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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及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

构，包括：地下室外墙，所述地下室外墙外侧具有

防水层，所述防水层外侧设有防水层保护层，所

述防水层保护层包括：基础层，所述基础层设于

地下室底板之上，所述基础层上部设有框架体，

所述框架体内设有防护板，能够降低施工成本，

缩短施工周期、避免防水保护层在肥槽回填时因

大块土石或坚硬砖石的撞击而受到破坏、提高防

水保护层的抗拉强度及整体强度、增强防水保护

层对防水层的长久保护和隔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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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地下室外墙，所述地下室外墙外

侧具有防水层，所述防水层外侧设有防水层保护层，所述防水层保护层包括：基础层，所述

基础层设于地下室底板之上，所述基础层上部设有框架体，所述框架体内设有防护板，所述

框架体通过框架定位装置固定在基础层上，所述框架体采用U形槽钢围成，所述U形槽钢的

开口处用于安装固定防护板；所述防护板下方的U型槽钢槽口向上，所述防护板上方的U型

槽钢槽口向下。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框架定位装

置为膨胀螺栓。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按以

下步骤完成：

1）地下室外墙以及防水层施工完毕后，在地下室底板上紧贴防水层砌筑砖基层；

2）在砖基层顶面紧贴防水层水平安装U形槽钢，U形槽钢槽口向上，用膨胀螺栓使其与

砖基层固定成一体;

3)  根据地下室外墙的高度定制防护板，所述防护板竖向安装在U形槽钢中，所述相邻

两块防护板通过企口拼接后结合紧密，安装时在防护板与防水层的接触面涂抹胶粘剂，点

粘在防水层上，以增强整体稳定性；

4）防护板安装完毕后，在所述防护板顶面加装U形槽钢进行包边压顶，防止防护板在回

填中受到撞击而开裂。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砖基层尺寸为500mm高，120mm宽。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防护板为金属面聚苯乙烯复合板。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U形槽钢为镀锌槽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U形槽钢的凹槽开口的宽度与防护板的厚度相吻合。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金属面聚苯乙烯板复合板为一侧有凹槽，所述金属面聚苯乙烯板复合板另一侧有凸榫的企

口型的板材结构，总厚度为50mm，其上下两层为0.16mm厚的镀锌铁皮，中间芯材为聚苯乙烯

泡沫板，相邻两块金属面聚苯乙烯板复合板通过企口拼接后结合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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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施工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及施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有防水要求的地下工程中，通常采用外贴法地下防水卷材，为了防止防水卷材

变形，保证地下卷材的防水功能，同时，在回填土方的施工过程中，防止卷材防水层免受石

块及机械的碰撞损坏，以保证其完整性，防水卷材外侧需要设置保护层。目前，防水保护层

的做法通常为以下三种：一是砖砌保护墙；二是粘贴聚苯板；三是铺抹水泥砂浆层。

[0003] 方法一的缺陷：

[0004] 1、施工工期长，影响后续土方回填交叉作业，工程进度慢。

[0005] 2、材料费及人工费高。

[0006] 3、当地下室埋深较大时，由于砖墙与地下室外墙之间无拉结，砌筑过高容易发生

垮塌；若在砖墙中间增设混凝土现浇带以增强其刚度，相应会增加不小的成本。

[0007] 方法二的缺陷：

[0008] 1、聚苯板材料较软，土方回填时容易被石块冲击砸坏和碰掉，进而破坏防水层。

[0009] 2、聚苯板粘贴在防水层上，土方回填时土方对聚苯板会产生一个向下的拉力，容

易把聚苯板拉坏，甚至把防水层一起拉开裂。

[0010] 方法三的缺陷：

[0011] 1、对防水材料有要求，如果防水卷材是光面的，则无法铺抹水泥砂浆，适用范围局

限。

[0012] 2、水泥砂浆层铺抹完成后需要进行养护，达到设计强度后方可进行后续土方回

填，施工周期长；养护不当，则容易引起砂浆层空鼓、开裂甚至脱落。

发明内容

[001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

保护结构及施工方法，能够降低施工成本，缩短施工周期、避免防水保护层在肥槽回填时因

大块土石或坚硬砖石的撞击而受到破坏、提高防水保护层的抗拉强度及整体强度、增强防

水保护层对防水层的长久保护和隔离功能。

[0014] 本发明的目的通过下述技术方案来实现：

[0015] 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包括：地下室外墙，所述地下室外墙外侧具有防水

层，所述防水层外侧设有防水层保护层，所述防水层保护层包括：基础层，所述基础层设于

地下室底板之上，所述基础层上部设有框架体，所述框架体内设有防护板。

[0016] 本发明的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所述框架体通过框架定位装置固定在基

础层上。

[0017] 本发明的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所述框架体采用U形槽钢围成，所述U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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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钢的开口处用于安装固定防护板。

[0018] 本发明的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所述框架定位装置为膨胀螺栓。

[0019] 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的施工方法，按以下步骤完成：

[0020] 1）地下室外墙以及防水层施工完毕后，在地下室底板上紧贴防水层砌筑砖基层；

[0021] 2）在砖基层顶面紧贴防水层水平安装U形槽钢，U形槽钢槽口向上，用膨胀螺栓使

其与砖基层固定成一体;

[0022] 3)  根据地下室外墙的高度定制防护板，所述防护板竖向安装在U形槽钢中，所述

相邻两块防护板通过企口拼接后结合紧密，安装时在防护板与防水层的接触面涂抹胶粘

剂，点粘在防水层上，以增强整体稳定性；

[0023] 4）防护板安装完毕后，在所述防护板顶面加装U形槽钢进行包边压顶，防止防护板

在回填中受到撞击而开裂。

[0024] 本发明的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的施工方法，所述砖基层尺寸为500mm高，

120mm宽。

[0025] 本发明的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的施工方法，所述防护板为金属面聚苯乙

烯复合板。

[0026] 本发明的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的施工方法，所述U形槽钢为镀锌槽钢。

[0027] 本发明的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的施工方法，所述U形槽钢的凹槽开口的

宽度与防护板的厚度相吻合。

[0028] 本发明的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的施工方法，所述金属面聚苯乙烯板复合

板为一侧有凹槽，所述金属面聚苯乙烯板复合板另一侧有凸榫的企口型的板材结构，总厚

度为50mm，其上下两层为0.16mm厚的镀锌铁皮，中间芯材为聚苯乙烯泡沫板，相邻两块金属

面聚苯乙烯板复合板通过企口拼接后结合紧密。

[0029]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30] 1、与传统砖墙防水保护层相比，操作简便，施工迅速，成本低廉，自重轻，安全可

靠，不易出现垮塌的安全问题。

[0031] 2、与传统聚苯板防水保护层相比，物理性能好，土方回填时不易被石块冲击破坏；

具有良好的抗拉强度，物理交联成型，在胶粘剂的配合下能与防水层牢固粘接，形成封闭保

护，整体强度高，土方回填时不易受土方的拉力而脱落，没有损耗。

[0032] 3、与传统水泥砂浆防水保护层相比，施工快速，能有效缩短施工周期；防水保护层

与防水层粘结牢固，平整度好，不易出现脱落的质量问题；对防水材料没有限制，无论是卷

材防水层还是涂料防水层均可使用。

[0033] 4、轻质、高强、耐久年限高，金属面复合板材结构能形成对防水层长久的保护的隔

离，并有辅助防水的作用。

附图说明

[0034] 图1是本发明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的俯视图；

[0035] 图2是本发明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的剖面图；

[0036] 图3是本发明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的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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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和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38]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以解释本发明，并

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9] 如图1-3为本发明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的实施例，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

保护结构，包括：地下室外墙5，所述地下室外墙5外侧具有防水层4，所述防水层4外侧设有

防水层保护层，所述防水层保护层包括：基础层2，所述基础层2设于地下室底板之上，所述

基础层2上部设有框架体3，所述框架体3内设有防护板7，所述框架体3通过框架定位装置6

固定在基础层2上，所述框架体3采用U形槽钢围成，所述U形槽钢的开口处用于安装固定防

护板7，所述框架定位装置6为膨胀螺栓。

[0040] 一种地下室外墙防水保护结构的施工方法，按以下步骤完成：

[0041] 1）地下室外墙5以及防水层4施工完毕后，在地下室底板1上紧贴防水层4砌筑砖基

层；

[0042] 2）在砖基层顶面紧贴防水层4水平安装U形槽钢，U形槽钢槽口向上，用膨胀螺栓使

其与砖基层固定成一体;

[0043] 3)  根据地下室外墙5的高度定制防护板7，所述防护板7竖向安装在U形槽钢中，所

述相邻两块防护板通过企口拼接后结合紧密，安装时在防护板7与防水层4的接触面涂抹胶

粘剂，点粘在防水层4上，以增强整体稳定性；

[0044] 4）防护板7安装完毕后，在所述防护板7顶面加装U形槽钢进行包边压顶，防止防护

板7在回填中受到撞击而开裂。

[0045] 所述砖基层尺寸为500mm高，120mm宽，所述防护板7为金属面聚苯乙烯复合板，所

述U形槽钢为镀锌槽钢，所述U形槽钢的凹槽开口的宽度与防护板7的厚度相吻合。

[0046] 所述金属面聚苯乙烯板复合板为一侧有凹槽，所述金属面聚苯乙烯板复合板另一

侧有凸榫的企口型的板材结构，总厚度为50mm，其上下两层为0.16mm厚的镀锌铁皮，中间芯

材为聚苯乙烯泡沫板，相邻两块金属面聚苯乙烯板复合板通过企口拼接后结合紧密。

[004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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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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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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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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