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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屋⾯面

防⽔水材料料

卷材

合成⾼高分⼦子（SBC）
l 级 1.2 厚

ll级 1.5 厚

⾼高聚物改性沥⻘青（SBS）

有胎⽆无粘
I 级 3.0

ll 级 4.0

有胎⾃自粘
l 级 2.0

Il 级 3.0

⽆无胎⾃自粘
l 级 1.5

ll级 2.0

涂膜

合成⾼高分⼦子涂膜
l 级 1.5

ll 级 2.0

聚合物⽔水泥泥防⽔水涂膜
l 级 1.5

ll 级 2.0

⾼高聚物改性沥⻘青防⽔水涂膜
l 级 2.0

ll 级 3.0

收边节点

阴阳⻆角设附加防⽔水 >= 250

保温 B1、B2 ⽤用＞＝ 500宽不不燃与⽴立⾯面隔离 防⽕火隔离带

收头固定⽤用

密封膏

⽔水泥泥钉／射钉

钢条

倒置式 屋⾯面天沟保温  在防⽔水下⾯面

特殊屋⾯面

种植屋⾯面

植⽪皮层

种植⼟土

⼟土⼯工布 过滤层

排（蓄）⽔水层

保护层

耐根穿刺刺 防⽔水层（上不不需隔离层,因覆⼟土所以温差⼩小）

普通防⽔水层 上没有隔离

找平层

找坡层

结构层

停⻋车屋⾯面

保护层厚点 80＋

或混凝⼟土内配筋标号⾼高点

构造

100厚400x400 C20铺路路预制混凝⼟土
块，粗砂填缝

30厚粗砂垫层

聚酯⽆无纺布隔离层

防⽔水层

20厚1:3⽔水泥泥砂浆找平层 

保温层

最薄30厚LC5.0轻集料料混凝⼟土2％找坡

钢筋混凝⼟土屋⾯面板

蓄⽔水屋⾯面 普通屋⾯面上加60厚钢筋混凝⼟土（防渗）

倒置式

构造

隔离（防间隙进东⻄西）＋保护（块状多）

保温倒置保温之上有隔离唯⼀一处这样做,地下室保温之上没有隔离层

不不需隔离和保护（因保温是块状，不不会破坏防⽔水层）区别于地下室顶板需要隔离层

防⽔水

找平

找坡层

没有隔汽（室内冷热不不会影响保温层）

结构

保温层厚度 25％

防⽔水在保温下⾯面严寒⼂丶多雪不不宜⽤用

排⽔水沟纵向坡 ＞ 1％

保护层是块状材料料和卵卵⽯石，其下⽅方要设隔离
层，间隔会进粒状破坏保温层

正置式

构造

隔离＋保护

找平＋防⽔水

保温正置保温之上⽆无隔离

找坡

隔汽（室内冷热会影响保温层）找平必须紧贴结构层

结构

防⽔水在保温上⾯面

防⽔水下⾯面必找平20厚1：3⽔水泥泥砂浆

隔汽之下有找平

防⽔水上⾯面保护层要隔离10厚低强度等级砂浆

隔汽层

严寒⼂丶寒冷地区⼂丶室内湿度＞75％

其它地区常年年＞80％

温⽔水游泳池⼂丶公共浴室⼂丶厨房⼂丶开⽔水房屋⾯面

保温和找坡可互调,两者间不不需隔离层

http://www.taicheuk.com


坡屋⾯面

功能模块

综合瓦材层 瓦材＋挂瓦条、顺⽔水条＋持钉层（保温在下则其有找平作⽤用）

保温层 与平屋⾯面⼀一致（上下均不不需要找平）

防⽔水（垫）层

与平屋⾯面⼀一致（⼀一⼆二级厚度不不⼀一样）

下⾯面需要找平层

不不需隔离层

结构层 与平屋⾯面结构找坡⼀一样，故坡屋⾯面⽆无找坡层

防⽔水等级

I 级：瓦＋防⽔水层
固定钉穿透⾮非⾃自粘防⽔水层应在钉孔密封

防⽔水层符合平屋⾯面ll级防⽔水的规定

ll级：瓦＋防⽔水垫层 防⽔水垫层未达到防⽔水层最⼩小厚度标准

收边节点

檐⼝口

檐⼝口应增设防⽔水附加层＞＝900宽（⾃自由落⽔水）

檐⼝口应增设防⽔水附加层＞＝500宽（有檐沟）

檐⼝口瓦多伸出50

屋脊
成品脊瓦固定

＞＝250宽附加防⽔水层

⽴立墙泛⽔水

＞＝250宽附加防⽔水层

附加柔性防⽔水,或防⽔水砂浆泛⽔水

柔性泛⽔水阳⻆角（>=90度）粘瓦上，＞150

柔性泛⽔水阴⻆角（<90度）压瓦下, >300

⼭山墙
＞＝250的彩钢封檐板

滴⽔水处理理

斜天沟
通⻓长⽊木条收边 收顺⽔水条

＞＝1000附加防⽔水层

管道出屋⾯面
附加防⽔水层宽度⾼高度 >=250

阳⻆角接瓦泛⽔水带 >150, 阴⻆角接瓦泛⽔水带>300

波形瓦
构造（倒置式保温做法）

瓦

挂瓦条

顺⽔水条

找平层（持钉层）

⽆无找平和隔离

保温或隔热层

⽆无隔离

防⽔水垫层

找平层

结构层

适⽤用条件坡度不不应⼩小于1％

沥⻘青瓦

构造

瓦

持⼒力力层

防⽔水垫层

找平层

结构层

适⽤用条件

坡度不不应⼩小于20％

平⾯面沥⻘青瓦适⽤用于⼆二级防⽔水

叠合沥⻘青瓦⼀一⼆二级均可

以钉为主，粘贴为辅

固定⽅方式

每张瓦不不得少于4个固定钉

⼤大⻛风或坡道＞1时，不不得少于6个

屋⾯面周边及泛⽔水满粘防漏漏

块瓦

烧结瓦⼂丶混凝⼟土瓦（平瓦类）

构造

⽊木挂瓦条

平瓦

挂瓦条

顺⽔水条

找平层（持钉层）40厚C20细⽯石混凝⼟土

坡屋⾯面没有隔离层

防⽔水垫层

找平层15厚1:3⽔水泥泥砂浆

保温或隔热

结构层

钢挂瓦条＋顺⽔水条

⽊木挂瓦条＋波形沥⻘青板

平瓦

挂瓦条

波形沥⻘青板通⻛风防⽔水垫层⾃自防⽔水

保温或隔热层

结构层

⽊木挂瓦条＋铝箔＋顺⽔水保温

要点

坡道不不应⼩小于30％

应采⽤用⼲干法挂瓦

横向搭接顺年年最⼤大⻛风频向

周边瓦必须固定

⼩小⻘青瓦、筒瓦

持针层钢丝⽹网与屋⾯面板预埋的￠10钢筋绑牢

构造

瓦

结合层

持⼒力力层
30厚1：3⽔水泥泥砂浆满铺钢丝⽹网，⽤用镀锌钢
丝绑扎并与屋⾯面板预埋的￠10钢筋头绑扎

防⽔水垫层

找平层

结构层

⼥女女⼉儿墙

隔汽层⽤用胶带固定在⼭山墙

收边加强钢板 为⽅方边边上钉保温层

通⻓长收边压条

热⻛风焊接搭接缝

收边加强钢板 钉保温层 侧⾯面固定在收边梁梁外侧



单层防⽔水⾦金金属屋⾯面

收边节点

⼥女女⼉儿墙

隔汽层⽤用胶带固定在⼭山墙

收边加强钢板 为⽅方边边上钉保温层

通⻓长收边压条

热⻛风焊接搭接缝

檐⼝口

收边加强钢板 钉保温层
侧⾯面固定在收边梁梁外侧

顶固定在压型钢板上

钢板封边
侧⾯面固定在收边梁梁外侧

顶和防⽔水板最后⼀一个固定针⼀一起固定

通⻓长收边压条

热⻛风焊接搭接缝

隔汽层上翻⾄至压型钢板顶

管道出屋⾯面

不不锈钢箍

附加隔汽膜
翻上压型钢板顶

原有的不不上翻

变型缝

保温层断开

收边加强钢板 钉保温层 顶固定在压型钢板上

⾦金金属V型板 保温层与压型钢板之间

填缝
发泡聚胺脂

橡胶棒

两边⾦金金属压条固定防⽔水

隔汽膜穿越变形缝

热⻛风焊接防⽔水断开处

附加层 设置要求 根据屋⾯面⾯面层装饰情况选择设置，如种植屋⾯面、太阳能屋⾯面、⾦金金属装饰板等

防⽔水层

机械固定法⼀一 ⽤用带垫⽚片螺钉点式固定卷材边，之后卷材重叠热⻛风焊接覆盖 

机械固定法⼆二
卷材电磁焊接到螺钉垫⽚片（带涂层）上，必须⽤用带涂层垫⽚片

适⽤用于聚录⼄乙烯（ PVC ）或热塑性聚烯烃 ( TPO ) 防⽔水卷材

粘结法 卷材满涂粘接剂粘接在覆盖板上，泡沬玻璃可直接粘接

机械固定法三
卷材与专⽤用固定条带⽤用专⽤用胶带连接，专⽤用固定条带⽤用固定件固定在钢承板上 卷材通过电磁焊接到螺钉上通⻓长垫⽚片（带固定条带）上

适⽤用于三元⼄乙丙 ( EPDM )防⽔水卷材

覆盖层

设置要求 根据保温防⽕火性能和防⽔水材料料的固定⽅方法选择设置（详下⾯面保温层）

材料料及固定 耐⽕火⽯石膏板、玻镁防⽕火板、⽔水泥泥加圧板等⽤用螺钉机械固定

区分
粘贴基层 6 mm A级保温板粘贴时⽤用

防⽕火覆盖板 10 mm B1 级保温板时作防⽕火和粘贴基层

保温层

A 级保温

卷材 (防⽔水) 机械固定 直接铺设, 不不设置覆盖板

搭接处
上层：热⻛风焊接接缝

下层：垫⽚片及螺丝钉

端部收边、抗⻛风

上层：热⻛风焊接接缝

下层：U型压条

朝常年年⻛风向

卷材（防⽔水）粘接 设 >=6 mm 的粘接基板（保温层上防⽔水卷材下） 泡沫玻璃可不不设（吸⽔水率极低）
上不不设防⽕火覆盖板

下不不设隔汽层

B1 级保温
卷材 (防⽔水) 机械固定 （保温层上，防⽔水卷材下）设 >=10mm 的防⽕火覆盖板

卷材（防⽔水）粘接 （保温层上，防⽔水卷材下）设 >=10mm 的防⽕火覆盖板，兼粘接基层

隔汽层
设置要求 除泡沫玻璃保温外必须设罝 泡沫玻璃吸⽔水率极低

材料料及固定 聚⼄乙烯（PE 膜、聚丙烯膜、复合铝箔 空铺或机械固定

承重层
设置要求

相当于承重屋⾯面板

材料料及固定 
>=0.75mm 厚压型钢板基板或夹芯板⽤用螺钉固定在屋⾯面檁条上

保护层

C20 50－70厚细⽯石混凝⼟土
机械回填：70

⼈人⼯工回填：50

在防⽔水层上需要做隔离（防⽔水砂浆与膨润⼟土除外）

与保温层间没东⻄西,整体,不不会有东⻄西进间隙



地下室

顶板

保护层

C20 50－70厚细⽯石混凝⼟土
机械回填：70

⼈人⼯工回填：50

在防⽔水层上需要做隔离（防⽔水砂浆与膨润⼟土除外）

与保温层间没东⻄西,整体,不不会有东⻄西进间隙

保温层
与平屋⾯面⼀一致（上下均不不需要找平）

保温层与下⾯面防⽔水层宜隔离（因⽤用泡沫玻璃多） 屋⾯面是不不⽤用的

防⽔水层

防⽔水卷材与砂浆组合：砂浆在下

防⽔水卷材与涂料料组合：涂料料在下

⽔水泥泥基渗透结晶防⽔水涂料料紧靠混凝⼟土

防⽔水涂料料下⾯面宜为平整性刚性基层 涂料料下为找平层

结构层 防⽔水混凝⼟土结构厚度＞＝250

外墙

明挖－外防外贴(正施⼯工)

防⽔水卷材贴在地下室外墙上

设防⾼高度⾼高于室外地坪500

混凝⼟土外墙可不不⽤用找平（模板）直接贴防⽔水卷材

先浇筑外墙，后在外墙上做防⽔水，最后保护回填

防⽔水卷材 

灰⼟土分层夯实

保护层或保温层

不不需隔离层

防⽔水卷材

不不需找平层

防⽔水混凝⼟土外墙

⾯面层

暗挖－外防内贴(逆施⼯工)

防⽔水卷材贴在挡⼟土墙上

先做挡⼟土墙，后在在挡⼟土墙上做防⽔水，最后浇筑外墙

在挡⼟土墙（砖墙）上做找平后防⽔水

构造做法 

挡⼟土墙

⽔水泥泥砂浆找平层

防⽔水卷材

隔离层(宜)

防⽔水混凝⼟土外墙

⾯面层

底板

结构层
防⽔水混凝⼟土结构厚度＞＝250

变形缝部分要加厚⾄至300

⽔水泥泥基渗透结晶防⽔水涂料料紧靠混凝⼟土
上: 结构层(有修补作⽤用)

下: 保护层(有修补作⽤用)

保护层
C20 细⽯石混凝⼟土厚度＞＝50 ⼊入⼯工回填，保护层＞＝50mm

在防⽔水卷材和涂料料上需要隔离（防⽔水砂浆、膨润⼟土、预铺反粘除外） 10厚低强度等级砂浆

防⽔水层

防⽔水卷材、涂料料、砂浆关系上下关系与顶板同

先涂料料，后卷材

先卷材后防⽔水砂浆，中间需隔离层 卷材上不不能有刚性层

先防⽔水砂浆后卷材，中间不不需隔离层 先凝固后铺设相对以上会好好多

预粘反铺 空铺在垫层，紧贴防⽔水混凝⼟土 上下都没隔离层,⽆无保护层

防⽔水涂料料 同防⽔水卷材

防⽔水层下⾯面要找平（膨润⼟土除外，它上下有胎膜）
20厚1：2.5⽔水泥泥砂浆找平层

区别于平屋⾯面：20厚1：3⽔水泥泥砂浆找平层

膨润⼟土
不不需隔离层

不不需找平层

垫层
100-150厚C15混凝⼟土垫层

素⼟土夯实

扩展

超前⽌止⽔水
先做变形缝，上⽅方留留有空间做后浇带底板防⽔水+中埋（不不⽤用外贴式防⽔水）

再做后浇带

穿墙管
迎⽔水⾯面

密封材料料

泡沫棒(背衬材料料)

填充材料料

室内橡胶圈两个

外墙转⻆角防⽔水⾼高出地⾯面500

基础与排⽔水沟

转⻆角防⽔水⼤大于300

贴住导墙

⽔水平与垂直压住

外墙防⽔水收头

泡沫棒位置

甩槎⼂丶暗槎暗槎 按住 甩槎

真缝变形缝

技术措施
混凝⼟土结构厚度＞＝300

厚度不不够局部放⼤大到厚度为300，放⼤大部位宽度为 700

固定⽅方式

必须⽤用中埋式⽌止⽔水带

不不能⽤用遇⽔水膨胀⽌止⽔水条

外贴式⽌止⽔水带

可卸式⽌止⽔水带

缝(顶板两边都要设这两个)
聚苯板填缝

密封膏密封

迎⽔水⾯面 附加防⽔水层（⼀一定有）
真缝1000宽

假缝600宽

假缝

施⼯工缝

位置要求

⽔水平缝应⾼高于底板300

⽔水平缝宜留留在板墙接缝以下 150－300

施⼯工缝距孔洞洞边缘＞＝300

设防材料料

遇⽔水膨胀⽌止⽔水条

中埋式⽌止⽔水带

预埋注浆管

其它防⽔水砂浆⼂丶涂料料

外贴式⽌止⽔水带

⼀一般是：⽌止⽔水条

后浇带

位置要求
补偿收缩混凝⼟土42天后浇筑

跨 1／3 处700－1000宽受⼒力力最⼩小两端⼩小于 40 ⽶米

设防材料料

补偿收缩混凝⼟土

⽌止⽔水带

中埋式

外贴式

可卸式

遇⽔水膨胀⽌止⽔水条

预埋注浆管

防⽔水密封材料料

⼀一般：⽌止⽔水条＋外贴式⽌止⽔水条

整体

膨润⼟土没找平层和隔离层，但有保护层



有防⽔水（聚胺脂防⽔水层） 结合层由20变30，兼保护层,⽆无隔离层（温差⼩小）

⽆无隔离

常规公建卫⽣生间做法

8－10厚防滑地砖，⼲干⽔水泥泥擦缝

30 厚⽔水泥泥砂浆结合层（内掺建筑胶）

1.5厚聚胺脂防⽔水层（两道）

最薄处20厚1：3⽔水泥泥砂浆或细⽯石混凝⼟土找平层

⽔水泥泥浆⼀一道（内掺建筑胶）

保护层有钢筋⽹网

上下防潮

上防潮

垫层或结构层上要刷⽔水泥泥浆⼀一道

楼地⾯面

功能模块

⾯面层模块

整体

⽔水泥泥砂浆

⽆无填充层

⽆无防⽔水
20 厚1:2.5⽔水泥泥砂浆，表⾯面撒适量量⽔水泥泥粉抹压平整

保⽔水 ⽔水泥泥浆⼀一道（内掺建筑胶）

有防⽔水

20 厚1:2.5⽔水泥泥砂浆，表⾯面撒适量量⽔水泥泥粉抹压平整

⽆无隔离层 因室内温差较⼩小

35 厚 C20 细⽯石混凝⼟土保护层

防⽔水层 1.5厚聚胺酯防⽔水层

找坡抹平层
最薄处20厚1:3⽔水泥泥砂浆找坡层

或 C20细⽯石混凝⼟土找坡层

保⽔水 ⽔水泥泥浆⼀一道（内掺建筑胶）

有填充层，需⾛走管

⽆无防⽔水

20 厚1:2.5⽔水泥泥砂浆，表⾯面撒适量量⽔水泥泥粉抹压平整

保⽔水 ⽔水泥泥浆⼀一道（内掺建筑胶）

60厚LC7.5轻⻣骨料料混凝⼟土

有防⽔水

15 厚1:2.5⽔水泥泥砂浆，表⾯面撒适量量⽔水泥泥粉抹压平整

35 厚 C20 细⽯石混凝⼟土保护层

防⽔水层 1.5厚聚胺酯防⽔水层

找坡抹平层
最薄处20厚1:3⽔水泥泥砂浆找坡层

或 C20细⽯石混凝⼟土找坡层

保⽔水 ⽔水泥泥浆⼀一道（内掺建筑胶）

60厚LC7.5轻⻣骨料料混凝⼟土 下不不需⽔水泥泥浆

⽔水磨⽯石

涂料料

⾃自流平

块材

⾯面砖

⽔水磨⽯石块

花岗岩

⼤大理理⽯石

⽊木材

有⻰龙⻣骨

单层

50x50⽊木⻰龙⻣骨@400架空20（30x40x20 ⽊木块垫），表⾯面刷防腐剂

100x25 ⻓长条松⽊木板（背⾯面满刷氧化钠防腐剂）

双层（中间铺衬垫或防潮）

8厚企⼝口强化⽊木地板（背⾯面满刷氧化钠防腐剂）

18 厚松⽊木⽑毛底板45度斜铺（稀铺，上铺防潮卷材⼀一道）

50x50⽊木⻰龙⻣骨@400架空20（30x40x20 ⽊木块垫），表⾯面刷防腐剂

⽆无⻰龙⻣骨

单层

强化复合⽊木地板

8厚企⼝口强化⽊木地板，板缝⽤用胶粘剂粘铺

3－5 厚泡沫塑料料衬垫 增强舒适感

找平层

地⾯面⽆无需防潮

⽊木⻢马赛克

打腻⼦子，清漆两道

⽊木⻢马赛克胶粘

找平层

⽔水泥泥浆⼀一道（內掺建筑胶）

C15混凝⼟土垫层

0.2厚塑料料薄膜浮铺 防潮

夯实⼟土

双层

8厚企⼝口强化⽊木地板，板缝⽤用胶粘剂粘铺

3－5 厚泡沫塑料料衬垫（两板中间）

15 厚松⽊木⽑毛底板45度斜铺（稀铺，背⾯面满刷氧化钠防腐剂）

找平层

功能模块

防⽔水层

保护层：35厚细⽯石混凝⼟土（细⽯石混凝⼟土做⾯面层时为 40 厚） ⽆无钢筋⽹网⽚片
⾯面层 C25

保护层 C20

防⽔水层 1.5厚聚胺酯防⽔水层

找坡抹平层
最薄处20厚1:3⽔水泥泥砂浆找坡层

或 C20细⽯石混凝⼟土找坡层

保⽔水 ⽔水泥泥浆⼀一道（内掺建筑胶）

保温层

细⽯石保护层 40厚C20细⽯石混凝⼟土，内配￠3@50钢丝⽹网⽚片 温差变化⼤大需要加密钢筋⽹网

⽆无隔离

防潮 0.2厚塑料料膜浮铺

保温

EPS

XPS

KMPS

泡沫玻璃板

Mu3.5⽔水泥泥膨胀蛭⽯石

防潮 0.2厚塑料料膜浮铺

⽆无找平层（上不不是涂料料）

隔声层

细⽯石保护层 40厚C20细⽯石混凝⼟土，配双向￠4@150钢筋⽹网 加疏钢筋⽹网

⽆无隔离层

防潮 ⾼高韧性 PE 膜⼀一层

隔声垫（紧贴结构层）

5厚橡胶隔声垫

5厚微孔聚⼄乙烯隔声垫

20厚专⽤用玻璃棉隔声垫

结构基层

填充层 敷设管线
60厚 LC 7.5 轻⻣骨料料混凝⼟土

架空

结构模块

地⾯面
80厚C15混凝⼟土

软弱⼟土 150厚碎⽯石夯⼊入⼟土中

防冻
150厚碎⽯石灌M2.5混合砂浆，振捣密实

3:7灰⼟土

夯实⼟土

楼⾯面 钢筋混凝⼟土楼板

功能楼⾯面

不不发⽕火楼⾯面 ⾯面层掺不不发⽕火材料料即可

防静电⾯面层

⽆无架空

⽆无架空：⾯面层⼂丶找平层⼂丶结合层材料料加导电粉

⽆无架空：找平（坡）层内配导电⽹网

构造

防静电⽔水磨⽯石

结合层：防静电⽔水泥泥砂浆结合层

防静电⽔水泥泥砂浆找平层内配导电⽹网

结合层：⽔水泥泥浆⼀一道（内掺建筑胶） ⽆无防静电

结构

有架空：⽹网络楼板⽤用架空防静电活动地板 构造

150－250⾼高防静电活动地板

⽔水磨⽯石

⽔水泥泥浆⼀一道

20厚⽔水泥泥砂浆

结合层：⽔水泥泥浆⼀一道（内掺建筑胶）

结构

热⽔水采暖地⾯面

60厚细⽯石填充层埋设⽔水管和钢丝⽹网

下⾯面有保温和热反射层（聚苯板＋铝箔）

构造

⽊木地板

找平层

⽔水泥泥浆⼀一道

加热⽔水管 60厚C15细⽯石混凝⼟土

铝箔反射热层

保温层 区别于普通楼⾯面保温上下有防潮，这⾥里里只有下有防潮

防潮层（聚胺脂两道） 区别于保温的塑料料薄膜

找平 区别于保温不不⽤用找平

结构

保温楼地⾯面

保温模块上⾯面有40厚细⽯石保护（内配钢丝⽹网⽚片）

⽆无隔离

保温材料料要有⾜足够抗压强度

上下设防潮膜（0.2厚塑料料膜浮铺）

不不需找平

隔声楼地⾯面

上⾯面有40厚细⽯石保护（内配钢丝⽹网⽚片）

防潮在隔声垫上
仅玻璃棉时⽤用

橡胶隔声垫或微孔聚⼄乙烯隔声垫时  不不⽤用

隔声垫层应紧挨混疑⼟土基层（或上⾯面的找平层） 隔声垫层在墙⻆角边应收边⾄至踢脚底

结构层没写随浇随抹平就要加找平层

防油楼地⾯面
⾯面层砂浆或混凝⼟土采⽤用防油型（加防油⼆二字）

⾯面层采⽤用20厚聚合物⽔水泥泥砂浆⼂丶防油⽔水泥泥⾃自流平亦可

下沉式卫⽣生间楼地⾯面

填充层上下都有防⽔水层

防⽔水卷起 150 区别于屋⾯面250

混凝⼟土翻边⾼高 200

构造

防滑⾯面砖

撒素⽔水泥泥⾯面

20厚1:3⼲干硬性⽔水泥泥砂浆结合层

防⽔水层 上没隔离也没保护

20厚1：3⽔水泥泥砂浆找平层

之间没⽔水泥泥浆

⼤大于250厚⽔水泥泥焦渣垫层找坡

20厚⽔水泥泥砂浆保护层

防⽔水层 上没隔离（不不是卷材）

现浇混凝⼟土楼板随打随压光

收边节点

排⽔水沟

增设附加防⽔水层

暗沟⽤用30厚钢篦⼦子盖板

盖及基座⽤用C20混凝⼟土

变形缝
盖板⼀一端固定便便于变形

缝内有防⽕火⼂丶防⽔水材料料

踢脚
防⽔水踢脚卷材卷起⾼高 100

踢脚⾯面层＞＝250，砌筑胶泥泥同地⾯面的＞＝300

⽊木材⾯面层

有⻰龙⻣骨

50x50⽊木⻰龙⻣骨@400，⽤用20厚⽊木块垫起

⾯面层单层⾯面层单层可采⽤用25厚松⽊木、18厚硬⽊木

⾯面层双层
双层组合可采⽤用18 厚松⽊木斜铺 ＋ 18 厚硬⽊木企铺

双层可采⽤用 18 厚松⽊木斜铺 ＋8厚强化复合企⼝口铺／4－8 厚软⽊木粘铺等

⽆无⻰龙⻣骨

与⽊木材⾯面层差不不多，只是⽤用胶粘在找平层上（企⼝口除外）

⾯面层单层

8－15厚⽊木⻢马赛克

10－14厚硬⽊木

8厚强化企⼝口复合⽊木板

⾯面材双层双层可采⽤用15厚松⽊木斜铺 ＋8厚强化复合企⼝口铺／4－8 厚软⽊木粘铺等

块材⾯面层

先⽔水泥泥浆⼀一道,然后 20厚1:3⽔水泥泥砂浆结合层，⾯面撒⽔水泥泥粉

各类涂料料
⽔水泥泥砂浆或细⽯石混凝⼟土＋300um环氧涂层

其它基本以细⽯石混凝⼟土层为基层加材料料40厚 C20 细⽯石混凝⼟土

预制⽔水磨⽯石25厚预制⽔水磨⽯石（稀⽔水泥泥灌缝并打蜡出光）

⽔水泥泥花砖20厚⽔水泥泥花砖，⼲干⽔水泥泥擦缝

防滑地砖⼂丶通体砖等5－10厚砖，⼲干⽔水泥泥擦缝

各类⽯石板材12－18厚微晶⽯石板⼂丶20厚花岗⽯石⼤大理理⽯石

薄型楼地⾯面（地砖）

地砖

3-5厚⽤用聚合物⽔水泥泥砂浆做结合层

10-15厚⽤用聚合物⽔水泥泥砂浆（或普通砂浆）做找平

结构层上刷聚合物⽔水泥泥浆⼀一道

地毯

5－8厚地毯

5厚橡胶海海绵衬垫（可加）

20厚1：2.5⽔水泥泥砂浆

⽔水泥泥浆⼀一道（内掺建筑胶）

80厚C15混凝⼟土垫层

0.2厚塑料料薄膜浮铺防潮

夯实⼟土

整体⾯面层

⽔水泥泥沙浆20厚1：2.5⽔水泥泥砂浆，⾯面撒⽔水泥泥粉抹压平整

细⽯石混凝⼟土40厚C25细⽯石混凝⼟土，⾯面撒1：1⽔水泥泥砂⼦子随打随抹光（⾯面涂密封固化剂）

现制⽔水磨⽯石
10厚1：2.5⽔水泥泥彩⽯石地⾯面，表⾯面磨光打蜡

20厚1：3⽔水泥泥砂浆结合层

下防潮,上反热

混凝⼟土强度区别

⾯面层 40厚 C25 细⽯石混凝⼟土，⾯面撒1：1⽔水泥泥砂⼦子随打随抹光（⾯面涂密封固化剂）

基层（环氧及涂料料） 40厚C20细⽯石混凝⼟土随打随抹平（区别于⾯面层 C25）

保护层 细⽯石保护层 40厚C20细⽯石混凝⼟土，保温和隔声有配钢筋⽹网

垫层 80厚C15混凝⼟土垫层

⽔水泥泥浆⼀一道（内掺建筑胶）

60 厚 LC 7.5 轻⻣骨料料混凝⼟土（需⾛走管时）与结构层间不不⽤用⽔水泥泥浆⼀一道）

80厚C15混凝⼟土垫层（⼀一般不不⽤用防潮不不⽤用防⽔水）

区别于地下室 100-150 厚 C15 混凝⼟土垫层



踢脚⾯面层＞＝250，砌筑胶泥泥同地⾯面的＞＝300

顶棚-吊顶

按⾯面层材料料

⽯石膏板
采⽤用 U 型、C 型轻钢⻰龙⻣骨 U型 承载⻰龙⻣骨 U⼝口向⽔水平⽅方向

⽯石膏板钉在覆⾯面⻰龙⻣骨上 C型 覆⾯面⻰龙⻣骨

矿棉板

采⽤用 T 型烤漆⻰龙⻣骨

块状板材放⼊入⻰龙⻣骨中

按板材放罝⽅方式有明架和暗架之分
明架搁置

暗架暗插 暗插于两板接缝处

T型覆⾯面⻰龙⻣骨 通过主次⻰龙⻣骨连接件固定 蝶型，两翼夹住⽔水平断开的两侧⻰龙⻣骨

复合粘贴
先⽤用射钉固定⽯石膏板在覆⾯面⻰龙⻣骨上

再把矿棉板⽤用胶粘在⽯石膏板上

玻纤板 采⽤用与矿棉板相同的⻰龙⻣骨及配件 T型

⾦金金属板
⾯面层分条板、块板、格栅

以卡⻮齿⻰龙⻣骨扣挂为主，可不不⽤用钉 U型波板插⼊入⻮齿状⻰龙⻣骨中

按⻰龙⻣骨连接

单层⻰龙⻣骨 ⽆无承载⻰龙⻣骨，只有覆⾯面⻰龙⻣骨（吸顶式）

卡式⻰龙⻣骨吊顶

全⽛牙吊杆（即⾃自身是个⻓长螺丝）固定于顶板

V型直卡式承载⻰龙⻣骨
⽤用螺丝与全⽛牙吊杆相连

⻮齿状，⽤用来卡住C型次⻰龙⻣骨

次⻰龙⻣骨（C型插⼊入直卡式承载⻰龙⻣骨）

单层轻钢⻰龙⻣骨

吊件式（可⾃自由折式）

吊件（可⾃自由折式） ⽤用膨胀螺丝固定于顶板

次⻰龙⻣骨 两侧⽤用钉与吊件固定

横撑⻰龙⻣骨（与次⻰龙⻣骨底平⻬齐） ⽔水平⽀支托与次⻰龙⻣骨相连接
卡插件 ⼀一体化

挂插件 挂住C型两翼

全⽛牙吊杆式

全⽛牙吊杆（即⾃自身是个⻓长螺丝）固定于顶板

卡扣件

次⻰龙⻣骨 卡扣件与吊杆连接

横撑⻰龙⻣骨 与次⻰龙⻣骨相连接
卡插件 ⼀一体化

挂插件 挂住C型两翼

双层⻰龙⻣骨 承载⻰龙⻣骨（U型）＋ 次⻰龙⻣骨（C型）+ 横撑⻰龙⻣骨（C型）

吊杆

吊件

承载⻰龙⻣骨（挂件与次⻰龙⻣骨相连接） 挂件

⼌冂型

两侧底部开槽

丅型或C型次⻰龙⻣骨插⼊入

次⻰龙⻣骨+横撑⻰龙⻣骨
卡插件 ⼀一体化

挂插件 挂住C型两翼

按是否上⼈人

上⼈人吊顶
上⼈人的承载⻰龙⻣骨轻钢厚度 1.2mm 以上，⾼高度 50mm 以上

需采⽤用 直径8mm 以上吊杆和专⽤用上⼈人次⻰龙⻣骨挂件

不不上⼈人吊顶
不不上⼈人承载⻰龙⻣骨型材厚度 0.6mm 以上，⾼高度 38mm 以上

可采⽤用 直径6mm 以上吊杆和通⽤用次⻰龙⻣骨挂件

⽆无抹灰

是⼤大模板混凝⼟土顶，可不不抹灰直接刮腻⼦子刷涂料料 

⼈人防⼯工程等在冲击下易易脱落不不应抹灰

做法
不不抹灰直接做防裂腻⼦子和耐⽔水腻⼦子 

腻⼦子刮平之后可⾯面浆或涂料料

有抹灰

条件
不不是⼤大模板混凝⼟土顶，需⽤用抹灰初步找平

根据基层条件和精度可⼀一遍也可两遍抹灰

做法

⼀一般先⽤用 1:0.5:3 ⽔水泥泥⽯石灰膏砂浆打底抹灰

顶棚应薄抹灰，⼀一遍为5 ,两遍5+3

抹灰厚采⽤用纸筋灰、防裂与耐⽔水腻⼦子精找平

涂料料也可不不刮腻⼦子直接在抹灰后封底漆加涂料料

有保温的先⽤用胶粘剂粘贴锚栓，后玻纤布⽯石膏粉刷，最后腻⼦子与涂料料



外墙保温

保温材料料

有机（B1、B2）

挤塑聚苯板 XPS

聚氨脂 PUR

模塑聚苯板 EPS

⽆无机（A）

岩棉

玻璃棉

波沫玻璃

泡沫陶瓷

发泡⽔水泥泥

闭孔珍珠岩

聚苯颗粒保温砂浆

防⽕火要求

外保温

⼈人员密集场所 A级

住宅
⾼高于100⽶米 A级

27＜⾼高 ＜100 不不低于B1级

普通公建

＞50m A级

24＜⾼高＜50 B1级

＜＝24 B2级

采⽤用B1B2 层间设 防⽕火隔离带 ＞＝300mm

内保温
A级

⼈人员密集

⽕火灾危险性

楼梯

避难场所

其它不不低于 B1 级 防护厚度不不⼩小于10mm

中保温
B1 两侧不不燃材料料厚度＞50mm

B2 两侧不不燃材料料厚度＞50mm

收边节点

窗⼝口转⻆角

除复合板外增设⼀一道玻纤⽹网格布

阳⻆角增设⾦金金属护⻆角或⽔水泥泥浆护⻆角

不不同⽓气候区设不不同厚度内收边保温

层间节点 层间300防⽕火隔离带⽤用岩棉等需锚栓固定

窗⼝口挡⽕火梁梁 窗⼝口上部设200⾼高岩棉或胶粉EPS颗粒挡⽕火保温段

室外勒勒脚
有⽹网格的设附加层并翻边

收边塞泡沫棒后设密封膏

室内踢脚
有⽹网格布的设附加层并翻边

⽊木踢脚板要嵌⽊木⽯石契胶粘与墙上

内保温

基层墙体
需找平砌体墙

可不不找平钢筋混凝⼟土墙

粘结层
板胶粘剂

复合板胶粘剂锚栓

保温层

复合板类保温板＋⾯面板（⽯石膏板等）

保温板类
EPS

XPS

保温浆类
胶粉EPS颗粒保温砂浆

⽆无机保温砂浆

有⻰龙⻣骨保温类

⻰龙⻣骨固定件固定竖⻰龙⻣骨

填充（附加隔汽层）

玻璃棉

岩棉

喷涂聚氨酯

饰⾯面层

复合板⽆无抹⾯面
涂料料（墙纸、⾯面砖）

腻⼦子层

保温板有抹⾯面＋⽹网格布
涂料料（墙纸、⾯面砖）

腻⼦子层

保温砂浆有抹⾯面＋⽹网格布
涂料料（墙纸、⾯面砖）

腻⼦子层

喷涂类
饰⾯面

抹⾯面层：20厚EPS浆料料找平

⻰龙⻣骨类

涂料料等

腻⼦子

纸⾯面⽯石膏板材封⾯面

外保温

基层墙体
需找平砌体墙

可不不找平钢筋混凝⼟土墙

粘结层

板粘胶剂⾼高于20⽶米加锚栓

保温浆料料界⾯面砂浆⾃自粘

以板为模现浇墙不不需粘结层

贴砌板材（EPS浆料料贴砌EPS板）
界⾯面砂浆

EPS浆料料

保温层

粘贴板材料料

EPS

XPS

PUR需界⾯面剂

涂抹浆料料类胶粉EPS颗粒保温浆料料

以板为模类
内槽竖向凹槽EPS板⽀支模现浇

外槽EPS钢丝⽹网架⽀支模现浇

贴砌板材类EPS浆料料贴砌EPS板（板⾯面＜＝0.3sqm）

喷涂类外保温现场喷涂硬泡聚氨脂

抹⾯面＋饰⾯面

⾯面砖（板）

粘结砂浆＋⾯面砖＋勾缝料料

抹⾯面胶浆

抗裂砂浆

热镀锌⾦金金属⽹网（塑料料锚栓固定）

抗裂砂浆

贴砌板材类

饰⾯面

抹⾯面胶浆10厚EPS浆料料找平
复合耐碱玻纤⽹网格布

加强型（⾸首层）增设⼀一层耐碱玻纤⽹网格布

喷涂类

饰⾯面

抹⾯面胶浆20厚EPS浆料料找平
复合耐碱玻纤⽹网格布

加强型（⾸首层）增设⼀一层耐碱玻纤⽹网格布



玻璃幕墙

各种胶

硅酮结构胶
结构⽤用硅酮粘接材料料

⽤用于隐框玻璃附框与玻璃的粘接

硅酮建筑胶
嵌缝⽤用的硅酮密封材料料，⼜又称耐候胶

主要⽤用于板材之间缝隙的密封材料料，可称建筑胶

双⾯面胶带
⽤用于控制结构胶位置和截⾯面尺⼨寸的双⾯面涂胶

 主要⽤用于隐框的附框和玻璃之河固定结构胶位置和尺⼨寸

橡胶条与垫块
⽤用于⻔门窗幕墙玻璃与压条⼂丶窗扇等密闭与垫层作⽤用

主要⽤用三元⼄乙丙橡胶

聚⼄乙烯泡沫棒 建筑胶嵌缝的背衬材料料

收边节点

层间节点

旧规：防⽕火隔断（＞＝100岩棉⽤用铝板衬托） 新规：上下都要设＞＝200的岩棉阻⽕火

实体防⽕火梁梁墙⾼高度＞＝1200（⽆无喷淋淋）

实体防⽕火梁梁墙＞＝800（有喷淋淋）

⼥女女⼉儿墙
幕墙顶部与⼥女女⼉儿墙应⽤用铝盖板密封

盖板可⽤用卡扣⽅方式

U型玻璃

组合⽅方式
单排

并列列型（⽅方向⼀一致）

咬合

贴合（正反⽅方向）

双排 咬合

构造次序

框料料与基层锚栓－U玻嵌⼊入框料料⽤用PVC缓冲垫

层间
层间若⽤用钢构件（⽅方钢）分割，则⽤用铝合⾦金金框料料与钢锚栓（铝合⾦金金套住横⽀支撑，形成凹⼝口）

⼯工字钢可利利⽤用其凹槽取消铝框料料，但仍需PVC垫
单元式

优点

玻璃⾯面板与框架在⼯工⼚厂制成完整单元

现场直接把单元体安装在⽴立体结构上

施⼯工速度快，外观更更精细

钢埋件
通过焊接⻆角码和螺栓固定单元体与埋件

⼀一般通过哈芳槽埋件调整安装位置

单元件

由玻璃⾯面板与⻰龙⻣骨框架形成单元体

单元体与单元体之间通过卡扣的⽅方式相交

单元体之间卡扣接触点有橡胶条密封

构件式

钢埋件

通过焊接⻆角码和螺栓固定⽴立柱与理理件

钢⻆角码与钢预埋件焊接

钢⻆角码与⽴立柱通过螺栓固定

钢⻆角码与铝合⾦金金柱要垫绝缘垫⽚片

⽴立柱⽴立柱分层安装，上下之间通过套芯连接

横梁梁通过铝合⾦金金⻆角码⽤用螺栓与⽴立柱固定

玻璃（明）

与框架固定

框架

垫⽚片

玻璃

垫⽚片

压条或压块

螺栓

盖板

玻璃与⾦金金属不不能直接接触，四周需⽤用橡胶垫横剖只看到竖向橡胶条的剖⾯面，所以图上看到玻璃与框有缝

盖板与压板之间通过卡扣的⽅方式固定

玻璃（隐）

玻璃与附框之间⽤用双⾯面胶带（暂时固定⽅方便便挤⼊入结构胶）＋硅酮结构胶固定（真正固定）

通过压板＋带附框的玻璃模块固定

最后⽤用泡沫棒（背衬）＋耐候建筑密封胶嵌缝



⽯石材 & ⾦金金属  幕墙

⽯石材幕墙

⽴立柱

⽴立柱通过⻆角码与埋件固定，⽴立柱多⽤用⽅方钢 ⽴立柱与建筑会有空隙，⾮非紧贴

⻆角码与预埋钢板
1. 焊接，与⽴立柱螺栓固定 

2. 螺栓固定，埋件若⽤用哈芬槽则都⽤用螺栓固定

横梁梁
横梁梁通过⻆角码与⽴立柱固定（若钢材可直接焊接） 横梁梁⽤用铝材多，所以⼀一般都⾮非焊接，焊接也不不利利于抗震（刚性连接不不利利于抗震）

⻆角码与⽴立柱焊接与横梁梁螺栓固定

挂件

挂（托）件与横梁梁⽤用螺栓固定 

可分为缝挂、背挂等形式。缝挂⽐比背挂节约横梁梁 

挂件形式可调整余地越⼤大适⽤用⾯面积越⼤大 

⾯面板

天然⽯石材(花岗岩、⼤大理理⽯石等）

⽯石材厚度 >=25 mm (⼤大理理⽯石 >=35 mm)

单块⾯面积不不宜⼤大于 1.5 M2

⽯石材背挂
背栓式

挂件形式有⼦子⺟母型、⽿耳型、H型多种 

⽯石材通过钻孔放⼊入背栓扩压固定 

挂件上有调节螺栓 

斜插式 丫型、R 型等斜插⼊入⽯石材背⾯面

⽯石材缝挂

SE件

SE 挂件固定在⽯石材上下开槽处 

S ⽤用于板下沿，E ⽤用于板上沿 

SE 件挂在托板上，托板固定在横梁梁上 

T 型短槽
通过 T 型或蝶型件固定在上下板开槽处

适⽤用于⼩小⾯面积外墙或上下封节点

⽯石材收边节点

转⻆角两边需分设⽯石材，接缝于转⻆角处

⽔水平⼩小收边转⻆角可以直接焊接主⾯面的横梁梁连接 

挂件接到连接件

连接件接到短横梁梁

短横梁梁焊接到主横梁梁

主横梁梁

窗⼝口节点
窗⼝口注意短横梁梁与⽴立柱的焊接 与上封节点⼀一样

T 型短槽 挂件接到连接件

连接件接到短横梁梁

短横梁梁焊接到⽴立柱上

⽴立柱

窗⼝口⽔水平⾯面应注意挂装⽅方式避免脱落 与上封节点⼀一样 T 型短槽

⼥女女⼉儿墙
⼥女女⼉儿墙可⽤用短横梁梁与⽴立柱焊接 与上封节点⼀一样

⼥女女⼉儿墙⽔水平⾯面应注意挂装⽅方式避免脱落 与上封节点⼀一样 T 型短槽

⾦金金属幕墙收边节点

转⻆角蜂窝铝板 转⻆角⾦金金属板可以通过⾃自身弯折，不不⽤用接缝于转⻆角

⼥女女⼉儿墙

⾦金金属板的屋顶内侧直接射针固定到墙上

铝板通过挂⽿耳钉到短横梁梁上

短横梁梁通过焊接接到⻆角码上

⻆角码通过膨胀螺丝固定到墙顶

上下封上下封⻰龙⻣骨可以直接通过⻆角码打膨胀螺栓固定

⾦金金属折边挂

铝单板

铝单板制作时应折边

挂⽿耳⻆角码通过抽芯铆钉固定在折边上

挂⽿耳⻆角码左右上下应错位布罝 

射钉（螺钉〉把挂⽿耳固定在⽴立柱和横梁梁上 

铝塑板边肋肋（必设）
铝塑板折边处要设边肋肋边肋肋 + 挂⽿耳

可做成勺型⽤用于挂⽿耳+压块+螺钉固定到⽴立柱和横梁梁上

蜂窝铝板
蜂窝铝板⾯面层铝板的折边出头

出头的⼀一侧（内侧）+专⽤用压条（中间，带卡扣）+专⽤用扣条（外侧，压到卡扣上）通过螺钉固定在⽴立柱和横梁梁上

⾦金金属幕墙

⽴立柱可采⽤用⽅方钢、⻆角钢或铝合⾦金金⽴立柱 
钢⽴立柱  通过⻆角码与埋件焊接

铝合⾦金金  ⽴立柱与⻆角码螺栓固定

横梁梁

⻆角钢  横梁梁  与  钢⽴立柱  可直接焊接 

铝  横梁梁  与  ⽴立柱 需⽤用  ⻆角码螺栓  连接 

横梁梁和⽴立柱外界⾯面应平⻬齐，便便于⾦金金属板固定

固定件

铝单板挂⽿耳铆接固定在铝板折边上

铝塑板折边处要设边肋肋
边肋肋+挂⽿耳

可做成勺型⽤用于挂边+压块+螺钉固定到⽴立柱和横梁梁上

蜂窝铝板可直接⽤用⾯面层铝板的折边固定

⾯面板

铝板、铝塑板、蜂窝铝板等 

铝单板厚度⼤大于 2.5 mm 厚

铝塑板上下铝板厚 0.5mm 中间夹塑料料 

蜂窝铝板厚度 10〜25mm，正⾯面铝板 1mm



⼈人造板材幕墙

瓷板幕墙 晶玻璃板幕墙

短挂件
与⽯石材 SE 型元件式类似，固定与板缝开槽

板下部挂件 (S型）设调节螺栓

通⻓长挂件
短挂件的加⻓长版，固定与板缝开槽

板下部挂件 （S型）设调节缧栓 

背栓式
1/5边⻓长 >= 背栓中⼼心点距板边 >= 50 mm

板上部挂件设调节螺栓

陶板幕墙 短挂件，通⻓长挂件
挂装式

板上部受⼒力力，固定于背⾯面开槽

上部设调节螺栓

上插下挂 板下部受⼒力力，固定于侧⾯面幵槽 

⽯石材蜂窝铝板幕墙 预制螺⺟母
螺⺟母在⼯工⼚厂粘接⽯石材与蜂窝材料料时候预制进去

预制螺⺟母现场预制螺⺟母与挂件连接，挂在承托件上 

纤维⽔水泥泥板幕墙

穿透⽀支承

板厚要求 >= 8mm

采⽤用不不锈钢装饰钉或抽芯铆钉固定

固定位置

⼀一种固定在横⻰龙⻣骨上

⼀一种固定在竖⻰龙⻣骨上 竖⻰龙⻣骨外端伸出两翼

固定点距板边两侧 >= 30 mm，上下 >= 80 mm

背栓式 板厚要求  >= 12 mm , 其他要求与瓷板类似

 通⻓长挂件 板厚要求 >= 15 mm

⽊木纤维板幕墙 
穿透⽀支承

板厚要求  >= 6 mm

80 mm 或 10 倍板厚 >= 连接点距板边 >= 20 mm

背栓式 板厚要求  >= 8 mm , 其他要求与瓷板类似

收边

层间节点防⽕火隔断( >=100 mm岩棉⽤用1.5镀锌钢板衬托)可⽤用在厚度 >= 6mm ⽊木纤维板

窗⼝口节点

窗台⾯面考虑防⽔水板

窗⼝口注意短横梁梁与⽴立柱的焊接

窗⼝口注意防⽕火蔓延的防⽕火构造

钢板与⾯面材间⽤用防⽕火密封胶粘堵住

100厚防⽕火封堵材料料窗的上下左右都要

1.5厚镀锌钢板

窗⼝口⽔水平⾯面应注意挂装⽅方式避免脱落

瓷板幕墙/晶玻璃板幕墙窗⼝口周边⽤用背栓连接

陶板幕墙

上窗⼝口与其它部分⼀一样是挂装式

下窗台

螺钉打⾄至⻆角码

铝合⾦金金板（插在两板之间）

不不锈钢挡⽔水板

铝合⾦金金⻆角码

⽊木纤维板幕墙

上窗⼝口
不不锈钢⻆角接件

抽芯铆钉

下窗台
固定胶条

⽀支撑钢⻆角码

⼥女女⼉儿墙 ⼥女女⼉儿墙可⽤用短横梁梁与⽴立柱焊接
⼥女女⼉儿墙可⽤用短横梁梁与⽴立柱焊接

⼥女女⼉儿墙⽔水平⾯面应注意挂装⽅方式避免脱落

穿透
不不锈钢装饰钉可⽤用在纤维⽔水泥泥板

抽芯柳柳钉可⽤用在纤维⽔水泥泥板

背挂

背栓式

挂件形式有⼦子⺟母型、⽿耳型、H 型多种

通过钻孔放⼊入背栓扩压固定

挂件上有调节螺栓

挂装式专⽤用在背⾯面带槽的陶板

背⾯面⽀支承
可⽤用在厚度 >= 8mm ⽊木纤维板

通过螺钉从背⾯面固定板材

预置螺⺟母
可⽤用在⽯石材蜂窝板

通过预埋螺⺟母复合蜂窝板固定

缝挂
SE 元件

分短挂件和通⻓长桂件

钢⻆角码与铝合⾦金金⽴立柱要垫绝缘垫⽚片

瓷板、微晶板、215的纤维⽔水泥泥板可⽤用通⻓长挂件

上插下挂专⽤用在上下侧⾯面开槽的陶板

涂料料

砖、⼩小模混凝⼟土基墙

刮腻⼦子后做封闭底漆再刷涂料料两道（⼀一底两道）

腻⼦子三遍 精找平

两道混合砂浆 初找平

基墙

加⽓气混凝⼟土砌块

刮腻⼦子后做封闭底漆再刷涂料料两道（⼀一底两道）

腻⼦子三遍 

聚合物⽔水泥泥浆（专⽤用砂浆）修补找平 若抹灰⽤用专⽤用砂浆则可省去专⽤用界⾯面剂



墙⾯面装修 按⾯面层

涂料料

砖、⼩小模混凝⼟土基墙

刮腻⼦子后做封闭底漆再刷涂料料两道（⼀一底两道）

腻⼦子三遍 精找平

两道混合砂浆 初找平

基墙

加⽓气混凝⼟土砌块

刮腻⼦子后做封闭底漆再刷涂料料两道（⼀一底两道）

腻⼦子三遍 

聚合物⽔水泥泥浆（专⽤用砂浆）修补找平 若抹灰⽤用专⽤用砂浆则可省去专⽤用界⾯面剂

基墙

⼤大模混凝⼟土墙、其他平整胶合板等
刮腻⼦子后做封闭底漆再刷涂料料两道（⼀一底两道）

可直接刮腻⼦子三遍 

壁纸
基层处理理与涂料料墙⾯面⼀一致

贴壁纸之前应做防潮底漆

陶瓷墙砖
先抹灰找平（刷⽑毛抹平两道）后胶粘 

墙体结合⼒力力不不够时挂钢丝⽹网抹砂浆后再找平胶粘

⽯石材

⼲干挂与外墙短槽式类似（⽆无预埋）
横梁梁与⽴立柱焊接

区别于：外幕墙则宜通过⻆角码连接（焊+栓）

⼲干粘⽯石材厚度不不⼤大于 10, 粘接点要钻孔⼊入胶

湿贴薄⽯石材应先找平后⽤用胶粘贴（⽯石材背涂防污防泛碱） 基层不不需要防潮

湿挂贴⽤用钢筋⽹网与基墙连接，⽯石材⽤用铜丝与钢筋⽹网绑扎后灌浆 

⾦金金属板材 可以⽆无横⻰龙⻣骨，⾦金金属板直接⽤用铝槽挂在竖⻰龙⻣骨上

吸/隔声墙

可⽤用有⻰龙⻣骨内填岩棉穿孔⽯石膏板隔声 有⻰龙⻣骨
轻钢

横竖⻰龙⻣骨与基墙隔开

岩棉与基墙形成空腔

⽊木

横竖⻰龙⻣骨、岩棉与基墙隔开 

⻰龙⻣骨与楼板固定时⽤用减振垫板隔开

按基层

砖墙
需找平，⽔水泥泥砂浆或混合砂浆抹灰

抹灰前浇湿墙⾯面即可，⽆无界⾯面处理理剂

混凝⼟土
需抹灰找平同时要加强结合

⽔水泥泥浆（108胶）界⾯面加强结合

⼤大模混凝⼟土
不不需找平，但需加强结合

⽔水泥泥浆（108胶）界⾯面加强结合

加⽓气混凝⼟土

需抹灰找平同时要  专⽤用界⾯面处理理剂

喷湿墙⾯面，⽤用专⽤用界⾯面剂处理理后抹灰

若抹灰⽤用专⽤用砂浆（聚合物砂浆）则可省去专⽤用界⾯面剂

⽯石膏板类墙

不不⽤用抹灰找平，直接腻⼦子后刷涂料料

若是⾯面砖可直接⽤用胶粘剂粘

防⽔水⽯石膏板或⽔水泥泥加压板，做防⽔水和⾯面砖需要挂⽹网抹灰



轻质隔墙 条板隔墙

抗震连接

钢卡固定在顶⾯面，间距不不应⼤大于600 , —般与板材匹配

抗震设防区条板顶⾯面与侧⾯面需与主体设抗震卡扣 U型 膨胀螺丝固定到顶棚

钢卡固定在侧⾯面，间距不不⼤大于1000

钢卡与板材不不固定，只把板材卡住，形成柔性滑动连接

⾸首板和中间板可以⽤用 U 型钢卡，末板⽤用 L 型钢卡

普通连接

底部：⽤用细⽯石混凝⼟土堵严，防⽔水房间需做素混凝⼟土反坎

顶部：⽤用轻质材料料填孔 ― 粘结剂结合玻纤⽹网格布 玻纤⽹网布, 阴⻆角加强作⽤用

侧墙：粘结剂结合玻纤⽹网格布

种类特点

轻混凝⼟土、⽔水泥泥、⽯石膏条板

以圆空⼼心为主，轻混可实⼼心

单板使⽤用 >=90 ,组合板 >=60 

双层组合中间要隔50 空⼼心

硅镁条板、泡沫⽔水泥泥条板
空⼼心实⼼心皆可，板厚同上 

双层组合中间要隔 10 空⼼心

植物纤维复合条板
⻓长条⼤大孔，单板 >= 100 

双层组合中间要隔 10 空⼼心

聚苯颗粒⽔水泥泥条板

复合实⼼心，⾯面板与聚苯颗粒⽔水泥泥夹层 

单板及组合板 >= 75

双层组合中间隔 20 (空）或 50 (内30岩棉） 空⼼心

纸蜂窝夹芯复合条板

复合实⼼心，由⾯面板与纸蜂窝芯板构成 

单板及组合板 >=75 , 双层组合隔70 (内50岩棉） 空⼼心

此类条板要⽤用⻰龙⻣骨进⾏行行加强

加强连接

板材与主体连接的阴⻆角⽤用专⽤用加强带结合胶粘剂粘结 

聚苯颗粒⽔水泥泥条板转⻆角间可⽤用 直径6 钢筋斜向打⼊入连接 

纸蜂窝夹芯板需要⽤用⻰龙⻣骨进⾏行行加强

所有板靠⻔门框侧距板边 >= 120 为实⼼心；可加设埋件、固定件与⻔门窗固定

⻰龙⻣骨隔墙

⻰龙⻣骨

沿地⻰龙⻣骨（U型）膨胀螺栓固定在楼板⾯面 

沿顶横⻰龙⻣骨（U型）膨胀螺栓固定在楼板底 

竖⻰龙⻣骨（C）插⼊入顶底横⻰龙⻣骨内后固定 

超 3M 要设中间横撑⻰龙⻣骨及贯通⻰龙⻣骨穿洞洞搁置,没有固定

竖⻰龙⻣骨间距（⾯面板 1200宽）

300

400

600

⾯面层

⽯石膏板（1200x3000) ⽤用⾃自攻螺钉固定在⻰龙⻣骨上

硅酸硅板、纤维⽔水泥泥加圧板（1200x2400)

⾃自攻螺钉沿⽯石膏板边 200 间距，中间 300 间距

平板、阴⻆角板缝⽤用接缝纸带，阳⻆角⽤用⾦金金属护⻆角条

覆膜⽯石膏板⽤用卡扣的⽅方式固定在⻰龙⻣骨上

覆膜⽯石膏板本身就是⾯面层，不不需涂料料等

卡扣+扣条

平板扣条（业型）螺钉固定到⻰龙⻣骨上

阴⻆角扣条

阳⻆角扣条

起始扣条

滑动连接

顶⾯面滑动连接

⽯石膏板顶部与沿顶⻰龙⻣骨不不固定 

与顶板接缝⽤用 L 型⻆角钢盖缝 

填塞防⽕火隔声岩棉 

双层板上下错动搭接（端头⼩小c型⻰龙⻣骨,中间⼤大C型⻰龙⻣骨,尺⼨寸相差⼀一个板厚）靠墙⼩小⻰龙⻣骨固定在墙上

侧⾯面滑动连接

1、侧墙端部通过短⽯石膏板与⼩小沿边⻰龙⻣骨固定，整体⽯石膏板固定在主竖⻰龙⻣骨后与短⽯石膏板搭接

2、⽯石膏板不不固定在侧墙端部竖⻰龙⻣骨， 固定在距它净距离50的竖⻰龙⻣骨上，若考虑防⽕火需净20并塞岩棉 

弹性条竖⻰龙⻣骨与墙接缝

密封胶板与墙接缝⽤用

如考虑到防⽕火要求，固定⽯石膏板⻰龙⻣骨净距靠墙⻰龙⻣骨≤20，并 在靠墙⻰龙⻣骨内塞防⽕火岩棉

3、⽤用⽔水平接缝断开，单层板⽤用 V 型连接件

加强连接
⻔门洞洞端部竖⻰龙⻣骨应⽤用⽊木条或对扣⽅方式加强 

⻔门框通过螺钉打到端部⻰龙⻣骨上后贴盖⾯面板



变形缝装置 

构造要求

屋⾯面+顶棚 ⽌止⽔水带、保温层、阻⽕火带

楼⾯面+顶棚 ⽌止⽔水、阻⽕火带

外墙 ⽌止⽔水带、保温层、阻⽕火带

内墙 阻⽕火带（保温看情况）

材料料
⽌止⽔水带

屋⾯面
防⽔水卷材

塑料料泡沫棒

墙⾯面 热塑性伸缩橡胶

保温层 满填聚苯⼄乙烯泡沫塑料料板

建筑位置

屋⾯面 必须盖板型

楼⾯面

外墙

内墙

建筑材料料

不不锈钢 盖板型

铝合⾦金金 盖板型

橡   胶 嵌平型

特殊要求

防震型
滑杆加弹簧型

单列列嵌平型（橡胶）

承重型加厚的盖板型

外墙防坠落墙⾯面嵌平型（橡胶）

基本形式

盖板形中⼼心滑杆变形，盖板中点固定在滑杆中⼼心种类

普通 盖板型

固定主体结构的铝合⾦金金基座

盖缝的盖板

连接盖板和基座的滑杆

基座与盖板的缝隙⽤用 填缝胶 填实

楼⾯面与墙 盖板形

基座只设在⽔水平楼板上

盖板固定在垂直墙⾯面上

滑杆连接⼀一个基座和盖板

位移时盖板随墙移动

屋⾯面 盖板型

应有⾼高250mm的泛⽔水构造（停⻋车屋⾯面除外）

屋⾯面变形缝必是盖板型（便便于防⽔水）

盖板与基座有坡，便便于排⽔水

盖板与基座之间应有防⽔水胶条密封

中⼼心螺栓（不不锈钢）与盖板之间有防⽔水垫⽚片以防空隙进⽔水 

屋⾯面防⽔水层穿过变形缝并附加防⽔水层塑料料泡沫棒压住防⽔水卷材

缝隙满填聚苯⼄乙烯泡沫塑料料板

外墙⾯面 盖板型

墙⾯面⽌止⽔水带宜⽤用热塑性折线形橡胶条（⾮非⽔水平重⼒力力可定型好安装） 折型胶条与基座相连

外墙⾯面变形缝盖板与基座接触点应有防⽔水胶条（便便于防⽔水）

中⼼心螺栓（不不锈钢）与盖板之间有防⽔水垫⽚片以防空隙进⽔水

顶棚 盖板形
普通型

⽆无滑杆盖板盖板卡住基座的⼀一边，另⼀一边可滑动

卡锁型利利⽤用双盖板卡扣滑动变形

组成
中卡板(先放)两端可⾃自由滑动

边卡板（后卡）通过卡扣按到基座上

种类

普通 卡锁型

楼⾯面与墙 卡锁型

内墙或顶棚卡锁型

吊顶卡锁型吊顶之上的变形缝则只需做 阻⽕火带

嵌平型

组成

橡胶嵌平，利利⽤用橡胶⾃自身变形

窄的变形缝直接⽤用单根橡胶条直接嵌在两侧基座

橡胶嵌平型⼀一定是抗震性变形缝装置

种类

普通 嵌平型

墙⾯面嵌平型
墙⾯面变形缝做法的⽌止⽔水带 材料料是热塑性伸缩橡胶

外墙嵌平型变形缝⼀一定是抗震性的，同时也是⾼高层防坠落做法（橡胶坠落伤⼈人危险性⼩小于⾦金金属板）

双列列嵌平

宽的变形缝可以看作盖板型

变形缝在盖板两侧加了了两段橡胶条

中间盖板有滑杆相连，两侧的橡胶可变形盖板上可做⽯石材等装饰⾯面

其它简易易型混凝⼟土压板或⾦金金属折板变形



⽆无障碍 与 楼梯

出⼊入⼝口与坡道（⽆无障碍）

平坡出⼊入⼝口 坡度宜 <= 1:20 ,有条件宜 <= 1:30

台阶 + 坡道 开⻔门后平台深度 >= 1.5 m，两道⻔门间开启后 >= 1.5 m

轮椅坡道

坡道净宽 >= 1.0 m，⼊入⼝口处 >= 1.2 m

坡道⾼高度 > = 300 且坡度 > 1:20 时应设两侧扶⼿手

坡道临空侧应设 >=50 安全档台或离地空隙 <= 100 斜向栏杆 

⾬雨⽔水篦⼦子 ⼊入⼝口室外⾬雨⽔水箱⼦子孔洞洞宽度 <= 15 mm

每段最⼤大上升⾼高度
1:12 <= 750 mm

1:8 <= 300 mm

 楼梯与台阶（⽆无障碍）

提示盲道 距踏步起点和终点 250-300 mm 处：宜设提示盲道

踏步
踏步宽度应 <= 280 mm, ⾼高度应 <= 160 mm

不不应采⽤用⽆无踢⾯面和直⻆角突缘的踏步（防绊倒）

扶⼿手

楼梯两侧均做扶⼿手，栏杆楼梯下⽅方设 >= 50 mm 安全档台（翻边)

三级及三级以上台阶应设两侧扶⼿手

上层扶⼿手⾼高度 850~900 ,下层扶⼿手 650-700 (坡道宜设）

靠墙扶⼿手内侧距墙 >= 40 mm，起点和终点处⽔水平延伸 >= 300mm

扶⼿手端部向墙⾯面延伸或末端向下 >= 100mm

⽆无障碍厕所

功能要求

开⻔门净宽 >= 0.8 m，内部有轮椅回转空间（直径 1.5m 回转)

平开⻔门外侧设⾼高 900mm ⽔水平横扶把⼿手，内设⾼高 900mm 关⻔门把⼿手

内设坐便便器器、洗⼿手盆、多功能台(400x700)、挂⾐衣钩和呼叫按纽 

抓杆要求

坐便便器器
两侧距地 700 处设 700 ⻓长⽔水平抓杆

落地杆离墙450

⽔水平杆突出落地杆250

⼀一侧设 1400 ⾼高垂直抓杆

⼩小便便器器

便便器器下⼝口距地 <=400

离墙 250 处设⼌冂型1200⾼高垂直抓杆

离地 900 和 700 处两侧设⽔水平 C 型抓杆离墙 550 ⻓长

洗⼿手台 两侧距地 800 和 600 设 500 ⻓长⽔水平抓杆

抓杆直径 30〜40 mm，内侧距墙 >= 40mm

其它楼梯要求

踏步尺⼨寸

⼀一般建筑  宽 >=260 ,⾼高 <= 175 

超⾼高层核⼼心筒  宽 >=250 ,⾼高 <= 175

幼⼉儿园  宽 >=260 ,⾼高 <= 130 

⼩小学  宽 >=260 ,⾼高 <= 150 

⼈人员密集和⼤大中学  宽 >=260 ,⾼高 <= 165 

⽼老老年年⼈人公建 宽 >=320 ,⾼高 <= 130 

楼梯净⾼高
梯段（前后+300) 范围内净⾼高 >= 2.2 M

平台净⾼高 >=2.0 M

栏杆

⾼高度
梯段栏杆踏步前缘到扶⼿手⾼高度 >= 900 mm

> 500 mm 平台段栏杆扶⼿手⾼高度 >= 1050 (1100)

栏杆固定

栏杆与预埋件焊接 

栏杆 + 法兰盘（或底板）+ 膨胀螺栓

杆件与法兰盘螺丝固定

扶⼿手⼊入墙

钢混墙：预埋件焊接或螺栓钢板固定 

砌体墙
预留留洞洞细⽯石混凝⼟土填实

扁钢⼊入洞洞、预埋件焊接或预埋⽊木块固定

栏板
纯玻璃

玻璃最低点距下⾯面⾼高度 <= 5m 才可以使⽤用 

构造

嵌⼊入后硅酮胶嵌缝收边

>= 16.76 厚钢化夹胶玻璃嵌⼊入钢槽

钢槽与玻璃之间⽤用橡胶垫过渡

U 型通⻓长钢板插⼊入业型卡件中

业型卡件通过膨胀螺丝与底座相连

⽴立杆+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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