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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渗漏寻检仪是一款手持式无损电子检测仪，专门用于进行无损渗漏评

估及多层或单层房屋屋面及外部绝缘修整系统进行渗漏寻检。 

渗漏寻检仪设有两种模式，即：外部绝缘修整系统和屋面，每种模式

设有两个灵敏度，使得用户可以充分寻检存在于屋面，墙体及建筑物外体

的渗漏源。在模式选择键上选择黄灯中，渗漏寻检仪同时可以用于寻检泡

沫材料构建的屋面系统。 

渗漏寻检仪的优点和特色：一是用于寻检屋面渗漏；二是用于寻检外

部绝缘修整系统渗漏。 

为使得渗漏寻检仪发挥最大效率，建议用户在进行渗漏寻检以前，认

真阅读本操作手册，充分熟悉本仪器的操作过程，仪器的优点，用途等等。 

图 1. 渗漏寻检仪主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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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模式 

渗漏寻检仪有两种操作模式，每种操作模式设有两个灵敏度范围。 

模式选择（模式选择键上选择黄灯）是查找外部绝缘盒修整系统及类

似建筑物包层，聚氨酯及聚苯乙烯泡沫绝缘和其他用于建筑物外体的低密

度绝缘系统的渗漏源。 

模式选择（模式选择键上选择红灯）是查找多层或单层屋面系统的渗

漏源。 

每种测试模式下有两种灵敏度选择，选择范围选择键操作。 

范围选择键上黄灯表示低灵敏度和浅入探测；红灯表示高灵敏度和深

入探测。 

工作原理 

渗漏寻检仪是一款电子产品，采用一节 9 伏 PP3 电池或类似电池驱动。

仪器的操作原理是执行电阻抗测试，即：一种无害，低频，无损信号由仪

器底座上橡皮层内的两个探头发出，穿过被测材料表面，深入抵达材料内

部。见图 2 

图 2.模式选择(黄灯)上的渗漏寻检仪低频信号 

操作原理 

进行渗漏寻检时，仪器橡皮底层要紧紧接触测试材料，探测信号最深 

可达 75mm，详情取决于测试模式，测试灵敏度范围及被测材料本身。穿

越测试材料的电流和测试材料的电阻成反比例。此电流的变化值反映出被 

测材料由于水分含量的增减而导致的电阻变化，此变化由渗漏寻检仪进行

转换，并以读数形式显示在模拟刻度盘上，数值从 0 至 100。 

 



 

3 
 

使用之前 

虽然每台渗漏寻检仪在出厂之前经过严格地标定和检验，但仍建议用

户在使用之前稍作检验，方法如下： 

按动仪器电源开关（位于手柄右侧），打开仪器。按动电池寻检键，此

时，刻度盘上的指针读数应该超过电池寻检检验线。如读数没有超过该数

值，则立即更换电池。设置灵敏度数值为 10，将手放置于仪器底部，注意

要充分接触仪器的两个探头，此时，刻度盘上的读数应该为 100，无需设

置模式或范围。见图 1。 

确保你在收到渗漏寻检仪时，仪器保持出厂整洁状态。 

开始渗漏寻检 

1. 测试之前，熟悉渗漏寻检仪产品，包括功能和操作原理。 

2. 检测之前，熟悉测试现场详情和规格，特别是外部绝缘材料厚度，

类型，和薄层厚度，薄层数量及加固层和外层材料状况。基层材

料的构成和规格也需要了解。掌握这些情况有利于探测工作更加

顺利进行，发挥渗漏寻检仪的最大功效。 

3. 按住电池寻检键不松（红色按钮）（需要打开仪器电源进行电池电

量寻检）。电源键位于手柄右侧，是一个红色键。此时，刻度盘上

的读数应该操作电池寻检线（70）。如果读数低于此值，应该立即

更换 9 伏电池（PP3,1064,6F22,或相似电池）。 

4. 如果仪器电源打开仪器仍无电，打开电池仓，检验电池是否连接

好。如果没有完全连接好，请重新设置电池，将其正确放入电池

仓内后，关闭电池仓盖。 

（将电池正确放入电池仓内，确保充分连接，无松动，因为渗漏寻检

仪的灵敏度，电池位置不正确或松动会影响仪器正常读数，） 

操作模式 

模式选择(选择黄灯模式) 

测试外部绝缘和修整系统和类似建筑物包层（非金属），或泡沫屋面

绝缘系统，渗漏寻检仪可以探测出存在于薄层，绝缘层或绝缘层下的 

基层中的渗漏情况并追踪查找出渗漏源。 

模式选择(选择红灯模式) 

测试多层或单层及类似建筑物包层，渗漏寻检仪可以探测出存在于绝

缘层或屋面中的渗漏情况并追踪查找出渗漏源。 

渗漏寻检仪可以读出位于探头和基层之间非导体材料读数。例如：带

有金属板材的导电层或潮湿表面可能导致仪器读数错误。 

渗漏寻检 

模式选择处于(黄灯)模式中 

建筑物外部绝缘和防水系统的外部绝缘修整和相似类型渗漏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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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电源 

2） 选择模式：按动模式选择键，选择黄灯点亮。 

3） 选择范围：按动范围选择键，选择低范围，点亮黄灯；选择高范

围，红灯点亮。 

低探测范围 

      （黄灯点亮）适合探测深度不超过 25mm 的绝缘层。 

 高探测范围 

（红灯点亮）适合探测深度超过 25mm 的绝缘层。 

4） 手握仪器手柄，仪器完全并紧贴干燥的待测表面。调整灵敏度旋

钮，直到刻度盘上的指针读数超过 0。 

注释：在实验室模拟一个测试面，模仿测试面为一个厚度为 25mm 的可膨

胀聚苯乙烯（EPS）绝缘层加胶合板薄层。胶合板覆盖的基层的含水率不

超过 15%，渗漏寻检仪灵敏度调节旋钮数值设置为 5。见下一页图 3。（根

据测试地点，规格和环境条件的变化，此设置可能也会变化。） 

图 3.模拟实验室 

         

 

寻找法：将渗漏寻检仪放置于待测表面，调整灵敏度旋钮，仪器读数，

假设为 50.然后，沿着表面移动仪器，寻找最低读数，然后沿着最低读数方

向，在其周围处寻检，找出最低读数处，周而复始，最终找出最低读数处。

（最低读数可以表明一个相对干燥区）探测完毕后，按照上述描述对仪器

进行调零。 

对仪器进行调零后，移动渗漏寻检仪进行寻检，寻检时，确保探头部

分完全接触待测表面。不完全接触可能减小读数。 

同时确保用力手持渗漏寻检仪。只有这样，在模式选择(黄灯模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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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用户绘制寻检网络时应该知道渗漏寻

检仪直接通过仪器走过的“脚印”读数测试区域数值。 

读数诠释 

当渗漏寻检仪已经在干燥区域调零并为绝缘层厚度设置了正确的范

围，读数高于 0 通常表明水分含量更高。 

例如：渗漏寻检仪在模拟实验室中被标定，标定设置如下： 

 

建筑木材:           100mm X 50mm 双头螺栓 

    包层：              12.5mm 胶合板 

    绝缘层：            25mm 

    薄层:                玻璃纤维加筋 

 

 

值得注意的是渗漏寻检仪在模式选择黄灯模式下的标定是建立在无

数次现场和实验室测试的基础上。因此，读数结果依据建筑物细节和测试

现场详情而发生改变。上述表格是模拟墙体建筑进行测试的结果，如上述

表述，仅供参考。渗漏寻检仪测试所得数据为品质性而非数量性，只能用

于对比目的。 

随着外部绝缘系统，建筑工地，环境和地理条件的变化，仪器读数和

测试结果也会发生改变。因此建议用户在执行一次寻检时，应该将渗漏寻

检仪在不同墙体上进行标定，或任意用户预计可能有变化的地方对仪器进

行标定，这些地

方包括：墙体材

料，薄层，潮湿

表面或其他可

能影响读数的

环境。 

例如：具有

海洋风格的墙体和屋面表面含盐量可以略高一些，因此读数肯能略高于内

陆，或潮湿表面可以干燥过程更慢一些，具体还取决于墙体或屋面的朝向。 

 

外部绝缘系统或相似结构中寻找渗漏源 

如某处存在渗漏，渗漏寻检仪便可以用来帮助查找出渗漏源，详情如

下： 

发现某潮湿处，调节灵敏度旋钮，知道刻度盘指针指到一半刻度（约

50）。 

设置完毕后，在此区域周围进一步读数，记录最高读数，然后沿着最

渗漏寻检仪 

设置灵敏度 

渗漏寻检仪 

设置读数 

5 

5 

5 

5 

0 

50 

90-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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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读数处继续寻检。如需要，可降低灵敏度，直到最潮湿处已经确定。通

常读数最高的集中区域都临近渗漏源。寻检后应该仔细查看防水区域，找

出需要修补处。 

 

渗漏寻检 

处于模式选择红灯模式 

多层和单层屋面中的渗漏寻检查找 

开始寻检屋面 

1. 打开电源 

2. 选择模式：按模式选择键，选择红灯点亮。 

3. 选择范围：按范围选择键，选择低范围时，黄灯点亮；选择高范

围时，红灯点亮。 

低探测范围 

      （黄灯点亮）适合于光滑及矿物质层面。 

       高探测范围 

      （红灯点亮）灵敏度更高，读出较厚薄膜，干燥砾石或石渣屋面覆

盖材料读数。（如果仪器在石渣上得到的读书不理想，移走一些，

然后直接在防水材料表面进行寻检） 

步骤 

1. 绘制屋面草图，标出开放点和突出点，等等。 

2. 选择合适的网格间距，如 2mm。在北/南周界处标出 1，2，3 等等，

在北/西周界处标出 A,B,C 等等。将这些标记分别标识在屋面草图

上。见图 5。 

3. 沿着 A 线移动渗漏寻检仪，在草图上标出相应位置的渗漏寻检仪

读数。 

图 5. 屋面网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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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 5 中，A4 是第一个联系点，渗漏寻检仪还配有一根伸缩铝制

把手，寻检时安装，可以方便用户读数。 

随着扫描继续，渗漏略图便绘制成功，用户便可以了解屋面概括，注

意一些危险区域。 

4. 在寻检单层屋面时，应该特别注意边际和合缝处。 

5. 如果需要更精确地水分百分比，可以现场取样，密封在塑料袋中带

入实验室，称分量，进行干燥重新称分量，计算出实际存在的水分

总量。 

6. 测试剪裁后要检查防水层，可能水分存在于防水层之间或油毡的纤

维中。 

跟踪渗漏源，检查问题区域 

如果在多层屋面处发现渗漏，可容易找出水分从何处流进楼房，但是 

很难定位防水层内渗漏的确切位置。 

将渗漏寻检仪放置在渗漏出周围，打开仪器电源，选择合适的寻检范

围。将灵敏度旋钮调至 10。然后将仪器至于检测表面。（如仪器没有读书，

则表明仪器下方的绝缘区域是干燥的）。继续寻检周围区域，确定渗漏位置。 

这表明发现渗漏处。在屋面相应位置用蜡笔或画笔画出潮湿区域大概

位置。见图 6。 

图 6. 跟踪寻检标出渗漏处 

 

        

查找渗漏源时，应该调低灵敏度，直到指针指向半数左右（50），记

录渗漏处周围各点的读数，找出读数最大点，然后沿着读数最大点处继续

寻检，步骤一样。必要时，减小灵敏度直到确定水分含量最多区域。根据

草图，水分集中区域处在屋面渗漏点周围，寻检后，应该检查渗漏集中区

域，确定屋面需要修补处。 

注释：渗漏寻检仪读数是“相对或对比性的”，表明一个更强或更弱

信号。此读数并不是水分百分比含量的确切数值。作为参考仪器，3mm 薄

膜下的木制纤维板含水率约为 20%时，仪器在模式选择红灯模式下，灵敏

度为黄灯，仪器给出一个满意刻度偏差。许多现有的绝缘材料可以容纳 20%

水分（称重）而其他只能容纳 50%以内。如需要得出确切水分含量，我们



 

8 
 

建议在测试现场取样，采用称重/干燥/称重法进行计算。 

 

屋面建筑类型和常见问题 

● 多层屋面系统：由 3或 4层屋面油毡组成，每层之间采用沥青或

柏油粘贴。 

● 改性沥青系统：本材料通常热能单层或带有沥青油毡基层。 

● 单层屋面：通常为焊接薄板形式、直接接触绝缘层。 

注释：在黑色 EPDM或丁基橡胶屋面使用渗漏寻检仪可能读数错误，因为这

种材料介电常数较高。 

 

导致屋面可能渗漏的可能问题 

● 来自人工保养方面的机械损伤。 

● 薄膜中的裂缝，是由建筑物沉陷或膨胀和收缩造成。 

● 疱状突起，是由建造房屋时潜伏在屋面的水分造成的。 

● 湿浆板和上立根问题，是由房屋建造时材料不完全密封造成。 

● 问题通常出现在机械损伤和人工保养，针孔，鸟害及房屋建造是

密封不彻底。 

 

渗漏寻检清单 

渗漏寻检时，记录一下信息可帮助你完成一次完整渗漏寻检； 

1） 楼名和编号 

2） 寻检日期 

3） 寻检员名 

4） 肉眼检查所有细节工作和房门，窗户，开放区的防雨板等 

5） 肉眼检查窗户，房门，熔深，屋面照明和开放区等等 

6） 肉眼检查通风口，烟囱和其他突出物 

 

执行寻检时所需工具 

执行一次寻检时除了使用渗漏寻检仪外，还需配备下列工具： 

1. 岩心提取器 

2. 打孔机 

3. 蜡笔、粉笔或喷漆 

4. 卷尺 

5. 刮铲，小刀和冷胶泥，用于小修补的修补材料 

6. 密封岩心样品的塑料袋 

7. 配有深度探针的含水率测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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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使用渗漏寻检仪 

正确使用渗漏寻检仪，应注意以下几点： 

● 确保使用渗漏寻检仪时，紧握仪器内置塑料手柄，用户双手没有

接触探头或仪器机身探测区域。（伸缩杆不可在模式选择黄灯模

式下使用，否则会影响读数和仪器的正常运行。仪器在使用期间，

不可离开寻检员之手。伸缩杆只能在模式选择红灯模式下寻检屋

面时使用） 

● 仪器内两个探头应该充分接触待测表面。如在狭窄区域仪器探头

无法充分接触待测表面，这时应该对仪器进行重新标定。 

● 如待测区域的绝缘层或薄层厚度与渗漏寻检仪标定场所厚度不

同时，读数会受到影响。这时需要对覆盖层或绝缘层规格进行补

偿。 

● 仪器在温度低于 4℃时可能不能正常运行，因为这时水分可能变

为冰。 

● 温度较低时，仪器读数往往较低，温度较高时，仪器读数往往较

高。 

 

渗漏寻检仪的保养 

1. 保持探头干燥清洁，定期检查其损伤度。 

2. 使用湿布清洁探头，不可使用溶剂清洗仪器。 

3. 仪器需要长期存储时，需要将电池取出。 

4. 更换优质防漏电电池。 

5. 仪器 30 分钟后自动关机，尽量避免在不工作状态下，保持仪器开

机状态。 

6. 仪器保修期为 12个月，保修细节和保修卡存放于机器包装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