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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资源丰富环境下地下

建筑坑体防水施工降水处理方法，包括设置降水

坑、抽水泵、盖板、灌填级配砂石和混凝土等过

程，有效解决了在地下空间基础底部浅层水源丰

富环境下，位于地下垫层面以下的集水井、电梯

井、承台基础井等部位的内部积水回灌活跃，一

方面，无法保证施工现场防水层在无明水的环境

下作业，导致防水层在井底基面无法施工；另一

方面，积水使集水井、电梯井、承台基础井在底板

的结构混凝土在浇筑时发生离析、密实度差、钢

筋保护层厚度达不到设计要求等，从而导致钢筋

锈蚀、混凝土碳化等威胁结构安全的问题，为防

水层铺设和混凝土浇筑争取了有利的基层无水

作业条件，有效保证了防水层和混凝土结构的施

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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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资源丰富环境下地下建筑坑体防水施工降水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

下步骤：

步骤a.在坑体底部设置降水坑，降水坑内设置抽水泵；

步骤b.降水坑上方设盖板，盖板中心预制套管或预留孔洞，抽水泵线缆和排水管从套

管或孔洞内穿出；坑体底部防水层铺设至套管或孔洞周边收口；铺设保护层对所述的坑体

底部防水层作隔离保护；

步骤c.浇筑地下建筑坑体前，切断抽水泵的排水管和线缆，抽水泵留置在降水坑内；

步骤d.从盖板中心套管或孔洞向降水坑内灌填级配砂石；

步骤e.从盖板中心套管或孔洞向降水坑内浇筑混凝土至坑体底部平面，然后用速凝水

泥密封盖板中心套管或孔洞，与盖板上表面持平；

步骤f.铺设盖板中心套管或孔洞部位的防水层并与坑体底部防水层搭接；

步骤g.浇筑坑体结构混凝土；

所述的步骤a中当降水坑设置后，立即在降水坑内铺坑底垫层和砌挡土墙，并抹挡土砂

浆或混凝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资源丰富环境下地下建筑坑体防水施工降水处理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保护层采用细石混凝土或水泥砂浆。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水资源丰富环境下地下建筑坑体防水施工降水处理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保护层当采用细石混凝土时，其厚度不小于50mm；当采用水泥砂浆时，其

厚度不小于2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资源丰富环境下地下建筑坑体防水施工降水处理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降水坑深度不小于所述的抽水泵高度+100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资源丰富环境下地下建筑坑体防水施工降水处理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级配砂石的总体积不小于所述的降水坑的总容积的2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资源丰富环境下地下建筑坑体防水施工降水处理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f还包括搭接前，对坑体底部防水层搭接区进行清理和干燥处理的步

骤。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资源丰富环境下地下建筑坑体防水施工降水处理方法，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坑体为集水井、电梯井、承台基础井中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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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资源丰富环境下地下建筑坑体防水施工降水处理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地下建筑防水技术，尤其涉及一种水资源丰富环境下地下建筑坑体防

水施工降水处理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基坑降水，一直是建筑地下工程施工的重点，基坑降水方法较多，包括明沟加集水

井降水、轻型井点降水等，但以上降水方式，均不足以完全排除集水井、电梯井、承台基础井

等垫层标高以下构造的内部积水，且由于现场情况的不可控性，基底地表水易在低处蓄积。

当基底浅层水源丰富时，在防水层铺设前，对集水井、电梯井、承台基础井等进行临时排水

后即时铺设防水层，其工艺间隔操作速度尚不及基底浅层水对集水井、电梯井、承台基础井

等的回灌速度。以上情况，可能产生三方面影响：

[0003] 首先，受积水影响，防水施工基层条件无法满足确保防水层施工质量的无明水基

层要求，可能因基层湿度过大(甚至明水)导致防水涂膜层无法成膜、防水卷材搭接不牢靠

等；

[0004] 其次，由于地下水压的影响，即使防水层可交圈密闭，在无保护的情况下防水层容

易被地下水压破坏。

[0005] 再次，积水使集水井、电梯井、承台基础井在底板的结构混凝土在浇筑时发生离

析、密实度差、钢筋保护层厚度达不到设计要求等，从而导致钢筋锈蚀、混凝土碳化等威胁

结构安全。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发明一种水资源丰富环境下地下建筑集水井、电梯

井、承台基础井等坑体防水施工降水措施构造设计和施工处理方法，能有效克服目前基坑

降水技术中缺陷，确保防水层施工质量的无明水的要求。

[0007]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水资源丰富环境下地下建筑坑体防水施工降水处理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9] 步骤a.在坑体底部设置降水坑，降水坑内设置抽水泵；

[0010] 步骤b.降水坑上方设盖板，盖板中心预制套管或预留孔洞，抽水泵线缆和排水管

从套管或孔洞内穿出；坑体底部防水层铺设至套管或孔洞周边收口；

[0011] 步骤c.浇筑地下建筑坑体前，切断抽水泵的排水管和线缆；

[0012] 步骤d.从盖板中心套管或孔洞向降水坑内灌填级配砂石；

[0013] 步骤e.从盖板中心套管或孔洞向降水坑内浇筑混凝土至坑体底部平面，然后用速

凝水泥密封盖板中心套管或孔洞，与盖板上表面持平

[0014] 步骤f.铺设盖板中心套管或孔洞部位的防水层并与坑体底部防水层搭接；

[0015] 步骤g.浇筑坑体结构混凝土。

[0016] 优选的，所述的保护层采用细石混凝土或水泥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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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进一步的，所述的保护层当采用细石混凝土时，其厚度不小于50mm；当采用水泥砂

浆时，其厚度不小于20mm。

[0018] 优选的，所述的步骤a中当降水坑设置后，立即在降水坑内铺坑底垫层和砌挡土

墙，并抹挡土砂浆或混凝土。

[0019] 优选的，所述的降水坑深度不小于所述的抽水泵高度+100mm。

[0020] 优选的，所述的级配砂石的总体积不小于所述的降水坑的总容积的20％。

[0021] 优选的，所述的步骤f还包括搭接前，对坑体底部防水层搭接区进行清理和干燥处

理的步骤。

[0022] 优选的，所述的坑体为集水井、电梯井、承台基础井中一种。

[0023] 在建筑集水井、电梯井、承台基础井等部位的底部设置降水坑，降水坑内放置抽水

泵，用于抽除井内面层施工积水和基底浅层丰富地下水。降水坑上方设盖板，盖板中心预制

套管或预留孔洞，抽水泵线缆和排水管从套管内穿出。集水井、电梯井、承台基础井等防水

层施工时铺设至套管周边收口，铺设防水层的隔离层和保护层。结构混凝土浇筑前，切断排

水泵线缆和管道，立即从套管向降水坑内灌填级配砂石，再灌注混凝土，最后密封套管，浇

筑集水井结构混凝土。

[0024] 本发明有效解决了在地下空间基础底部浅层水源丰富环境下，位于地下垫层面以

下的集水井、电梯井、承台基础井等部位的内部积水回灌活跃，一方面，无法保证施工现场

防水层在无明水的环境下作业，导致防水层在井底基面无法施工；另一方面，积水使集水

井、电梯井、承台基础井在底板的结构混凝土在浇筑时发生离析、密实度差、钢筋保护层厚

度达不到设计要求等，从而导致钢筋锈蚀、混凝土碳化等威胁结构安全的问题，为防水层铺

设和混凝土浇筑争取了有利的基层无水作业条件，有效保证了防水层和混凝土结构的施工

质量。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地下建筑坑体浇筑前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地下建筑坑体浇筑后结构示意图；

[0027] 其中，1-降水坑；11-降水坑坑壁；12-降水坑坑底；13-级配砂石；14-坑内混凝土；

2-抽水泵；21-线缆和排水管；3-盖板；31-套管；32-速凝水泥；4-防水层；5-保护层；6-降水

坑顶部防水层；7-坑体结构混凝土。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9] 如图1所示，在地下建筑坑体底部设置降水坑1，降水坑1内放置抽水泵2，用于抽除

井内表层施工积水和坑底浅层地下水。降水坑1上方设盖板3，盖板3中心预制套管31或预留

孔洞，抽水泵线缆和排水管21从套管31或孔洞内穿出。坑体底部防水层4铺设至套管31或孔

洞周边收口，铺设保护层5对防水层作隔离保护。降水坑1深度不小于抽水泵高度+100mm；降

水坑体型可为长方体型，也可为圆柱形。降水坑坑底12可采用水泥砂浆垫层、细石混凝土垫

层。当采用水泥砂浆垫层时，厚度不小于20mm；当采用细石混凝土垫层时，厚度不小于40mm；

降水坑坑壁11可采用一顺砖宽砖墙挡土墙、细石混凝土挡土墙、水泥砂浆挡土墙、或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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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具体视土质情况选定。盖板3周边超出降水坑1顶周边50mm；盖板材质可采用钢板

(厚度为3～8mm)、预制混凝土盖板(厚度为15～60mm)、或模板(包括木模板、胶合板等)；盖

板中心设套管或孔洞，套管管径或孔洞内径不小于48mm；套管可采用长度为10～100mm的金

属管(如架子管)、PVC管或其他材质管道；套管不能伸出盖板表面；当采用钢盖板时，将金属

套管焊接在钢板中心；当采用预制混凝土盖板时，将套管预埋在模具中心，与盖板形成整

体，或移除套管形成孔洞；当采用模板时，切割或凿除模板中心形成孔洞。盖板上表面宜与

防水层4基层(垫层或找平层)表面持平，以保证防水层4在坑体底部基层铺贴平整。抽水泵2

可选用污水泵、清水泵、潜水泵、增压泵等，选择何种类型、功率的抽水泵视水量、泥沙含量

而定；线缆和排水管从套管内穿出。保护层5可采用细石混凝土或水泥砂浆。当采用细石混

凝土时，其厚度不小于50mm；当采用水泥砂浆时，其厚度不小于20mm。

[0030] 浇筑地下建筑坑体前，切断排水泵线缆和管道21，立即从套管31或孔洞内灌填级

配砂石13，再灌注坑内混凝土14，最后密封套管31或孔洞，如图2所示，抽水泵2被切断排水

泵线缆和管道21后废弃在降水坑1内，立即向降水坑1内铺填一定厚度的级配砂石13，再浇

筑混凝土至降水坑坑顶，并迅速用速凝水泥32密封套管31或孔洞，速凝水泥32宜采用速凝

型或缓凝型防水堵漏宝。因在密封套管时坑内混凝土可能尚未初凝，因此，采用速凝水泥密

封时，其粘度、团体大小应根据现场情况确定；同时，其上表面应与盖板持平，以利于防水层

铺设并在降水坑坑顶铺设一道降水坑顶部防水层6覆盖降水坑，与四周坑体底部防水层4搭

接，构成闭合防水层。在降水坑内铺填级配砂石，然后浇筑坑内混凝土，级配砂石用量总体

积不小于降水坑总容积的20％；级配砂石之意义在于：作为一种蓄水层次，蓄积坑内残留积

水和混凝土浇筑前的渗入水，以保证积水和渗入水不影响混凝土的浇筑质量。在降水坑内

浇筑混凝土至坑体井底平面，铺设降水坑顶部防水层并与坑体底部防水层搭接，浇筑坑体

结构混凝土7。坑体结构混凝土7与降水井内浇筑的混凝土材质完全相同。如防水层搭接区

受到污染，在降水坑坑顶防水层与坑底防水层搭接前，宜对坑体底部防水层搭接区进行清

理和干燥处理，干燥处理的方法包括用海绵吸水、喷灯或喷枪烘烤、热风枪加热除湿等措

施。防水层搭接后补充铺设保护层，保护层可采用细石混凝土或水泥砂浆。当采用细石混凝

土时，其厚度不小于50mm；当采用水泥砂浆时，其厚度不小于20mm。

[0031] 上述虽然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进行了描述，但并非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

制，对于一些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所熟知的技术内容，此处不再赘述，所属领域技术人员应

该明白，在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领域技术人员不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即可做出

的各种修改或变形仍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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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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