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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腹地，气候温和而湿润，有很好的

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悠久的苏州城经济发达，文风鼎盛，传统

的苏式民居众多。优秀的传统民居建筑物一般会被划为文物，

不准改建、扩建和拆除，原貌保护，可参观，实用价值低。而一

处古建的修缮费用，动辄需要上百万，造成很多古建没有得到

修缮和利用。但传统民居经过主管部门的规划和布局后，是可

以进行修缮改造的。
对于城市传统民居，理想的保护方法应是在保留传统民

居基本风貌、结构与格局的基础上，通过有机改造与适度更

新，营造出满足当代人使用需求的建筑空间[1]。近年来，随着

传统民居修缮利用形式变得多样，修缮的传统民居在保持其

原有风貌的基础上，可作为公共阅读空间、文化创作区展示空

间以及特色民居等用途。经济和社会效益都得到体现，传统民

居的修缮也越来越得到重视。本文主要研究一些新型建材在

传统民居修缮中的应用，包括外墙、内墙、屋面的防水处理，在

不改变原有风貌的基材上，解决传统民居修缮中防潮、防霉和

加固问题，改善传统民居的室内环境和提高使用年限。

1 苏式传统民居防潮、防水处理

（1）建筑物外墙面长期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受到太阳光线

及风雪雨水的侵蚀，反溅水和上升毛细水，导致自防水功能减

弱，雨水侵入结构层（见图 1），造成建筑物墙体渗漏。各种形

式的水会导致墙体的老化加速，危害较大。苏式传统民居外墙

一般使用砖质材料，砖质材料内部一般存在着大量微小的连

通孔隙，具有较强的吸水性，当其吸水饱和并处于冬季负温状

况时，完整的孔隙边壁表面将产生微细裂纹[2]。对此主要的处

理方法是利用苏州建科院研发的 FCT-80 有机硅膏体喷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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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表面，用量为 0.5 kg/m2，形成憎水层，使雨水沿墙壁滚落，

不渗透进墙体。

图 1 外墙水的来源示意

使用的 FCT-80 有机硅膏体不同于普通有机硅防水剂，

是由小分子硅烷、低表面渗透剂、稳定剂和水高速乳化而成，

能够快速渗透至矿物材料表层 3～5 mm，形成透气而不透水的

憎水层，在外墙表面形成滚水“荷叶”效果，防止雨水进入外墙

（见图 2）。

图 2 小分子硅烷乳液与其它防水材料作用机理比较

从图 2 可见，小分子硅烷乳液的防水效果最佳，该产品在

外墙表面不形成膜，无色、透明，不改变墙体外观，适用于传统

民居外墙石灰饰面和青砖的防水处理，可延长建筑物的使用

年限，保持建筑物原有风貌。
（2）传统建筑内墙采用青砖砌筑，石灰纸筋饰面，未设防

水层。由于江南地区多雨，造成未设防水层的内墙经常发潮、
发霉、长霉菌等。内墙修复主要是通过增加防水层来达到防水

的效果，与外墙防水不同，选用材料为刚性防水材料和柔性防

水材料，如图 3 所示为内墙防水结构，分 3 层处理。
具体处理方法：首先铲除内墙粉化基层，基层洒水，使基层

面润湿，但不得有明水；使用苏州建科院研发的 SJ-30 水泥基

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按 m（粉料）∶m（水）=1∶0.35 进行配料，

一般涂刷 2 遍，用量为 0.8～1.5 kg/m2，3 d 洒水养护（不得有明

水）。刚性防水材料主要是一类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料，

是以特种水泥、石英砂等为基料，加入多种活性化学物质制成

图 3 内墙防水结构

的粉状刚性防水材料。与水作用后，材料中含有的活性化学物

质通过载体水向砂浆、砖体内部渗透，在砂浆中形成不溶于水

的结晶体，堵塞毛细孔道，从而起到的防水作用。
养护 3 d 后使用柔性防水材料，选用苏州建科院研制的

SJ-20-Ⅱ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系由丙烯酸高分子液料和无

机粉料复合而成的双组份系列防水涂料，具有高弹性和高粘

结性能，材料的耐久性、防水性佳。针对传统民居内墙防水，选

用苏州建科院 A3 工法（见图 4），各层材料配比及用量见表1。
主要针对重要建筑物进行防水，柔性材料总用量为 3.0 kg/m2。
施工完成后，检查整个工程的各个部分，特别是薄弱环节，发

现问题，查明原因并及时修复，涂膜防水层做完后不应有裂纹、
脱皮、皱皮等现象。

图 4 重要建筑物防水 A3 工法

表 1 A3 工法各层材料配比及用量

通过内墙刚性防水和柔性防水，保持日常的通风，室内干

燥，解决内墙潮湿的问题。使用的材料是水性材料，不含有甲

醛、苯等有毒有害物质，绿色环保，很好地改善了室内环境质

量。表层装饰面可以使用市场常用的防霉家装涂料，进一步提

打底层 下层 中层 面层

10∶7∶14 10∶7∶（0～2） 10∶7∶（0～2） 10∶7∶（0～2）

10∶14∶14 10∶14∶（0～2）10∶14∶（0～2）10∶14∶（0～2）

0.3 0.9 0.9 0.9

Ⅰ型

Ⅱ型

项 目

m（液料）∶m（粉

料）∶m（水）

用量/（kg/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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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内墙表面的防水、防霉、防潮性能。也可使用传统的石灰纸

筋涂料进行饰面，保持建筑物原有风貌。
（3）苏式传统民居的屋面修缮以坡顶瓦屋面为主，下层铺

设望板，提高室内保温性能。由于自然恶劣环境、踩踏等因素，

有的瓦和望板会掉落、移动，导致漏水和渗水，影响使用。传统

的修缮方式是使用常用建筑防水涂料如聚氨酯防水涂料、聚
合物水泥防水涂料等，由于颜色深或遮底等原因不适合使用。
其次是建筑防水卷材如沥青基防水卷材、高分子卷材等，由于

施工时卷材的搭接边需要用火和电加热进行施工，不适用于

砖木结构的传统民居。
对比选用苏州建科院研制的 GS-HT1 高分子透明防水涂

料，该材料透光率大于 98%，类似普通透明玻璃[3]。由闭端水性

高分子材料、交联剂、促进剂等多种成分组成，通过水分的挥

发、交联扩链等物理和化学反应形成高强度、高延伸的防水膜，

透明度高，绿色环保，能改善室内环境质量。使用方法，用喷涂

设备将透明涂料喷涂在望板以及望板与瓦屋面的缝隙（见图

5），喷涂 2 遍，一般用量为 0.3 kg/m2。使用透明防水涂料的效果

明显。由于材料会形成透明的膜，具有一定粘结作用，可以防止

望板和瓦因为自然天气因素而移动，同时成形的透明膜不影响

光线透过，且到达防水的效果，还能保持建筑物原有风貌。

图 5 瓦屋面结构构造

2 苏式传统民居梁柱加固

苏式传统民居的梁柱基本上以木结构为主，木结构保存

起来非常困难，一方面，容易腐蚀、虫蛀、热涨开裂；另一方面，

怕火。为此主要研究以木材为梁柱结构的传统民居，在木材受

到腐蚀、虫蛀、热涨开裂的情况时，进行加固修复，恢复其使用

功能。如大梁蛀蚀、开裂较为严重，经过加固公司结构计算，可

以通过加固技术进行修缮，不需要更换大梁。
传统的加固方法是将要烂木去除，形成空腔，选用合适尺

寸的螺纹钢和环氧树脂胶粘剂进行木梁修补，外侧用碳纤维

布进行加固，进一步提高木梁的强度。本研究选用的加固方法

是对传统加固方法的提升，采用浙江海宁安捷 0.167 mm 碳纤

维复合钢筋（碳纤维棒）代替螺纹钢，将 4 根直径为 18 mm 碳

纤维棒插入梁中，绑扎固定，使用苏州建科院研制的 SJN-C建

筑环氧结构胶对木梁进行植筋修补，按 m（甲组分）∶m（乙组

分）=2∶1 的配比混合均匀，对蛀空的木梁内部进行加固修补。
然后，将苏州建科院的 SJN-B 碳纤维面胶按 m（甲组分）∶m（乙

组分）=3∶1 混合均匀，涂在海宁安捷碳纤维布表面和蛀空的

木梁外表面，将涂有胶的碳纤维布和木梁粘合，对蛀空的木梁

外部进行加固修补。
螺纹钢价格低、易得，但自重大，增加梁柱质量，长时间会

氧化，遇水锈蚀开裂，影响梁柱结构；碳纤维棒价格高，但自重

点为螺纹钢的 1/4，强度是螺纹钢的 7～8 倍，耐火、不氧化、不
锈蚀，选用的加固方法很好地适用于木结构的加固补强，能保

持建筑物原有风貌。
通过研究使用新型防水材料修缮传统民居，改善传统民

居的防水、潮湿、发霉等问题，同时使用新型的加固材料，能更

好地保护苏式传统建筑，保持建筑物的原貌。现代苏式民居设

计在满足现代人生活多方面需求的同时，还应借鉴地方特色，

反映传统文化，使人、建筑、文化融为一体，从而使城市文脉得

到传承[4]。这是后续还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3 结 语

（1）通过喷涂新型小分子硅烷乳液，对外墙进行憎水处

理，能防止雨水进入墙体，同时不改变传统民居原有风貌。
（2）采用刚性防水材料和柔性防水材料，刚柔相剂，双料

防水，解决内墙的防水、防霉问题，通过粉刷传统的石膏纸筋

材料，保持传统民居物原有风貌。
（3）屋面望板防水通过使用新型透明防水涂料，既有防水

功能，又有透光功能，最大限度地保持传统民居的原有风貌。
（4）通过使用新型的碳纤维材料，既能减轻材料自重对结

构的影响，同时，碳纤维材料的耐老化性、耐火性、耐水性都较

好，更适用于传统民居木结构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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