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348719.2

(22)申请日 2019.03.19

(73)专利权人 上海陆隽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00120 上海市浦东新区书院镇船山

街80号3107室

(72)发明人 季明明　许国峰　时军　文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精晟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31253

代理人 冯子玲

(51)Int.Cl.

E04D 13/04(2006.01)

E04D 13/064(2006.01)

E04D 3/38(2006.01)

E04D 13/1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防水排水

系统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

式屋面的防水排水系统，包括：模块防水屋面板，

在边缘处向内弯折形成滑道，防水条，设置在两

个模块建筑单元交界处，第一排水天沟，设置在

防水条上方，左右两侧壁的上端具有檐口，卡在

滑道中，四个模块建筑单元的十字交叉处具有交

叉位排水组件，包括：三通型转接件，直角连接

件、引水导管和柱内预置排水管，三通型转接件

的一端与排水天沟连通，四个三通型转接件和四

个直角连接件组成一个正方形的水流通道，引水

导管，一端与三通型转接件相连通，另一端与柱

内预置排水管相通，柱内预置排水管，位于模块

建筑单元的四角的竖向立柱内。本实用新型防水

效果好，并且整体排水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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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的防水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模块防水屋面板，位于每个模块建筑单元的上方，在防水屋面板的边缘处，向内弯折形

成滑道，

防水条，设置在相邻的两个模块建筑单元交界的缝隙处，与两个模块建筑单元固定连

接，

第一排水天沟，设置在所述防水条的上方，第一排水天沟的左右两侧壁的上端具有檐

口，卡在所述滑道中，

四个模块建筑单元的十字交叉处，具有交叉位排水组件，交叉位排水组件包括：三通型

转接件，直角连接件、引水导管和柱内预置排水管，

三通型转接件的一端与第一排水天沟连通，另外两端与两侧的直角连接件的一端连

接，四个三通型转接件和四个直角连接件组成一个正方形的水流通道，引水导管，一端与三

通型转接件相连通，另一端与柱内预置排水管相通，

柱内预置排水管，位于模块建筑单元的四角的竖向立柱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的防水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

其中，模块防水屋面板的下面设置有屋面板钢龙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的防水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

边缘排水组件，固定设置在每个模块建筑单元的外边缘，包括：第二排水天沟，固定角

件以及落水管，

第二排水天沟通过固定角件与下方的结构梁固定连接，第二排水天沟的两端上边缘具

有外檐口，位于内侧的外檐口固定在与之相对应对防水屋面板的滑道中。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的防水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

还具有保温防火岩棉层，设置在屋面板钢龙骨的下方。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的防水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具

有：

铝合金固定连接件，具有固定部和连接部，固定部具有位于中部的下压段和两侧的固

定翼，下压段压在防水条的中部，两侧的固定翼通过螺栓将防水条的两侧分别固定在两侧

的模块建筑单元上。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的防水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

连接部位于固定部的上方，具有承托片，承托片通过支撑筋与下方的连接部固定连接，

第一排水天沟的底部具有两个相对的滑槽，承托片的两侧为插片段，插在滑槽中固定。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的防水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

还具有密封胶层，设置在固定部和连接部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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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防水排水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的防水排水系统，属于建筑领

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成熟，国家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建筑业的生产转型、新型建

筑材料的开发与应用迎来非常好的市场机遇和蓬勃发展的时机。模块建筑作为建筑工业化

产业的一种成果形式，以及倡导绿色环保节能的发展方向成为现阶段建筑市场的一个热门

话题和朝阳产业。因为模块建筑的市场起步较晚，发展虽快速但相关技术还不成熟。现行模

块建筑主要以集装箱式模块房、木结构式模块房和钢构架式模块房。在工厂进行单体箱体

模块设计，然后在到现场进行组装、拼接、叠加。以上三种模块建筑现行屋面防水传统做法

是，每个模块单体有独立的屋面排水系统，用传统屋顶箱板焊接或以骨架加防水板组合成

排水屋面，然后在单体箱四周留排水槽，在由排水槽排到预留在箱体柱内的排水管排至室

外，这样的排水措施对于单个模块体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

[0003] 当几个模块箱体进行拼装组合时，模块体之间的拼接处理未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单

独处理措施。现行作法一种是以在箱体间装上橡胶条然后进行打胶处理，这种方法由于橡

胶和胶条的老化以及施工操作容易误漏打的原因，非常容易产生渗漏水现象，也会因为模

块箱体之间的位移、变形和震动而产生胶破坏和失效的情况，因而会产生非常严重的漏水

现象。即使再次进行修补也不能彻底解决漏水问题。另外一种常见做法是，当模块箱体拼装

组合完成后，在模块建筑上再加装一个整体的屋面来进行防水，材料通常是先搭设钢骨架

然后再铺装彩钢板。这种防水做法虽能解决因箱体拼装带来的漏水问题，但其存在的问题

也显而易见：一是增加了整体成本，让模块建筑的建造时效和经济节约性大打折扣；二是整

体屋面需要增高，增设女儿墙，对建筑原有设计造形有极大破坏和影响；三是整体屋面是整

体设计，而模块建筑是分离式设计，当模块之间产生位移、变型或者在地震作用下时，极容

易产生破坏而导致防水失效。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的防水排水系统，以

解决上述问题。

[0005] 本实用新型采用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的防水排水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

[0007] 模块防水屋面板，位于每个模块建筑单元的上方，在防水屋面板的边缘处，向内弯

折形成滑道，

[0008] 防水条，设置在相邻的两个模块建筑单元交界的缝隙处，与两个模块建筑单元固

定连接，

[0009] 第一排水天沟，设置在防水条的上方，第一排水天沟的左右两侧壁的上端具有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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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卡在滑道中，

[0010] 四个模块建筑单元的十字交叉处，具有交叉位排水组件，包括：

[0011] 三通型转接件，直角连接件、引水导管和柱内预置排水管，

[0012] 三通型转接件的一端与排水天沟连通，另外两端与两侧的直角连接件的一端连

接，四个三通型转接件和四个直角连接件组成一个正方形的水流通道，引水导管，一端与三

通型转接件相连通，另一端与柱内预置排水管相通，

[0013] 柱内预置排水管，位于模块建筑单元的四角的竖向立柱内。

[0014] 进一步，本实用新型的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的防水排水系统，还具有这样

的特征：其中，模块防水屋面板的下面设置有屋面板钢龙骨。

[0015] 进一步，本实用新型的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的防水排水系统，还具有这样

的特征：边缘排水组件，固定设置在每个模块建筑单元的外边缘，包括：第二排水天沟，固定

角件以及落水管，第二排水天沟通过固定角件与下方的结构梁固定连接，第二排水天沟的

两端上边缘具有外檐口，位于内侧的外檐口固定在与之相对应对防水屋面板的滑道中。

[0016] 进一步，本实用新型的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的防水排水系统，还具有这样

的特征：还具有保温防火岩棉层，设置在屋面板钢龙骨的下方。

[0017] 进一步，本实用新型的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的防水排水系统，还具有这样

的特征：还具有铝合金固定连接件，具有固定部和连接部，固定部具有位于中部的下压段和

两侧的固定翼，下压段压在防水条的中部，两侧的固定翼通过螺栓将防水条的两侧分别固

定在两侧的模块建筑单元上。

[0018] 进一步，本实用新型的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的防水排水系统，还具有这样

的特征：连接部位于固定部的上方，具有承托片，承托片通过支撑筋与下方的连接部固定连

接。

[0019] 第一排水天沟的底部具有两个相对的滑槽，承托片的两侧为插片段，插在滑槽中

固定。

[0020] 进一步，本实用新型的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的防水排水系统，还具有这样

的特征：还具有密封胶层，设置在固定部和连接部之间。

[0021] 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

[0022] 1 .在模块建筑单元拼装好后，由模块化的排水天沟安装在屋面拼装接缝处，并在

缝内加设橡胶防水条，起到双层防水的作用。

[0023] 2.在四个模块建筑单元的交接处，设置有交叉位排水组件，和边缘排水组件形成

统一一体的排水系统，增强了多个模块交接处的排水效果。

附图说明

[0024] 图1是四个模块建筑单元拼接后的俯视示意图；

[0025] 图2是图1中①区域的局部放大图；

[0026] 图3是图1中位置②处的剖面示意图；

[0027] 图4是图1中位置③处的剖面示意图；

[0028] 图5是图2中位置④处的剖面示意图；

[0029] 图6是防水条位置的局部放大图。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210067260 U

4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以下结合附图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如图1所示，本实施方式中以四个模块建筑单元拼接到一起为例来说明本实用新

型所提供的技术方案，在更多个模块建筑单元的拼接方式情形下，由于本实用新型的用于

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防水排水系统是模块化的结构，因此只需要在各个关键节点处进行

模块化的组装和配置，即可适应多个模块建筑单元的拼接后的防水排水需求。

[0032] 用于模块建筑的装配式屋面防水排水系统，包括：

[0033] 模块防水屋面板11，位于每个模块建筑单元的上方，如图3所示，在防水屋面板11

的边缘处，向内弯折形成滑道。模块防水屋面板11的下面由屋面板钢龙骨19进行支撑。在一

些有保温要求的实施方式中，还设置有保温防火岩棉层20，设置在屋面板钢龙骨19的下方。

防水屋面下方和模块建筑单元中的其它龙骨支撑结构，在具体实施中可以根据通常的建筑

支撑需求进行设置，本实施方式中不再赘述。

[0034] 如图3和图6所示，防水条21，设置在相邻的两个模块建筑单元交界的缝隙处，与两

个模块建筑单元固定连接。

[0035] 如图2所示，第一排水天沟12，设置在防水条21的上方，第一排水天沟12的左右两

侧壁的上端具有檐口121，卡在滑道中。

[0036] 如图2所示，四个模块建筑单元的十字交叉处，即图1中的①区域。具有交叉位排水

组件，包括：三通型转接件33，直角连接件13、引水导管17和柱内预置排水管16。

[0037] 三通型转接件33一端与第一排水天沟12连通，另外两端与两侧的直角连接件13的

一端连接，四个三通型转接件33和四个直角连接件13 组成一个正方形的水流通道。

[0038] 引水导管17，如图2所示，一端与三通型转接件33相连通，另一端与柱内预置排水

管16相通。从各个第一排水天沟流过来的雨水，从引水导管17流到排水管16中排出。

[0039] 柱内预置排水管16，位于模块建筑单元的四角的竖向的模块结构柱  18内。

[0040] 如图4所示，边缘排水组件，固定设置在每个模块建筑单元的外边缘，包括：第二排

水天沟29，固定角件27以及落水管24。第二排水天沟29。

[0041] 第二排水天沟29通过固定角件27与下方的结构梁26固定连接，第二排水天沟29的

两端上边缘具有外檐口28，位于内侧的外檐口28固定在与之相对应对防水屋面板11的滑道

中。

[0042] 如图6所示，铝合金固定连接件，具有固定部和连接部，固定部32  具有位于中部的

下压段321和两侧的固定翼322，下压段321压在防水条21的中部，两侧的固定翼322通过螺

栓将防水条21的两侧分别固定在两侧的模块建筑单元上，从而达到密封防水的效果。

[0043] 如图6所示，连接部位于固定部的上方，包括承托片31，承托片31  通过支撑筋与下

方的连接部32固定连接。

[0044] 第一排水天沟12的底部具有两个相对的滑槽121，承托片31的两侧为插片段，插在

滑槽121中固定。

[0045] 图2中④位置处，以及其它需要做进一步密封的位置，比如各个模块间的连接处，

通常会增加密封胶层30，如图5所示，密封胶层30，设置在固定部和连接部之间，以增强此处

的防水性能。

[0046] 在模块箱体拼装好后，由开模制作的装配式铝合金天沟和不锈钢天沟安装在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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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装接缝处和外檐口，并在缝内加设橡胶防水条，起到双层防水的作用。在此部分安装好

后，将和原单体箱的防水屋面延伸与结合，形成统一一体的排水系统，并由外不锈钢檐沟和

柱内水管排至室外。

[0047] 本实用新型的第一排水天沟、第二排水天沟、三通型转接件33、直角连接件13、引

水导管17和柱内预置排水管16均为模块化的组件，组装快速。

[0048] 本实施方式具有如下优点：

[0049] 在模块建筑单元拼装好后，由模块化的排水天沟安装在屋面拼装接缝处，并在缝

内加设橡胶防水条，起到双层防水的作用。

[0050] 在四个模块建筑单元的交接处，设置有交叉位排水组件，和边缘排水组件形成统

一一体的排水系统，增强了多个模块交接处的排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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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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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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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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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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