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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及

施工方法，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墙体和窗框，

所述墙体上开设有窗洞口，所述窗框设置在窗洞

口中并通过固定件与墙体相固定，所述窗框与墙

体之间的缝隙填充有填塞层，所述窗框位于室外

侧的四周边沿固定有不锈钢防水构件，所述不锈

钢防水构件向墙体一侧延伸且覆盖在填塞层外，

所述不锈钢防水构件与墙体之间的连接处、以及

与窗框之间的连接处均通过耐候胶封口；所述墙

体与窗框之间涂覆有防水砂浆层，所述防水砂浆

层覆盖在窗框室外侧的不锈钢防水构件外、以及

覆盖在窗框室内侧填塞层外。本发明具有雨水防

渗漏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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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包括墙体(1)和窗框(2)，所述墙体(1)上开设有窗洞口，

所述窗框(2)设置在窗洞口中并通过固定件(3)与墙体(1)相固定，所述窗框(2)与墙体(1)

之间的缝隙填充有填塞层(4)，其特征在于，所述窗框(2)位于室外侧的四周边沿固定有不

锈钢防水构件(5)，所述不锈钢防水构件(5)向墙体(1)一侧延伸且覆盖在填塞层(4)外，所

述不锈钢防水构件(5)与墙体(1)之间的连接处、以及与窗框(2)之间的连接处均通过耐候

胶(6)封口；

所述墙体(1)与窗框(2)之间涂覆有防水砂浆层(9)，所述防水砂浆层(9)覆盖在窗框

(2)室外侧的不锈钢防水构件(5)外、以及覆盖在窗框(2)室内侧填塞层(4)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不锈钢防水构件

(5)通过自攻螺丝固定在窗框(2)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不锈钢防水构件

(5)与墙体(1)的连接处、以及与窗框(2)之间的连接处形成有填充凹口(7)，所述耐候胶(6)

被注入在所述填充凹口(7)中进行封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不锈钢防水构件

(5)的中部形成有弯折段(8)，所述弯折段(8)用于提供不锈钢防水构件(5)边沿向墙体(1)

一侧的弹性预紧力。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窗框(2)与不锈

钢防水构件(5)的接触面、以及墙体(1)与不锈钢防水构件(5)的接触面上涂覆有防水油膏。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塞层(4)采用

玻璃岩棉或玻璃棉。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其特征在于，位于窗框(2)室外侧

的防水砂浆层(9)上贴有装饰面砖(10)。

8.一种如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的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包括如下步骤：

S100，将窗框(2)安装在墙体(1)上开设的窗洞口内并通过固定件(3)将窗框(2)与墙体

(1)相固定，窗框(2)与墙体(1)之间的缝隙控制在2cm~2.5cm；

S200，通过填塞层(4)将窗框(2)与墙体(1)之间的缝隙进行填充；

S300，在窗框(2)室外侧的四周边沿均固定不锈钢防水构件(5)，不锈钢防水构件(5)与

墙体(1)之间的连接处、以及与窗框(2)之间的连接处均通过耐候胶(6)封口；

S400，窗框(2)与墙体(1)之间涂覆防水砂浆层(9)，防水砂浆层(9)于窗框(2)室外侧覆

盖住不锈钢防水构件(5)，并从不锈钢防水构件(5)处开始涂覆延伸至墙体(1)上后抹平，防

水砂浆层(9)于窗框(2)室内侧覆盖住填塞层(4)，并从窗框(2)处开始涂覆至墙体(1)上后

抹平。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步骤S300

中，包括如下步骤：

S310,准备四条不锈钢防水构件(5)分别布置在窗框(2)的四周，不锈钢防水构件(5)位

于窗框(2)室外侧的边沿；

S320,相邻两个不锈钢防水构件(5)边角进行45°切角；

S330,相邻两个不锈钢防水构件(5)的切角斜面拼接对合，将每个不锈钢防水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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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侧边固定在窗框(2)上，另一侧边抵触在墙体(1)上；

S340,不锈钢防水构件(5)与墙体(1)之间的连接处、以及与窗框(2)之间的连接处均通

过耐候胶(6)封口。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相邻两个不

锈钢防水构件(5)通过焊接的方式对拼接间隙进行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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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窗框结构的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及施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工程中铝合金窗户的渗水现象在使用过程中最为常见，也是较难根治，其多

年来已成为铝合金窗户中最常见的弊病之一。随着我国民用住宅的大规模发展，铝合金窗

户的单体面积日趋大型化和墙体化，导致其雨水渗漏问题越来越明显。

[0003] 传统的铝合金窗户中，窗框通过固定件安装在墙体上，窗体安装在窗框中，窗框与

墙体之间的缝隙通过水泥砂浆进行填充，但水泥砂浆受环境热胀冷缩的影响，导致水泥砂

浆容易产生裂痕，进而室外的雨水容易顺着水泥砂浆的裂痕渗入到室内而出现渗水的现

象，因此存在一定的改进之处。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具

有雨水防渗漏的特点。

[0005]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包括墙体和窗框，所述墙体上开设有窗洞口，所述窗框设置

在窗洞口中并通过固定件与墙体相固定，所述窗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填充有填塞层，所述

窗框位于室外侧的四周边沿固定有不锈钢防水构件，所述不锈钢防水构件向墙体一侧延伸

且覆盖在填塞层外，所述不锈钢防水构件与墙体之间的连接处、以及与窗框之间的连接处

均通过耐候胶封口；

所述墙体与窗框之间涂覆有防水砂浆层，所述防水砂浆层覆盖在窗框室外侧的不锈钢

防水构件外、以及覆盖在窗框室内侧填塞层外。

[0006]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窗框通过固定件固定在墙体上后，填塞层将窗框与墙体之间

的缝隙填充，不锈钢防水构件设置在窗框室外侧，不锈钢防水构件一侧边与窗框连接，不锈

钢防水构件的另一侧边与墙体抵触，进而通过耐候胶封口，由此，不锈钢防水构件外的防水

砂浆层起到了第一层防水阻隔的效果，其中，不锈钢防水构件能够对防水砂浆层起到拉扯

固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防水砂浆层出现裂痕，但当防水砂浆层因热胀冷缩出现裂

痕时，不锈钢防水构件能够有效阻隔雨水的渗透，从而起到第二层防水阻隔的效果，其中，

在窗框与墙体之间的填塞层起到了第三层防水阻隔的效果，由此，带来了较好的雨水防渗

漏的作用。

[0007] 优选的，所述不锈钢防水构件通过自攻螺丝固定在窗框上。

[0008]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采用自攻螺丝固定在窗框上的不锈钢防水构件安装便利性

高。

[0009] 优选的，所述不锈钢防水构件与墙体的连接处、以及与窗框之间的连接处形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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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凹口，所述耐候胶被注入在所述填充凹口中进行封口。

[0010]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填充凹口的设置，以使在不锈钢防水构件上形成耐候胶的填

充空间，保证了耐候胶的注射量，并且抑制耐候胶出现流动的情况，使得耐候胶凝固后能够

稳定在填充凹口中，使得耐候胶在填充凹口中保持充分的弹力以达到封口的作用。

[0011] 优选的，所述不锈钢防水构件的中部形成有弯折段，所述弯折段用于提供不锈钢

防水构件边沿向墙体一侧的弹性预紧力。

[0012]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弯折段的设置，使得不锈钢防水构件具有轻微的弹力，从而方

便对不锈钢防水构件进行轻微的延展拉伸，并且弯折端提供了不锈钢防水构件向墙体一侧

的弹性预紧力，方便不锈钢防水构件抵紧墙体，以进一步提高不锈钢防水构件的抗雨水渗

透能力。

[0013] 优选的，所述窗框与不锈钢防水构件的接触面、以及墙体与不锈钢防水构件的接

触面上涂覆有防水油膏。

[0014]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防水油膏的设置，与耐候胶配合使用，以进一步提高了窗框与

不锈钢防水构件的接触面、以及墙体与不锈钢防水构件接触面之间的防水密封性。

[0015] 优选的，所述填塞层采用玻璃岩棉或玻璃棉。

[0016]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玻璃岩棉或玻璃棉作为填塞层，具有保温效果好，隔音降噪的

作用，并且玻璃岩棉或玻璃棉具有一定的吸水能力，从而为该雨水防渗漏结构提供最后一

层雨水抗渗漏防护。

[0017] 优选的，位于窗框室外侧的防水砂浆层上贴有装饰面砖。

[0018]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装饰面砖起到装饰作用的同时，能够将不锈钢构件进行隐藏

覆盖，避免不锈钢构件暴露在空气中。

[0019]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另一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

的施工方法，具有雨水防渗漏的特点。

[0020]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如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00，将窗框安装在墙体上开设的窗洞口内并通过固定件将窗框与墙体相固定，窗框

与墙体之间的缝隙控制在2cm~2.5cm；

S200，通过填塞层将窗框与墙体之间的缝隙进行填充；

S300，在窗框室外侧的四周边沿均固定不锈钢防水构件，不锈钢防水构件与墙体之间

的连接处、以及与窗框之间的连接处均通过耐候胶封口；

S400，窗框与墙体之间涂覆防水砂浆层，防水砂浆层于窗框室外侧覆盖住不锈钢防水

构件，并从不锈钢防水构件处开始涂覆延伸至墙体上后抹平，防水砂浆层于窗框室内侧覆

盖住填塞层，并从窗框处开始涂覆至墙体上后抹平。

[0021] 优选的，在步骤S300中，包括如下步骤：

S310,准备四条不锈钢防水构件分别布置在窗框的四周，不锈钢防水构件位于窗框室

外侧的边沿；

S320,相邻两个不锈钢防水构件边角进行45°切角；

S330,相邻两个不锈钢防水构件的切角斜面拼接对合，将每个不锈钢防水构件的一侧

边固定在窗框上，另一侧边抵触在墙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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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40,不锈钢防水构件与墙体之间的连接处、以及与窗框之间的连接处均通过耐候胶

封口。

[0022] 优选的，相邻两个不锈钢防水构件通过焊接的方式对拼接间隙进行密封。

[0023] 综上所述，本发明对比于现有技术的有益效果为：

1、不锈钢防水构件能够对防水砂浆层起到拉扯固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防水砂

浆层出现裂痕，不锈钢防水构件外的防水砂浆层起到了第一层防水阻隔的效果；

2、当防水砂浆层因热胀冷缩出现裂痕时，不锈钢防水构件能够有效阻隔雨水的渗透，

从而起到第二层防水阻隔的效果；

3、在窗框与墙体之间的填塞层起到了第三层防水阻隔的效果，由此，带来了较好的雨

水防渗漏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实施例的安装示意图；

图2为实施例中不锈钢防水构件的结构示意图；

图3为实施例中施工方法的流程示意图。

[0025] 附图标记：1、墙体；2、窗框；3、固定件；4、填塞层；5、不锈钢防水构件；6、耐候胶；7、

填充凹口；8、弯折段；9、防水砂浆层；10、装饰面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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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图1和图2所示，一种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包括墙体1和窗框2，墙体1采用混

凝土墙体1，窗框2采用铝合金窗框2，墙体1上开设有窗洞口，窗框2设置在窗洞口中并通过

固定件3与墙体1相固定。其中，固定件3为Z字型设置的燕尾铁，固定件3的一端通过膨胀螺

栓固定在墙体1上，固定件3的另一端通过自攻螺丝固定在窗框2上，固定件3的数量设置有

多个，多个固定件3间隔均布在窗框2的四周，以达到窗框2与墙体1之间的固定。

[0028] 本申请中，窗框2与墙体1之间的缝隙控制在2cm~2.5cm，优选为2.5cm。窗框2与墙

体1之间的缝隙填充有填塞层4，在一个实施例中，填塞层4采用玻璃岩棉。在另一个实施例

中，填塞层4采用玻璃棉。采用玻璃岩棉或玻璃棉的填塞层4具有保温效果好、降音减噪的特

点，并且相应具有一定的吸水能力。值得说明的是，窗框2内相应填充有玻璃岩棉或玻璃棉，

窗框2内的玻璃岩棉或玻璃棉在窗框2安装进入到窗洞口中预先塞入到其中。

[0029] 窗框2位于室外侧的四周边沿固定有不锈钢防水构件5，不锈钢防水构件5达到阻

隔雨水渗透的目的。具体地，窗框2的每个侧边均设置一个不锈钢防水构件5，先对不锈钢防

水构件5的长度进行调整以适应窗框2每个侧边的长度，进而相邻两个不锈钢防水构件5边

角进行45°切角，再将相邻两个不锈钢防水构件5的切角斜面拼接对合，最后将每个不锈钢

防水构件5的一侧边通过自攻螺丝固定在窗框2上，不锈钢防水构件5另一侧边向墙体1一侧

延伸并抵触在墙体1上，此时不锈钢防水构件5覆盖在填塞层4外。值得说明的是，相邻两个

不锈钢防水构件5通过焊接的方式对拼接间隙进行密封。通过上述方式完成不锈钢防水构

件5的初步安装。

[0030] 其中，不锈钢防水构件5与墙体1之间的连接处、以及与窗框2之间的连接处均通过

说　明　书 3/5 页

6

CN 110528999 A

6



耐候胶6封口，具体地，不锈钢防水构件5与墙体1的连接处、以及与窗框2之间的连接处形成

有填充凹口7，填充凹口7的宽度为1cm，耐候胶6被注入在所述填充凹口7中进行封口。在本

实施例中，耐候胶6采用高弹性耐候胶6。

[0031] 窗框2与不锈钢防水构件5的接触面、以及墙体1与不锈钢防水构件5的接触面上涂

覆有防水油膏。

[0032] 不锈钢防水构件5的中部形成有弯折段8，弯折段8用于提供不锈钢防水构件5边沿

向墙体1一侧的弹性预紧力。上述弯折段8的设置，使得不锈钢防水构件5具有轻微的弹力，

从而方便对不锈钢防水构件5进行轻微的延展拉伸，并且弯折端提供了不锈钢防水构件5向

墙体1一侧的弹性预紧力，方便不锈钢防水构件5抵紧墙体1，以进一步提高不锈钢防水构件

5的抗雨水渗透能力。

[0033] 通过上述方式完成了不锈钢防水构件5的全部安装过程。

[0034] 墙体1与窗框2之间涂覆有防水砂浆层9，防水砂浆层9于窗框2室外侧覆盖住不锈

钢防水构件5，并从不锈钢防水构件5处开始涂覆延伸至墙体1上后抹平。其中，位于窗框2室

外侧的防水砂浆层9设置有装置面砖10。

[0035] 防水砂浆层9于窗框2室内侧覆盖住填塞层4，并从窗框2处开始涂覆至墙体1上后

抹平。

[0036] 由此，不锈钢防水构件5外的防水砂浆层9起到了第一层防水阻隔的效果，其中，不

锈钢防水构件5能够对防水砂浆层9起到拉扯固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防水砂浆层9

出现裂痕，但当防水砂浆层9因热胀冷缩出现裂痕时，不锈钢防水构件5能够有效阻隔雨水

的渗透，从而起到第二层防水阻隔的效果，其中，在窗框2与墙体1之间的填塞层4起到了第

三层防水阻隔的效果，以带来了较好的雨水防渗漏的作用。

[0037] 如图3所示，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外窗雨水防渗漏结构的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步骤S100，将窗框2安装在墙体1上开设的窗洞口内并通过固定件3将窗框2与墙体1相

固定，窗框2与墙体1之间的缝隙控制在2cm~2.5cm。

[0038] 步骤S200，通过填塞层4将窗框2与墙体1之间的缝隙进行填充；填塞层4采用玻璃

岩棉或玻璃棉。

[0039] 步骤S300，在窗框2室外侧的四周边沿均固定不锈钢防水构件5，不锈钢防水构件5

与墙体1之间的连接处、以及与窗框2之间的连接处均通过耐候胶6封口；具体地，在步骤

S300中，包括如下步骤：

S310,准备四条不锈钢防水构件5分别布置在窗框2的四周，不锈钢防水构件5位于窗框

2室外侧的边沿；

S320,相邻两个不锈钢防水构件5边角进行45°切角；

S330,相邻两个不锈钢防水构件5的切角斜面拼接对合，将每个不锈钢防水构件5的一

侧边固定在窗框2上，另一侧边抵触在墙体1上；其中，相邻两个不锈钢防水构件5通过焊接

的方式对拼接间隙进行密封。

[0040] S340,不锈钢防水构件5与墙体1之间的连接处、以及与窗框2之间的连接处均通过

耐候胶6封口。

[0041] 步骤S400，窗框2与墙体1之间涂覆防水砂浆层9，防水砂浆层9于窗框2室外侧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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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不锈钢防水构件5，并从不锈钢防水构件5处开始涂覆延伸至墙体1上后抹平，防水砂浆层

9于窗框2室内侧覆盖住填塞层4，并从窗框2处开始涂覆至墙体1上后抹平。

[0042] 上述不锈钢防水构件5外的防水砂浆层9起到了第一层防水阻隔的效果，其中，不

锈钢防水构件5能够对防水砂浆层9起到拉扯固定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防水砂浆层9

出现裂痕，但当防水砂浆层9因热胀冷缩出现裂痕时，不锈钢防水构件5能够有效阻隔雨水

的渗透，从而起到第二层防水阻隔的效果，其中，在窗框2与墙体1之间的填塞层4起到了第

三层防水阻隔的效果，以带来了较好的雨水防渗漏的作用。

[0043]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示范性实施方式，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发

明的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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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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