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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谈防水？---1978-2008年材料发展

根据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防水方式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

防水阶段 防水方式
第一阶段 三毡四油
第二阶段 防水卷材
第三阶段 防水涂料



为什么谈防水？---1978-2018年防水要求的提升

国标
• GB 50108-2008《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防水3至5年质保

地标

• HN DBJ 46-048-2018《海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防水10年质保

• DB 33/T 1147-2018《浙江省建筑防水工程技术规程》---防水10年质保

建标

• 2017年1月11日，住建部标准定额司下发了“关于商请提供提高标准专项工作方案的函”建标实函【2017】
17号文件，以防水层设计使用年限为关键技术指标，全面提高全产业链的生产、设计、施工水平，提升建
筑屋面工程及地下建筑防水工程设防要求，提高建筑防水工程标准。

• 到2025年，重要建筑物的屋面和地下室设计使用年限不低于30年；

• 一般建筑物屋面的设计使用年限不低于20年、地下室不低于30年、外墙不低于25年、室内不低于15年。

防水宪
法

• 2019年住建部起草的《建筑和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明确规定：地下工程防水设计工作年限不应低于工
程结构设计工作年限；屋面工程防水设计工作年限不应低于25年；外墙工程防水设计工作年限不应低于25
年；室内工程防水设计工程年限不应低于30年。



为什么谈防水？---1988-2014年防水行业第三方渗漏水数据

渗

漏

水

1988年在17个城市，327栋楼房，渗漏率为57%

1991年在100个城市，2072栋楼房，渗漏率为34.2%。

2014年选取全国28个大中型城市/850个社区/2849栋楼房/对应1777个地下室。2849
栋楼房调查当中有2716栋的屋顶存在渗漏问题，屋面渗漏率为95.33%。在勘查1777
个地下室中，有1022个地下室存在“全部积水”“线状流水”“滴水”“局部积
水”“有水迹水痕”有1022个地下室，渗漏率为57.51%。



为什么谈防水？---百姓需求无渗漏耐久性安全的家园

防水工程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良心活儿！是个需要你我给后代子孙交卷儿的活儿！



HC自愈合防水系统---固本培元、补砼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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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Building Connected Jobsite!!!

HC结构自愈合防水TM系统是一项将防治渗
漏完全立足于结构自防水，令建筑能与水
和谐相处、共生共荣、全新理念的被动式
的动态防治渗漏技术。然而根治渗漏顽疾、
实现长效防漏是一项典型系统工程，并不
是靠单一防水措施就能做到，需要包括土
建、防水及管理各方配合默契才能实现。



HC自愈合防水混凝土外加剂系统 HC-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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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自愈合防水混凝土外加剂系统 HC-WH

HC自愈合防水混凝土外加剂系统 HC-WH采用材料属无
机类防水材料，是以特种水泥，石英砂等为基料，掺入
活性化学物质、催化剂和渗透促进剂制成的单组分灰色
粉末状防水材料。结构自愈合防水材料的作用机理为：
通过掺入混凝土内，该材料中的活性成分与混凝土中未
发生水化反应的水泥颗粒发生化学反应，生成不溶于水
的针状自修复晶体，从而堵塞混凝土中的毛细孔和细小
裂缝，阻止水分子的通过，使建筑结构具有裂缝自愈合
能力，最终达到防水目的。该材料的活性成分在无水的
情况下处于休眠状态，一旦遇到水，休眠被激活，立即
与水发生反应，自愈合自修复继续进行，使得混凝土结
构具有“动态”防水的特性。该种材料渗入到混凝土内，
与混凝土可以同寿命，是其他一些有机类防水材料所无
法替代的。



HC自愈合防水混凝土外加剂系统 HC-WH---材料特性



目录---汉中滨江国际五期地下车库---防水解决方案北京天地兴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加拿大凯顿
厂房改扩建工程项目地下室 防水方案介绍

三）地下室凯顿防水施工范围

1）搭接缝多（7-10㎡/卷）——容易出现施工不到位。

2）易被破坏——不易被发现，渗漏隐患大。

3）易形成串水——很难找到渗漏源头。

4）遮掩混凝土结构问题——渗漏后期才出现，增加维修成本。

5）易老化——不耐久。

传统卷材防水做法与结构自愈合防水做法比较

1）混凝土裂缝——不可避免。

2）混凝土结构施工缝——施工需要、不可避免。

3）拉杆螺栓、穿墙管——施工需要、不可避免。

4）混凝土疏松、蜂窝麻面——振捣不密实容易出现。

+

地下室渗漏 Leaking



目录---汉中滨江国际五期地下车库---防水解决方案
北京天地兴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加拿大凯顿
厂房改扩建工程项目地下室 防水方案介绍

三）地下室凯顿防水施工范围

1）HC自愈合防水混凝土——降低混凝土开裂、0.6mm裂缝自愈合

2）混凝土施工缝——涂刷自愈合界面剂。

3）拉杆螺栓——涂刷自愈合防水材料。

4）混凝土疏松、蜂窝麻面——剔凿、填补自愈合防水胶泥。

5）结构自防水——耐久。

传统卷材防水做法与结构自愈合防水做法比较

1）混凝土裂缝——不可避免。

2）混凝土结构施工缝——施工需要、不可避免。

3）拉杆螺栓、穿墙管——施工需要、不可避免。

4）混凝土疏松、蜂窝麻面——振捣不密实容易出现。

+

实现无渗漏地下室

结构自愈合
防水系统



有机防水系统、HC结构自愈合防水TM材料对比情况分析表

对比内容 有机防水系统 HC结构自愈合防水TM外加剂系统

施工方法

基面处理 打磨、清理 不涉及

基面找平 需要找平处理 不涉及

布料形式 迎水面，热熔或冷粘铺贴。搅拌站直接添加，直接浇筑混凝土

保护层 需要保护层 不需要保护层

施工条件
施工空间

基坑需要放坡或预留足够施
工空间

不需要预留施工空间，可单侧支模浇筑墙体。

基面条件 基面需干燥 不涉及，雨季亦可施工

施工周期

施工工期 施工周期长 不涉及，防水与混凝土浇筑同步完成。

回填土时间 需等保护层完成后才能回填混凝土结构完成即可回填土

HC自愈合防水混凝土外加剂系统 HC-WH---与有机防水系统对比



有机防水系统、HC结构自愈合防水TM材料对比情况分析表

对比内容 有机防水系统 HC结构自愈合防水TM外加剂系统

主要性
能

防水可靠性
依靠卷材层防水，施工搭接缝多，
易出现问题，易被破坏。

整个混凝土结构含有超强结晶、自愈合能力，达到密
实防水效果。

防水耐久性 属于有机类材料，易老化失效。是无机类材料，与混凝土同质同存。

抵抗氯离子能力 无明显抵抗氯离子能力 可有效抵抗氯离子及硫酸盐

混凝土裂缝自愈合能力无 自愈合细小裂缝

环保性 石油类产品，有毒、有害 环保无毒，可用于饮用水工程。

其他性能
可抵抗静水压，提高混凝土抗压强度；提高混凝土抗
裂性能、抗冻融性能及提高混凝土和易性。

工程质保期 一般5年 与结构同寿命

缺陷维修 容易形成串水，很难找到渗水源
头，维修困难

整体混凝土密实防水，若有缺陷，渗漏点即为渗漏源
头，容易维修。

综合造价
基坑需要放坡留施工空间，基面
需要找平处理、完成后需要施工
保护层，维修困难，综合费用高。

和混凝土一起浇筑施工，无需额外人工施工，无需保
护层，缺陷维修方便，综合费用低。

HC自愈合防水混凝土外加剂系统 HC-WH---与有机防水系统对比



HC自愈合防水混凝土外加剂系统 HC-WH---工法



HC自愈合防水混凝土外加剂系统 HC-WH---工法



HC自愈合防水混凝土外加剂系统 HC-WH---案例

北京.温哥华森林 北京.玉河

北京.天地兴业 长沙.远大J57小天城



HC自愈合防水混凝土外加剂系统 HC-WH---案例

SC-5院落、 SC-4院落、 SE-3院落、
SE-1院落，地下室结构均采用HC结构

自愈合防水TM外加剂系统。



HC自愈合防水混凝土外加剂系统 HC-WH---案例

确定施工
方案

浇筑HC-
WH防水混

凝土

施工缝界
面剔凿清
理涂刷界

面剂

混凝土护
龄期满后
对施工缝、
拉杆螺栓、
管根进行
剔凿、填
补HC-T30
加强处理

喷水养护
试水检查、
确认无渗

漏
验收交工



HC自愈合防水混凝土外加剂系统 HC-WH---实验



HC自愈合防水混凝土外加剂系统 HC-WH---实验

B池：普通混凝
土浇筑的蓄水池

A池：掺加入结构自愈合外加
剂混凝土浇筑的蓄水池

现场模拟建筑物可能发生的
情况，浇筑两个蓄水池，规
格为：

1.8m（长）×1.2m（宽）
×1.3m（高）。

蓄水池底板与围板分二次浇
筑。

两个蓄水池均采用人为锤击
破坏至渗漏。



HC自愈合防水混凝土外加剂系统 HC-WH---实验

A池：掺加入自愈合外加剂
混凝土浇筑的蓄水池：

现场试验证明：

人为锤击破坏渗漏的部位，
经过11天结晶体生长，混凝
土已经愈合干燥，达到防渗
的效果。

2013年5月3日（蓄水第一天） 2013年5月4日（蓄水第二天）

2013年5月5日（蓄水第三天） 2013年5月13日（蓄水第十一天）



HC自愈合防水混凝土外加剂系统 HC-WH---实验

A池：掺加入自愈合外加剂混
凝土浇筑的蓄水池：

现场试验证明：

埋入旧混凝土块的部位，经过
11天结晶体生长，混凝土已经
愈合干燥，达到防渗的效果。

2013年5月3日（蓄水第一天） 2013年5月4日（蓄水第二天）

2013年5月5日（蓄水第三天） 2013年5月13日（蓄水第十一天）



HC自愈合防水混凝土外加剂系统 HC-WH---显微镜下的照片



HC自愈合防水涂刷系统H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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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自愈合防水涂刷系统HC-S

HC自愈合防水涂刷系统HC-S，是针对已经浇
筑完毕的混凝土界面在迎水面或者背水面施
工的最佳方案。将混凝土基面充分拉毛去除
表面浮浆、喷湿达到水饱和状态后以圆周运
动进行涂刷。自愈合的活性成分会有效与混
凝土内部未水化的水泥颗粒发生化学反应从
而有效修复0.6mm以内的裂缝。



HC自愈合防水涂刷系统HC-S---与有机防水系统对比

有机防水系统、结构自愈合防水涂刷系统对比情况分析表

对比内容 有机防水系统 结构自愈合防水涂刷系统

施工方法

基面处理 打磨、清理 打磨、清理

基面找平 需要找平处理 混凝土基面直接施工，不需要找平处理。

布料形式 迎水面，热熔或冷粘铺贴。 迎水面或背水面，涂刷或喷涂、干撒

保护层 需要保护层 不需要保护层

施工条件

施工空间 基坑需要放坡或预留足够施工空间 若在背水面施工，不需要预留施工空间。

基面条件 基面需干燥 潮湿状态，无明水则可施工。

施工周期

施工工期 施工周期长 施工周期短。

回填土时间 需等保护层完成后才能回填 若在背水面施工，混凝土结构完成即可回填土。



有机防水系统、HC结构自愈合防水材料对比情况分析表

对比内容 有机防水系统 HC结构自愈合防水涂刷系统

主要性能

防水可靠性
依靠卷材层防水，施工搭接缝多，易出
现问题，易被破坏。

不以图层本身防水，依靠渗透密实混凝土防水，不易被破坏

防水耐久性 属于有机类材料，易老化失效。 是无机类材料，与混凝土同质同存

抵抗氯离子能力 无明显抵抗氯离子能力 可有效抵抗氯离子

混凝土裂缝自愈合能力 无 自愈合细小裂缝

环保性 石油类产品，有毒、有害 环保无毒，可用于饮用水工程。

其他性能 可抵抗静水压

工程质保期 一般5年 25年

缺陷维修
容易形成串水，很难找到渗水源头，维
修困难

整体混凝土密实防水，若有缺陷，渗漏点即为渗漏源头，容
易维修。

综合造价
基坑需要放坡留施工空间，基面需要找
平处理、完成后需要施工保护层，维修
困难，综合费用高。

可背水面施工，无需留施工空间，基面无需找平处理，完成
后无须保护层，缺陷维修方便，综合费用低。

HC自愈合防水涂刷系统HC-S---与有机防水系统对比



HC自愈合防水涂刷系统HC-S----工法



HC自愈合防水涂刷系统HC-S----案例

珠海.万科金域蓝湾 临沂.奥华温泉度假村

武汉.中央文化区 北京.科技馆



HC自愈合防水涂刷系统HC-S----实验(20180503-20180510)



HC自愈合防水涂刷系统HC-S----碧桂园的SSGF工法



HC自愈合防水涂刷系统HC-S----万科自愈合工艺，中天建设自愈合防水工法



HC自愈合防水涂刷系统HC-S----屋面蒸发降温

相邻保温隔
热屋面红外
热像检测效
果图

蒸发降温隔
热屋面红外
热像检测效
果图

完
美
解
决
屋
面
渗
漏
及
酷
热
难
题

完工后效果东莞住建局会议厅重设屋面系统实例

1

2

从右侧红
外线图片
中套圈1区
域表面温
度为32度
可见，非
阳光直接
照射屋面
表面温度
接近于当
时大气气
温

蒸发降温隔热屋面：
最大温度为40.63℃
，最小温度为
33.77℃，平均温度
为38.36℃；
普通屋面：
最大温度为49.82℃
，最小温度为
41.81℃，平均温度
为47.34℃。

蒸发降温隔热屋面底
面：最大温度为
34.54℃，最小温度为
33.44℃，平均温度为
33.99℃；
普通屋面底面：
最大温度为44.14℃，
最小温度为38.99℃，
平均温度为39.99℃。



HC自愈合防水涂刷系统HC-S----屋面细微裂缝自修复过程

利用与混凝土相匹配的HC自愈合防水材料，使屋面混凝土结构既有及新生出
的裂缝，在水的作用下能自愈密实达到不渗不漏要求的实例。为屋面系统能
与水和谐共处、共生共荣、长效防漏奠定了坚实基础。

施工前渗漏 HC-S自愈合修复 细微裂缝完全干燥



HC自愈合防水施工缝止水系统HC-S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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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自愈合防水施工缝止水系统HC-SJ

HC自愈合防水施工缝止水系统HC-SJ,是针对建筑结构施工时需要设
置的垂直、水平控制缝进行系统防水。从第一道的化学屏障到第二
道的物理阻隔填充，从而永久性的解决十缝九漏的建筑问题。



施工缝

HC自愈合防水施工缝止水系统HC-SJ---示意图



HC自愈合防水后浇带系统HC-HJ

HC自愈合
防水后浇
带系统
HC-HJ

定义

大样图



HC自愈合防水后浇带系统HC-HJ---定义

HC自愈合防水后浇带系统HC-HJ，是针对整体建筑最后交圈封堵的后浇带而量身
定制。传统高一标号的微膨胀混凝土容易出现后期收缩从而出现一缝变两缝的
问题，HC提供的解决系统，首先从原有后浇带的界面处理然后再将新浇筑自愈
合的耐候耐压混凝土进行整体闭合。从而实现混凝土结构全生命周期的0渗漏耐
久性保障。



HC自愈合防水后浇带系统HC-HJ---大样图



HC自愈合防水管根/拉杆螺栓系统

管根/拉杆
螺栓系统

开槽处理

螺栓清理

螺栓专用胶泥填充



HC自愈合防水管根/拉杆螺栓系统



HC自愈合防水裂缝修补系统HC-T01&T30

HC自愈合防水
裂缝修补系统
HC-T01&T30

材料特性/报告

工法

案例



HC自愈合防水裂缝修补系统HC-T01&T30---定义

HC自愈合防水裂缝修补系统HC-T01&T30，
是针对混凝土出现的点、面、线三种裂漏问题
制定的有效的物理加化学组合的系统解决方案。
混凝土出现的裂缝不仅影响外观而且长期有水
的进入会对混凝土的内部钢筋产生锈蚀，钢筋
氧化后产生钝化膜就会随着二次混凝土开裂最
终影响混凝土的终身寿命。HC通过先物理堵住
活水之后再进行加强保护最后表层进行彻底封
堵，实现裂漏问题一次性根治。



混凝土
三态

已经开
裂

正在开
裂

即将开
裂

水态

水汽交
加态

气态

HC自愈合防水裂缝修补系统HC-T01&T30



HC自愈合防水裂缝修补系统HC-T01&T30

裂漏修复系统

快干水凝水泥 修补胶泥材料 自愈合涂刷材料

阻止漏水 加强绑定
防水

良好的粘
接性

自愈自修防水低收缩率

强大，有弹性的系统，具有持久
的物理和化学防水效果的强大的

有弹性的系统。

快速凝固



HC自愈合防水裂缝修补系统HC-T01&T30



渗漏解析---分诊、解析

建筑图结
构图

项目施工
环境

防水抗裂
挑战因素



HC自愈合防水裂缝修补系统HC-T01&T30-工法

1 2 3 4

确定方案：
• 部位
• 顺序
• 时间
• 人员

基面处理：
• 剔凿
• 打磨

清洗浸湿：
• 用10Mpa高压水枪清理槽缝，

去除灰尘和松动的混凝土。
• 表面需要用水预先湿润达到

“饱和面干状态”。

材料填充：
将相应的自愈和胶泥材料
填充至清洗浸湿的槽缝。

表面涂刷：
待胶泥材料凝固后，对施工部
位及两侧15cm清洗、浸湿，
达到表面无明水，使用涂刷材
料涂刷覆盖。

施工复查：
已施工部位进行复查，对
填补涂刷缺失部位修复。

养护：
喷水养护3-5天

试水验收：
观察、检
查无渗漏

完工
移交5 6 7 8



HC自愈合防水裂缝修补系统---案例

步骤1:  清洁
准备好裂缝

步骤 2:用快干水凝堵
漏材料止水 HC-T01

步骤 3:填充修补胶
泥材料 HC-T30

步骤 4:使用自愈合防
水涂刷材料 HC-S01



HC自愈合防水裂缝修补系统---肉眼可以看到的自愈合晶体



服务的部分客户



服务部分客户---样品展示



干撒
材料

添加
剂

涂刷
系统

根据项目人材机工期综合提出对应防水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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