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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被动式阳台落地窗

结构，包括：设置于阳台门洞的落地窗，其内侧粘

接有防水隔汽膜，防水隔汽膜搭接于阳台门洞的

内壁；第一隔热垫条，安装于下安装槽中并支撑

于落地窗的下端，第一隔热垫条的外侧粘接有防

水透气膜，该防水透气膜的两侧分别搭接于落地

窗的外侧和下安装槽的内壁；第二隔热垫条，安

装于上安装槽中并连接于落地窗的上端，其外侧

粘接有防水透气膜，该防水透气膜的两侧分别搭

接于落地窗的外侧和上安装槽的内壁；以及保护

层，浇筑形成于室内楼板和阳台楼板上，并包覆

于防水透气膜和防水隔汽膜。本实用新型解决了

在被动房的外围引用落地窗时，落地窗与被动房

的外围结构基体相接处的气密性差以及隔热保

温效果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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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其特征在于，建筑结构的室内楼板向外延伸形成阳台

楼板，所述室内楼板与所述阳台楼板的交接处设有保温外墙，所述保温外墙开设有阳台门

洞，所述阳台门洞的下端壁形成有下安装槽，所述阳台门洞的上端壁形成有上安装槽，被动

式阳台落地窗结构包括：

落地窗，设置于所述阳台门洞内，所述落地窗的内侧边缘粘接有防水隔汽膜，所述防水

隔汽膜搭接于所述阳台门洞的内壁；

第一隔热垫条，安装于所述下安装槽中并支撑于所述落地窗的下端，所述第一隔热垫

条的靠近所述阳台楼板的一侧粘接有防水透气膜，所述第一隔热垫条的所述防水透气膜的

两侧分别搭接于所述落地窗的外侧和所述下安装槽的内壁；

第二隔热垫条，安装于所述上安装槽中，所述落地窗的上端连接于所述第二隔热垫条，

所述第二隔热垫条的靠近所述阳台楼板的一侧粘接有防水透气膜，所述第二隔热垫条的所

述防水透气膜的两侧分别搭接于所述落地窗的外侧和所述上安装槽的内壁；以及

保护层，所述室内楼板和所述阳台楼板上分别浇筑形成有所述保护层，所述保护层包

覆于所述落地窗的下端的所述防水透气膜和所述防水隔汽膜，所述室内楼板的保护层与所

述阳台楼板的保护层之间形成锁固空间，所述落地窗的下端嵌设于所述锁固空间中。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保温外墙包括墙体

和铺设于墙体的外侧的立面保温板，所述立面保温板伸至所述下安装槽内并贴合于所述第

一隔热垫条的防水透气膜的下侧。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隔热垫条的靠

近所述阳台楼板的第一侧和远离所述阳台楼板的第二侧分别压抵有一夹持板，所述第一隔

热垫条的防水透气膜包覆于所述第一隔热垫条的第一侧的夹持板，所述第一隔热垫条开设

有贯孔，所述第一隔热垫条的第一侧和第二侧的所述夹持板之间连接有拉结杆，所述拉结

杆穿设于所述贯孔中，所述第一隔热垫条的第二侧的夹持板连接有锚固板，所述锚固板埋

设于所述室内楼板中。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隔热垫条的第

一侧的夹持板的顶部与所述第一隔热垫条的顶部齐平并沿所述阳台楼板的板面方向延伸

形成有支承板，所述支承板支撑于所述落地窗的下端。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阳台楼板延伸至所

述下安装槽中并贴合于所述第一隔热垫条的防水透气膜。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隔热垫条具有

相对的第一侧和第二侧，所述第二隔热垫条的第一侧压抵于所述上安装槽的靠近所述室内

楼板的一侧的内壁，所述第二隔热垫条的二侧压抵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通过紧固件安装

于所述上安装槽的内壁，所述固定板的底端与所述第二隔热垫条的底部齐平且沿所述阳台

门洞的上端壁的壁面方向延伸形成安装板，所述落地窗的上端连接于所述安装板，所述第

二隔热垫条的防水透气膜包覆于所述固定板和所述安装板。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其特征在于，实施下安装槽的长度与

所述落地窗的下端的宽度相适配。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其特征在于，实施上安装槽的长度与

所述落地窗的上端的宽度相适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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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超低能耗建筑的实现，须从关键的细部节点把控，做好关键节点的气密性、隔热与

保温性能的处理，才能有效控制建筑外围的传热系数小于0.80W/(m2k)以实现超低能耗建

筑理念。

[0003] 为了追求室内的通透效果，建筑的外立面采用落地窗的越来越多。落地窗与建筑

外围结构基体衔接处的气密性和隔热保温性成为超低能耗建筑的难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克服现有技术所存在的缺陷，现提供一种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以解决在被

动房的外围引用落地窗时，落地窗与被动房的外围结构基体相接处的气密性差以及隔热保

温效果差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提供一种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包括：

[0006] 建筑结构的室内楼板向外延伸形成阳台楼板，所述室内楼板与所述阳台楼板的交

接处设有保温外墙，所述保温外墙开设有阳台门洞，所述阳台门洞的下端壁形成有下安装

槽，所述阳台门洞的上端壁形成有上安装槽，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包括：

[0007] 落地窗，设置于所述阳台门洞内，所述落地窗的内侧边缘粘接有防水隔汽膜，所述

防水隔汽膜搭接于所述阳台门洞的内壁；

[0008] 第一隔热垫条，安装于所述下安装槽中并支撑于所述落地窗的下端，所述第一隔

热垫条的靠近所述阳台楼板的一侧粘接有防水透气膜，所述第一隔热垫条的所述防水透气

膜的两侧分别搭接于所述落地窗的外侧和所述下安装槽的内壁；

[0009] 第二隔热垫条，安装于所述上安装槽中，所述落地窗的上端连接于所述第二隔热

垫条，所述第二隔热垫条的靠近所述阳台楼板的一侧粘接有防水透气膜，所述第二隔热垫

条的所述防水透气膜的两侧分别搭接于所述落地窗的外侧和所述上安装槽的内壁；以及

[0010] 保护层，所述室内楼板和所述阳台楼板上分别浇筑形成有所述保护层，所述保护

层包覆于所述落地窗的下端的所述防水透气膜和所述防水隔汽膜，所述室内楼板的保护层

与所述阳台楼板的保护层之间形成锁固空间，所述落地窗的下端嵌设于所述锁固空间中。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保温外墙包括墙体和铺设于墙体的外侧的立面保温板，所述立面

保温板伸至所述下安装槽内并贴合于所述第一隔热垫条的防水透气膜的下侧。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隔热垫条的靠近所述阳台楼板的第一侧和远离所述阳台楼板

的第二侧分别压抵有一夹持板，所述第一隔热垫条的防水透气膜包覆于所述第一隔热垫条

的第一侧的夹持板，所述第一隔热垫条开设有贯孔，所述第一隔热垫条的第一侧和第二侧

的所述夹持板之间连接有拉结杆，所述拉结杆穿设于所述贯孔中，所述第一隔热垫条的第

二侧的夹持板连接有锚固板，所述锚固板埋设于所述室内楼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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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隔热垫条的第一侧的夹持板的顶部与所述第一隔热垫条的顶

部齐平并沿所述阳台楼板的板面方向延伸形成有支承板，所述支承板支撑于所述落地窗的

下端。

[0014] 进一步的，所述阳台楼板延伸至所述下安装槽中并贴合于所述第一隔热垫条的防

水透气膜。

[0015] 进一步的，所述第二隔热垫条具有相对的第一侧和第二侧，所述第二隔热垫条的

的第一侧压抵于所述上安装槽的靠近所述室内楼板的一侧的内壁，所述第二隔热垫条的二

侧压抵有固定板，所述固定板通过紧固件安装于所述上安装槽的内壁，所述固定板的底端

与所述第二隔热垫条的底部齐平且沿所述阳台门洞的上端壁的壁面方向延伸形成安装板，

所述落地窗的上端连接于所述安装板，所述第二隔热垫条的防水透气膜包覆于所述固定板

和所述安装板。

[0016] 进一步的，实施下安装槽的长度与所述落地窗的下端的宽度相适配。

[0017] 进一步的，实施上安装槽的长度与所述落地窗的上端的宽度相适配。

[0018]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的第一

隔热垫条和第二隔热垫条的作用在于冷热桥的处理以形成断热桥作为隔热保温性能的处

理措施，进一步的通过防水透气膜与防水隔汽膜的设置，确保被动式落地窗的边缘节点的

气密性，实现落地窗与建筑结构的阳台门洞处结构的不同材质交接处封闭，避免冷热桥产

生，适用于被动房门联窗、落地窗等与建筑外围结构之间的节点处理。而且通过上安装槽和

下安装槽块的设置，预留空间以施工粘贴防水透气膜与防水隔汽膜，防水隔汽膜的外侧采

用保护层作为保护，通过多重气密性措施有效解决被动式落地窗气密性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落地窗的下端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落地窗的上端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以下通过特定的具体实例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由本说

明书所揭露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实用新型的其他优点与功效。本实用新型还可以通过另外

不同的具体实施方式加以实施或应用，本说明书中的各项细节也可以基于不同观点与应

用，在没有背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下进行各种修饰或改变。

[0023]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本实用新

型实施例的落地窗的下端的结构示意图、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落地窗的上端的结构

示意图。

[0024] 参照图1至图3所示，建筑结构的室内楼板1向外延伸形成阳台楼板2。室内楼板1与

阳台楼板2的交接处设有保温外墙3。保温外墙3开设有阳台门洞。阳台门洞的下端壁形成有

下安装槽，其中，阳台门洞的下端即室内楼板与阳台楼板的交接处。室内楼板与阳台楼板的

交接处形成一长条形的下安装槽，并且下安装槽的长度与落地窗的窗框下端41的宽度相适

配。阳台门洞的上端壁形成有上安装槽。上安装槽的长度与落地窗的窗框上端42的宽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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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配。具体的，室内楼板包括混凝土基层和浇筑于混凝土基层上的砂浆表层。在室内楼板的

浇筑砂浆表层之前，于室内楼板的混凝土基层上铺设气密层。阳台楼板包括与室内楼板的

混凝土基层一体浇筑的混凝土基层、铺设于混凝土基层上的中部保温板以及浇筑于中部保

温板的砂浆表层。在浇筑阳台楼板的砂浆表层之前，于阳台楼板的中部保温板上铺设气密

层。作为一种较佳的实施方式，阳台楼板的混凝土基层的底部铺设有一外部保温板。

[0025]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包括：落地窗4、第一隔热垫条5、

第二隔热垫条6和保护层a。

[0026] 具体的，落地窗4设置于阳台门洞内。落地窗4的内侧边缘粘接有防水隔汽膜d。防

水隔汽膜d搭接于阳台门洞的内壁，具体的，在阳台门洞的下端，防水隔汽膜d搭接于室内楼

板的砂浆基层的上表面；在阳台门洞的上端，防水隔汽膜d搭接于保温外墙的钢梁的下表

面。

[0027] 第一隔热垫条5安装于下安装槽中并支撑于落地窗4的下端。第一隔热垫条5的靠

近阳台楼板2的外侧粘接有防水透气膜c。第一隔热垫条5的防水透气膜c的上下两侧分别搭

接于落地窗4的外侧和下安装槽的内壁，具体的，第一隔热垫条5的防水透气膜c的上侧搭接

于落地窗4的外侧，第一隔热垫条5的防水透气膜c的下侧搭接于下安装槽的内壁即室内楼

板的混凝土基层。

[0028] 第二隔热垫条6安装于上安装槽中。落地窗4的上端连接于第二隔热垫条6。第二隔

热垫条6的靠近阳台楼板2的外侧粘接有防水透气膜c。第二隔热垫条6的防水透气膜c的上

下两侧分别搭接于落地窗4的外侧和上安装槽的内壁，具体的，第二隔热垫条6的防水透气

膜c的上侧搭接于上安装槽的内壁(即钢梁的侧壁)，第二隔热垫条6的防水透气膜c的下侧

搭接于落地窗4的外侧。

[0029] 室内楼板1和阳台楼板2上分别浇筑形成有保护层a。保护层a包覆于落地窗4的下

端的防水透气膜c和防水隔汽膜d。室内楼板1的保护层与阳台楼板2的保护层之间形成锁固

空间，落地窗4的下端嵌设于所锁固空间中。

[0030]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的第一隔热垫条和第二隔热垫条的

作用在于冷热桥的处理以形成断热桥作为隔热保温性能的处理措施，进一步的通过防水透

气膜与防水隔汽膜的设置，确保被动式落地窗的边缘节点的气密性，实现落地窗与建筑结

构的阳台门洞处结构的不同材质交接处封闭，避免冷热桥产生，适用于被动房门联窗、落地

窗等与建筑外围结构之间的节点处理。而且通过上安装槽和下安装槽块的设置，预留空间

以施工粘贴防水透气膜与防水隔汽膜，防水隔汽膜的外侧采用保护层作为保护，通过多重

气密性措施有效解决被动式落地窗气密性的问题。防水透气膜与防水隔汽膜的配合使用，

可有效避免霉菌和冷凝水在墙体或屋面的围护结构里产生，延长建筑的使用寿命。

[0031] 在本实施例中，保温外墙3包括墙体31和铺设于墙体31的外侧的立面保温板32。具

体的，阳台门洞的上端壁中设有一钢梁，第二隔热垫条安装于所述钢梁上。在阳台门洞处的

室内楼板和阳台楼板之间形成一段下安装槽。该下安装槽为上下贯通的通槽。墙体的外侧

面与下安装槽的靠近室内楼板的一侧的侧壁齐平，立面保温板伸至所述下安装槽内并贴合

于第一隔热垫条5的防水透气膜c的下侧。立面保温板伸至下安装槽内并衔接至上层的阳台

楼板的中部保温板形成一层封闭的保温层。

[0032] 第一隔热垫条5的靠近阳台楼板2的第一侧(外侧)和远离阳台楼板2的第二侧(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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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分别压抵有一夹持板7。第一隔热垫条5的防水透气膜c包覆于第一隔热垫条5的第一侧

的夹持板7。第一隔热垫条5开设有贯孔。第一隔热垫条5的第一侧和第二侧的夹持板7之间

连接有拉结杆。拉结杆穿设于贯孔中。第一隔热垫条5的第二侧的夹持板7连接有锚固板71。

锚固板71埋设于室内楼板1中。具体的，拉结杆为螺纹拉结杆，拉结杆的两端分别螺合于限

位螺母，限位螺纹抵靠于夹持板的外侧。

[0033]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被动式阳台落地窗结构利用两块夹持板固定第一隔热垫条，

第一隔热垫条的内侧贴合于下安装槽的内侧壁，有效避免第一隔热垫条的内侧裸露，避免

通直缝隙的产生，利用原生结构面形成天然气密性屏障。第二隔热垫条依附外墙的原生结

构面为钢梁。

[0034] 第一隔热垫条5的第一侧的夹持板7的顶部与第一隔热垫条5的顶部齐平并沿阳台

楼板2的板面方向延伸形成有支承板72。支承板72支撑于落地窗4的下端。在本实施例中，夹

持板为角钢。

[0035] 阳台楼板2延伸至下安装槽中并贴合于第一隔热垫条5的防水透气膜c。具体的，阳

台楼板的中部保温板伸至下安装槽中并贴合于第一隔热垫条5的防水透气膜c。阳台楼板的

中部保温板伸至下安装槽内并衔接至下层的外墙的立面保温板形成一层封闭的保温层。

[0036] 第二隔热垫条6具有相对的第一侧和第二侧。第二隔热垫条6的第一侧压抵于上安

装槽的靠近室内楼板1的一侧的内壁(即钢梁的侧壁)，第二隔热垫条6的二侧压抵有固定板

8。固定板8通过紧固件安装于上安装槽的内壁。固定板8的底端与第二隔热垫条6的底部齐

平且沿阳台门洞的上端壁的壁面方向延伸形成安装板81，落地窗4的上端连接于安装板81，

第二隔热垫条6的防水透气膜c包覆于固定板8和安装板81。

[0037] 在本实施例中，固定板和安装板一体成型，为角钢。

[0038] 落地窗的窗框上端的内侧采用一层连续的气密层，落地窗的窗框上端的内外侧粘

贴防水隔汽膜、防水透气膜，外抹一层高保水率砂浆抹面层。落地窗的窗框上端的外侧采用

保温链条包住立面保温板，避免立面保温板因自重坠落现象，同时满足包边美观效果。

[0039] 在本实施例中，立面保温板为保温岩棉板。

[0040] 需要说明的是，本说明书所附图式所绘示的结构、比例、大小等，均仅用以配合说

明书所揭示的内容，以供熟悉此技术的人士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可实施

的限定条件，故不具技术上的实质意义，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的调整，

在不影响本实用新型所能产生的功效及所能达成的目的下，均应仍落在本实用新型所揭示

的技术内容得能涵盖的范围内。同时，本说明书中所引用的如“上”、“下”、“左”、“右”、“中

间”及“一”等的用语，亦仅为便于叙述的明了，而非用以限定本实用新型可实施的范围，其

相对关系的改变或调整，在无实质变更技术内容下，当亦视为本实用新型可实施的范畴。

[0041] 以上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中普通技术人员可根

据上述说明对本实用新型做出种种变化例。因而，实施例中的某些细节不应构成对本实用

新型的限定，本实用新型将以所附权利要求书界定的范围作为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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