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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及其施工方
法
(57)摘要
一种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
包括屋面结
构；
屋面结构包括屋面板、第一防水层、第一保温
层、第一粘接混凝土层和第一杂砌块材层；
屋脊
处设有连接板 ；第一杂砌块材层的材料包括砖
块、石材、陶缸片、瓦片和琉璃；
第一杂砌块材层
中布有挡石架；
屋面结构上处预留有观景口 ；
观
景口处设有观景天井结构；
观景天井结构包括内
平台结构和玻璃幕墙；
屋面结构顶部、位于观景
口上侧部位设有截水沟；
屋面结构的边缘设有檐
口；
在檐口内设有檐口保温层、檐口防水卷材和
不锈钢排水沟；
不锈钢排水沟内设有雨水斗，
不
锈钢排水沟上部安装有L形的遮板。本发明解决
了传统的屋面系统无法上人观景、美观度差、艺
术画效果仅通过涂料去实现和无法长久保留的
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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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
包括有人字形的屋面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屋面结
构包括有由下而上依次设置的屋面板（1）、第一防水层（2）、第一保温层（3）、第一粘接混凝
土层（4）和第一杂砌块材层（5）；
在屋面结构的屋脊处、
沿纵向通长设置有连接板（6）；
所述
连接板（6）的下部埋设在第一粘接混凝土层（4）中，
连接板（6）的顶部不低于第一杂砌块材
层（5）的顶面；
所述第一杂砌块材层（5）的材料包括砖块、
石材、
陶缸片、
瓦片和琉璃；
在第一
杂砌块材层（5）中、
沿屋面的倾斜方向平行间隔布置有挡石架（7），
且每个挡石架（7）沿纵向
通长设置；
所述挡石架（7）的下端埋设在第一粘接混凝土层（4）中，
挡石架（7）的上端不超出
第一杂砌块材层（5）的顶面；
所述第一粘接混凝土层（4）浇筑在第一保温层（3）的顶部与第
一杂砌块材层（5）之间以及第一杂砌块材层（5）的块材之间；
所述屋面结构上处预留有观景口（8）；
在屋面结构上、对应观景口（8）的位置处设置有
观景天井结构；
所述观景天井结构包括有内平台结构（9）和玻璃幕墙（10）；
在屋面结构的顶
部、
位于观景口（8）的上侧部位处设置有截水沟（11）；
所述截水沟（11）沿着观景口（8）的上
边缘通长设置；
所述内平台结构（9）水平设置在屋面结构的下方、
对应观景口（8）的位置处，
并且内平台结构（9）支撑在主体结构中的竖向构件（12）上；
所述内平台结构（9）的顶面为与
屋面结构倾斜方向一致的斜面，
且在内平台结构（9）上、
沿着内平台结构（9）的下边缘设有
积水槽（13）；
所述积水槽（13）与通向屋外的排水管（14）相连；
所述玻璃幕墙（10）设置在内
平台结构（9）的四周，
并且玻璃幕墙（10）的顶部与屋面结构的底面相连接，
玻璃幕墙（10）的
底部与内平台结构（9）的顶面相连接；
所述屋面结构上、沿着屋面的边缘通长设置有檐口（15）；
所述檐口（15）设置在房屋的
外墙体（16）与屋面结构的连接位置处；
所述外墙体（16）为杂砌墙体，
包括衬墙（16 .1）、
墙体
保温层（16 .2）、
墙体细石混凝土层（16 .3）和墙体杂砌块材层（16 .4）；
所述檐口（15）连接在
衬墙（16 .1）的顶部外侧；
在檐口（15）内铺设有檐口保温层（17）、檐口防水卷材（18）和不锈
钢排水沟（19）；
所述檐口防水卷材（18）外沿由螺钉固定在檐口（15）的外壁顶面，
檐口防水
卷材（18）内沿由螺钉固定在衬墙（16 .1）顶面，
并延伸至屋面结构的屋面板（1）顶部；
檐口防
水卷材（18）边沿处用密封膏封边；
所述不锈钢排水沟（19）内设有雨水斗（20），
不锈钢排水
沟（19）上部安装有L形的遮板（21）；
所述檐口（15）的外壁以及墙体杂砌块材层（16 .4）的上
方罩有不锈钢滴水板（22）；
所述不锈钢排水沟（19）与檐口（15）之间 ，
以及不锈钢滴水板
（22）内侧与檐口外壁之间还铺设有砂浆保护层（23）；
所述墙体杂砌块材层（16 .4）通过墙体
混凝土粘结层（16 .5）连接在砂浆保护层（23）的外侧。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屋面结构上预留
有洞口（24）；
在屋面结构的顶部、
对应洞口（24）的位置处设置有通风口结构；
所述通风口结
构包括有竖向侧壁（25）和顶板结构（26）；
所述竖向侧壁（25）沿着洞口（24）的四周边缘设
置，
且竖向侧壁（25）的上部开设有窗口（27）；
所述窗口（27）中安装有百叶窗（28）；
所述竖向
侧壁（25）包括有由内而外依次设置的混凝土侧板（25 .1）、第二防水层（25 .2）、第二保温层
（25 .3）、第二粘接混凝土层（25 .4）和第二杂砌块材层（25 .5）；
所述顶板结构（26）水平设置
在竖向侧壁（25）的顶部，
包括有盖板（26 .1）、第三防水层（26 .2）、第三保温层（26 .3）、第三
粘接混凝土层（26 .4）和第三杂砌块材层（26 .5）。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屋面结构上、沿
纵向平行间隔设置有变形缝（29）；所述变形缝（29）将屋面板（1）分割成一组单元板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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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在变形缝（29）中 填充有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42）；
在单元板块（1 .1）的顶部、
沿着
靠近变形缝（29）一侧的侧边通长设置有第一挡墙（30）；
所述第一防水层（2）、第一保温层
（3）和第一粘接混凝土层（4）依次铺设在单元板块（1 .1）的上方，
且第一保温层（3）和第一粘
接混凝土层（4）在变形缝（29）处断开；
所述第一防水层（2）在变形缝（29）的位置处覆盖在变
形缝（29）的上、且与第一挡墙（30）固定连接；
所述第一防水层（2）的顶部、对应变形缝（29）
的位置处由下而上依次设有附加防水卷材（31）、
聚乙烯泡沫塑料棒（32）和顶盖（33）；
所述
附加防水卷材（31）的两侧侧边固定在第一挡墙（30）上；
所述顶盖（33）覆盖在附加防水卷材
（31）上，
并且顶盖（33）在变形缝（29）正上方处带有向上的凸起；
所述聚乙烯泡沫塑料棒
（32）填充在顶盖（33）的凸起与附加防水卷材（31）之间。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顶板结构（26）的
顶部、
沿着外边缘设置有竖向的第二挡墙（34）；
所述第二挡墙（34）与盖板（26 .1）共同围成
第一凹槽（35）；
所述第三防水层（26 .2）铺设在第一凹槽（35）中，
并且第三防水层（26 .2）的
边缘延伸至第二挡墙（34）的顶部；
所述第三保温层（26 .3）和第三粘接混凝土层（26 .4）依次
铺设在第三防水层（26 .2）的上方；
所述第三粘接混凝土层（26 .4）的顶面为斜面，
且在斜面
的底部、沿着斜面的下边缘间隔设置有排水孔；
在排水孔中安装有泄水管（36），
且泄水管
（36）的外端伸出第二挡墙（34）的外侧；
所述第三杂砌块材层（26 .5）铺设在第三粘接混凝土
层（26 .4）的顶部，
且通过第三粘接混凝土层（26 .4）粘接成整体；
所述顶盖（33）的下方、
靠近
一侧的窗口（27）处设置有隔板（37）；
所述隔板（37）将通风口结构的内部空间分隔成两个空
间单元，
隔板（37）的两条竖边分别与竖向侧壁（25）连接。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屋面板（1）为清
水混凝土板；
所述第一防水层（2）由防水卷材制成，
且通过紧固件（38）与屋面板（1）连接；
所
述第一保温层（3）的厚度不小于120mm，
并且该第一保温层（3）由一组保温板（3 .1）拼接而
成；
所述第一粘接混凝土层（4）位于第一杂砌块材层（5）与第一保温层（3）之间的厚度为
40mm~60mm；
所述第一杂砌块材层（5）的厚度为130mm ~150mm。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接板（6）的竖
向切面呈倒置的Y形，
包括有左斜板段（6 .1）、
右斜板段（6 .2）和竖板段（6 .3）；
所述左斜板段
（6 .1）和右斜板段（6 .2）分别支撑在屋脊左右两侧的第一保温层（3）上，
并且与第一保温层
（3）粘接连接；
所述竖板段（6 .3）的下部分别与两侧的第一粘接混凝土层（4）粘接。
7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挡石架（7）包括
有支撑杆（7 .1）和挡板（7 .2）；
所述支撑杆（7 .1）有一组 ，
沿纵向间隔设置；
其中 ，支撑杆
（7 .1）的下端浇筑在第一粘接混凝土层（4）中，
支撑杆（7 .1）的上端超出第一粘接混凝土层
（4）的顶面；
所述挡板（7 .2）沿纵向通长连接在一组支撑杆（7 .1）的上部、
超出第一粘接混凝
土层（4）的部位上。
8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观景口（8）的长
为5m~ 6m，
观景口（8）的宽为2 .5m~ 3m，
屋面结构与内平台结构（9）之间的竖向间距为1 .1m~
2 .1m。
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
其特征在于：
所述内平台结构（9）
的顶面倾斜角度为2%~4%，
该内平台结构（9）包括有由下而上依次设置的底板（9 .1）、第四防
水层（9 .2）、砂浆层（9 .3）和装饰面层（9 .4）；
所述底板（9 .1）为清水混凝土板，
且底板（9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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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部支设在竖向构件（12）上；
所述底板（9 .1）在对应观景口（8）的位置处向下凹陷形成第
二凹槽（39）；
所述第二凹槽（39）的顶部设置有找平层（9 .5）；
所述第四防水层（9 .2）铺设在
找平层（9 .5）的顶部，
并且第四防水层（9 .2）的上边缘延伸至第二凹槽（39）顶部，
第四防水
层（9 .2）的下边缘延伸至第二凹槽（39）的侧壁上；
所述积水槽（13）安装在第四防水层（9 .2）
的顶部、且沿着第二凹槽（39）的下边缘设置；
在第四防水层（9 .2）的顶部、
位于积水槽（13）
上侧的位置处由下而上依次铺设有第四保温层（9 .6）和花岗岩层（9 .7）；
所述砂浆层（9 .3）
设置在花岗岩层（9 .7）的顶部以及第二凹槽（39）侧壁和顶部的第四防水层（9 .2）上；
所述装
饰面层（9 .4）铺设在砂浆层（9 .3）的顶部；
位于第二凹槽（39）中的装饰面层（9 .4）的顶面与
积水槽（13）的顶边平齐。
10 .一种权利要求1-9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的施工方法，
其特征
在于，
包括步骤如下：
步骤一，
屋面板（1）的施工：
屋面板（1）采用清水混凝土进行浇筑；
步骤二，
施工第一防水层（2）：
先施工一层防水涂料，
填充屋面板（1）的自身裂缝，
再铺
设双层自粘型防水卷材；
步骤三，
铺设第一保温层（3）：
第一保温层（3）采用保温板（3 .1）拼接而成，
第一保温层
（3）兼做防水保护层；
步骤四，
在施工在第一粘接混凝土层（4）前，
在第一保温层（3）的上表面上满铺一层隔
离层；
步骤五，
施工挡石架（7）；
步骤六，
在隔离层上浇筑第一层第一粘接混凝土层，
第一层第一粘接混凝土层采用细
石混凝土浇筑而成；
步骤七，
施工第一杂砌块材层（5）：
按照设计的图案进行第一杂砌块材层（5）的杂砌块
材的排布砌筑，
第一杂砌块材层（5）的材料包括琉璃、
青砖、
石材、
缸瓦片；
步骤八，
浇筑第二层第一粘接混凝土层：
第二层第一粘接混凝土层将第一杂砌块材层
（5）中的杂砌块材和挡石架（7）浇筑一起；
步骤九，
第一杂砌块材层（5）的边缘均用不锈钢板进行收边，
至此施工完成。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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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工程领域，
特别是一种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某工程为仿古建筑结构，
其屋面采用了一种富有艺术美感的砖瓦石杂砌屋面；
在
本工程的杂砌屋面中，
块体材料主要为石材、
陶缸片、
瓦片和琉璃等；
由于块体材料的种类
较多、
大小不一；
在施工时，
屋面在杂砌中很难保证外观一致要求；
特别是屋面的屋脊、
观景
口、通风口、变形缝和檐口等复杂节点处，
杂砌面较多、繁琐，
美观度、
防水要求和施工质量
难于保证。传统的屋面系统构造简单，
想要呈现屋面艺术画效果，
仅通过涂料去实现，
艺术
画效果只是短暂的，
无法在室外经过日晒雨淋还能保持原效果不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及其施工方法，
要解决传统的
屋面系统的无法上人观景、美观度差、艺术画效果仅通过涂料去实现和无法长久保留的技
术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
包括有人字形的屋面结构；
所述屋面结构包括有
由下而上依次设置的屋面板、第一防水层、第一保温层、第一粘接混凝土层和第一杂砌块材
层；
在屋面结构的屋脊处、
沿纵向通长设置有连接板；
所述连接板的下部埋设在第一粘接混
凝土层中，
连接板的顶部不低于第一杂砌块材层的顶面；
所述第一杂砌块材层的材料包括
砖块、
石材、
陶缸片、
瓦片和琉璃；
在第一杂砌块材层中、
沿屋面的倾斜方向平行间隔布置有
挡石架，
且每个挡石架沿纵向通长设置；
所述挡石架的下端埋设在第一粘接混凝土层中，
挡
石架的上端不超出第一杂砌块材层的顶面；
所述第一粘接混凝土层浇筑在第一保温层的顶
部与第一杂砌块材层之间以及第一杂砌块材层的块材之间；
所述屋面结构上处预留有观景口；
在屋面结构上、对应观景口的位置处设置有观景天
井结构；
所述观景天井结构包括有内平台结构和玻璃幕墙；
在屋面结构的顶部、
位于观景口
的上侧部位处设置有截水沟；
所述截水沟沿着观景口的上边缘通长设置；
所述内平台结构
水平设置在屋面结构的下方、对应观景口的位置处，
并且内平台结构支撑在主体结构中的
竖向构件上；
所述内平台结构的顶面为与屋面结构倾斜方向一致的斜面，
且在内平台结构
上、
沿着内平台结构的下边缘设有积水槽；
所述积水槽与通向屋外的排水管相连；
所述玻璃
幕墙设置在内平台结构的四周，
并且玻璃幕墙的顶部与屋面结构的底面相连接，
玻璃幕墙
的底部与内平台结构的顶面相连接；
所述屋面结构上、
沿着屋面的边缘通长设置有檐口；
所述檐口设置在房屋的外墙体与
屋面结构的连接位置处；
所述外墙体为杂砌墙体，
包括衬墙、墙体保温层、墙体细石混凝土
层和墙体杂砌块材层；
所述檐口连接在衬墙的顶部外侧；
在檐口内铺设有檐口保温层、
檐口
防水卷材和不锈钢排水沟；
所述檐口防水卷材外沿由螺钉固定在檐口的外壁顶面，
檐口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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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卷材内沿由螺钉固定在衬墙顶面，
并延伸至屋面结构的屋面板顶部；
檐口防水卷材边沿
处用密封膏封边；
所述不锈钢排水沟内设有雨水斗，
不锈钢排水沟上部安装有L形的遮板；
所述檐口的外壁以及墙体杂砌块材层的上方罩有不锈钢滴水板；
所述不锈钢排水沟与檐口
之间，
以及不锈钢滴水板内侧与檐口外壁之间还铺设有砂浆保护层，
所述墙体杂砌块材层
通过墙体混凝土粘结层连接在砂浆保护层的外侧。
[0006] 优选的，
所述屋面结构上预留有洞口；
在屋面结构的顶部、
对应洞口的位置处设置
有通风口结构；
所述通风口结构包括有竖向侧壁和顶板结构；
所述竖向侧壁沿着洞口的四
周边缘设置，
且竖向侧壁的上部开设有窗口；
所述窗口中安装有百叶窗；
所述竖向侧壁包括
有由内而外依次设置的混凝土侧板、第二防水层、第二保温层、第二粘接混凝土层和第二杂
砌块材层；
所述顶板结构水平设置在竖向侧壁的顶部，
包括有盖板、第三防水层、第三保温
层、
第三粘接混凝土层和第三杂砌块材层。
[0007] 优选的，
所述屋面结构上、
沿纵向平行间隔设置有变形缝；
所述变形缝将屋面板分
割成一组单元板块，
在变形缝中填充有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
在单元板块的顶部、
沿着靠近
变形缝一侧的侧边通长设置有第一挡墙；
所述第一防水层、第一保温层和第一粘接混凝土
层依次铺设在单元板块的上方，
且第一保温层和第一粘接混凝土层在变形缝处断开；
所述
第一防水层在变形缝的位置处覆盖在变形缝的上、且与第一挡墙固定连接；
所述第一防水
层的顶部、对应变形缝的位置处由下而上依次设有附加防水卷材、
聚乙烯泡沫塑料棒和顶
盖；
所述附加防水卷材的两侧侧边固定在第一挡墙上；
所述顶盖覆盖在附加防水卷材上，
并
且顶盖在变形缝正上方处带有向上的凸起；
所述聚乙烯泡沫塑料棒填充在顶盖的凸起与附
加防水卷材之间。
[0008] 优选的，
所述顶板结构的顶部、
沿着外边缘设置有竖向的第二挡墙；
所述第二挡墙
与盖板共同围成第一凹槽；
所述第三防水层铺设在第一凹槽中，
并且第三防水层的边缘延
伸至第二挡墙的顶部；
所述第三保温层和第三粘接混凝土层依次铺设在第三防水层的上
方；
所述第三粘接混凝土层的顶面为斜面，
且在斜面的底部、
沿着斜面的下边缘间隔设置有
排水孔；
在排水孔中安装有泄水管，
且泄水管的外端伸出第二挡墙的外侧；
所述第三杂砌块
材层铺设在第三粘接混凝土层的顶部，
且通过第三粘接混凝土层粘接成整体；
所述顶盖的
下方、靠近一侧的窗口处设置有隔板；
所述隔板将通风口结构的内部空间分隔成两个空间
单元，
隔板的两条竖边分别与竖向侧壁连接。
[0009] 优选的，
所述屋面板为清水混凝土板；
所述第一防水层由防水卷材制成，
且通过紧
固件与屋面板连接；
所述第一保温层的厚度不小于120mm，
并且该第一保温层由一组保温板
拼接而成；
所述第一粘接混凝土层位于第一杂砌块材层与第一保温层之间的厚度为40mm~
60mm；
所述第一杂砌块材层的厚度为130mm ~150mm。
[0010] 优选的，
所述连接板的竖向切面呈倒置的Y形，
包括有左斜板段、右斜板段和竖板
段；
所述左斜板段和右斜板段分别支撑在屋脊左右两侧的第一保温层上，
并且与第一保温
层粘接连接；
所述竖板段的下部分别与两侧的第一粘接混凝土层粘接。
[0011] 优选的，
所述挡石架包括有支撑杆和挡板；
所述支撑杆有一组，
沿纵向间隔设置；
其中，
支撑杆的下端浇筑在第一粘接混凝土层中，
支撑杆的上端超出第一粘接混凝土层的
顶面；
所述挡板沿纵向通长连接在一组支撑杆的上部、
超出第一粘接混凝土层的部位上。
[0012] 优选的，
所述观景口8的长为5m~6m，
观景口8的宽为2 .5m~3m，
屋面结构与内平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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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9之间的竖向间距为1 .1m~2 .1m。
[0013] 优选的，
所述内平台结构的顶面倾斜角度为2%~4%，
该内平台结构包括有由下而上
依次设置的底板、第四防水层、砂浆层和装饰面层；
所述底板为清水混凝土板，
且底板的底
部支设在竖向构件上；
所述底板在对应观景口的位置处向下凹陷形成第二凹槽；
所述第二
凹槽的顶部设置有找平层；
所述第四防水层铺设在找平层的顶部，
并且第四防水层的上边
缘延伸至第二凹槽顶部，
第四防水层的下边缘延伸至第二凹槽的侧壁上；
所述积水槽安装
在第四防水层的顶部、
且沿着第二凹槽的下边缘设置；
在第四防水层的顶部、
位于积水槽上
侧的位置处由下而上依次铺设有第四保温层和花岗岩层；
所述砂浆层设置在花岗岩层的顶
部以及第二凹槽侧壁和顶部的第四防水层上；
所述装饰面层铺设在砂浆层的顶部；
位于第
二凹槽中的装饰面层的顶面与积水槽的顶边平齐。
[0014] 一种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的施工方法，
包括步骤如下。
[0015] 步骤一，
屋面板的施工：
屋面板采用清水混凝土进行浇筑。
[0016] 步骤二，
施工第一防水层：
先施工一层防水涂料，
填充屋面板的自身裂缝，
再铺设
双层自粘型防水卷材。
[0017] 步骤三，
铺设第一保温层：
第一保温层采用保温板拼接而成，
第一保温层兼做防水
保护层。
[0018] 步骤四，
在施工在第一粘接混凝土层前，
在第一保温层的上表面上满铺一层隔离
层。
[0019] 步骤五，
施工挡石架。
[0020] 步骤六，
在隔离层上浇筑第一层第一粘接混凝土层，
第一层第一粘接混凝土层采
用细石混凝土浇筑而成。
[0021] 步骤七，
施工第一杂砌块材层：
按照设计的图案进行第一杂砌块材层的杂砌块材
的排布砌筑，
第一杂砌块材层的材料包括琉璃、
青砖、
石材、
缸瓦片。
[0022] 步骤八，
浇筑第二层第一粘接混凝土层：
第二层第一粘接混凝土层将第一杂砌块
材层中的杂砌块材和挡石架浇筑一起。
[0023] 步骤九，
第一杂砌块材层的边缘均用不锈钢板进行收边，
至此施工完成。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特点和有益效果。
[0025] 1、
本发明采用杂砌块材按照设计的图案进行屋面系统的施工，
其中杂砌块材多采
用各种颜色的琉璃、
青砖、
石材、
缸瓦片等，
即能解决传统的屋面系统美观度差、
艺术画效果
仅通过涂料去实现和无法长久保留的技术问题，
又使琉璃、青砖、石材、缸瓦片等废弃物得
以和循环利用，
降低施工成本。
[0026] 2、
本发明在屋脊上设置连接板，
在屋面上设置挡石架并增加了防滑墩，
保证了屋
面结构的稳定性，
挡石架和防滑墩防止整个屋面的下滑，
让杂砌材料与屋面结构层成为一
个整体。
[0027] 3、
本发明在屋面结构上设置观景天井结构，
观景天井结构的设计不仅能够上人观
赏周围美景，
而且极大限度的保证了观景人的安全性，
解决了传统的屋面系统不能上人，
无
法在屋顶观赏周围景色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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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9] 图1是本发明的屋面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2是本发明中屋脊位置处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是本发明中屋面结构的结构层示意图。
[0032] 图4是本发明中连接板的结构示意图。
[0033] 图5是本发明中观景天井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4] 图6是本发明中内平台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35] 图7是本发明中底板上设置第二凹槽的结构示意图。
[0036] 图8是本发明中变形缝位置处的屋面结构示意图。
[0037] 图9是本发明中顶盖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10是本发明中檐口的结构示意图。
[0039] 图11是本发明中通风口结构的纵向切面结构示意图。
[0040] 图12是本发明中通风口结构的横向切面结构示意图。
[0041] 图13是本发明中盖板顶部设置第一凹槽的结构示意图。
[0042] 附图标记：
1－屋面板、
1 .1－单元板块、2－第一防水层、3－第一保温层、3 .1－保
温板、
4－第一粘接混凝土层、5－第一杂砌块材层、6－连接板、6 .1－左斜板段、6 .2－右斜
板段、6 .3－竖板段、7－挡石架、7 .1－支撑杆、7 .2－挡板、8－观景口、9－内平台结构、
9 .1－底板、
9 .2－第四防水层、
9 .3－砂浆层、
9 .4－装饰面层、
9 .5－找平层、
9 .6－第四保温
层、9 .7－花岗岩层、
10－玻璃幕墙、
11－截水沟、
12－竖向构件、
13－积水槽、
14－排水管、
15－檐口、
16－外墙体、
16 .1－衬墙、
16 .2－墙体保温层、
16 .3－墙体细石混凝土层、
16 .4－
墙体杂砌块材层、
16 .5－墙体混凝土粘结层、
17－檐口保温层、
18－檐口防水卷材、
19－不
锈钢排水沟、20－雨水斗、21－遮板、22－不锈钢滴水板、23－砂浆保护层、24－洞口、25－
竖向侧壁、25 .1－混凝土侧板、25 .2－第二防水层、25 .3－第二保温层、25 .4－第二粘接混
凝土层、
25 .5－第二杂砌块材层、
26－顶板结构、
26 .1－盖板、
26 .2－第三防水层、
26 .3－第
三保温层、
26 .4－第三粘接混凝土层、
26 .5－第三杂砌块材层、
27－窗口、
28－百叶窗、
29－
变形缝、
30－第一挡墙、
31－附加防水卷材、
32－聚乙烯泡沫塑料棒、
33－顶盖、
34－第二挡
墙、
35－第一凹槽、
36－泄水管、
37－隔板、
38－紧固件、
39－第二凹槽、
40－护栏、
41－重竹
格栅饰面、
42－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
43－防滑墩。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如图1-13所示，
这种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
包括有人字形的屋面结构；
所述屋
面结构包括有由下而上依次设置的屋面板1、第一防水层2、第一保温层3、第一粘接混凝土
层4和第一杂砌块材层5；
在屋面结构的屋脊处、
沿纵向通长设置有连接板6；
所述连接板6的
下部埋设在第一粘接混凝土层4中，
连接板6的顶部不低于第一杂砌块材层5的顶面；
所述第
一杂砌块材层5的材料包括砖块、
石材、
陶缸片、
瓦片和琉璃；
在第一杂砌块材层5中、
沿屋面
的倾斜方向平行间隔布置有挡石架7，
且每个挡石架7沿纵向通长设置；
所述挡石架7的下端
埋设在第一粘接混凝土层4中，
挡石架7的上端不超出第一杂砌块材层5的顶面；
所述第一粘
接混凝土层4浇筑在第一保温层3的顶部与第一杂砌块材层5之间以及第一杂砌块材层5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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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材之间；
所述屋面结构上处预留有观景口8；
在屋面结构上、对应观景口8的位置处设置有观景
天井结构；
所述观景天井结构包括有内平台结构9和玻璃幕墙10；
在屋面结构的顶部、位于
观景口8的上侧部位处设置有截水沟11；
所述截水沟11沿着观景口8的上边缘通长设置；
所
述内平台结构9水平设置在屋面结构的下方、
对应观景口8的位置处，
并且内平台结构9支撑
在主体结构中的竖向构件12上；
所述内平台结构9的顶面为与屋面结构倾斜方向一致的斜
面，
且在内平台结构9上、
沿着内平台结构9的下边缘设有积水槽13；
所述积水槽13与通向屋
外的排水管14相连；
所述玻璃幕墙10设置在内平台结构9的四周，
并且玻璃幕墙10的顶部与
屋面结构的底面相连接，
玻璃幕墙10的底部与内平台结构9的顶面相连接；
所述屋面结构上、
沿着屋面的边缘通长设置有檐口15；
所述檐口15设置在房屋的外墙
体16与屋面结构的连接位置处 ；所述外墙体16为杂砌墙体 ，包括衬墙16 .1、墙体保温层
16 .2、墙体细石混凝土层16 .3和墙体杂砌块材层16 .4；
所述檐口15连接在衬墙16 .1的顶部
外侧；
在檐口15内铺设有檐口保温层17、
檐口防水卷材18和不锈钢排水沟19；
所述檐口防水
卷材18外沿由螺钉固定在檐口15的外壁顶面，
檐口防水卷材18内沿由螺钉固定在衬墙16 .1
顶面，
并延伸至屋面结构的屋面板1顶部；
檐口防水卷材18边沿处用密封膏封边；
所述不锈
钢排水沟19内设有雨水斗20，
不锈钢排水沟19上部安装有L形的遮板21；
所述檐口15的外壁
以及墙体杂砌块材层16 .4的上方罩有不锈钢滴水板22；
所述不锈钢排水沟19与檐口15之
间，
以及不锈钢滴水板22内侧与檐口外壁之间还铺设有砂浆保护层23；
所述墙体杂砌块材
层16 .4通过墙体混凝土粘结层16 .5连接在砂浆保护层23的外侧。
[0044] 本实施例中，
所述屋面结构上预留有洞口24；
在屋面结构的顶部、
对应洞口24的位
置处设置有通风口结构；
所述通风口结构包括有竖向侧壁25和顶板结构26；
所述竖向侧壁
25沿着洞口24的四周边缘设置，
且竖向侧壁25的上部开设有窗口27；
所述窗口27中安装有
百叶窗28；
所述竖向侧壁25包括有由内而外依次设置的混凝土侧板25 .1、第二防水层25 .2、
第二保温层25 .3、第二粘接混凝土层25 .4和第二杂砌块材层25 .5；
所述顶板结构26水平设
置在竖向侧壁25的顶部，
包括有盖板26 .1、第三防水层26 .2、第三保温层26 .3、第三粘接混
凝土层26 .4和第三杂砌块材层26 .5。
[0045] 本实施例中，
所述屋面结构上、
沿纵向平行间隔设置有变形缝29；
所述变形缝29将
屋面板1分割成一组单元板块1 .1，
在变形缝29中 填充有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42；
在单元板
块1 .1的顶部、
沿着靠近变形缝29一侧的侧边通长设置有第一挡墙30；
所述第一防水层2、第
一保温层3和第一粘接混凝土层4依次铺设在单元板块1 .1的上方，
且第一保温层3和第一粘
接混凝土层4在变形缝29处断开；
所述第一防水层2在变形缝29的位置处覆盖在变形缝29的
上、且与第一挡墙30固定连接；
所述第一防水层2的顶部、对应变形缝29的位置处由下而上
依次设有附加防水卷材31、
聚乙烯泡沫塑料棒32和顶盖33；
所述附加防水卷材31的两侧侧
边固定在第一挡墙30上；
所述顶盖33覆盖在附加防水卷材31上，
并且顶盖33在变形缝29正
上方处带有向上的凸起；
所述聚乙烯泡沫塑料棒32填充在顶盖33的凸起与附加防水卷材31
之间。
[0046] 本实施例中，
所述顶板结构26的顶部、
沿着外边缘设置有竖向的第二挡墙34；
所述
第二挡墙34与盖板26 .1共同围成第一凹槽35；
所述第三防水层26 .2铺设在第一凹槽35中，
并且第三防水层26 .2的边缘延伸至第二挡墙34的顶部；
所述第三保温层26 .3和第三粘接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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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层26 .4依次铺设在第三防水层26 .2的上方；
所述第三粘接混凝土层26 .4的顶面为斜
面，
且在斜面的底部、
沿着斜面的下边缘间隔设置有排水孔；
在排水孔中安装有泄水管36，
且泄水管36的外端伸出第二挡墙34的外侧；
所述第三杂砌块材层26 .5铺设在第三粘接混凝
土层26 .4的顶部，
且通过第三粘接混凝土层26 .4粘接成整体；
所述顶盖33的下方、
靠近一侧
的窗口27处设置有隔板37；
所述隔板37将通风口结构的内部空间分隔成两个空间单元，
隔
板37的两条竖边分别与竖向侧壁25连接。
[0047] 本实施例中，
所述屋面板1为清水混凝土板；
所述第一防水层2由防水卷材制成，
且
通过紧固件38与屋面板1连接；
所述第一保温层3的厚度不小于120mm，
并且该第一保温层3
由一组保温板3 .1拼接而成；
所述第一粘接混凝土层4位于第一杂砌块材层5与第一保温层3
之间的厚度为40mm~60mm；
所述第一杂砌块材层5的厚度为130mm ~150mm。
[0048] 本实施例中，
所述连接板6的竖向切面呈倒置的Y形，
包括有左斜板段6 .1、右斜板
段6 .2和竖板段6 .3；
所述左斜板段6 .1和右斜板段6 .2分别支撑在屋脊左右两侧的第一保温
层3上，
并且与第一保温层3粘接连接；
所述竖板段6 .3的下部分别与两侧的第一粘接混凝土
层4粘接。
[0049] 本实施例中，
所述挡石架7包括有支撑杆7 .1和挡板7 .2；
所述支撑杆7 .1有一组，
沿
纵向间隔设置；
其中，
支撑杆7 .1的下端浇筑在第一粘接混凝土层4中，
支撑杆7 .1的上端超
出第一粘接混凝土层4的顶面；
所述挡板7 .2沿纵向通长连接在一组支撑杆7 .1的上部、
超出
第一粘接混凝土层4的部位上。
[0050] 本实施例中，
所述观景口8的长为5m~6m，
观景口8的宽为2 .5m~3m，
屋面结构与内平
台结构9之间的竖向间距为1 .1m~2 .1m。
[0051] 本实施例中，
所述内平台结构9的顶面倾斜角度为2%~4%，
该内平台结构9包括有由
下而上依次设置的底板9 .1、第四防水层9 .2、砂浆层9 .3和装饰面层9 .4；
所述底板9 .1为清
水混凝土板，
且底板9 .1的底部支设在竖向构件12上；
所述底板9 .1在对应观景口8的位置处
向下凹陷形成第二凹槽39；
所述第二凹槽39的顶部设置有找平层9 .5；
所述第四防水层9 .2
铺设在找平层9 .5的顶部，
并且第四防水层9 .2的上边缘延伸至第二凹槽39顶部，
第四防水
层9 .2的下边缘延伸至第二凹槽39的侧壁上；
所述积水槽13安装在第四防水层9 .2的顶部、
且沿着第二凹槽39的下边缘设置；
在第四防水层9 .2的顶部、
位于积水槽13上侧的位置处由
下而上依次铺设有第四保温层9 .6和花岗岩层9 .7；
所述砂浆层9 .3设置在花岗岩层9 .7的顶
部以及第二凹槽39侧壁和顶部的第四防水层9 .2上；
所述装饰面层9 .4铺设在砂浆层9 .3的
顶部；
位于第二凹槽39中的装饰面层9 .4的顶面与积水槽13的顶边平齐。
[0052] 本实施例中，
所述盖板26 .1由顶板和两侧板构成，
凸起位于顶板中部；
盖板26 .1的
两侧板下边缘均向外侧倾斜。
[0053] 本实施例中，
第一杂砌块材层5、第二杂砌块材层25 .5和第三杂砌块材层26 .5均包
括有砖块、
石材、
陶缸片、
瓦片和琉璃混杂砌筑。
[0054] 本实施例中，
所述第一防水层2、第二防水层25 .2、第三防水层26 .2和第四防水层
9 .2均由防水卷材制成，
防水卷可设有双层；
所述附加防水卷材31和第一防水层2的边缘处
可用密封膏封边；
盖板26 .1可采用镀锌钢板或者不锈钢板；
所述盖板26 .1上在凸起两侧铺
设杂砌块材，
位于盖板26 .1上的杂砌块材的高度与屋面上的第一杂砌块材层5的顶面平齐。
[0055] 本实施例中，
所述第一粘接混凝土层4、第二粘接混凝土层25 .4和第三粘接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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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26 .4均由细石混凝土浇筑而成，
并且粘接混凝土层浇筑在对应杂砌块材层中的厚度为杂
砌块材层厚度的一半。
[0056] 本实施例中，
所述支撑杆7 .1成倒置的Y形，
并且支撑杆7 .1的下部浇筑在第一粘接
混凝土层4中。
[0057] 本实施例中，
所述内平台结构9的顶部、
靠近玻璃幕墙10的内侧位置处设置有护栏
40；
在内平台结构9与屋面板1之间、
位于玻璃幕墙10外侧位置处还设置有重竹格栅饰面41。
[0058] 本实施例中，
所述紧固件38为自攻钉或者为钢钉。
[0059] 本实施例中，
所述屋面板1的屋脊处的连接板6超出屋面至少50mm，用扁铁与大地
连接形成防雷系统。
[0060] 这种景观房杂砌仿古屋面系统的施工方法，
包括步骤如下。
[0061] 步骤一，
屋面板1的施工，
屋面板1为300mm厚的清水混凝土板；
因屋面有荷载较大
的杂砌做法；
对于跨度比较小的地方，
屋面板1内设置空心腔，
增加屋面板1的厚度，
减少屋
面板1的自重，
增加了屋面板1的受力；
屋面板1在施工时，
按照1000mm*1000mm间距设置防滑
墩43，
防滑墩43的高出屋面130mm，
主要作用是防止屋面结构整体下滑。
步骤二，
由于屋面板1不平整，
在进行第一防水层2的施工前，
先进行20mm厚的屋面找
平，
找平层要求平整且光滑；
为了防止找平层开裂，
在找平层内放置玻纤网，
并且需对找平
层加强养护，
防止开裂。
[0062] 步骤三，
找平层完成后做第一防水层2：
先做一层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
填
充混凝土自身裂缝，
再铺设双层自粘型聚酯胎SBS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0063] 步骤四，
铺设第一保温层3：
第一保温层3采用100mm厚的保温板3 .1拼接而成，
第一
保温层3兼做防水保护层。
[0064] 步骤五，
在第一保温层3的上表面上满铺0 .4mm厚的聚乙烯薄膜隔离层，
主要作用
是为了防止第一保温层3上面浇筑的混凝土时保温板3 .1会移动，
保温板3 .1的缝隙之间会
进入混凝土，
进而破坏防水。
[0065] 步骤六，
在第一保温层3的内部配置Φ6@150的钢筋，
每6*6m分仓缝，
防止第一保温
层3随意开裂，
在分仓缝中填塞B1级硬泡聚氨酯条，
上部填密封胶，
防止雨水进入。
[0066] 步骤七，
施工挡石架7；
挡石架7包括挡板7 .2和支撑杆7 .1，
挡板7 .2采用10mm厚的
不锈钢板，
不锈钢下段预埋在混凝土内，
挡石架7的上段与第一杂砌块材层5通过第一粘接
混凝土层4砌筑在一起。
[0067] 步骤八，
在隔离层上浇筑第一层第一粘接混凝土层，
第一层第一粘接混凝土层采
用60mm厚的细石混凝土浇筑而成；
步骤九，
施工第一杂砌块材层5：
所用的材料包括各种颜色的琉璃、
青砖、石材、
缸瓦片
等，
按照设计的图案进行第一杂砌块材层5的杂砌块材的排布砌筑；
步骤十，
浇筑第二层第一粘接混凝土层：
第二层第一粘接混凝土层将第一杂砌块材层5
中的杂砌块材和挡石架7浇筑一起；
步骤十一，
第一杂砌块材层5的边缘均用不锈钢板进行收边，
由于第一杂砌块材层5的
边缘无法设置滴水线，
通过将不修改盖板外挑，
作为滴水板，
至此施工完成。
[0068] 上述实施例并非具体实施方式的穷举，
还可有其它的实施例，
上述实施例目的在
于说明本发明，
而非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所有由本发明简单变化而来的应用均落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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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69] 本发明也供了一种增强建筑艺术效果的做法，
采用不锈钢板及紫铜包边，
防止杂
砌基层的外露，
破坏艺术效果，
且利用了挡石框作为防雷系统，
一物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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