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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卫生间防水梁的施工工

艺，涉及建筑工程领域。该施工工艺包括如下步

骤，S1：地面清理、S2：开槽、S3：铺设钢筋、S4：支

模、S41：铺设防水带、S5：浇筑混凝土、S6：拆模、

S7：密封、S8：贴砖、S9：勾缝。本发明具有以下优

点和效果：通过在地面挖出凹槽，并在墙壁上开

出卡槽，使得防水梁的下端嵌入地面内，且两端

嵌入墙壁内，因此使得防水梁的下端面与地面、

两端与墙壁之间不会直接产生缝隙，同时增大了

地面和墙壁之间的接触面积，避免出现渗水现

象，达到了高防水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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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卫生间防水梁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地面清理，将地面的粉刷层铲除；

S2：开槽，在地面上挖出L形的凹槽，并且凹槽的两端延伸至相对应的墙壁位置，并在与

凹槽对应的墙壁上竖直开设连通凹槽两端卡槽；

S3：铺设钢筋，沿凹槽的长度方向间隔铺设钢筋，且钢筋呈竖直状插入凹槽底壁；

S4：支模，在地面上立放L形的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第一模板的内壁与凹槽的内圈内

壁相平齐，第二模板的内壁与凹槽的外圈外壁相平齐，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围绕凹槽，并且

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的两端均抵紧墙壁；

S5：浇筑混凝土，将混凝土浇筑至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之间的缝隙内，并将混凝土捣

实；

S6：拆模，待混凝土固化后，将第一模板、第二模板以及密封板进行拆除。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卫生间防水梁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2中，凹槽

和卡槽的深度均为20-22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卫生间防水梁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4中，待第

一模板和第二模板立放完毕后，在地面上固定木条，使木条抵触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的外

侧壁。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卫生间防水梁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S4与S5之间设置

有S41，S41如下，

S41：铺设防水带，将防水带铺设于凹槽以及底壁，使防水带的外壁贴合于凹槽以及卡

槽的底壁和侧壁，并使防水带的两侧高于第一模板以及第二模板的上端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卫生间防水梁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41中的防

水带为铁皮防水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卫生间防水梁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步骤S5中，混凝

土的强度等级为C20。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卫生间防水梁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S7，S7如

下，

S7：密封，待混凝土完全固化为成型的防水梁后，将密封胶或密封涂料涂布于防水梁与

地面和墙壁的交接处。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卫生间防水梁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S8，S8如

下，

S8：贴砖，将瓷砖黏贴于防水梁表面。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卫生间防水梁的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S9，S9如

下，

S9：勾缝：将高防水性的勾缝剂注入瓷砖之间的缝隙内，再利用柔性布将瓷砖表面的勾

缝剂擦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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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卫生间防水梁的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工程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卫生间防水梁的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防水梁就是在地面建造一个类似挡水墙的小隔断，常常建在家里卫生间、厨房和

阳台等地方。由于厨房、卫生间这些地方长期接触到水，因此防水梁可以杜绝潮气顺着墙体

上返，避免墙体侵水，达到防水防潮的作用。

[0003] 中国专利CN206467894U公开了一种卫生间、浴室及厨房防水梁结构，该防水梁结

构包括围在沉箱周边的防水梁本体，防水梁本体包括预埋在内部的钢筋组和充填包裹钢筋

组成四面体形状的混泥土，防水梁本体的高度大于或等于150毫米，防水梁本体宽度与墙体

宽度一致。

[0004] 上述防水梁结构通过钢筋组和混泥土围在沉箱周边做成防水梁本体，代替传统的

砖垒，避免出现渗透现象。但是防水梁本体的下端面与地面之间仍存在施工缝，此时施工缝

位置容易出现渗水现象，有待改进。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卫生间防水梁的施工工艺，具有防渗水的效果。

[0006]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卫生间防水梁的施

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S1：地面清理，将地面的粉刷层铲除；

S2：开槽，在地面上挖出L形的凹槽，并且凹槽的两端延伸至相对应的墙壁位置，并在与

凹槽对应的墙壁上竖直开设连通凹槽两端卡槽；

S3：铺设钢筋，沿凹槽的长度方向间隔铺设钢筋，且钢筋呈竖直状插入凹槽底壁；

S4：支模，在地面上立放L形的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第一模板的内壁与凹槽的内圈内

壁相平齐，第二模板的内壁与凹槽的外圈外壁相平齐，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围绕凹槽，并且

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的两端均抵紧墙壁；

S5：浇筑混凝土，将混凝土浇筑至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之间的缝隙内，并将混凝土捣

实；

S6：拆模，待混凝土固化后，将第一模板、第二模板以及密封板进行拆除。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当建造防水梁时，通过在地面挖出凹槽，并在墙壁上开出

卡槽，使得防水梁成型后，防水梁的下端嵌入地面内，并且两端嵌入墙壁内。因此防水梁的

下端面与地面、两端与墙壁之间不会直接产生缝隙，同时增大了地面和墙壁之间的接触面

积，避免出现渗水现象，达到了高防水性的效果。

[0008]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步骤S2中，凹槽和卡槽的深度均为20-22cm。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将凹槽和卡槽的深度设置为20-22cm，增大防水梁与

地面和墙壁之间的连接稳定性，增大防水梁的稳固程度。同时可以进一步增大防水梁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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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墙壁之间的接触面积，达到防水的效果。

[0010]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步骤S4中，待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立放完毕后，在地面上

固定木条，使木条抵触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的外侧壁。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木条支撑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增大第一模板

和第二模板的稳定性，进而避免浇注混凝土时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出现滑动现象。

[0012]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S4与S5之间设置有S41，S41如下，

S41：铺设防水带，将防水带铺设于凹槽以及底壁，使防水带的外壁贴合于凹槽以及卡

槽的底壁和侧壁，并使防水带的两侧高于第一模板以及第二模板的上端面。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铺设防水带，增大防水梁与凹槽和卡槽之间的密封

程度，并且防水带高于地面并完全贴合防水梁表面，因此使得地面的水无法浸湿防水梁的

侧壁，进一步达到了防水的效果。

[0014]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步骤S41中的防水带为铁皮防水带。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铁皮防水带的结构稳定，耐腐蚀性强，因此可以增大防水

带的使用寿命，避免出现渗水现象。

[0016]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步骤S5中，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为C20。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由于防水梁不同于传统的支撑梁，防水梁无需支撑较重

的墙板，因此防水梁的强度无需达到支撑梁的强度，固C20的混凝土即可满足防水梁的强度

要求。又因为C20和混凝土成本低，因此可以降低了防水梁的使用成本。

[0018]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S7，S7如下，

S7：密封，待混凝土完全固化为成型的防水梁后，将密封胶或密封涂料涂布于防水梁与

地面和墙壁的交接处。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填充密封胶或者密封涂料，进一步增大防水梁与地

面和墙壁之间的密封效果，同时进一步增强了防水梁的防水效果。

[0020]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S8，S8如下，

S8：贴砖，将瓷砖黏贴于防水梁表面。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黏贴瓷砖，增大防水梁表面的美观程度，并且使得防

水梁的清洁过程更加轻松方便。

[0022] 本发明的进一步设置为：还包括S9，S9如下，

S9：勾缝：将高防水性的勾缝剂注入瓷砖之间的缝隙内，再利用柔性布将瓷砖表面的勾

缝剂擦净。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经过勾缝处理后，可以提高瓷砖间的粘结力、防渗、抗裂

功能，并且可以防止水分子渗入瓷砖背面后影响瓷砖的使用寿命。而且勾缝剂具有一定柔

韧性，进而可以抵御瓷砖的轻微移位，防止瓷砖变形或脱落，进一步延长了瓷砖的使用寿

命。

[0024]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1.通过在地面挖出凹槽，并在墙壁上开出卡槽，使得防水梁的下端嵌入地面内，且两端

嵌入墙壁内，增大了地面和墙壁之间的接触面积，避免出现渗水现象，达到了高防水性的效

果；

2.通过设置20-22cm深的凹槽和卡槽，增大防水梁与地面和墙壁之间的连接稳定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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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一步增大防水梁与地面和墙壁之间的接触面积，达到防水的效果；

3.通过铺设防水带，同时使防水带高于地面并完全贴合防水梁表面，因此使得地面的

水无法浸湿防水梁的侧壁，进一步达到了防水的效果；

4.通过黏贴瓷砖，增大防水梁表面的美观程度，并且使得防水梁的清洁过程更加轻松

方便。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实施例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7] 如图1所示，一种卫生间防水梁的施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S1：地面清理，将地面的粉刷层铲除。

[0028] S2：开槽，在地面上挖出L形的凹槽，凹槽的两端延伸至相对应的墙壁位置，并在与

凹槽对应的墙壁上竖直开设连通凹槽两端卡槽，而且凹槽和卡槽的槽深均为20-22cm。

[0029] S3：铺设钢筋，先在凹槽底壁间隔钻深孔，然后将钢筋下端的膨胀螺栓竖直插入深

孔内，将钢筋进行固定。

[0030] S4：支模，在地面上立放L形的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第一模板的内壁与凹槽的内

圈内壁相平齐，第二模板的内壁与凹槽的外圈外壁相平齐。其中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围绕

凹槽后，并且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的两端均抵紧墙壁。

[0031] 待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安装完毕后，将木条放置于地面，并使得木条的侧壁抵触

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的外侧壁后，用胶水或铁钉将木条固定于地面，利用木条支撑第一模

板和第二模板，增大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的稳定性。

[0032] S41：铺设防水带，防水带为铁皮防水带。

[0033] 当铺设防水带时，将防水带铺设于凹槽以及底壁，然后按动防水带贴合于凹槽以

及卡槽的底壁和侧壁，并使防水带的两侧高于第一模板以及第二模板的上端面，且贴紧第

一模板以及第二模板的内壁。

[0034] 因为防水带高于地面，并完全贴合防水梁表面，因此浇注混凝土后，防水带粘附于

混凝土表面，因此当地面上的水位上涨时，通过防水带阻挡水，使得地面的水无法浸湿防水

梁的侧壁，达到了防水的效果。

[0035] S5：浇筑混凝土，将强度等级为C20的混凝土浇筑至第一模板和第二模板之间的缝

隙内，并将混凝土进行捣实。

[0036] S6：拆模，待混凝土固化后，将第一模板、第二模板以及密封板进行拆除。

[0037] S7：密封，待混凝土完全固化为成型的防水梁后，将密封胶或密封涂料涂布于防水

梁与地面和墙壁的交接处。

[0038] 通过填充密封胶或者密封涂料，增大防水梁与地面和墙壁之间的密封效果，同时

可以增强防水梁的防水效果。

[0039] S8：贴砖，将瓷砖黏贴于防水梁表面。

[0040] S9：勾缝：将高防水性的勾缝剂注入瓷砖之间的缝隙内，再利用柔性布将瓷砖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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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勾缝剂擦净。

[0041] 因此当建造防水梁时，通过在地面挖出凹槽，并在墙壁上开出卡槽，使得防水梁成

型后，防水梁的下端嵌入地面内，并且两端嵌入墙壁内。从而使得防水梁的下端面与地面、

两端与墙壁之间不会直接产生缝隙，增大了地面和墙壁之间的接触面积，避免出现渗水现

象，达到了高防水性的效果。

[0042] 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员

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发

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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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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