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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下室防水构造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防水结构领域，具体是一种

地下室防水构造。包括地下室防水底板、地下室

防水侧墙，地下室防水底板包括自下而上顺次设

置的素混凝土垫层、水泥砂浆找平层、第一改性

沥青油毡层、第一防水层、第二防水层、水泥砂浆

找平保护层和防水钢筋混凝土底板；防水钢筋混

凝土底板包括从左至右顺次设置的第一现浇带、

第一后浇带和第二现浇带，第一后浇带两侧与第

一现浇带和第二现浇带的连接处设有专用钢板

网和止水钢板；地下室防水侧墙包括由外向内顺

次设置的防水保护层、第三防水层、第四防水层、

防水加强层、和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侧墙自防

水混凝土层上设有施工缝，施工缝处设有止水钢

板。提高防水效果，避免后期修复花销，具备多层

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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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下室防水构造，包括地下室防水底板、地下室防水侧墙，其特征在于：地下室

防水底板包括自下而上顺次设置的素混凝土垫层、水泥砂浆找平层、第一改性沥青油毡层、

第一防水层、第二防水层、水泥砂浆找平保护层和防水钢筋混凝土底板；防水钢筋混凝土底

板包括从左至右顺次设置的第一现浇带、第一后浇带和第二现浇带，第一后浇带两侧与第

一现浇带和第二现浇带的连接处设有专用钢板网和止水钢板,专用钢板网呈网片状分别贴

合布置在第一后浇带两侧与第一现浇带和第二现浇带的接触面上，止水钢板呈凹槽状，止

水钢板的槽口朝向迎水侧，且止水钢板分别垂直布置在第一后浇带两侧与第一现浇带和第

二现浇带的接缝处；地下室防水侧墙包括由外向内顺次设置的防水保护层、第三防水层、第

四防水层、防水加强层、和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上设有施工缝，施工

缝处设有止水钢板，防水钢筋混凝土底板的外侧由外向内顺次设置有砖胎膜、防水附加层，

防水附加层与第三防水层、第四防水层搭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室防水构造，其特征在于：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上设有第

二后浇带，第二后浇带的两侧分别为第三现浇带和第四现浇带，第二后浇带与两侧第三现

浇带和第四现浇带的连接处设有专用钢板网和止水钢板，专用钢板网呈网片状分别贴合布

置在第二后浇带两侧与第三现浇带和第四现浇带的接触面上，止水钢板呈凹槽状，止水钢

板的槽口朝向迎水侧，且止水钢板分别垂直布置在第二后浇带两侧与第三现浇带和第四现

浇带的接缝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地下室防水构造，其特征在于：第三现浇带、第二后浇带和第

四现浇带连接处的外侧设有附加层，附加层包括由内向外顺次设置的呈等腰梯形的混凝土

保护层以及分别呈槽状的水泥砂浆找平保护层、第六防水层、第二改性沥青油毡层、水泥砂

浆层和水泥砖；混凝土保护层中垂直于墙面设有挤塑板，且位于混凝土保护层中的挤塑板

上设有宽钢板，宽钢板与挤塑板垂直布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室防水构造，其特征在于：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上设有穿

墙管，穿墙管与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外侧的连接处设有沿穿墙管周向布置的密封层，防水

保护层、第三防水层、第四防水层、防水加强层分别与穿墙管搭接，且在其搭接处沿穿墙管

周向布置有密封胶，在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内的穿墙管上固定安装有止水钢环。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地下室防水构造，其特征在于：密封层置于防水加强层与侧墙

自防水混凝土层之间，密封层包括沿穿墙管周向布置的密封胶，以及铺设在密封胶上的水

泥砂浆。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下室防水构造，其特征在于：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上设有止

水螺杆，止水螺杆置于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内，止水螺杆上固定安装有金属止水片，止水螺

杆的两端部与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的连接处设有聚合物水泥砂浆抹平层，聚合物水泥砂浆

抹平层置于防水加强层与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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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下室防水构造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防水结构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地下室防水构造。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地下建筑物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对于地下建筑物的

防水要求也越来越严格，目前，现有的地下室防水结构大都直接砌筑，由于结构与地面之间

固定不稳，容易使防水结构出现裂缝从而造成地下室漫水，同时由于大量的积水沉积在地

下室无法顺利排出，不仅容易使地下室长期浸泡造成地面脱层，进而导致地坪破坏，而且在

集水的长期浸泡下容易使地下室防水结构造成破坏，影响地下室防水结构的防水性能。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旨在解决上述问题，从而提供一种地下室防水构造，可以提高防水效

果，有效避免了后期修复的花销，该防水构造具备多层防护，有效隔离墙外湿气的优点，解

决了目前的地下室防水部分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下，湿气容易渗透墙体内侧，造成墙体表面

腻子脱落，而且对防水部分的返修会带来经济损失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解决所述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地下室防水构造，包括地下室防水底板、地下室防水侧墙，地下室防水底板包

括自下而上顺次设置的素混凝土垫层、水泥砂浆找平层、第一改性沥青油毡层、第一防水

层、第二防水层、水泥砂浆找平保护层和防水钢筋混凝土底板；防水钢筋混凝土底板包括从

左至右顺次设置的第一现浇带、第一后浇带和第二现浇带，第一后浇带两侧与第一现浇带

和第二现浇带的连接处设有专用钢板网和止水钢板,专用钢板网呈网片状分别贴合布置在

第一后浇带两侧与第一现浇带和第二现浇带的接触面上，止水钢板呈凹槽状，止水钢板的

槽口朝向迎水侧，且止水钢板分别垂直布置在第一后浇带两侧与第一现浇带和第二现浇带

的接缝处；地下室防水侧墙包括由外向内顺次设置的防水保护层、第三防水层、第四防水

层、防水加强层、和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上设有施工缝，施工缝处设

有止水钢板，防水钢筋混凝土底板的外侧由外向内顺次设置有砖胎膜、防水附加层，防水附

加层与第三防水层、第四防水层搭接。

[0006]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的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

[0007] 本实用新型可以提高防水效果，有效避免了后期修复的花销，该防水构造具备多

层防护，有效隔离墙外湿气的优点，解决了目前的地下室防水部分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下，湿

气容易渗透墙体内侧，造成墙体表面腻子脱落，而且对防水部分的返修会带来经济损失的

问题；而且使用了自粘型防水卷材层对地下室的整体铺设，并对对接缝、阴阳角部位和墙体

后浇带等细节位置增加附加层。

[0008] 作为优选，本实用新型更进一步的技术方案为：

[0009] 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上设有第二后浇带，第二后浇带的两侧分别为第三现浇带和

第四现浇带，第二后浇带与两侧第三现浇带和第四现浇带的连接处设有专用钢板网和止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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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板，专用钢板网呈网片状分别贴合布置在第二后浇带两侧与第三现浇带和第四现浇带的

接触面上，止水钢板呈凹槽状，止水钢板的槽口朝向迎水侧，且止水钢板分别垂直布置在第

二后浇带两侧与第三现浇带和第四现浇带的接缝处。

[0010] 第三现浇带、第二后浇带和第四现浇带连接处的外侧设有附加层，附加层包括由

内向外顺次设置的呈等腰梯形的混凝土保护层以及分别呈槽状的水泥砂浆找平保护层、第

六防水层、第二改性沥青油毡层、水泥砂浆层和水泥砖；混凝土保护层中垂直于墙面设有挤

塑板，且位于混凝土保护层中的挤塑板上设有宽钢板，宽钢板与挤塑板垂直布置。

[0011] 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上设有穿墙管，穿墙管与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外侧的连接处

设有沿穿墙管周向布置的密封层，防水保护层、第三防水层、第四防水层、防水加强层分别

与穿墙管搭接，且在其搭接处沿穿墙管周向布置有密封胶，在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内的穿

墙管上固定安装有止水钢环。

[0012] 密封层置于防水加强层与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之间，密封层包括沿穿墙管周向布

置的密封胶，以及铺设在密封胶上的水泥砂浆。

[0013] 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上设有止水螺杆，止水螺杆置于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内，止

水螺杆上固定安装有金属止水片，止水螺杆的两端部与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的连接处设有

聚合物水泥砂浆抹平层，聚合物水泥砂浆抹平层置于防水加强层与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之

间。

附图说明

[0014] 图1是本实用新型地下室防水底板、地下室防水侧墙结构的示意图；

[0015] 图2是本实用新型防水钢筋混凝土底板结构的示意图；

[0016] 图3是本实用新型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结构的示意图；

[0017] 图4是本实用新型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与穿墙管结构的示意图；

[0018] 图5是本实用新型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与止水螺杆结构的示意图；

[0019] 图中：1、素混凝土垫层；2、防水钢筋混凝土底板；21、第一现浇带；22、第一后浇带；

23、第二现浇带；3、防水保护层；4、专用钢板网；5、止水钢板；6、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61、第

二后浇带；62、第三现浇带；63、第四现浇带；7、施工缝；8、砖胎膜；9、附加层；91、混凝土保护

层；92、水泥砖；28、挤塑板；29、宽钢板；30、穿墙管；31、密封层；32、止水钢环；33、止水螺杆；

34、金属止水片；35、聚合物水泥砂浆抹平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通过下面对实施例的描述，将更加有助于公众理解本实用新型，但不能也不应当

将申请人所给出的具体的实施例视为对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限制，任何对部件或技术特

征的定义进行改变和/或对整体结构作形式的而非实质的变换都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技术

方案所限定的保护范围。

[0021] 参见图1至图5所示，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如下：

[0022] 一种地下室防水构造，包括地下室防水底板、地下室防水侧墙，地下室防水底板包

括自下而上顺次设置的素混凝土垫层1、水泥砂浆找平层、第一改性沥青油毡层、第一防水

层、第二防水层、水泥砂浆找平保护层和防水钢筋混凝土底板2（水泥砂浆找平层、第一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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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油毡层、第一防水层、第二防水层以及水泥砂浆找平保护层，图中未标示）；防水钢筋混

凝土底板2包括从左至右顺次设置的第一现浇带21、第一后浇带22和第二现浇带23，第一后

浇带22两侧与第一现浇带21和第二现浇带23的连接处设有专用钢板网4和止水钢板5,专用

钢板网4呈网片状分别贴合布置在第一后浇带22两侧与第一现浇带21和第二现浇带23的接

触面上，止水钢板5呈凹槽状，止水钢板5的槽口朝向迎水侧，且止水钢板5分别垂直布置在

第一后浇带22两侧与第一现浇带21和第二现浇带23的接缝处；防水钢筋混凝土底板2施工

时：在第一后浇带22两侧局部加厚十分之一的板厚；防水钢筋混凝土底板2浇筑时在第一后

浇带22两侧留置  3mm  厚  300mm  宽的止水钢板5；第一后浇带22的施工温度应低于两侧第

一现浇带21、第二现浇带23施工时的温度，且宜选择气温较低的季节施工；浇筑前第一现浇

带21、第二现浇带23表面要凿毛、清洗干净，并保持湿润；第一后浇带22混凝土采用比第一

现浇带21、第二现浇带23混凝土高一个标号的补偿收缩混凝土浇捣；第一后浇带22混凝土

一次浇筑完成不得留设施工缝7，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及时养护，养护时间不得少于28天；地

下室防水侧墙包括由外向内顺次设置的防水保护层3、第三防水层、第四防水层、防水加强

层、和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6（第三防水层、第四防水层和防水加强层，图中未标示）；侧墙自

防水混凝土层6上设有施工缝7，施工缝7处设有止水钢板5，防水钢筋混凝土底板2的外侧由

外向内顺次设置有砖胎膜8、防水附加层（图中未标示），防水附加层与第三防水层、第四防

水层搭接。

[0023] 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6上设有第二后浇带61，第二后浇带61的两侧分别为第三现

浇带62和第四现浇带63，第二后浇带61与两侧第三现浇带62和第四现浇带63的连接处设有

专用钢板网4和止水钢板5，专用钢板网4呈网片状分别贴合布置在第二后浇带61两侧与第

三现浇带62和第四现浇带的接触面上，止水钢板5呈凹槽状，止水钢板5的槽口朝向迎水侧，

且止水钢板5分别垂直布置在第二后浇带61两侧与第三现浇带62和第四现浇带63的接缝

处；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6在大面防水卷材铺贴时应延伸至防水钢筋混凝土底板2处，与防

水钢筋混凝土底板2甩出卷材搭接。

[0024] 第三现浇带62、第二后浇带61和第四现浇带63连接处的外侧设有附加层9，附加层

9包括由内向外顺次设置的呈等腰梯形的混凝土保护层91以及分别呈槽状的水泥砂浆找平

保护层、第六防水层、第二改性沥青油毡层、水泥砂浆层和水泥砖92（水泥砂浆找平保护层、

第六防水层、第二改性沥青油毡层和水泥砂浆层，图中未标示）；混凝土保护层91中垂直于

墙面设有挤塑板28，且位于混凝土保护层91中的挤塑板28上设有宽钢板29，宽钢板29与挤

塑板28垂直布置。

[0025] 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6与防水钢筋混凝土底板2施工时：施工缝7留设在防水钢筋

混凝土底板2以上  300mm  处，施工缝7部位设置400×3  止水钢板5；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6

浇筑前应将浮浆、松散砼予以凿除，并用压力水冲洗干净，涂刷砼界面处理剂或水泥浆；在

第一防水层、第二防水层施工时，应将防水卷材卷至砖胎膜8顶部，并预留不小于  250mm甩

槎以便后期搭接，甩槎部位防水卷材隔离膜应保留，严禁剥离，并采用一定的措施进行保

护；防水钢筋混凝土底板2与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6转角部位阴角用水泥砂浆抹设  50mm 圆

弧角，然后将防水钢筋混凝土底板2甩出卷材隔离膜剥离粘贴至底板面以上  250mm 处；

[0026] 在第二后浇带61两侧埋设  3mm  厚  300mm宽止水钢板5，宽止水钢板5连接处必须

满焊；浇筑第三现浇带62、第四现浇带63混凝土必须浇捣密实，尤其宽止水钢板5和专用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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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网4处的混凝土要保证密实；第二后浇带61清理清理干净，第三现浇带62、第四现浇带63

与第二后浇带61接合处的浮浆和垃圾并湿润24小时以上；清理干净第二后浇带61内钢筋上

的附着物，清理干净第二后浇带61底部的垃圾和积水；支模板模板须与第三现浇带62、第四

现浇带63混凝土墙体紧密结合以避免漏浆，模板应从外部支撑，慎用对拉螺杆；

[0027] 浇筑第二后浇带61混凝土时：第二后浇带61两侧砼面上的浮浆、松散砼应予凿除，

并用压力水冲洗干净，涂刷砼界面处理剂或水泥浆，第二后浇带61施工时不得有积水；第二

后浇带61处的钢筋进行除锈，已将钢筋调整平直；第二后浇带61的模板已封闭严密，且应保

证砼施工后新旧砼没有明显的接搓；第二后浇带61选用比第三现浇带62、第四现浇带63混

凝土高一等级的补偿收缩作用的微膨胀混凝土；混凝土应分层浇筑并振捣密实，拆模后应

注意覆盖和及时养护，养护时间不少于  28 天。

[0028] 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6上设有穿墙管30，穿墙管30与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6外侧的

连接处设有沿穿墙管30周向布置的密封层31，防水保护层3、第三防水层、第四防水层、防水

加强层分别与穿墙管30搭接，且在其搭接处沿穿墙管30周向布置有密封胶，在侧墙自防水

混凝土层6内的穿墙管30上固定安装有止水钢环32。

[0029] 密封层31置于防水加强层与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6之间，密封层31包括沿穿墙管

30周向布置的密封胶，以及铺设在密封胶上的水泥砂浆；穿墙管30在施工时：穿墙管30的两

端出墙长度根据管道安装方式确定，在穿墙管30中部双面焊  2mm 厚100mm  止水钢环32；模

板上准确确定预留穿墙管30位置并在模板上开洞，外墙合模前将穿墙管30插入模板孔洞中

并固定牢固，合模后密封穿墙管30与模板间的缝隙；浇筑混凝土浇筑混凝土时穿墙管30道

位置混凝土要加强振捣，确保混凝土密实；拆模及基层清理拆除墙体模板时应注意不要损

坏穿墙管30，拆模后将墙体表面清理干净；打密封胶在墙体混凝土养护结束后，在穿墙管30

周边与墙相交处打密封胶；在迎水面一侧，沿穿墙管30周边施工防水加强层，防水材料采用

防水涂料，涂刷厚度  2.0mm，沿穿墙管30及外墙周边宽度  250mm  范围涂刷；加强层验收合

格后进行大面防水卷材及保护层施工。

[0030] 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6上设有止水螺杆33，止水螺杆33置于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6

内，止水螺杆33上固定安装有金属止水片34，止水螺杆33的两端部与侧墙自防水混凝土层6

的连接处设有聚合物水泥砂浆抹平层35，聚合物水泥砂浆抹平层35置于防水加强层与侧墙

自防水混凝土层6之间；止水螺杆33在施工时：应先逐个剔除止水螺杆33内外侧塑料垫块，

割除多余止水螺杆33，将止水螺杆33从凹槽的最深处割断，并清理孔内杂物，周边浇水湿

润，同时用聚合物水泥砂浆封堵内外侧止水螺杆33孔凹槽并压实抹光；待聚合物水泥砂浆

干燥后，在墙体迎水面一侧，施工止水螺杆33位置防水加强层，防水加强层采用防水涂料，

范围  200×200mm，防水加强层验收合格后进行大面防水卷材及保护层施工；需要说明的

是：混凝土浇筑等强度达到  50%后开始松动止水螺杆33的内外螺冒，强度达  100%后割止水

螺杆33两端；割止水螺杆33前应先用尖钻子把止水螺杆33两端的密封塑料圈凿除；然后再

开始割止水螺杆33；杜绝因混凝土未达到强度来拆模或割止水螺杆33而将止水螺杆33松

动，影响以后止水螺杆33部位的渗水，密闭塑料圈凿除后，止水螺杆33割结束后用防锈漆将

止水螺杆33两端刷两遍，浇水湿润，刷两遍水泥浆；用聚合物水泥砂浆补止水螺杆33洞两遍

补平。

[0031] 本实用新型可以提高防水效果，有效避免了后期修复的花销，该防水构造具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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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防护，有效隔离墙外湿气的优点，解决了目前的地下室防水部分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下，湿

气容易渗透墙体内侧，造成墙体表面腻子脱落，而且对防水部分的返修会带来经济损失的

问题；而且使用了自粘型防水卷材层对地下室的整体铺设，并对对接缝、阴阳角部位和墙体

后浇带等细节位置增加附加层。

[0032]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可行的实施例而已，并非因此局限本实用新型的权

利范围，凡运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其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变化，均包含于本实用新型的

权利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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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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