细石混凝土.刚性保护层与卷材防水层之间应做隔离层。 

 

3.0.17 上人屋面应根据使用功能选用块材或细石混凝土面层，并按要求确定其厚度。  

 

3.0.18 倒置式屋面的保温层可采用干铺,亦可采用与卷材材性相容的胶粘剂或水泥砂浆粘贴。保

温层上可用混凝土板材、水泥砂浆或卵石做保护层。卵石保护层与保温层间应铺纤维织物，混凝

土板材可干铺，亦可用砂浆铺砌。 

 

3.0.19 卷材防水屋面上放置的设施基座与结构层相连时，防水层宜包裹至设施基座的上部，并在

地脚螺栓周围做密封处理。 

 

当在防水层上放置设施时，设施下部的防水层应做附加增强层，必要时在其上浇筑厚度为 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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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细石混凝土。 

 

3.0.20 卷材用于地下防水工程时,可采用外防外贴或外防内贴方案。设计应根据水文地质条件、

地下工程的类型和使用要求以及施工条件选择。 

 

3.0.21 对一层地下结构或地下水位低于地下结构底标高时，应设一道卷材防水；对二层地下结构

或低于地下水位的地下结构,以及有特殊设防要求的一层地下结构，宜设二道卷材防水。卷材厚

度不应小于 1.2mm。 

 

3.0.22 地下工程卷材防水层的基层应找平。平面防水层应设置厚度不小于 40mm的细石混凝土,

立面外防水可采用厚度不大于 10mm泡沫塑料或砖砌保护层。 

 

3.0.23 地下工程的变形缝、出入口、排水沟、集水坑、侧壁洞口或突出构件等节点处，地下结构

高低错层处,立面与平面、立面与立面交接处应设附加增强层，附加增强层应采用一层卷材满粘。

地下防水工程的阴角、阳角应设涂膜或金属附加增强层。  

第 4章 细部构造 

4.0.1 天沟、檐沟应增设与卷材材性相容的防水涂膜附加层，亦可采用增铺一层卷材。 

 

天沟、檐沟与屋面交接处的附加层宜空铺，空铺宽度应为 200mm（图 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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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沟、檐沟内侧宽高比不应小于 2∶1，当檐沟外侧壁系倾斜高壁板时其檐沟处宽高比亦不应小

于 2∶1。 

 

高低跨交接处设有内排水天沟，其与立墙交接处应采取密封处理（图 4.0.1－2）。 

 

4.0.2 无组织排水檐口 800mm范围内卷材应采取满粘法，在变坡处应空铺 500mm宽的一层卷材，

卷材收头应固定密封（图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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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3 水落口埋设标高应考虑水落口设防时增加的涂膜附加层、密封层的厚度及排水坡度增加的

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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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落口周围直径 500mm范围内坡度不应小于 5%，并应用与卷材相容的涂料涂刷，再将卷材开

洞铺至水落口，剪口处用密封材料封口（图 4.0.3－1、图 4.0.3－2）。 

 

   

 

4.0.4 变形缝内宜填充泡沫塑料,上部填放衬垫材料，并用卷材封盖。然后在顶部加扣混凝土盖板

（图 4.0.4）。高低跨变形缝处应用合成高分子卷材或金属板覆盖（图 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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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 泛水处的卷材应采用满粘法铺贴。泛水收头当墙体为砖墙时，卷材收头可直接铺压在女儿

墙压顶下（图 4.0.5－1），也可在砖墙上留凹槽，卷材收头应压入凹槽内，再用密封材料封固，

或用聚合物砂浆抹压过卷材 50～100mm,上部宜用涂膜防水（图 4.0.5－2）。当墙体为混凝土墙

时，卷材收头可用金属压条钉压，并用密封材料封固（图 4.0.5－3）。 

 

女儿墙宜采用现浇混凝土压顶板。当为预制混凝土压顶时，接缝处应用密封材料嵌填严密；当为

现浇时，每隔 10～15m应留分格缝，并用密封材料嵌填严密；当采用砌砖加抹水泥砂浆压顶时，

应在其上铺贴一层卷材。 

 

天沟、檐沟的卷材收头应用密封材料封固，再用聚合物砂浆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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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6 屋面垂直出入口卷材收头应压在混凝土压顶圈下（图 4.0.6－1），水平出入口卷材收头应

压在混凝土踏步板下，泛水应设护墙（图 4.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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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 反梁过水孔应根据排水要求确定孔口尺寸及距沟底板的高度。过水孔高度不应小于

150mm，宽度不应小于 250mm，过水孔可用涂膜或密封材料防水。采用预埋管做过水孔时，管

径不应小于 75mm，预埋管道两端周围与混凝土接触处应留凹槽，用密封材料封严。 

 

4.0.8 伸出屋面管道周围的找平层应做成圆锥台，管道与找平层间应留凹槽并嵌填密封材料。卷

材收头处应用金属箍箍紧，并用密封材料封严（图 4.0.8）。 

 

4.0.9 穿过地下结构的管道应预埋套管，加焊止水环或用遇水膨胀橡胶环；套管周围与混凝土间

应留置 20×20（mm）的凹槽，填嵌密封材料，再做防水层。管道与套管之间应做密封处理（图

4.0.9）。 

 

4.0.10 地下工程变形缝内宜填充泡沫塑料或其它轻质憎水材料。变形缝应设置止水带并与结构层

固定密封.卷材防水层于变形缝处应设置二层凹形卷材附加层，卷材外必须有保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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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1 地下工程的排水沟、集水坑均应设卷材附加层，其上宜做刚性保护层兼作面层（图 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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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2 地下工程阴阳角应采用涂膜或金属附加增强层,金属附加增强层应满粘。卷材搭接处不得

留在立面与立面、立面与平面交接处（图 4.0.12）。  

第 5章 卷材施工 

5.1 一般规定 

 

5.1.1 施工准备工作应遵守下列规定： 

 

5.1.1.1 防水工程施工前，施工单位应通过图纸会审，领会设计意图，掌握节点处理方法和技术

要求，并应作好防水工程施工方案，向操作人员进行技术交底。 

 

5.1.1.2 应按施工人员配足施工机具，配备消防设备，做好劳动安全设施。 

 

5.1.1.3 进场的卷材及胶粘剂必须查验出厂证明文件，并按 2.0.5条的要求进行现场抽检复验，合

格后方可使用。 

 

5.1.1.4 穿过防水层的管道、预埋件、水落口的埋设及安装,设备基础及支座应在卷材铺贴前完成,

避免在卷材铺贴后再在其上凿孔打洞。 

 

5.1.1.5 屋面卷材铺贴应待高跨建筑或屋面上设备间、构筑物的结构及装饰完成拆除脚手架以后，

方可进行。 

 

5.1.2 铺贴卷材的基层应符合下列要求： 

 

5.1.2.1 制装配结构的屋面板缝内石屑残渣应剔除干净，并浇水湿润，然后用细石混凝土嵌填密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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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2 找平层坡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平整度用 2m直尺检查，面层与直尺间最大空隙不应超过

5mm，空隙允许平缓变化,每米长度内不应多于一处。水泥砂浆找平层收水后应进行二次压光，

并充分养护。表面不得酥松、起皮、起砂、脱壳。 

 

5.1.2.3 屋面找平层分格缝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对缝边不整齐、缺棱掉角处应进行修整。分格

缝可采取嵌木条预留，也可用混凝土锯锯缝。 

 

5.1.2.4 平面与立面基层连接处、基层转角处均应作成半径为 20mm圆弧。 

 

5.1.2.5 铺贴卷材的基层必须进行清理清扫，干净后方可铺贴卷材，除空铺法、压埋法和排汽屋

面外，基层必须干燥。干燥程度的简易检验可将 1㎡卷材平坦地干铺在找平层上，静置 3～4h

后掀开检查，找平层覆盖部位与卷材上未见水印即可铺设卷材。 

 

5.1.2.6 如遇找平层开裂，当裂缝宽度小于 0.5mm时，应用密封材料涂刷；大于 0.5mm时，应沿

缝凿开，嵌填密封材料。 

 

5.1.3 屋面保温层施工应遵守《屋面工程技术规范》第 8章的规定。 

 

保温层铺设后，当含水率超过设计规定且干燥有困难时，应采用排汽屋面。 

 

5.1.4 卷材施工时气候条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5.1.4.1 卷材在雨天、雪天严禁施工；霜雾天须待霜雾退去，找平层干燥后施工。 

 

5.1.4.2 五级风及其以上时不得铺贴卷材。 

 

5.1.4.3 卷材铺贴时遇雨、雪应停止施工，并及时将已铺贴的卷材周边用胶粘剂封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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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4 冬期室外气温低于 0℃时不宜铺贴卷材。夏季夜间施工，后半夜遇露水不得铺贴卷材。 

 

5.1.5 卷材铺贴顺序应遵守下列规定： 

 

5.1.5.1 铺贴卷材前，应先对节点部位进行密封处理和附加增强处理。 

 

5.1.5.2 铺贴卷材应从防水层最低标高处开始向上施工。 

 

5.1.5.3 铺贴高低跨屋面的卷材，应先铺高跨屋面，后铺低跨屋面；在同一层面上铺贴卷材时，

应先铺离上料点较远部位，后铺较近的部位。 

 

5.1.6 卷材铺贴的方向应遵守下列规定： 

 

6.1.6.1 基层坡度小于 25%时，卷材宜垂直流水方向铺贴；基层坡度大于 25%或有振动的建筑，

卷材宜平行流水方向铺贴，但上下层卷材不得相互垂直铺贴。 

 

5.1.6.2 屋面天沟、檐沟卷材宜顺天沟纵向铺贴，从水落口向分水线铺贴，短边搭接应顺流水方

向。 

 

5.1.6.3 地下工程卷材铺贴方向，底面宜平行于长边铺贴，立墙应垂直底面方向铺贴。 

 

5.1.7 卷材铺贴应采用压接法搭接，铺贴方向垂直流水方向时，应顺流水方向搭接，平行流水方

向时，应顺主导风向搭接。 

 

5.1.8 卷材搭接宽度：短边搭接宽度不应小于 80mm，长边搭接宽度不应小于 100mm。短边搭接

相邻两幅卷材搭接缝应相互错开 300mm以上。多层卷材铺贴时，上下层搭接缝应错开 1/3幅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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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 卷材防水层的成品保护应遵守下列规定： 

 

5.1.9.1 在防水层上做刚性保护层或铺设架空隔热板时，应设置施工道，避免直接在防水层上行

车或操作。 

 

5.1.9.2 地下工程平面卷材防水层上浇注混凝土时，应待防水层上的保护层达到能上人操作后，

方可绑扎钢筋和浇筑底板混凝土。 

5.2 节点处理 

 

5.2.1 附加层施工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5.2.1.1 卷材附加层铺贴时，应在附加部位弹线，裁剪卷材，试铺合适。满粘时，应在基层上均

匀涂刷胶粘剂，平坦地铺贴卷材，从幅中向两边排出空气，辊压严实。当空铺时，可采用单边粘

贴或点粘，使卷材定位。卷材应平直、不扭曲、不皱折。 

 

5.2.1.2 涂膜附加层应在干净、干燥基层上涂布至少二遍以上涂料，涂层厚度不应少于 2mm。涂

布时不得露底、堆积，应均匀一致,待第一遍涂膜干燥后再涂布第二遍涂料，未结膜严禁上人或

继续施工。 

 

5.2.1.3 加筋涂膜附加层至少应分三遍涂布。第一遍涂膜干燥后，涂布第二遍涂料时将加筋布展

平铺实，干燥后再涂布一遍涂料。 

 

5.2.1.4 防水层的阴阳角，采用金属增强处理时，位置应准确，并用胶粘剂满粘。 

 

5.2.2 节点密封处理应遵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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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 节点密封的基层或缝槽必须干净、干燥，表面不得有酥松、蜂窝、麻面、积灰或污垢。 

 

5.2.2.2 分格缝凹槽嵌填密封材料应先涂刷基层处理剂，底部放置背衬材料，嵌填的密封材料应

与缝侧粘牢，表面应平整，不得有空隙气泡。 

 

5.2.2.3 卷材收头固定后的密封，应连续、完全覆盖卷材端头，不得有空隙气泡。 

 

5.2.3 卷材收头固定应遵守下列规定： 

 

5.2.3.1 卷材收头处设置凹槽时，应将卷材裁剪平直整齐，压入凹槽中，卷材端头用密封材料封

口，再抹聚合物砂浆压埋。 

 

5.2.3.2 卷材收头直接钉压在混凝土墙上时，应将卷材裁剪平直，用金属压条距卷材末端 5～10mm

处用射钉枪依次钉压压紧，钉距 500mm，卷材端头用密封材料封严。 

 

5.2.3.3 卷材收头直接铺至女儿墙顶部出檐下时，卷材与压顶留空距离不应大于 10mm，端头用

密封材料封严。 

 

5.2.4 天沟、檐沟卷材铺贴应遵守下列规定： 

 

5.2.4.1 天沟、檐沟铺贴卷材时，长边搭接宜留设在沟侧，当留在沟底时，则应在接缝上加贴宽

200mm的卷材条。 

 

5.2.4.2 天沟、檐沟卷材应采用满粘法。 

 

5.2.4.3 大挑檐檐沟和反梁及反梁过水孔均应作防水处理，铺贴的卷材应裁剪整齐，搭接宽度不

应小于 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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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屋面卷材的铺贴 

 

5.3.1 铺贴卷材前应在基层上弹出基准线或在已铺好卷材边量取规定的搭接宽度弹出标线，然后

展开卷材按铺贴位置裁剪并试铺，合适后重新成卷待铺。 

 

5.3.2 涂刷胶粘剂前应将基层表面清扫干净。涂刷可采取滚刷法、涂刷法，每平方米用胶量为

0.25～0.35kg，应均匀一致，不露底、不堆积。采用点粘法、条粘法时，应在需要粘结的部位涂

刷胶粘剂。 

 

5.3.3 屋面卷材应先铺贴平面，后铺贴泛水立面，平面铺贴时应预留出铺贴严水立面的卷材。大

面卷材铺贴时不得拉紧卷材，应成自然松弛状，对准弹好的基线，推铺后，立即用压辊或橡皮刮

板从中间向卷材幅两边排出空气，使之粘贴严实。 

 

5.3.4 待大面卷材铺贴后，再进行立面卷材的铺贴，铺贴立面卷材应采用满粘法。短边卷材铺贴，

可每幅卷材分别进行粘贴；长边卷材铺贴，应同时粘贴。铺贴立面卷材应从下而上排出卷材下的

空气，辊压粘实。 

 

5.3.5 卷材搭接缝的粘贴应先将接缝两面擦拭干净，并用汽油擦洗，待汽油挥发后即可在搭缝卷

材上下面用小刷涂刷接缝胶粘剂，涂胶应均匀，不露底，不堆积，随后粘合滚压，排出空气，压

紧粘牢，并将缝边溢出的胶粘剂沿缝刮抹在缝口。 

 

5.3.6 搭接缝粘贴 12h后，经检查合格，在搭接缝上用接缝胶粘剂或密封材料封缝，封缝宽度不

应小于 10mm。  

5.4 地下工程卷材的铺帖 

 

5.4.1 地下防水工程施工，应先降低地下水位距防水层 300mm以下，才能铺贴卷材，并保持水

位至保护层、回填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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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外防内贴法，应先砌保护墙，并待砂浆找平层干燥后，方可铺贴卷材。 

 

5.4.2 立面卷材应采用满粘法铺贴。卷材应按铺贴高度先行裁剪。外防、外贴法由平面伸出的卷

材不应小于 500mm,并应采取临时保护措施避免扯断拉裂。继续施工时，应先补好损坏处，将接

缝粘贴面清理干净，并用汽油擦洗。 

 

5.4.3 立面卷材铺贴时，交角处不得留设搭接缝。 

 

5.4.4 防水卷材铺贴方法应符合本规程第 5.3节的规定。  

5.5 保护层施工 

 

5.5.1 防水层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保护层施工。 

 

5.5.2 涂料保护层施工时，卷材表面必须干净、干燥，涂刷应均匀一致，不露底。 

 

5.5.3 水泥砂浆、块材或细石混凝土刚性保护层与卷材之间铺设的隔离层应满铺平整。刚性保护

层施工时不得直接在隔离层上行车。留设的分格缝距离不宜超过 6m。水泥砂浆保护层尚应留置

表面分格缝，分格面积为 1㎡。 

 

5.5.4 当采用外防外贴法施工时，防水层完成后应先作保护层，方可分层夯实回填土。采用泡沫

塑料板保护层可以点粘于防水层。采用砖墙保护层，在砌筑时砖不得直接顶压防水层，应预留

20mm以上空隙，边砌砖边填石灰砂浆、细砂或干土。 

第 6章 工程验收及维护 

6.1 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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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卷材防水层不得有渗漏和积水现象。 

 

6.1.2 排水坡度、泛水高度、节点密封、附加层的铺设应符合设计规定。 

 

6.1.3 卷材铺贴的方法应正确，搭接顺序应符合规定，搭接宽度准确，接缝严密，不得有皱折、

鼓泡、翘边现象，收头固定牢固，密封严密。 

 

6.1.4 涂料保护层应覆盖均匀，不露底，粘结牢固。刚性保护层不得松动，分格缝留置应准确，

隔离层应完整。 

6.2 检查验收 
 
6.2.1 卷材防水层施工过程应有施工小组自检、交接检、中间检查和验收检查环节。完工验收检
查应以上述检查为基础，并查验原始资料和施工记录。 
 
6.2.2 与防水层相关的工程，由其它队伍施工时，应有交接检，包括找平层、保温层、隔汽层等
分项。防水层上做保温层或刚性保护层时，防水层应经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6.2.3 屋面渗漏和积水、排水系统的检验，可在雨后或持续淋水 2h以后进行。有可能作蓄水检验
的屋面宜作蓄水检验，其蓄水时间不宜小于 24h。 
 
6.2.4 屋面的节点处理、接缝、保护层等应进行外观检验。 
 
6.2.5 防水工程竣工后应将施工方案、材料检验记录及证 

6.3 保养与维护 

 

6.3.1 工程竣工验收后，应由使用单位指派专人负责屋面管理。严禁在防水层和保温隔热层上凿

孔打洞、重物冲击；不得任意在屋面上堆放杂物及增设构筑物，并应经常检查节点的变形情况。 

 

6.3.2 在需要增加设施的屋面上，应做好相应的防水处理。 

 

6.3.3 严防水落口、天沟、檐口堵塞，保持屋面排水系统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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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管理人员应在每年雨季、冬季前进行检查并清扫，发现问题应及时维修，并作出维修保养

记录。 

附录 A  本规程用词说明 

A.0.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A.0.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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