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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地砖铺装结构及地砖铺设施工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地砖铺装结构及地砖铺
设施工工艺，
涉及市政道路建设的技术领域，
旨
在解决现有地砖铺装难以控制相邻地砖之间的
缝隙宽度的问题。其中 ，
地砖铺装结构包括底面
基层和排布于底面基层上的地砖，
底面基层为水
泥砂浆层，
地砖为四角形成内凹的缺口的立体矩
形块，
相邻四块地砖的缺口边缘相接，
四块地砖
的交角处竖直设置有定位柱，
地砖的缺口与定位
柱的侧壁相贴合 ，定位柱底部固定在底面基层
上，
定位柱的高度不大于地砖的厚度。地砖铺设
施工工艺，
包括如下步骤：
底面处理-底面基层铺
设-找标高-底面基层修复和完善-铺砖-压砖板
安装-勾缝，
本发明具有保证铺装过程中地砖的
快速对齐，
防止地砖缝宽度不一，
保证地砖铺装
效率的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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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地砖铺装结构，
包括底面基层(1)和排布于所述底面基层(1)上的地砖(2) ，
所述
底面基层(1)为水泥砂浆层，
其特征在于：
所述地砖(2)为四角形成内凹的缺口(21)的立体
矩形块，
相邻四块地砖(2)的缺口(21)边缘相接，
四块所述地砖(2)的交角处竖直设置有定
位柱(3) ，
所述地砖(2)的缺口(21)与所述定位柱(3)的侧壁相贴合，
所述定位柱(3)底部固
定在所述底面基层(1)上，
所述定位柱(3)的高度不大于所述地砖(2)的厚度。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砖铺装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缺口(21)的形状为扇形，
相
邻四块地砖(2)在交角处拼接形成圆形，
所述定位柱(3)为与该圆形配合的圆柱状。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地砖铺装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面基层(1)内浇筑有钢板
架(6) ，
所述定位柱(3)固定在所述钢板架(6)上并从所述钢板架(6)上方的水泥砂浆层上伸
出。
4 .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地砖铺装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定位柱(3)上同轴连接有直
径大于所述定位柱(3)直径的压砖板(4)，
所述定位柱(3)内部设有内孔，
所述内孔中设有内
螺纹，
所述压砖板(4)一侧设有螺纹柱(41) ，
所述螺纹柱(41)螺纹连接于所述定位柱(3)的
内孔中。
5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地砖铺装结构，其特征在于 ：所述地砖 (2)上表面靠近缺口
(21)处设有台阶口(22) ，
所述压砖板(4)设于所述台阶口(22)上，
所述压砖板(4)的厚度等
于所述台阶口(22)的高度。
6 .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地砖铺装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定位柱(3)上设有限制所述
地砖(2)晃动的限位机构(5)，
所述限位机构(5)包括正对所述地砖(2)的中心开设于所述定
位柱(3)的侧壁上的四个限位槽(51)、
沿所述定位柱(3)的径向滑移设置于所述限位槽(51)
内的限位块(52) ，
所述限位块(52)的长度大于所述定位柱(3)侧壁的厚度而小于所述定位
柱(3)外圆半径的长度，
所述限位块(52)靠近所述定位柱(3)的内孔一端于靠近所述定位柱
(3)的上端开口一侧设有弧形面或斜面段；
所述地砖(2)于所述缺口(21)内凹一侧设有供所
述限位块(52)插入的限位孔(56)。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地砖铺装结构，
其特征在于：
所述限位机构(5)还包括设于所
述限位槽(51)一侧的滑槽(53)、
连接于所述限位块(52)上的滑块(54)、
沿所述定位柱(3)的
径向安装于所述滑槽(53)内的弹性件，
所述弹性件一端连接于所述滑槽(53)一端，
另一端
连接于所述滑块(54)上，
所述弹性件具有将所述滑块(54)向靠近定位柱(3)内孔一侧推动
的趋势。
8 .一种用于形成权利要求7所述的地砖铺装结构的地砖铺设施工工艺，
其特征在于：
包
括如下步骤：
S1：
底面处理：
清理待铺设地砖(2)处地面上的浮浆、
落地灰，
确保地面无浮土；
S2：
底面基层铺设：
在清理好的地面上铺设水泥砂浆，
并在水泥砂浆最终凝固之前将定
位柱(3)按照设定位置和高度固定在水泥砂浆内，
水泥砂浆厚度小于设定的底面基层(1)厚
度；
S3：
找标高：
在地砖(2)铺设区域边缘设置固定位，
通过固定位在地砖(2)铺设区域上方
绷出水平标高控制线；
S4：
底面基层(1)修复和完善：
在已成型的底面基层(1)上表面再次涂抹水泥砂浆涂层，
使得底面基层(1)到达水平标高控制线，
并抹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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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
铺砖：
拿起地砖(2) ，
使地砖(2)的四角分别正对四个定位柱(3)的侧壁，
下移地砖
(2) ，
使缺口(21)侧壁紧贴定位柱(3)的侧壁，
下移地砖(2)到位，
使用皮锤振实、调平，
重复
本工序的上述动作，
将所有地砖(2)按照定位柱(3)的定位位置紧挨排布进行铺装；
S6：
压砖板安装：
将压砖板(4)上的螺纹柱(41)向下拧入到定位柱(3)的内孔中，
直至压
砖板(4)陷入台阶口(22)内，
并将地砖(2)压紧；
S7：
勾缝：
用水泥砂浆在地砖(2)接缝处进行灌浆，
保证灌浆后的地砖(2)接缝不高于砖
面。
9 .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地砖铺设施工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S2步骤包括：
S21：
制作钢板架，
使用钢板焊接形成田字格式的钢板架(6) ，
在钢板架(6)一侧平面上
焊接定位柱(3)，
相邻四个定位柱(3)对应的位置为地砖(2)的四角处的位置；
S22：
底面基层第一次铺设：
铺设厚度小于1/3设计厚度的水泥砂浆；
S23：
钢板架埋设：
将钢板架(6)设有定位柱(3)的一面向上放置在已铺设的水泥砂浆层
上，
调整钢板架(6)不同位置的埋设深度，
保证各个定位柱(3)上端面均位于预设的定位柱
(3)高度上，
设置临时支垫支撑钢板架(6)；
S24：
底面基层第二次铺设：
铺设第二层的水泥砂浆至整个的水泥砂浆层的厚度小于设
定的底面基层(1)厚度3-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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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砖铺装结构及地砖铺设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市政道路施工的技术领域，
尤其是涉及一种地砖铺装结构及地砖铺设
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传统的地砖的铺贴工艺比较复杂，
利用专业的瓦工在施工现场混合搅拌水泥
后，
然后将水泥铺在地面上，
再将一块块地砖铺贴在水泥上。这种传统工艺对铺装工人的技
艺要求较高，
地砖之缺少定位，
因此相邻两个地砖之间的缝隙宽度难以保证一致，
这种缝隙
之间的误差累积到最后一排的地砖，
极有可能导致最后一块地砖难以装入。
[0003]
例如，
公开号为CN107654041A的发明公开了一种地砖铺设的施工工艺，
涉及建筑
施工技术领域。其包括以下步骤：
（一）洒水，
在混凝土表面洒水，
每平方米按500-1000毫升
水铺洒；
（二）开凿，
将混凝土底面基层凿毛，
凿毛深度1-5毫米，
凿毛痕的间距为10-18毫米，
凿开的凿痕形成“田”字型，
清净浮灰；
（三）弹线，
在地面弹出与门道口成直角的基准线，
弹
线从角落开始，
弹线应弹出纵横定位控制线；
（四）铺贴地砖前，
将地砖放在水里浸泡，
阴干；
（五）铺贴时，
水泥砂浆应饱满均匀地抹在地砖背面，
铺贴后用橡皮棰敲实；
（六）平整光滑，
用水泥砂浆填充缝隙。
[0004] 上述中的现有技术方案便是直接在混凝土基层上铺砖的工艺，
显然并没有解决对
地砖水平方向定位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种地砖铺装结构，
其具有
保证铺装过程中地砖的快速对齐，
防止地砖缝宽度不一，
保证地砖铺装效率的有益效果。
[0006] 本发明的上述第一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地砖铺装结构，
包括底面基层和排布于所述底面基层上的地砖，
所述底面基层为
水泥砂浆层，
所述地砖为四角形成内凹的缺口的立体矩形块，
相邻四块地砖的缺口边缘相
接，
四块所述地砖的交角处竖直设置有定位柱，
所述地砖的缺口与所述定位柱的侧壁相贴
合，
所述定位柱底部固定在所述底面基层上，
所述定位柱的高度不大于所述地砖的厚度。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地砖铺装之前，
首先将定位柱固定在底面基层上，
在地砖
的铺装过程中，
只需要使地砖的四角处的缺口与定位柱侧壁紧贴，
同一地砖由四个定位柱
进行限位，
地砖的位置固定，
因此在铺装过程中，
人员无需过多的人为控制地砖之间的缝
隙，
即可实现地砖的快速对齐，
保证相邻地砖之间的缝隙的宽度一致，
地砖的铺装效率也得
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0008]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缺口的形状为扇形，
相邻四块地
砖在交角处拼接形成圆形，
所述定位柱为与该圆形配合的圆柱状。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扇形的缺口与圆柱状的定位柱配合，
能后实现对地砖的
定位的同时，
地砖的缺口处没有尖锐的交角，
地砖的强度较高，
不易发生崩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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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底面基层内浇筑有钢板架，
所述
定位柱固定在所述钢板架上并从所述钢板架上方的水泥砂浆层上伸出。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先将钢板架加工好，
将定位柱按照地砖的规格预先固定
在钢板架上，
在浇筑底面基层时，
将钢板架作为一个整体埋入水泥砂浆中一体凝固，
此时的
定位柱位置固定，
人员只需要对钢板架整体进行调平，
即能够保证各个定位柱的位置和高
度，
定位柱的安装更加简单快速。
[0012]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定位柱上同轴连接有直径大于所
述定位柱直径的压砖板，
所述定位柱内部设有内孔，
所述内孔中设有内螺纹，
所述压砖板一
侧设有螺纹柱，
所述螺纹柱螺纹连接于所述定位柱的内孔中。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压砖板从地砖上方压紧四个地砖，
使得地砖不仅能够通
过底部的水泥砂浆粘连进行固定，
还能够通过压砖板进行压紧，
从而不容易发生松动和晃
动。
[0014]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地砖上表面靠近缺口处设有台阶
口，
所述压砖板设于所述台阶口上，
所述压砖板的厚度等于所述台阶口的高度。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压砖板将地砖压紧之后，
压砖板陷于台阶口上，
不会凸出
于地砖，
铺设完成的地面平整性较好。
[0016]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定位柱上设有限制所述地砖晃动
的限位机构，
所述限位机构包括正对所述地砖的中心开设于所述定位柱的侧壁上的四个限
位槽、
沿所述定位柱的径向滑移设置于所述限位槽内的限位块，
所述限位块的长度大于所
述定位柱侧壁的厚度而小于所述定位柱外圆半径的长度，
所述限位块靠近所述定位柱的内
孔一端于靠近所述定位柱的上端开口一侧设有弧形面或斜面段；
所述地砖于所述缺口内凹
一侧设有供所述限位块插入的限位孔。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地砖铺装之前，
首先使限位块向定位柱内部滑移，
直至限
位块在定位柱外壁上无凸出，
将地砖安装到位之后，
在安装压砖板的过程中，
螺纹柱逐渐向
下，
挤压到限位块上的弧形面段或斜面段时，
使得限位块沿着限位槽向外滑移，
最终凸出定
位柱而伸入到地砖上的限位孔中，
限制地砖在水平和竖直方向上的晃动和移动，
进一步保
证了地砖的安装稳定性。
[0018]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限位机构还包括设于所述限位槽
一侧的滑槽、连接于所述限位块上的滑块、
沿所述定位柱的径向安装于所述滑槽内的弹性
件，
所述弹性件一端连接于所述滑槽一端，
另一端连接于所述滑块上，
所述弹性件具有将所
述滑块向靠近定位柱内孔一侧推动的趋势。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人员无需刻意控制限位块的位置，
使之位于定位柱内部，
而是通过弹性件的弹力推动滑块，
使得滑块带动限位块位于定位柱内部，
之后当螺纹柱挤
压限位块时，
限位块带动滑块克服弹性件的弹力而向外滑移，
使用更加方便。
[0020]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是提供一种地砖铺设施工工艺，
其具有保证铺装过程中地砖的
快速对齐，
防止地砖缝宽度不一的有益效果。
[0021] 本发明的上述第二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一种用于形成上述地砖铺装结构的地砖铺设施工工艺，
包括如下步骤：
S1：
底面处理：
清理待铺设地砖处地面上的浮浆、
落地灰等，
确保地面无浮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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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底面基层铺设：
在清理好的地面上铺设水泥砂浆，
并在水泥砂浆最终凝固之前将定
位柱按照设定位置和高度固定在水泥砂浆内，
水泥砂浆厚度小于设定的底面基层厚度；
S3：
找标高：
在地砖铺设区域边缘设置固定位，
通过固定位在地砖铺设区域上方绷出水
平标高控制线；
S4：
底面基层修复和完善：
在已成型的底面基层上表面再次涂抹水泥砂浆涂层，
使得底
面基层到达水平标高控制线，
并抹平；
S5：
铺砖：
拿起地砖，
使地砖的四角分别正对四个定位柱的侧壁，
下移地砖，
使缺口侧壁
紧贴定位柱的侧壁，
下移地砖到位，
使用皮锤振实、调平，
重复上述动作，
将所有地砖按照定
位柱的定位位置紧挨排布进行铺装；
S6：
压砖板安装：
将压砖板上的螺纹柱向下拧入到定位柱的内孔中，
直至压砖板陷入台
阶口内，
并将地砖压紧；
S7：
勾缝：
用水泥砂浆在地砖接缝处进行灌浆，
保证灌浆后的地砖接缝不高于砖面。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人员只需在地砖铺装之前将定位柱竖直埋入水泥砂浆
中，
合理的控制定位柱的位置和定位柱凸出底面基层的高度，
在后期铺装地砖的过程中，
只
需使用定位柱对各个地砖进行定位即可，
无需额外花费精力控制每个地砖的位置，
不会造
成地砖位置偏差的累积，
保证了地砖缝宽度的一致性。
[0023] 本发明在一较佳示例中可以进一步配置为：
所述S2步骤包括：
S21：
制作钢板架，
使用钢板焊接形成田字格式的钢板架，
在钢板架一侧平面上焊接定
位柱，
相邻四个定位柱对应的位置为地砖的四角处的位置；
S22：
底面基层第一次铺设：
铺设厚度小于1/3设计厚度的水泥砂浆；
S23：
钢板架埋设：
将钢板架设有定位柱的一面向上放置在已铺设的水泥砂浆层上，
调
整钢板架不同位置的埋设深度，
保证各个定位柱上端面均位于预设的定位柱高度上，
设置
临时支垫支撑钢板架；
S24：
底面基层第二次铺设：
铺设第二层的水泥砂浆至整个的水泥砂浆层的厚度小于设
定的底面基层厚度3-8mm。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
在钢板架制作过程中即确定好定位柱的位置，
有钢板架
为刚性的，
因此，
定位柱的定位更加方便，
不易发生倾斜和位移，
将钢板架制作好之后，
相当
于地砖的铺装位置已经固定，
再将钢板架埋入底面基层中的过程中，
只需要严格控制定位
柱凸出底面基层上表面的高度，
即可实现对定位柱的位置参数的确定，
定位柱的安装精度
更高，
保证了地砖能够顺利装入。
[0025] 综上所述，
本发明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技术效果：
1 .通过在底面基层上设置定位柱，
使得同一地砖由四个定位柱进行限位，
地砖的位置
固定，
因此在铺装过程中，
人员无需过多的人为控制地砖之间的缝隙，
即可实现地砖的快速
对齐，
保证相邻地砖之间的缝隙的宽度一致，
地砖的铺装效率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2 .通过将定位柱固定在钢板架上，
在浇筑底面基层时，
将钢板架作为一个整体埋入水
泥砂浆中一体凝固，
此时的定位柱位置固定，
人员只需要对钢板架整体进行调平，
即能够保
证各个定位柱的位置和高度，
定位柱的安装更加简单快速；
3 .通过设置压砖板，
使得地砖安装后更加稳定牢固；
4 .通过在定位柱上设置限位机构，
进一步限制了地砖的移动，
保证了地砖安装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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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图1中A-A面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是图2中B部分的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9] 图4钢板架的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是地砖铺设施工工艺流程图。
[0031] 图6是底面基层铺设施工工艺流程图。
[0032] 图中，
1、
底面基层；
2、
地砖；
21、
缺口；
22、
台阶口；
3、
定位柱；
4、
压砖板；
41、
螺纹柱；
5、
限位机构；
51、
限位槽；
52、
限位块；
53、
滑槽；
54、
滑块；
55、
弹簧；
56、
限位孔；
6、钢板架。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4] 参照图1，
为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地砖铺装结构，
包括底面基层1、排布于底面基层1
上的地砖2，
设于相邻四块地砖2的交角处的竖直的定位柱3，
定位柱3底部固定在底面基层1
上，
定位柱3的高度不大于地砖2的厚度。
[0035] 参照图1、
图2，
本实施例中的地砖2为四角形成内凹的缺口21的立体矩形块，
为了
避免地砖2的缺口21处存在尖锐的交角而影响地砖2的强度，
本实施例中的缺口21的形状为
扇形，
相邻四块地砖2在交角处拼接形成圆形，
定位柱3为与该圆形配合的圆柱状。
[0036] 参照图2、
图3，
定位柱3上同轴连接有直径大于定位柱3直径的压砖板4，
压砖板4从
地砖2上方压紧四个地砖2，
使得地砖2不仅能够通过底部的水泥砂浆粘连进行固定，
还能够
通过压砖板4进行压紧，
从而不容易发生松动和晃动。为了连接压砖板4，
定位柱3内部开设
有内孔，
内孔中设置有内螺纹，
压砖板4一侧同轴的一体设置有螺纹柱41，
螺纹柱41螺纹连
接于定位柱3的内孔中，
而地砖2上表面靠近缺口21处与压砖板4适应性的设置有下沉的台
阶口22，
压砖板4连接于定位柱3上时，
位于台阶口22上，
压砖板4的厚度等于台阶口22的高
度，
从而保证铺设完成的地面的平整性。
[0037] 参照图3，
为了进一步增加地砖2的稳定性，
防止地砖2长期使用后发生晃动和不
稳，
定位柱3上设置有限制地砖2晃动的限位机构5，
限位机构5包括正对地砖2的中心开设于
定位柱3的侧壁上的四个限位槽51、
沿定位柱3的径向滑移设置于限位槽51内的限位块52，
限位机构5还包括设置于限位槽51一侧的滑槽53、
连接于限位块52上的滑块54、
沿定位柱3
的径向安装于滑槽53内的弹性件，
本实施例中的弹性件为弹簧55，
弹簧55一端连接于滑槽
53靠近定位柱3外壁一端，
另一端连接于滑块54上，
弹性件具有将滑块54向靠近定位柱3内
孔一侧推动的趋势，
限位块52的长度大于定位柱3侧壁的厚度而小于定位柱3外圆半径的长
度，
限位块52靠近定位柱3的内孔一端于靠近定位柱3的上端开口一侧设有弧形面或斜面
段，
本实施例中为弧形面；
地砖2于缺口21内凹一侧设置有供限位块52插入的限位孔56，
限
位孔56的横截面形状与限位槽51的横截面形状相同。
[0038] 参照图1、
图4，
底面基层1为水泥砂浆层，
底面基层1内浇筑有钢板架6，
定位柱3焊
接在钢板架6上并从钢板架6上方的水泥砂浆层上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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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图5，
形成上述地砖铺装结构的地砖铺设施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S1：
底面处理：
把沾在待铺设地砖2处地面上的浮浆、
落地灰等用錾子或钢丝刷清理掉，
再用扫帚将浮土清扫干净，
确保地面无浮土。
[0040] S2：
底面基层1铺设：
具体为：
S21：
制作钢板架6，
使用钢板焊接形成田字格式的钢板架6（参照图6），
在钢板架6一侧
平面上焊接定位柱3，
相邻四个定位柱3对应的位置为地砖2的四角处的位置；
S22：
底面基层1第一次铺设：
铺设厚度小于1/3设计厚度的水泥砂浆；
S23：
钢板架6埋设：
待水泥砂浆初凝之后，
将钢板架6设置有定位柱3的一面朝上放置在
已铺设的水泥砂浆层上，
调整钢板架6不同位置的埋设深度，
保证各个定位柱3上端面均位
于预设的定位柱3高度上，
在钢板架6四角下方设置临时支垫支撑钢板架6，
临时支垫可以为
木块，
铁块等；
S24：
底面基层1第二次铺设：
铺设第二层的水泥砂浆至整个的水泥砂浆层的厚度小于
设定的底面基层1厚度3-8mm，
铺设过程中注意不要使钢板架6发生位移。
[0041] S3：
找标高：
在地砖2铺设区域边缘设置固定位，
通过固定位在地砖2铺设区域上方
绷出水平标高控制线；
S4：
底面基层1修复和完善：
在已成型的底面基层1上表面再次涂抹水泥砂浆涂层，
使得
底面基层1到达水平标高控制线，
并抹平，
保证底面基层1表面的平整度，
定位柱3凸出基层
的高度等于地砖2的台阶口22底面与地砖2底面的高度；
S5：
铺砖：
拿起地砖2，
使地砖2的四角分别正对四个定位柱3的侧壁，
下移地砖2，
使缺口
21侧壁紧贴定位柱3的侧壁，
下移地砖2到位，
使用皮锤振实、调平，
重复上述动作，
将所有地
砖2按照定位柱3的定位位置紧挨排布进行铺装；
S6：
压砖板4安装：
将压砖板4上的螺纹柱41向下拧入到定位柱3的内孔中，
直至压砖板4
陷入台阶口22内，
并将地砖2压紧，
在螺纹柱41向下移动的过程中，
螺纹柱41的端部逐渐挤
压到限位块52上的弧形面段，
使得限位块52沿着限位槽51向外滑移，
最终凸出定位柱3而伸
入到地砖2上的限位孔56中，
限制地砖2在水平和竖直方向上的晃动和移动，
进一步保证地
砖2的安装稳定性；
S7：
勾缝：
用水泥砂浆在地砖2接缝处进行灌浆，
灌浆完之后进行清理，
保证灌浆后的地
砖2接缝不高于砖面。
[0042] 本发明的实施原理为：
人员只需在地砖2铺装之前将定位柱3竖直埋入水泥砂浆
中，
合理的控制定位柱3的位置和定位柱3凸出底面基层1的高度，
在后期铺装地砖2的过程
中，
只需使用定位柱3对各个地砖2进行定位即可，
无需额外花费精力控制每个地砖2的位
置，
不会造成地砖2位置偏差的累积，
保证了地砖2缝宽度的一致性，
地砖2的铺装效率也得
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0043] 在底面基层1铺设的过程中，
采用先将钢板架6加工好，
将定位柱3按照地砖2的规
格预先固定在钢板架6上的步骤，
使得在浇筑底面基层1时，
将钢板架6可作为一个整体埋入
水泥砂浆中一体凝固，
此时的定位柱3位置固定，
人员只需要对钢板架6整体进行调平，
即能
够保证各个定位柱3的位置和高度，
定位柱3的安装更加简单快速。
[0044] 本具体实施方式的实施例均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
并非依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
围，
故：
凡依本发明的结构、
形状、
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
均应涵盖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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