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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

体化施工构造，包括：分隔组件，所述分隔组件包

括分隔板以及若干横向支撑；若干所述横向支撑

的一端固定在所述分隔板上，另一端抵持在地下

连续墙上；防水卷材，所述防水卷材粘附在所述

分隔板远离所述地下连续墙的侧面上；地下室外

墙钢筋骨架，所述地下室外墙钢筋骨架设置在所

述防分隔水卷材的一侧；以及膜壳，所述膜壳固

定在所述地下室外墙钢筋骨架上。通过所设置的

分隔组件形成肥槽施工区域和地下室外墙施工

区域，可以实现肥槽和地下室外墙同时施工，且

肥槽内可以选用与地下室外墙不同型号的混凝

土，降低了工程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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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特征在于，包括：

分隔组件，所述分隔组件包括分隔板以及若干横向支撑；

若干所述横向支撑的一端固定在所述分隔板上，另一端抵持在地下连续墙上；

防水卷材，所述防水卷材粘附在所述分隔板远离所述地下连续墙的侧面上；

地下室外墙钢筋骨架，所述地下室外墙钢筋骨架设置在所述防水卷材的一侧；以及

膜壳，所述膜壳固定在所述地下室外墙钢筋骨架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特征在于，所述膜壳包

括：模板，主龙骨、次龙骨以及止水螺杆；

所述主龙骨、次龙骨设置在所述模板外侧用于模版固定；所述止水螺杆穿过所述模板，

一端固定在所述地下室外墙钢筋骨架上，另一端与所述主龙骨连接。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斜撑，

用于固定所述膜壳；所述斜撑的一端固定在所述膜壳上，另一端固定在地下室底板上；所述

地下室底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特征在于，所述分隔板为

Q235B型号钢板。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锁脚

杆，所述锁脚杆预埋在地下室外墙内，用于将所述模板的下部与地下室外墙贴合在一起。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支撑

为工字钢。

7.如权利要求1-6任一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特征在于，所述防

水卷材为高分子自粘防水卷材。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分子自

粘防水卷材的厚度为1.0mm至2.5mm。

9.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特征在于，所述斜撑为钢

管。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管的

直径为48.3mm×3.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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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防水施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

施工构造。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土地资源的日益减少，城市各类建筑开始向地下空间发

展，为了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很多项目的地下室外墙与基坑围护结构之间的净间距都非常

狭小，导致肥槽也非常狭小，同时为了保证地下室在施工完成后在使用期间内不出现漏水

情况，地下室外墙一般都需要施工外防水。

[0003] 根据现有施工工艺，一般都是在地下室外墙施工完成后再进行地下室外墙的外防

水施工，然后再进行肥槽的回填施工，但是由于肥槽空间狭小，地下室外墙基本上只能进行

单面支模，即使通过特殊手段实现了双面支模，由于空间狭小也是无法进行地下室外墙外

防水施工的。

[0004] 针对此问题，目前的常规做法是先将基坑围护结构进行处理，然后将防水卷材铺

贴到围护结构上，紧接着绑扎地下室外墙钢筋，进行单面支模，最后将肥槽与地下室外墙混

凝土一起浇筑，使肥槽内填充与地下室外墙同等性能强度的混凝土。由于防水卷材贴在基

坑围护结构上，随着围护结构的沉降，防水卷材也容易被拉裂，进而导致地下室出现漏水情

况，同时由于肥槽内填充与地下室外墙同等性能强度的混凝土，导致工程造价也大幅度提

升。

[0005] 因此，如何降低地下室外墙与肥槽施工的工程造价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6] 鉴于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申请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

施工构造，旨在实现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从而降低工程造价。

[0007] 一种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中，包括：

[0008] 分隔组件，所述分隔组件包括分隔板以及若干横向支撑；

[0009] 若干所述横向支撑的一端固定在所述分隔板上，另一端抵持在地下连续墙上；

[0010] 防水卷材，所述防水卷材粘附在所述分隔板远离所述地下连续墙的侧面上；

[0011] 地下室外墙钢筋骨架，所述地下室外墙钢筋骨架设置在所述防水卷材的一侧；以

及

[0012] 膜壳，所述膜壳固定在所述地下室外墙钢筋骨架上。

[0013] 上述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通过所设置的分隔组件形成肥槽施工区

域和地下室外墙施工区域，可以实现肥槽和地下室外墙同时施工，且肥槽内可以选用与地

下室外墙不同性能强度的混凝土，降低了工程造价。

[0014] 可选地，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中，所述膜壳包括：模板，主

龙骨、次龙骨以及止水螺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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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所述主龙骨、次龙骨设置在所述模板外侧用于模版固定；所述止水螺杆穿过所述

模板，一端固定在所述地下室外墙钢筋骨架上，另一端与所述主龙骨连接。

[0016] 可选地，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中，还包括：斜撑，用于固定

所述膜壳；所述斜撑的一端固定在所述膜壳上，另一端固定在地下室底板上；所述地下室底

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

[0017] 可选地，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中，所述分隔板为Q235B型

号钢板。

[0018] 可选地，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中，还包括锁脚杆，所述锁

脚杆预埋在地下室外墙内，用于将所述模板的下部与地下室外墙贴合在一起。

[0019] 可选地，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中，所述横向支撑为工字

钢。

[0020] 可选地，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中，所述防水卷材为高分子

自粘防水卷材。

[0021] 可选地，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中，所述高分子自粘防水卷

材的厚度为1.0mm至2.5mm。

[0022] 可选地，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中，所述斜撑为钢管。

[0023] 可选地，所述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其中，所述钢管的直径为

48.3mm*3.6mm。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所提供的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的结构示意

图。

[0025] 附图标记说明：

[0026] 1-地下连续墙，2-地下室底板，3-地下室外墙，4-肥槽，5-止水钢板，6-分隔板，7-

横向支撑，8-防水卷材，9-胶合板，10-次龙骨，11-主龙骨，12-止水螺杆，13-斜撑，14-锁脚

杆，15-地锚。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便于理解本申请，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申请进行更全面的描述。附图中

给出了本申请的较佳实施方式。但是，本申请可以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并不限于本文

所描述的实施方式。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方式的目的是使对本申请的公开内容理解的更

加透彻全面。

[0028] 除非另有定义，本文所使用的所有的技术和科学术语与属于本申请的技术领域的

技术人员通常理解的含义相同。本文中在本申请的说明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只是为了描述具

体的实施方式的目的，不是旨在于限制本申请。

[0029] 目前很多项目的地下室外墙与坑基围护结构之间的净间距都非常狭小，导致肥槽

也非常狭小，同时为了保证地下室在施工完成后在使用期间内不出现漏水情况，地下室外

墙一般都需要施工外防水。

[0030] 现有施工工艺，是在地下室外墙施工完成后再进行地下室外墙的外防水施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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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进行肥槽的回填施工，但是由于肥槽空间狭小，地下室外墙基本上只能进行单面支模，

即使通过特殊手段实现了双面支模，由于空间狭小也是无法进行地下室外墙外防水施工

的。

[0031] 基于此，本申请希望提供一种能够解决上述技术问题的方案，其详细内容将在后

续实施例中得以阐述。

[0032] 请参阅图1，如图1所示，所述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包括：分隔组件，

所述分隔组件包括分隔板6以及若干横向支撑7；若干所述横向支撑7的一端固定在所述分

隔板6上，另一端抵持在地下连续墙1上；防水卷材8，所述防水卷材8粘附在所述分隔板6远

离所述地下连续墙1的侧面上；地下室外墙钢筋骨架(未示出)，所述地下室外墙钢筋骨架设

置在所述防水卷材的一侧；以及膜壳，所述膜壳固定在所述地下室外墙钢筋骨架上。需要说

明的是，所述地下室外墙钢筋骨架被包裹在地下室外墙内，因此在图1中未示出，所述地下

室外墙钢筋骨架的结构为现有的常规结构。

[0033] 在本实施例中，通过所设置的分隔组件形成肥槽4施工区域和地下室外墙3施工区

域，可以实现肥槽4和地下室外墙3同时施工，且肥槽内可以选用与地下室外墙不同性能强

度的混凝土，降低了工程造价。同时，将防水卷材粘附在分隔板朝向地下室外墙的一侧，同

时进行施工，不会出现因地下连续墙沉降导致防水卷材拉裂，出现地下室漏水的情况。

[0034]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分隔板为Q235B型号钢板，所述Q235B型号钢板为一种低碳钢，

是国内最常见的钢材之一，价格低廉，但是性能能够满足地下室外墙与肥槽的施工工艺要

求。

[0035] 在本实施例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膜壳包括：模板9，主龙骨11、次龙骨10以及止

水螺杆12；所述主龙骨11、次龙骨10设置在所述模板9外侧用于对模版9进行固定；所述止水

螺杆12穿过所述模板9。其中，所述模版可以是胶合板，所述止水螺杆由钢材加工而成一端

可以通焊接的方式固定在所述地下室外墙钢筋骨架上，另一端通过螺母与所述主龙骨连

接。容易理解的，所述主龙骨、次龙骨、以及止水螺杆的具体尺寸以及加工均可以根据实际

的施工进行选择，再次不做要求。

[0036] 在本实施例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地下室外墙与肥槽一体化施工构造，还包括

锁脚杆14，所述锁脚杆14预埋在地下室外墙内，通过所述锁脚杆将所述模板9的下部与地下

室外墙贴合在一起。

[0037] 示例性技术，基坑土方开挖至地下室底板底标高时，先按图纸要求施工底板垫层、

绑扎地下室底板钢筋、地下室外墙上返段钢筋，然后埋设地锚15、锁脚杆14和止水钢板5，浇

筑地下室底板和地下室外墙上返段的混凝土。使地锚固定在地下室底板上，止水钢板和锁

脚杆固定在地下室外墙上返段上。

[0038] 在本实施例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横向支撑7为工字钢根据加工尺寸切割而成，

工字钢的型号以及长度均可视实际施工环境进行选择。所述斜撑13为钢管，作为举例所述

斜撑13为φ48.3×3.6mm的钢管。

[0039] 在本实施例的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防水卷材为高分子自粘防水卷材，例如为一

种DBTX非沥青基高分子自粘防水卷材，其包括隔离膜、胶料、加强筋层、交叉膜，DBTX非沥青

基高分子自粘防水卷材由下至上依次为隔离膜、胶料、加强筋层、交叉膜，所述DBTX非沥青

基高分子自粘防水材料总厚度为0.8mm-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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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进一步地，所述高分子自粘防水卷材的铺设厚度可以为1.5mm。

[0041] 应当理解的是，本实用新型的应用不限于上述的举例，对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

说，可以根据上述说明加以改进或变换，所有这些改进和变换都应属于本实用新型所附权

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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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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