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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走廊防漏
亟需海南标准

海南多雨潮湿，地处台风走廊，气候条件特
别，因此不能“一刀切”地执行全国标准或中南地
区标准，在防漏方面海南亟需有自己的地方标准、
地方要求。

海南到底该用什么样的建筑材料，
需用调查数据说话
政府必须全面调研
摸清海南漏水行情

“我们认为墙面漏水根源在于环保砖，所以曾
思考过是否申请不采用全国统一的要求。”省住建
厅有关人士表示，但也不可能退回到粘土实心砖
的时代，因此犯难。

赵江洪表示，今年两场台风后，海南省建筑防
水协会已经与省建设厅联手对全省数十个项目进
行了检查，但还没有专门对环保砖进行调研。

“是否可以不强制使用环保砖？还是推荐某
些种类的环保砖？或者外墙批挡采用一定配比的
聚合物防水砂浆？这些都需要用数据来说话，用
实证来检验。”省住建厅人士说，政府指导市场墙
面防水，无论是增加钢丝网片覆盖固定，还是柔性
防水改刚性防水，都要有严格的依据。

在门窗防水标准方面，赵江洪认为，海南不能
再参考执行中南地区标准，而应该尽快出台适用
海南气候地理自然环境的地方标准。

“中国幅员辽阔，东、南、西、北、中、沿海、热带
地区情况各不相同，统一执行一套标准显然不现
实。”省住建厅人士说，海南标准应该在材料、工程
技术、安装、验收等方面进行规范，并且对违反规
范的行为进行处罚。

对于防水材料，赵江洪说：“行业及相关部门
必须尽快制定材料准入制度，对防水企业进行严
格考核；建立‘保证金’制度；开发商对防水工程进
行单独分包。”

开发商、设计方、施工方、监理方、
政府部门，到底谁该负责？
建工程责任终身制
即使退休也要负责

一方面，房屋验收标准比较低，材料采取送检
的办法，相关部门担负的责任不大；另一方面，验
收合格的房屋，却根本无法阻止房屋漏水。

“关于房屋漏水，究竟是政府、开发商、设计
方、材料方、施工方还是监理方的责任，目前几乎
很难界定。”谢长余认为，因此，业主找到开发商
时，开发商用“已经通过相关验收”等理由，很快可
以搪塞过去。

赵江洪建议，施工单位必须具有相关防水施
工资质；防水工人必须经过专业培训，持证上岗；
防水协会或相关部门对防水工人进行定期培训；
严格按照防水工程相关规范进行验收。

作为代表业主监控工程质量，是业主和承包
商之间桥梁的监理工程师，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
已经颠倒了。

“现在监理在开发商面前是孙子。”一位监理
工程师抱怨，由于监理（一般包括造价）的“生意”
也是向开发商“求”来的，竞价后价格低不说，在开
发商面前还唯唯诺诺，不敢违背开发商的主张。

然而开发商也有“想从良却不能”的无奈。
“我想提高工程质量，那么就要相应提高工程造
价，同等条件下，售价会相对较高。但客户比较
后，一定会选择更价廉的同类产品。”海口西海岸
一楼盘的开发商说。

以上纠结不清的关系和各方模糊的责任，在
半个月前看到了曙光：9月26日，住建部宣布，未
来两年将在全国启动工程质量治理行动，其中，对
建筑工程终身负责。

根据住建部的要求，今后，在工程设计使用年
限内，项目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这五方主
体将承担相应的质量终身责任。开工前五方负责
人必须签署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工程竣工后设
置永久性标牌，载明参建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姓名，
一旦出现问题哪怕项目负责人离职或退休，也都
将被追责。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

台风一来家家“抗洪”，建筑防水协会调查显示我省房屋
漏水比例非常之高，漏水普遍存在——

“威马逊”、“海鸥”两场台风带来强降雨，导致许多房屋漏水，这又令人想起了3年前“纳沙”台风
后媒体对房屋漏水的集中报道，但漏水问题依然不了了之，人们谈台风色变。

全国的房屋都存在漏水问题，但海南尤为普遍，省建筑防水协会调查和中国建筑防水协会调查均
显示，海南房屋漏水比例高达70%。进一步调查发现，海南非装修性房屋漏水主要集中在墙面、屋顶、
铝合金门窗三个方面，这其中有设计、材料、施工等多方面原因，但对政府部门、开发商、施工方、监理
方的追责机制却尚未建立起来。

因此，防止漏水，出台“海南标准”迫在眉睫。

“海南房屋漏水
尤其严重”
高温高湿高盐多台风
防水材料寿命被缩短

“全国哪里都有房屋漏水，海南的漏水尤其严
重，可以说是普遍现象。”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有关负责人说。

“普遍现象”这四个字从政府主管部门嘴里出
来，一方面说明海南房屋漏水涉及面十分广，另一方
面也说明政府已经正视了该方面问题。

今年“威马逊”“海鸥”两场台风期间，由于海口
多数市民家房屋漏水，同事邻里见面就用“你家抗洪
了吗”来相互调侃。

“台风未登陆、刚登陆时，我们全家老少在北边的
窗口抗洪，到刮回南风时，我们转战南边的门窗抗洪。”
海口市民林泉峰提起自家的“抗洪”经历，苦恼不已。

海口市民杨博经过观察，发现他家客厅主要从
推拉窗滑道槽里涌出水来，但西北卧房则从窗与墙
之间的缝里渗出水来。

两场台风过后，住在海口市世贸的张嘉欣发现
家里挂在东边墙上的字画已经因外墙渗水，全部发
霉。隔壁邻居因无人在家，漏水导致地板、家具泡
坏，损失达数万元。

家住三亚下洋田某别墅小区的朱女士，十多年来
饱受屋顶漏水的困扰，“每次请人来补一补，能管上一
两年，再一刮台风，又得找水盆接天花板的漏水。”

海南省建筑防水协会调查，目前海南全省漏水
房屋的占比在70%。该协会会长赵江洪表示，中国
建筑防水协会调查海南房屋漏水的比例也是70%。

“客观地说，海南自然环境‘三高一
多’高温、高湿、高盐、多台风，以及紫外
线强这些因素都造成防水材料明显比
内地城市容易老化，寿命短得多。”省住
建厅人士坦言。

2011年4月，海南省建筑防水协会
曾组织会员企业对海口、琼海、三亚等
地37个建筑工程进行了防水工程的
质量抽样调查，涉及防水施工面积
100多万平方米，其中不同程度的渗
漏占调查总数的86.5%。

3年前的调查中，外墙渗水的房
屋大多是老房子，新房屋的渗水和漏
水主要是设计不合理、施工不当、市
场监管薄弱、使用假冒伪劣材料等。

如今老问题依然存在，新情况却
是新房子也出现了许多外墙渗水。

安徽籍的张妈妈2010年随儿子定居在
三亚后发现，经常有安徽老乡开着“大篷车”，
高举着“屋顶补漏”的牌子，在市区里出现。
老乡们的“大篷车”里拖家带口，靠补漏为营
生。

“请他们来补屋顶的漏水，他们先是从车
上抬下来一口大锅，烧柴火熬沥青。沥青熬
好后，刷到房顶上。”张妈妈听邻居李霞介绍，
安徽老乡屋顶补漏后，那一年台风没有漏
水。但第二年开始，屋顶越漏越厉害。

“原因很简单，他们只做防水层，不做防
水层的保护层。太阳一晒，防水层很快就坏
了。”在海口苍峄路开防水材料商行的王先生
说，现在海南很少直接用沥青来进行屋顶防
水，而是购买防水成品材料。

王先生打保票说：“单说防水材料，寿命

并不长，但只要保护层的做工到位，用一百年
也不成问题。”

“其实所有防水材料，都来自沥青改性后
的产品，本质就是沥青。只不过不需要像过
去那样采取‘几粘几油’繁琐的工序。如购买
一定厚度要求的防水卷材，撕去粘膜，就可以
往房顶上铺，方便又保证质量。”谢长余说，防
水卷材是指将沥青类或高分子类防水材料浸
渍在胎体上，制作成的防水材料产品，以卷材
形式提供。

谢长余却发现防水材料市场仍十分混
乱，他经常在一些城乡结合部看到手工制造
防水材料的作坊，都是用大锅在那里熬沥青，
再提取。

谢长余介绍，海南的屋顶，先做隔热层，
再做防水层，最后是砂浆加水泥的保护层。

“海南上个世纪的房屋屋顶漏水较严重，
这与防水层不到位、防水材料老化、防水系统
不完善有关。”赵江洪说，近年一些商品房屋
顶漏水，则要逐个分析。

赵江洪认为，首先防水是一项系统工
程。在有防水问题中材料问题占30%，施工
占40%，防水设计占20%，工程管理占10%
（主要是与土建、电气、管道等专业的协
调）。

关于防水系统，赵江洪概括：设计是前
提、材料是基础、施工是关键、管理是保证。
目前市场上还不存在一种万能的防水材料，
需因地制宜，选用合适的防水材料及适宜的
施工工法。建议重大及政府保障房项目防水
工程采用专家会审制度，行业及相关部门鼓
励优秀的防水企业参与竞争。

大锅熬的沥青不管用
小作坊熬出来的沥青虽然防水，但上面没有保护层，太阳一晒就开
裂；除了材料问题，设计、施工、监理都脱不了干系

问道：防水工程采用专家会审制度，让优秀防水企业参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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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框料选择
窗体外框尺寸
的确定
制作
窗框安装
窗框与墙体间
隙的封堵
窗与墙体装饰
面层防水工艺处
理
窗扇安装
注胶密封
窗台防水处理

“过去的房子几乎没听说过外墙面漏水，近
5年来，这类漏水案例越来越多，我们认为与采
用环保砖有极大关系。”省住建厅有关人士认为。

环保砖，是相对传统的粘土实心砖（如红
砖）而言。由于生产和使用粘土砖存在毁地
取土、高能耗与严重污染环境等问题，我国从
1996年开始大力发展与推广节土、节能、利
废、多功能、有利于环境保护并且符合可持续
发展要求的各类墙材。

2008年底，海口、三亚、儋州执行国家规
定，全面禁止使用实心粘土砖。

海口投源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谢
长余介绍，目前海南普遍采用加气混凝土砌
块和蒸压灰沙砖。前者除了环保节能，还可
以降低墙面乃至整体的工程造价。

专家介绍，加气混凝土砌块的吸水率一
般在65％以下，蒸压灰砂砖的吸水率一般在
20％以下，而粘土实心砖几乎不吸水。

“海南极少有商品房外墙做防水。”从事外
墙涂料工程的阿伟透露，国家没有强制规定，
大家能省则省。因价格原因，外墙涂料也不会
使用防水材料。一般情况下，墙壁不会漏水，
但外墙一旦开裂，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渗漏。

“同样设计、同样材料、同样工序，为何有
的裂？有的不裂？”省住建厅有关工作人员
说，他们现在也正在对外墙渗水进行研究。

阿伟却认为，其他条件都相同，还有人的
因素，即工人水平和责任心的差异。阿伟透
露，外墙开裂，主要是过多使用了“砂浆王”。

“砂浆王”是掺在批档的沙与水泥中，可
以增加与环保砖墙的粘合度，批档施工容易
了，批档层处却变得易裂开。“几毫米厚的涂
料层，是不可能阻止裂缝的。”阿伟说，因此强
降雨、台风期间，雨水从裂缝或是砖缝等空隙
进入墙体，环保砖本身又吸水、存水，多了，再
从内墙薄弱处渗入。

墙面渗漏的修补一般也不能从外面重做
修复，只能是从里面来维修，所以外墙开裂很
难恢复一新。

“如果不添加过多‘砂浆王’，且批档后立
刻进行外墙防水处理，这样刷涂料变得困难，
也不可行。”阿伟表示，在现有材料下，要保证
不漏水，唯有经历1年的下沉观察期，再进行
必要的补救和修复。但赶工期、早日交房给
客户等现实是不允许慢慢等候的，所以墙面
漏水就普遍存在了。

那么就只有恢复使用粘土实心砖这一个
最终解决问题的办法了吗？谢长余认为，可
以从防水环保砖和防水批档两个环节的材料
上着手海南市场的改进。

谢长余介绍，北京、上海等地要求在砂浆
及混凝土内掺加防水剂，可以防水，这被称为
刚性防水或结构自防水，但配比及施工工艺
必须掌握好。

环保砖节能但不防水
环保砖易吸水、存水，遇到强降雨难免渗漏；外墙涂料也没使用防水
材料，过多使用“砂浆王”，易开裂

问道：学习北京上海在砂浆及混凝土内掺加防水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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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外墙的问题是新材料问题，那么
门窗漏水，新老材料都存在。

海口市民符小刚在“威马逊”台风过境后
回到自家小区，停水停电，只能爬上26楼。打
开家门，黑咕隆咚的就一脚踩在了水里。原
来阳台积水，水位高过玻璃门铝合金槽，漫进
了卧房和客厅。水进来容易，排干就只能靠
人工了。符小刚认为，这是高楼设计上的缺
陷，除非把阳台封住。

谢长余介绍，海南铝合金窗主要分为平
开窗与推拉窗两类。平开窗的密闭性相对较
好，但五金配件质量跟不上，窗户经常扣不严
或扣不住，台风一来，窗子被吹开。后果轻则
漏水、漂雨，重则风将一扇窗或整面窗卷走。

飘窗、铝合金轻质材料的广泛使用，让许
多市民觉得不如过去带雨檐的笨重窗户耐
用。但门窗经销、安装商用案例否认了这一
观点。

海口市民杨博请来专门从事门窗安装的
胡老板检查后得知，自家的窗户有施工质量
问题，还有密封材料老化问题等。

“有些人家里的玻璃窗从里面安装，外圈

根本没有打玻璃胶，一刮台风就渗水；有些推
拉窗槽内外高度一致，或落差不够，一下雨就
往屋里进水。”在胡老板看来，铝合金门窗的
问题他一眼能找出来。

浙江省台州市建筑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
工程师刘健认为，台风多雨地区建筑工程外
门窗出现渗漏，必须从设计、材料、制作安装、
检查检验等方面更专业地查找和解决问题。

“设计方只给出简单的门窗表和简化平
面示意图，施工人员就只好凭经验选型，以致
外门窗抗风压、气密、水密等性能都达不到台
风多雨地区要求。型材壁厚（如框扇截面厚
度）不够，五金配件、毛条、密封胶等质量不过
关，使门窗结构安全和使用潜伏质量隐患。
制作、安装不规范，如下料时尺寸误差大、框
子不方正、门窗扇间隙超标、窗框下坎转角处
密封不严；框的锚脚位置不符合要求、框与墙
体间隙填充料嵌填不密实、窗外口密封胶打
胶厚度不够等。最后就是检查、检测、监理等
方面把关不严。”刘健分析。

与浙江等地不同，海南除了台风多雨，强
紫外线、高温还致使密封材料如胶条等老化

较快，有的三五年就得重新返工、修复一次。
而在铝合金门窗制作安装环节，海南市

场大都以散兵游勇为主，正规商家较少。由
于铝合金门窗大多是小铺面、小作坊，可以讨
价还价，大多数消费者图便宜、省事，也不清楚
门窗安装的正规要求。

因此，专家们建议，建设单位应将建筑门
窗专项工程纳入施工总承包范围，门窗制作必
须具备相应的生产许可证，门窗专业承包施工
单位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承包资质证书。

由于铝门窗与洞口墙体连接部位是雨水
渗漏最为常见的部位，这个环节防漏应该特
别重视。

当然，造价工程师们还认为商品房的铝
合金门窗质量与门窗造价成正比。提高防水
能力，最简单的方法是增加每平方米铝合金
含量，提高造价。

刘健介绍，为了防止台风天漏水，浙江台
州要求铝合金外窗主要受力构件（如外框、扇
框、中挺等）的型材壁厚有具体要求；外门窗
下框应选用高档且可安装毛条的型材。此
外，内框还要加衬增强型钢，并做镀锌处理。

各环节都难脱干系
设计敷衍、材料不合格、散兵游勇安装、验收走过场，门窗肯定漏水

问道：学习浙江台州，对铝合金外窗主要受力构件的型材壁厚有具体要

求，框加衬增强型钢，并做镀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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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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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合金门窗
这样安装
可防漏水

墙面、屋顶、门
窗是主要漏水处。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10 月 16 日，海口
某小区建筑外墙面漏
水后留下的修补痕迹。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