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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下室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及其施工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地下室超前止水后浇带

结构及其施工方法，包括左右地下室主体结构和

后浇带区域，还包括后浇带下方设置有现浇混凝

土梯形凹槽结构，所述地下室主体结构与现浇混

凝土梯形凹槽结构的下方依次为防水卷材层、聚

氨酯防水涂膜层、防水保护层和混凝土垫层；本

发明的地下室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具有抗渗防

水效果好，收缩变形能力强，不易产生积浆、积水

等不良现象，能够有效避免杂物积水进入后浇带

区域，避免二次清理，结构简单，施工方便，能够

有效加快施工进度，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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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下室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施工方法，包括左右地下室主体结构和中间后浇

带，其特征在于：

所述地下室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的迎土面还设置有现浇混凝土梯形凹槽结构，所述地

下室主体结构、中间后浇带与梯形凹槽结构的外侧依次设有防水卷材层、防水涂膜层和防

水保护层；

所述现浇混凝土梯形凹槽结构近土侧受力钢筋深入左右地下室主体结构内，所述梯形

凹槽结构中间设有伸缩缝，所述伸缩缝与中间后浇带的近端设置有U型钢筋，伸缩缝两侧设

置有外贴式止水带，近土侧远端设置有背贴式止水带，所述伸缩缝内部用沥青、油麻灌缝；

所述中间后浇带两侧中间部位设置有C型止水钢板，所述C型止水钢板垂直于主体结构

和后浇带设置，C型止水钢板外侧设有遇水膨胀止水条，中间后浇带两侧还设有密目钢丝

网；

所述中间后浇带的混凝土为收缩补偿混凝土，混凝土等级高于地下室主体结构等级一

级；所述地下室主体结构与梯形凹槽结构的混凝土是一体化浇筑，后浇带的混凝土后浇；

所述地下室主体结构和中间后浇带的内侧设置有封堵结构；

所述地下室主体结构包括地下室底板与地下室侧墙，当为地下室底板时，所述封堵结

构采用胶合盖板封闭，当为侧墙时，封堵结构采用模板结构封闭；

所述地下室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的施工方法步骤如下：

(1)首先施做地下室底板外层的防水卷材层、防水涂膜层和防水保护层；

(2)制作安装梯形凹槽结构和地下室主体结构包括后浇带的钢筋并绑扎固定，用马凳

筋支撑，并调平、调正；

(3)沿着伸缩缝中心线两侧铺设外贴式止水带及外侧端部背贴式止水带，在伸缩缝处

形成一道封闭的止水圈，在伸缩缝处采用挤塑聚苯板填充，施工时增设U型钢筋用来固定挤

塑聚苯板和橡胶止水带，将挤塑聚苯板和橡胶止水带进行有效定位；

(4)在后浇带两侧焊接C型止水钢板，止水钢板方向朝向迎土面，安装遇水膨胀止水条，

再后浇带两侧焊接钢筋骨架，外包密目钢丝网，骨架钢筋与底板、外墙钢筋绑扎固定在一

起；

(5)底板、侧墙一体化模板制作安装，外墙超前止水带与地下室外墙模板、同一体化施

工，侧墙密目钢丝网处设有斜拉筋和支撑，侧墙两端预留高强螺栓，用于固定封堵模板；底

板预留水平止水凹槽；

(6)浇筑梯形凹槽结构的混凝土，将挤塑聚苯板掏除干净，并用油麻、沥青勾缝；施做地

下室侧墙的防水层；

(7)施做封堵结构；侧墙直接用预留在两侧主体结构的高强螺栓固定模板实现封闭，底

板在两端施做砖带，在砖带上用胶合盖板覆盖；

(8)待沉降基本稳定后浇筑后浇带补充收缩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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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下室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工程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地下室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及其施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十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建设规模日益宏大，

结构型式更趋复杂多样，特别是超长、超深地下室结构以及高层主楼和低层或多层裙楼相

连接的结构形式很多，这就要求设置后浇带结构。目前存在一些后浇超前止水施工，但是这

些超前止水施工存在着后浇带容易渗漏、裂缝、积浆、积水、表面不顺直，平整度较差以及后

浇带内杂物清理困难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供一种地下室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

所述地下室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4] 一种地下室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包括左右地下室主体结构和中间后浇带，所述

地下室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的迎土面还设置有现浇混凝土梯形凹槽结构，所述地下室主体

结构、中间后浇带与梯形凹槽结构的外侧依次设有防水卷材层、防水涂膜层和防水保护层。

[0005] 所述现浇混凝土梯形凹槽结构近土侧受力钢筋深入左右地下室主体结构内，所述

梯形凹槽结构中间设有伸缩缝，所述伸缩缝与中间后浇带的近端设置有U型钢筋，伸缩缝两

侧设置有外贴式止水带，近土侧远端设置有背贴式止水带，所述伸缩缝内部用沥青、油麻灌

缝。

[0006] 所述中间后浇带两侧中间部位设置有C型止水钢板，所述C型止水钢板垂直于主体

结构和后浇带设置，C型止水钢板外侧设有遇水膨胀止水条，中间后浇带两侧还设有密目钢

丝网。

[0007] 进一步的，当主体结构为侧墙时，所述主体结构两侧预留有用于固定封堵结构的

高强螺栓。

[0008] 所述中间后浇带的混凝土为收缩补偿混凝土，混凝土等级高于地下室主体结构等

级一级；所述地下室主体结构与梯形凹槽结构的混凝土是一体化浇筑，后浇带的混凝土后

浇。

[0009] 所述地下室主体结构和中间后浇带的内侧设置有封堵结构。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地下室主体结构包括地下室底板与地下室侧墙，当为地下室底板

时，所述封堵结构采用胶合盖板封闭，当为侧墙是，封闭结构采用模板结构封闭。

[0011] 上述的地下室底板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的施工方法的步骤如下：

[0012] (1)首先施做地下室底板外层的防水卷材层、防水涂膜层和防水保护层；

[0013] (2)制作安装梯形凹槽结构和地下室主体结构包括后浇带的钢筋并绑扎固定，用

马凳筋支撑，并调平、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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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3)沿着伸缩缝中心线两侧及端部铺设外贴式止水带，在伸缩缝处形成一道封闭

的止水圈，在伸缩缝处采用挤塑聚苯板填充，施工时增设U型钢筋用来固定挤塑聚苯板和橡

胶止水带，将挤塑聚苯板和橡胶止水带进行有效定位；

[0015] (4)在后浇带两侧焊接C型止水钢板，止水钢板方向朝向迎土面，安装遇水膨胀止

水条，再后浇带两侧焊接钢筋骨架，外包密目钢丝网，骨架钢筋与底板、外墙钢筋绑扎固定

在一起；

[0016] (5)底板一体化模板制作安装，并预留水平止水凹槽；

[0017] (6)浇筑梯形凹槽结构的混凝土，将挤塑聚苯板掏除干净，并用油麻、沥青勾缝；

[0018] (7)施做封堵结构；首先在底板两端施做砖带，在砖带上再用胶合盖板覆盖；

[0019] (8)待沉降基本稳定后浇筑后浇带补充收缩混凝土。

[0020] 上述的地下室侧墙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的施工方法的步骤如下：

[0021] (1)制作安装梯形凹槽结构和地下室侧墙包括后浇带的钢筋并绑扎固定，用马凳

筋支撑，并调平、调正；

[0022] (2)沿着伸缩缝中心线两侧及端部铺设外贴式止水带，在伸缩缝处形成一道封闭

的止水圈，在伸缩缝处采用挤塑聚苯板填充，施工时增设U型钢筋用来固定挤塑聚苯板和橡

胶止水带，将挤塑聚苯板和橡胶止水带进行有效定位；

[0023] (3)在后浇带两侧焊接C型止水钢板，止水钢板方向朝向迎土面，安装遇水膨胀止

水条，再后浇带两侧焊接钢筋骨架，外包密目钢丝网，骨架钢筋与底板、外墙钢筋绑扎固定

在一起；

[0024] (4)侧墙一体化模板制作安装，外墙超前止水带与地下室外墙模板、混凝土一体化

施工，侧墙密目钢丝网处设有斜拉筋和支撑，后浇带两侧侧墙预留高强螺栓，用于固定封堵

模板；

[0025] (5)浇筑梯形凹槽结构的混凝土，将挤塑聚苯板掏除干净，并用油麻、沥青勾缝；施

做地下室侧墙的防水层；

[0026] (6)施做封堵结构；直接用预留在两侧主体结构的高强螺栓固定模板实现封闭；

[0027] (7)待沉降基本稳定后浇筑后浇带补充收缩混凝土。

[0028] 本发明的地下室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具有以下有意效果：

[0029] (1)在超前止水带伸缩缝侧面及底部设置橡胶止水带，形成封闭止水圈，在底板顶

面增设两个水平止水槽，形成构造防水，并与聚氨酯涂膜防水、防水卷材组成的防水层共同

在产前止水带位置构成多层防水，提高了防水抗渗效果，同时后浇带区域设置有止水钢板

及遇水膨胀止水条提高了后浇带区域的防水效果。

[0030] (2)超前止水带伸缩缝浇筑砼前采用留设挤塑聚苯板及橡胶止水带设缝，浇筑后

对挤塑聚苯板清缝，并用防水沥青及油麻灌缝，达到良好防水效果的同时保证了后浇带处

收缩变形能力。

[0031] (3)后浇带两侧设置有密目钢丝网，防止后浇混凝土时振捣和混凝土时出现积浆

现象，保证了后浇带观感质量。

[0032] (4)后浇带顶面设置有封堵结构，防止后浇带放置期间，杂物、污水进入，避免二次

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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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3] 图1为本发明地下室超前止水底板后浇带结构的示意图；

[0034] 图2为本发明地下室超前止水侧墙后浇带结构的示意图。

[0035] 附图标记：1-中间后浇带，2-地下室主体结构(包括底板和侧墙)，3-现浇混凝土梯

形凹槽结构，301-横向钢筋，4-防水卷材层，40-聚氨酯防水涂膜层，5-防水保护层，6-混凝

土垫层，7-伸缩缝，71-U型钢筋，72-沥青、油麻灌缝，73-两侧外贴式止水带，74-端部外贴式

止水带，8-水平止水凹槽，8a-高强螺栓，9-C型止水钢板，10-遇水膨胀止水条，11-封堵结

构，111-砖带，112-胶合盖板，12-密目钢丝网。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7] 实施例1

[0038] 如图1所示，一种地下室底板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包括左右地下室底板2和中间

后浇带1，还包括后浇带下方设置有现浇混凝土梯形凹槽结构3，地下室底板2与现浇混凝土

梯形凹槽结构3的下方依次为防水卷材层4、防水涂膜层40、防水保护层5和混凝土垫层6。

[0039] 具体实施时，现浇混凝土梯形凹槽结构3的横向钢筋301深入左右两侧地下室底板

2上方，梯形凹槽结构3中间设有伸缩缝7，伸缩缝7与中间后浇带1交接端设有U型钢筋71，内

部留设有挤塑聚苯板，待混凝土浇筑后清缝，再用沥青、油麻72灌缝，伸缩缝7两侧设置有两

侧外贴式止水带73，底部设置有端部外贴式止水带74，外侧与防水卷材层4相连，梯形凹槽

结构3两侧还设有两个水平止水凹槽8。

[0040] 具体实施时，中间后浇带1两侧中间设置有止水钢板9，止水钢板9下方设置有遇水

膨胀止水条10，竖向侧面设置有密目钢丝网12，中间后浇带1内侧还设置有封堵结构11，包

括两端砖带111和中间胶合盖板112，中间后浇带1的混凝土为收缩补偿混凝土，为后浇混凝

土。

[0041] 具体实施时，封堵结构11与地下室底板2的交接处采用水泥砂浆进行抹灰光滑处

理。

[0042] 具体实施时，梯形凹槽结构3与地下室底板2的混凝土一体化浇筑。

[0043] 具体实施时，梯形凹槽结构3两端长于中间后浇带1的直线部分和折线部分的水平

长度均不小于250mm。

[0044] 具体实施时，中间后浇带1的后浇补偿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大于地下室底板2的混凝

土等级一级。

[0045] 上述的地下室底板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的施工方法的步骤如下：

[0046] (1)首先施做地下室底板外层的混凝土垫层6，再施做防水卷材层4、防水涂膜层40

和防水保护层5；

[0047] (2)制作安装梯形凹槽结构3和地下室主体结构2包括中间后浇带1的钢筋并绑扎

固定，用马凳筋支撑，并调平、调正；

[0048] (3)沿着伸缩缝7中心线两侧铺设两侧外贴式止水带73及端部外贴式止水带74，在

伸缩缝7处形成一道封闭的止水圈，在伸缩缝7处采用挤塑聚苯板填充，施工时增设U型钢筋

71用来固定挤塑聚苯板和橡胶止水带，将挤塑聚苯板和橡胶止水带进行有效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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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4)在中间后浇带1两侧焊接C型止水钢板9，止水钢板9方向朝向迎土面，安装遇水

膨胀止水条10，再后浇带两侧焊接钢筋骨架，外包密目钢丝网12，骨架钢筋与底板、外墙钢

筋绑扎固定在一起；

[0050] (5)底板一体化模板制作安装，并预留水平止水凹槽8；

[0051] (6)浇筑梯形凹槽结构3的混凝土，将挤塑聚苯板掏除干净，并用油麻、沥青72勾

缝；

[0052] (7)施做封堵结构11；首先在底板两端施做砖带111，在砖带上再用胶合盖板112覆

盖；

[0053] (8)待沉降基本稳定后浇筑后浇带补充收缩混凝土。

[0054] 实施例2

[0055] 如图2所示，一种地下室侧墙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包括左右地下室侧墙2和中间

后浇带1，还包括后浇带下方设置有现浇混凝土梯形凹槽结构3，地下室侧墙2与现浇混凝土

梯形凹槽结构3的外侧依次为防水卷材层4、防水涂膜层5、防水保护层6。

[0056] 具体实施时，现浇混凝土梯形凹槽结构3的横向钢筋301深入左右两侧地下室侧墙

2内侧，梯形凹槽结构3中间设有伸缩缝7，伸缩缝7与中间后浇带1交接端设有U型钢筋71，内

部留设有挤塑聚苯板，待混凝土浇筑后清缝，再用沥青、油麻72灌缝，伸缩缝7两侧设有两侧

外贴式止水带73，外侧端部设置有端部外贴式止水带74，外侧与防水卷材层4相连。

[0057] 具体实施时，中间后浇带1两侧中间设置有止水钢板9，止水钢板9外侧设置有遇水

膨胀止水条10，后浇带区域1竖向设置有密目钢丝网12，中间后浇带1两侧的地下室侧墙2内

预留有高强螺栓8，用于固定封堵结构11的，封堵结构11为封堵模板，使得中间后浇带1形成

封闭空间；中间后浇带1的混凝土为后浇收缩补偿混凝土。

[0058] 具体实施时，密目钢丝网12还设置有斜拉筋和支撑。

[0059] 具体实施时，梯形凹槽结构3与地下室侧墙2的混凝土一体化浇筑。

[0060] 具体实施时，梯形凹槽结构3两端长于中间后浇带1的直线部分和折线部分的水平

长度均不小于250mm。

[0061] 具体实施时，中间后浇带1的后浇补偿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大于地下室侧墙2的混凝

土等级一级。

[0062] 上述的地下室侧墙超前止水后浇带结构的施工方法的步骤如下：

[0063] (1)制作安装梯形凹槽结构3和地下室侧墙2包括中间后浇带1的钢筋并绑扎固定，

用马凳筋支撑，并调平、调正；

[0064] (2)沿着伸缩缝7中心线两侧铺设两侧外贴式止水带73及端部外贴式止水带74，在

伸缩缝7处形成一道封闭的止水圈，在伸缩缝7处采用挤塑聚苯板填充，施工时增设U型钢筋

71用来固定挤塑聚苯板和橡胶止水带，将挤塑聚苯板和橡胶止水带进行有效定位；

[0065] (3)在中间后浇带1两侧焊接C型止水钢板9，止水钢板9方向朝向迎土面，安装遇水

膨胀止水条10，再后浇带1两侧焊接钢筋骨架，外包密目钢丝网12，骨架钢筋与底板、外墙钢

筋绑扎固定在一起；

[0066] (4)地下室侧墙2一体化模板制作安装，外墙超前止水带与地下室外墙2模板、混凝

土一体化施工，侧墙密目钢丝网12处设有斜拉筋和支撑，后浇带1两侧侧墙2预留高强螺栓

8a，用于固定封堵模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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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7] (5)浇筑梯形凹槽结构3的混凝土，将挤塑聚苯板掏除干净，并用油麻、沥青72勾

缝；施做地下室侧墙的防水层；

[0068] (6)施做封堵结构11；直接用预留在两侧主体结构的高强螺栓8a固定模板实现封

闭；

[0069] (7)待沉降基本稳定后浇筑后浇带补充收缩混凝土。

[0070] 本发明的技术内容及技术特征已揭示如上，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仍可能基于本

发明的教示而作出不背离本发明实质的替换及修饰，因此，本发明保护范围不限于实施例

所揭示的内容，也包括各种不背离本发明实质的替换及修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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