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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窑洞式山区护林小屋

(57)摘要

一种窑洞式山区护林小屋，属于建筑领域的

窑洞式建筑，该小屋的主体为一山体侧壁上挖掘

的洞穴，且贴紧洞穴的内壁设置防潮保暖墙壁，

在洞穴的入口设置有门板，所述防潮保暖墙壁为

多层结构，且从紧贴洞穴内壁向外依次为铝合金

层、土坯层、枯枝落叶层、碎末填充层和木板层。

本发明采用洞穴式结构，具有冬暖夏凉的保温功

效，采用铝合金层、土坯层、枯枝落叶层、碎末填

充层和木板层形成的复合结构作为墙壁，不仅改

变洞穴的潮湿特性，并进一步增强保温特性且防

止蛇虫蚂蚁等有害生物的侵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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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窑洞式山区护林小屋，该小屋的主体为一山体侧壁(1)上挖掘的洞穴，且贴紧洞

穴的内壁设置防潮保暖墙壁(2)，在洞穴的入口设置有门板，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潮保暖墙

壁(2)为多层结构，且从紧贴洞穴内壁向外依次为铝合金层(201)、土坯层(202)、枯枝落叶

层(203)、碎末填充层(204)和木板层(205)，其中，土坯层(202)为粘土中加入杂草和水拌合

后制成的砖坯晒干后堆砌而成，枯枝落叶层(203)为收集树林中的枯枝落叶晒干后堆积形

成，碎末填充层(204)为草木灰、生石灰与晒干的锯末以重量比1-2∶5-7∶20-30的比例混合

后压制而成；所述门板的上方设置有连通洞穴与外部的换气管(5)，换气管(5)伸出洞穴的

一端向下倾斜且形成向下倾斜的滴水檐(501)，且滴水檐(501)的最底端与换气管(5)端部

的底端形成向上倾斜的坡面；在换气管(5)位于洞穴外部分的底部密布有换气孔，换气管

(5)位于洞穴内的一端设置有换气扇(502)，换气扇(502)由蓄电池(11)驱动其工作，蓄电池

(11)的电量由设置在洞穴外部的太阳能电池板(10)提供；所述洞穴内靠近入口的位置设置

有壁炉(6)，壁炉(6)底部的篦板(601)下方设置有进风通道(7)，进风通道(7)向下倾斜且与

外部通过防护钢网(8)连通，在进风通道(7)靠近防护钢网(8)处设置有弧形落灰池(701)；

所述壁炉(6)具有一排烟管道(9)，排烟管道(9)在碎末填充层(204)或枯枝落叶层(203)中

弯曲排布后伸出到洞穴外部，且其伸出到洞穴外部的一端向下倾斜，并在管道口位置设置

有金属丝网(902)；所述排烟管道(9)上设置有与鼓风机(4)连接的倾斜送风管(901)，以使

鼓风机(4)催动排烟管道(9)内的气体排出，该鼓风机(4)由蓄电池(11)驱动其工作，而蓄电

池(11)的电量由设置在洞穴外部的太阳能电池板(10)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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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窑洞式山区护林小屋

[0001] 本申请是申请号为：2017102644295、发明创造名称为：一种窑洞式山区护林小屋、

申请日为：2017年04月17日的发明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到建筑领域的窑洞建筑，具体的说是一种窑洞式山区护林小屋。

背景技术

[0003] 森林资源是林地及其所生长的森林有机体的总称。这里以林木资源为主，还包括

林中和林下植物、野生动物、土壤微生物及其他自然环境因子等资源。森林资源得数量多

寡，直接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林业生产的条件、森林拥有量情况及森林生产力等。而森

林资源的保护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森林火灾和盗伐盗猎现象，为了有效的保护森林资源，

一般在林区都设置有护林员，通过护林员对林区的巡视，一定程度上防范森林火灾和盗猎

盗伐现象的发生。为了便于护林员的休息，往往在林区定点设置一些护林小屋，便于护林员

在恶劣天气下或者晚上休息。

[0004] 现有的护林小屋一般都是采用木材或砖瓦等建材在地面上建立的小屋，这种护林

小屋的保暖性并不好，而且经常有蜘蛛、虫蛇等进入小屋内，从而对护林员的休息造成一定

的影响。

发明内容

[0005] 为解决现有的护林小屋采用建材建筑在地面上所导致的保暖性不好的问题，本发

明提供了一种窑洞式山区护林小屋，该护林小屋适用于山林或坡地，通过在山体或坡地的

侧壁上挖掘洞穴，并且在洞穴内设置多层结构的防潮保暖墙壁，不仅解决了防潮保暖的问

题，而且也能够有效防止蜘蛛、虫蛇等进入屋内。

[0006]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窑洞式山区护林小屋，该

小屋的主体为一山体侧壁上挖掘的洞穴，且贴紧洞穴的内壁设置防潮保暖墙壁，在洞穴的

入口设置有门板，所述防潮保暖墙壁为多层结构，且从紧贴洞穴内壁向外依次为铝合金层、

土坯层、枯枝落叶层、碎末填充层和木板层，其中，土坯层为粘土中加入杂草和水拌合后制

成的砖坯晒干后堆砌而成的墙体，枯枝落叶层为收集树林中的枯枝落叶晒干后堆积形成，

碎末填充层为草木灰、生石灰与晒干的锯末以重量比1-2∶5-7∶20-30的比例混合后压制而

成。

[0007] 所述门板的上方设置有连通洞穴与外部的换气管，换气管伸出洞穴的一端向下倾

斜且封闭形成向下倾斜的滴水檐，且滴水檐的最底端与换气管端部的底端形成向上倾斜的

坡面；在换气管位于洞穴外部分的底部密布有换气孔，换气管位于洞穴内的一端设置有换

气扇，换气扇由蓄电池驱动其工作，蓄电池的电量由设置在洞穴外部的太阳能电池板提供。

[0008] 所述洞穴内靠近入口的位置设置有壁炉，壁炉底部的篦板下方设置有进风通道，

进风通道的向下倾斜且与外部通过防护钢网连通，在进风通道靠近防护钢网处设置有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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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灰池；所述壁炉具有一排烟管道，排烟管道在碎末填充层或枯枝落叶层中弯曲排布后伸

出到洞穴外部，且其伸出到洞穴外部的一端向下倾斜，并在管道口位置设置有金属丝网。

[0009] 所述排烟管道上设置有与鼓风机连接的倾斜送风管，以使鼓风机催动排烟管道内

的气体排出，该鼓风机由蓄电池驱动其工作，而蓄电池的电量由设置在洞穴外部的太阳能

电池板提供。

[0010] 所述排烟管道位于碎末填充层或枯枝落叶层中的表面涂刷有抑菌剂，按照重量

比，该抑菌剂由3-5份楝树提取物、4-6份夹竹桃提取物、7-8份艾草粉、4-5份橘子叶粉、8-12

份香樟叶粉、5-7份硫磺、2-3份松香和18-24份二硫化碳混合而成；

[0011] 其中，艾草粉、橘子叶粉和香樟叶粉为艾草、橘子叶和香樟叶的绿色叶片烘干后磨

成的粒径不超过200目的细粉，所述楝树提取物和夹竹桃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分别将楝树

皮和夹竹桃叶子浸泡在质量浓度为30％的氯化钠溶液中6-8h，取出沥干后放入温度为-20

℃以下的冷冻室内冷冻40-60min，而后采用超声波将其粉碎制成楝树粉和夹竹桃粉，然后

再采用乙醇作为溶剂并以1-2ml/min的速度对两者分别进行渗漏提取，而后将得到的提取

液在80-85℃条件下浓缩至原体积的1/10后即得到楝树提取物和夹竹桃提取物，渗漏提取

时，楝树粉和夹竹桃粉与乙醇的比例为每1g楝树粉和夹竹桃粉对应12-16ml乙醇。

[0012] 所述碎末填充层中还含有罗勒、香茅和桉树叶按照重量比8-10∶5-7∶12-14混合后

粉碎得到的混合粉末，且混合粉末的质量为锯末质量的20-40％。

[0013] 所述铝合金层与洞穴内壁之间设置有防腐层，防腐层由粘合剂、氧化钙、硅藻土和

铵碱法制碱过程中排放的碱渣以10-20∶30-40∶5-10∶20-30的比例混合均匀后压制而成；

[0014] 所用的粘合剂的制备方法为，将猪粪晒干后磨粉，并与其重量8-10倍的水混合后

加入猪粪重量3-4％的二乙基羟胺，而后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煮沸5-10min，之后冷却、过滤

得到滤液，再将滤液浓缩至原体积的20％，最后将浓缩液与改性淀粉以7-9∶1-2的重量比混

合即制得粘合剂；所述改性淀粉的制备方法为，将淀粉加入到为其重量3-5倍的水中混合均

匀，然后向其中加入淀粉重量8-10％的锡偶联剂并用硫酸调节pH值至4-5，再向其中加入淀

粉重量1-3％的杜仲提取物，混合均匀后调节温度至60-65℃并保温2-3h，最后向其中加入

淀粉重量4-5％的硬脂酸，搅拌均匀后在100-110℃条件下烘干至恒重，即得到改性淀粉；所

述杜仲提取物为杜仲叶片在水中煮沸20-30min后过滤掉固体残渣所得的滤液蒸干最后得

到的粉末；

[0015] 所述杜仲提取物在制备时，先对杜仲叶片进行以下处理：

[0016] 1)将杜仲叶片用水清洗干净后浸泡到质量浓度为30％的氯化钠溶液中2h，而后捞

出并浸泡到质量浓度为35％的氢氧化钠溶液中20min，然后捞出并用清水冲洗干净；

[0017] 其中，杜仲叶片在氢氧化钠溶液中浸泡10min后，向溶液中施加功率为400W的微波

处理2min；

[0018] 2)将步骤1)中清水冲洗干净的杜仲叶片浸泡其重量3-5倍的清水中，然后向其中

加入杜仲叶片重量1％的纤维素酶，并静置3-4h，再将杜仲叶片捞出后用清水清洗干净即完

成对杜仲叶片的处理。

[0019] 所述铝合金层紧贴洞穴内壁的表面涂刷有防虫漆，该防虫漆通过在油漆中加入油

漆重量4-8％的防虫功能组分制成，按照重量比，所述防虫功能组分由7-9份的植物提取物、

5-7份的硫磺、3-5份的松香、10-12份的酒精和18-22份的二硫化碳混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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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其中的植物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将艾叶、香茅、罗勒、桉树皮和柏树叶以3-4∶5-7

∶8-9∶6-8∶2-3的重量比混合，而后浸泡在质量浓度为30％的氯化钠溶液中8-10h，取出沥干

后放入温度为-20℃以下的冷冻室内冷冻40-60min，再采用超声波将其粉碎制成植物混合

粉，然后采用乙醇作为溶剂并以1-2ml/min的速度对植物混合粉进行渗漏提取，并将得到的

提取液在80-85℃条件下浓缩至原体积的1/10后即得到植物提取物，渗漏提取时，植物混合

粉与乙醇的比例为每1g植物混合粉对应12-16ml乙醇。

[0021] 本发明中，在获得楝树提取物和夹竹桃提取物时，将楝树皮和夹竹桃叶子浸泡在

质量浓度为30％的氯化钠溶液中6-8h后，将其捞出后浸入质量浓度为35％的氢氧化钠溶液

中40min，然后捞出并用清水冲洗干净，再放入温度为-20℃以下的冷冻室内冷冻40-60min，

而且楝树皮和夹竹桃叶子在氢氧化钠溶液中浸泡10min后，向溶液中施加功率为400W的微

波处理2min；这样的操作是为了进一步的破坏细胞壁结构，从而使其中含有的成分能够更

加容易的渗出。

[0022] 本发明中，所述的防腐层中还含有氧化钙重量20-30％的碱性纸浆废液浓缩物，所

述的碱性纸浆废液浓缩物为造纸厂排出的碱性纸浆废液浓缩至原体积的20-30％后得到；

由于其中含有木质素衍生物、有机酸盐以及游离的氢氧化钠、硫化钠等，不仅能够抑制微生

物的生长，而且能够提供更好地粘结性能。

[0023] 本发明中，铝合金层与土坯层之间设置若干锚固件，从而使土坯层能够与铝合金

层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5] 1)本发明采用洞穴式结构，在山体侧壁上挖洞的方式作为小屋的主体结构，由于

是洞穴结构，本身就具有冬暖夏凉的保温功效，但是由于山体洞穴本身具有潮湿的特性，为

了改变洞穴的潮湿特性，并进一步增强保温特性且防止蛇虫蚂蚁等有害生物的侵扰，本发

明采用铝合金层、土坯层、枯枝落叶层、碎末填充层和木板层形成的复合结构作为墙壁，其

中的铝合金层和土坯层实际上作为骨架层存在，而后用收集树林中的枯枝落叶晒干后堆积

形成枯枝落叶层，收集草木灰、生石灰与晒干的锯末混合后压制而成碎末填充层，这两个层

不仅充分利用了林木资源的废弃物，而且能大幅度提高保温防潮特性，而且，由于碎末填充

层中含有生石灰和草木灰，能够起到抑菌、灭虫的作用；

[0026] 2)为了保证室内的通风条件，因此设置连通洞穴与外部的换气管，为了防止雨水

进入换气管，将换气管伸出洞穴的一端向下倾斜且封闭形成向下倾斜的滴水檐，且滴水檐

的最底端与换气管端部的底端形成向上倾斜的坡面；在换气管位于洞穴外部分的底部密布

有换气孔，这样可以避免虫蛇蜘蛛等通过换气管进入到室内；

[0027] 3)为了方便护林员生活，在洞穴靠近入口的位置设置壁炉，壁炉底部的篦板下设

置与外部相连通的进风通道，由于进风通道向下倾斜，不仅使得燃烧产生的草木灰不会堆

积影响进风，而且充分利用山风的特性，使其更加容易进入进风通道；在进风通道末端设置

防护钢网，可以防止动物进入到进风通道内，进风通道靠近防护钢网处设置弧形落灰池，可

以使滑落的草木灰在其中堆积，由护林员人工清理，防止燃烧的草木灰直接排出后引燃草

木；

[0028] 为了排出壁炉燃烧产生的烟气，并对其合理利用，在壁炉的侧部设置排烟管道，且

将排烟管道在碎末填充层或枯枝落叶层中弯曲排布后伸出到洞穴外部，这样可以使燃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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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烟气在排放过程中，能够将热量传递给碎末填充层或枯枝落叶层，从而保证了室内的

温度和干燥性；排烟管道伸出到洞穴外部的一端向下倾斜，并在管道口位置设置有金属丝

网，不仅能够防止雨水进入，而且也防止了鸟类、蛇虫类、蜘蛛的进入；

[0029] 为了增强排烟的能力，在排烟管道上设置与鼓风机连接的倾斜送风管，从而加速

了烟气的排出；而鼓风机的由蓄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配合发电供其工作，而且蓄电池的电

还能提供照明等用途；

[0030] 4)为了防止碎末填充层或枯枝落叶层中细菌的滋生，因此在排烟管道的管壁上涂

刷抑菌剂，该抑菌剂由楝树提取物、夹竹桃提取物、艾草粉、橘子叶粉、香樟叶粉、硫磺、松香

和二硫化碳混合而成，其中不仅含有多种刺激性气味的植物粉末或植物提取物，能够防止

细菌和虫蚁的滋生，而且抑菌剂涂刷在管道壁上，随管道壁温度的升高会加快挥发速度；而

在获得楝树提取物和夹竹桃提取物时，先将其浸泡到氯化钠溶液中，可以使细胞失水、初步

破坏细胞的结构，而后放入冷冻室内急速冷冻，使细胞内的部分有机成分和残存的液体结

晶化，进而破坏细胞壁结构，再用超声波粉碎后可以使细胞中含有的有效成分能够尽可能

的被提取出来；

[0031] 5)为了防止铝合金层被腐蚀，可以在铝合金层与洞穴内壁之间设置防腐层，防腐

层由粘合剂、氧化钙、硅藻土和铵碱法制碱过程中排放的碱渣混合后压制形成，其中的氧化

钙和碱渣具有强碱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土壤中的微生物和细菌的生长，从而对铝合

金层造成侵蚀；而粘合剂采用猪粪经过处理制成，首先猪粪经过含有二乙基羟胺的水在隔

绝空气条件下煮沸，不仅杀死了猪粪中的寄生卵和细菌，而且能有效消除猪粪的臭味，而后

过滤得到滤液浓缩，其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与改性淀粉混合后形成粘合剂，这

些粘合剂不仅能够使各物料结合紧密，而且能够防止碱渣的有害元素扩散到土壤中；

[0032] 本发明中，淀粉经改性后时，向其中加入杜仲提取物，杜仲提取物中含有的杜仲苷

具有多个极性官能团，性质活泼，在锡偶联剂和淀粉的作用下产生了与戊二醛相似的双醛

结构，从而使生成的改性淀粉与猪粪中的有机质充分结合，使其能够增强粘性，提高粘接能

力；

[0033] 6)本发明杜仲叶片依次经过氯化钠溶液和氢氧化钠溶液的浸泡，能够对表层的细

胞壁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从而使其内部细胞内的有效成分能够更容易的透过细胞膜和细

胞壁而析出，而且使其纤维素结构能够变得疏松，从而在后续被纤维素酶所酶解，进而能够

使其内部的有效成分能够有效的析出；同样的，在氢氧化钠溶液中浸泡时处以微波辅助，能

够有效去除杜仲叶片细胞壁中含有的木质素和戊聚糖，从而对细胞壁造成更大程度的破

坏，便于细胞内的有效成分能够通过细胞壁析出，最终提高了杜仲苷的提取获得率；

[0034] 7)本发明的碎末填充层中罗勒、香茅和桉树叶形成的混合粉末，这三种物质都具

有刺激性气味，能够起到驱虫的效果，而且在铝合金层的表面涂刷防虫漆，防虫漆中的功能

组分为艾叶、香茅、罗勒、桉树皮和柏树叶等功能性成分的提取物以及硫磺和松香等物，这

些成分溶于二硫化碳后再与普通的油漆混合，从而形成具有一定刺激性气味的防虫漆，从

而起到防虫、抑菌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3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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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图2为本发明防潮保暖墙壁的结构示意图；

[0037] 附图标记：1、山体侧壁，2、防潮保暖墙壁，201、铝合金层，202、土坯层，203、枯枝落

叶层，204、碎末填充层，205、木板层，3、防腐层，4、鼓风机，5、换气管，501、滴水檐，502、换气

扇，6、壁炉，601、篦板，7、进风通道，701、弧形落灰池，702、滑动板，703、弹簧，704、拉环，8、

防护钢网，9、排烟管道，901、倾斜送风管，902、金属丝网，10、太阳能电池板，11、蓄电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阐述。

[0039] 实施例1

[0040] 如图所示，一种窑洞式山区护林小屋，该小屋的主体为一山体侧壁1上挖掘的洞

穴，在挖掘洞穴时，可在其内部直接预留出一凸台作为床铺或桌子等，贴紧洞穴的内壁设置

防潮保暖墙壁2，在洞穴的入口设置有门板，所述防潮保暖墙壁2为多层结构，且从紧贴洞穴

内壁向外依次为铝合金层201、土坯层202、枯枝落叶层203、碎末填充层204和木板层205，一

般情况下，铝合金层201也可以用其它金属代替，如薄铁皮之类的，厚度一般为2mm即可，土

坯层202的厚度为5cm，枯枝落叶层203的厚度为10cm，碎末填充层204的厚度为5cm，木板层

205可以采用三合板等薄板材料；土坯层202为粘土中加入杂草和水拌合后制成的砖坯晒干

后堆砌而成的墙体，枯枝落叶层203为收集树林中的枯枝落叶晒干后堆积形成，碎末填充层

204为草木灰、生石灰与晒干的锯末以重量比1∶5∶20的比例混合后压制而成。

[0041] 以上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可在以上基础上做进一步的优化、改进和限定：

[0042] 如，所述门板的上方设置有连通洞穴与外部的换气管5，换气管5伸出洞穴的一端

向下倾斜且封闭形成向下倾斜的滴水檐501，且滴水檐501的最底端与换气管5端部的底端

形成向上倾斜的坡面；在换气管5位于洞穴外部分的底部密布有换气孔，换气管5位于洞穴

内的一端设置有换气扇502，换气扇502由蓄电池11驱动其工作，蓄电池11的电量由设置在

洞穴外部的太阳能电池板10提供；又如，所述洞穴内靠近入口的位置设置有壁炉6，壁炉6底

部的篦板601下方设置有进风通道7，进风通道7的向下倾斜且与外部通过防护钢网8连通，

在进风通道7靠近防护钢网8处设置有弧形落灰池701，防护钢网8可拆卸，以便于清理弧形

落灰池701内的积灰；所述壁炉6具有一排烟管道9，排烟管道9在碎末填充层204或枯枝落叶

层203中弯曲排布后伸出到洞穴外部，且其伸出到洞穴外部的一端向下倾斜，并在管道口位

置设置有金属丝网902；

[0043] 进一步的，所述进风通道7的底部滑动设置有金属制的滑动板702，且滑动板702位

于篦板601的下方，滑动板的一侧具有一倾斜的侧边，该侧边在弹簧703的作用下贴紧壁炉6

底部的侧壁，从而引导篦板601漏下的草木灰落到滑动板702上，滑动板702的底部通过穿过

防护钢网8的拉绳与拉环704连接，拉环704位于防护钢网8外部，从而使人能够拉动拉环704

带动滑动板702在进风通道7内滑动，使其上的草木灰落入到弧形落灰池701后，再弹簧703

的作用下返回原位；

[0044] 进一步的，排烟管道9呈S形来回排布在地面上，而后沿直线在侧壁和顶壁上穿行

排出；或者排烟管道9也可以是从壁炉6引出的若干条管道，最后在洞穴顶壁上汇集成一条

管道排出；

[0045] 再进一步的，所述排烟管道9上设置有与鼓风机4连接的倾斜送风管901，以使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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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4催动排烟管道9内的气体排出，该鼓风机4由蓄电池11驱动其工作，而蓄电池11的电量由

设置在洞穴外部的太阳能电池板10提供；

[0046] 更进一步的，所述排烟管道9位于碎末填充层204或枯枝落叶层203中的表面涂刷

有抑菌剂，按照重量比，该抑菌剂由3份楝树提取物、4份夹竹桃提取物、7份艾草粉、4份橘子

叶粉、8份香樟叶粉、5份硫磺、2份松香和18份二硫化碳混合而成，其中，艾草粉、橘子叶粉和

香樟叶粉为艾草、橘子叶和香樟叶的绿色叶片烘干后磨成的粒径不超过200目的细粉，所述

楝树提取物和夹竹桃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分别将楝树皮和夹竹桃叶子浸泡在质量浓度为

30％的氯化钠溶液中6h，取出沥干后放入温度为-20℃以下的冷冻室内冷冻40min，而后采

用超声波将其粉碎制成楝树粉和夹竹桃粉，然后再采用乙醇作为溶剂并以1ml/min的速度

对两者分别进行渗漏提取，而后将得到的提取液在80℃条件下浓缩至原体积的1/10后即得

到楝树提取物和夹竹桃提取物，渗漏提取时，楝树粉和夹竹桃粉与乙醇的比例为每1g楝树

粉和夹竹桃粉对应12ml乙醇；

[0047] 再如，所述铝合金层201与洞穴内壁之间设置有防腐层3，防腐层3由粘合剂、氧化

钙、硅藻土和铵碱法制碱过程中排放的碱渣以10∶30∶5∶20的比例混合均匀后压制而成；所

述粘合剂的制备方法为，将猪粪晒干后磨粉，并与其重量8倍的水混合后加入猪粪重量3％

的二乙基羟胺，而后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煮沸5min，之后冷却、过滤得到滤液，再将滤液浓

缩至原体积的20％，最后将浓缩液与改性淀粉以7∶1的重量比混合即制得粘合剂；所述改性

淀粉的制备方法为，将淀粉加入到为其重量3倍的水中混合均匀，然后向其中加入淀粉重量

8％的锡偶联剂并用硫酸调节pH值至4，再向其中加入淀粉重量1％的杜仲提取物，混合均匀

后调节温度至60℃并保温2h，最后向其中加入淀粉重量4％的硬脂酸，搅拌均匀后在100℃

条件下烘干至恒重，即得到改性淀粉；所述杜仲提取物为杜仲叶片在水中煮沸20min后过滤

掉固体残渣所得的滤液蒸干最后得到的粉末；

[0048] 进一步的，所述杜仲提取物在制备时，先对杜仲叶片进行以下处理：

[0049] 1)将杜仲叶片用水清洗干净后浸泡到质量浓度为30％的氯化钠溶液中2h，而后捞

出并浸泡到质量浓度为35％的氢氧化钠溶液中20min，然后捞出并用清水冲洗干净；

[0050] 其中，杜仲叶片在氢氧化钠溶液中浸泡10min后，向溶液中施加功率为400W的微波

处理2min；

[0051] 2)将步骤1)中清水冲洗干净的杜仲叶片浸泡其重量3倍的清水中，然后向其中加

入杜仲叶片重量1％的纤维素酶，并静置3h，再将杜仲叶片捞出后用清水清洗干净即完成对

杜仲叶片的处理；

[0052] 又再如，所述碎末填充层204中还含有罗勒、香茅和桉树叶按照重量比8∶5∶12混合

后粉碎得到的混合粉末，且混合粉末的质量为锯末质量的20％；

[0053] 最后，所述铝合金层201紧贴洞穴内壁的表面涂刷有防虫漆，该防虫漆通过在油漆

中加入油漆重量4％的防虫功能组分制成，按照重量比，所述防虫功能组分由7份的植物提

取物、5份的硫磺、3份的松香、10份的酒精和18份的二硫化碳混合而成，其中的植物提取物

的制备方法为，将艾叶、香茅、罗勒、桉树皮和柏树叶以3∶5∶8∶6∶2的重量比混合，而后浸泡

在质量浓度为30％的氯化钠溶液中8h，取出沥干后放入温度为-20℃以下的冷冻室内冷冻

40min，再采用超声波将其粉碎制成植物混合粉，然后采用乙醇作为溶剂并以1ml/min的速

度对植物混合粉进行渗漏提取，并将得到的提取液在80℃条件下浓缩至原体积的1/10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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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植物提取物，渗漏提取时，植物混合粉与乙醇的比例为每1g植物混合粉对应12ml乙醇。

[0054] 实施例2

[0055] 如图所示，一种窑洞式山区护林小屋，该小屋的主体为一山体侧壁1上挖掘的洞

穴，在挖掘洞穴时，可在其内部直接预留出一凸台作为床铺或桌子等，贴紧洞穴的内壁设置

防潮保暖墙壁2，在洞穴的入口设置有门板，所述防潮保暖墙壁2为多层结构，且从紧贴洞穴

内壁向外依次为铝合金层201、土坯层202、枯枝落叶层203、碎末填充层204和木板层205，一

般情况下，铝合金层201也可以用其它金属代替，如薄铁皮之类的，厚度一般为2mm即可，土

坯层202的厚度为15cm，枯枝落叶层203的厚度为20cm，碎末填充层204的厚度为10cm，木板

层205可以采用三合板等薄板材料；土坯层202为粘土中加入杂草和水拌合后制成的砖坯晒

干后堆砌而成的墙体，枯枝落叶层203为收集树林中的枯枝落叶晒干后堆积形成，碎末填充

层204为草木灰、生石灰与晒干的锯末以重量比2∶7∶30的比例混合后压制而成。

[0056] 以上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可在以上基础上做进一步的优化、改进和限定：

[0057] 如，所述门板的上方设置有连通洞穴与外部的换气管5，换气管5伸出洞穴的一端

向下倾斜且封闭形成向下倾斜的滴水檐501，且滴水檐501的最底端与换气管5端部的底端

形成向上倾斜的坡面；在换气管5位于洞穴外部分的底部密布有换气孔，换气管5位于洞穴

内的一端设置有换气扇502，换气扇502由蓄电池11驱动其工作，蓄电池11的电量由设置在

洞穴外部的太阳能电池板10提供；又如，所述洞穴内靠近入口的位置设置有壁炉6，壁炉6底

部的篦板601下方设置有进风通道7，进风通道7的向下倾斜且与外部通过防护钢网8连通，

在进风通道7靠近防护钢网8处设置有弧形落灰池701，防护钢网8可拆卸，以便于清理弧形

落灰池701内的积灰；所述壁炉6具有一排烟管道9，排烟管道9在碎末填充层204或枯枝落叶

层203中弯曲排布后伸出到洞穴外部，且其伸出到洞穴外部的一端向下倾斜，并在管道口位

置设置有金属丝网902；

[0058] 进一步的，所述进风通道7的底部滑动设置有金属制的滑动板702，且滑动板702位

于篦板601的下方，滑动板的一侧具有一倾斜的侧边，该侧边在弹簧703的作用下贴紧壁炉6

底部的侧壁，从而引导篦板601漏下的草木灰落到滑动板702上，滑动板702的底部通过穿过

防护钢网8的拉绳与拉环704连接，拉环704位于防护钢网8外部，从而使人能够拉动拉环704

带动滑动板702在进风通道7内滑动，使其上的草木灰落入到弧形落灰池701后，再弹簧703

的作用下返回原位；

[0059] 进一步的，排烟管道9呈S形来回排布在地面上，而后沿直线在侧壁和顶壁上穿行

排出；或者排烟管道9也可以是从壁炉6引出的若干条管道，最后在洞穴顶壁上汇集成一条

管道排出；

[0060] 进一步的，所述排烟管道9上设置有与鼓风机4连接的倾斜送风管901，以使鼓风机

4催动排烟管道9内的气体排出，该鼓风机4由蓄电池11驱动其工作，而蓄电池11的电量由设

置在洞穴外部的太阳能电池板10提供；

[0061] 更进一步的，所述排烟管道9位于碎末填充层204或枯枝落叶层203中的表面涂刷

有抑菌剂，按照重量比，该抑菌剂由5份楝树提取物、6份夹竹桃提取物、8份艾草粉、5份橘子

叶粉、12份香樟叶粉、7份硫磺、3份松香和24份二硫化碳混合而成，其中，艾草粉、橘子叶粉

和香樟叶粉为艾草、橘子叶和香樟叶的绿色叶片烘干后磨成的粒径不超过200目的细粉，所

述楝树提取物和夹竹桃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分别将楝树皮和夹竹桃叶子浸泡在质量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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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30％的氯化钠溶液中8h，取出沥干后放入温度为-20℃以下的冷冻室内冷冻60min，而后

采用超声波将其粉碎制成楝树粉和夹竹桃粉，然后再采用乙醇作为溶剂并以2ml/min的速

度对两者分别进行渗漏提取，而后将得到的提取液在85℃条件下浓缩至原体积的1/10后即

得到楝树提取物和夹竹桃提取物，渗漏提取时，楝树粉和夹竹桃粉与乙醇的比例为每1g楝

树粉和夹竹桃粉对应16ml乙醇；

[0062] 再如，所述铝合金层201与洞穴内壁之间设置有防腐层3，防腐层3由粘合剂、氧化

钙、硅藻土和铵碱法制碱过程中排放的碱渣以20∶40∶10∶30的比例混合均匀后压制而成；所

述粘合剂的制备方法为，将猪粪晒干后磨粉，并与其重量10倍的水混合后加入猪粪重量4％

的二乙基羟胺，而后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煮沸10min，之后冷却、过滤得到滤液，再将滤液浓

缩至原体积的20％，最后将浓缩液与改性淀粉以9∶2的重量比混合即制得粘合剂；所述改性

淀粉的制备方法为，将淀粉加入到为其重量5倍的水中混合均匀，然后向其中加入淀粉重量

10％的锡偶联剂并用硫酸调节pH值至5，再向其中加入淀粉重量3％的杜仲提取物，混合均

匀后调节温度至65℃并保温3h，最后向其中加入淀粉重量5％的硬脂酸，搅拌均匀后在110

℃条件下烘干至恒重，即得到改性淀粉；所述杜仲提取物为杜仲叶片在水中煮沸30min后过

滤掉固体残渣所得的滤液蒸干最后得到的粉末；

[0063] 进一步的，所述杜仲提取物在制备时，先对杜仲叶片进行以下处理：

[0064] 1)将杜仲叶片用水清洗干净后浸泡到质量浓度为30％的氯化钠溶液中2h，而后捞

出并浸泡到质量浓度为35％的氢氧化钠溶液中20min，然后捞出并用清水冲洗干净；

[0065] 其中，杜仲叶片在氢氧化钠溶液中浸泡10min后，向溶液中施加功率为400W的微波

处理2min；

[0066] 2)将步骤1)中清水冲洗干净的杜仲叶片浸泡其重量5倍的清水中，然后向其中加

入杜仲叶片重量1％的纤维素酶，并静置4h，再将杜仲叶片捞出后用清水清洗干净即完成对

杜仲叶片的处理；

[0067] 又再如，所述碎末填充层204中还含有罗勒、香茅和桉树叶按照重量比10∶7∶14混

合后粉碎得到的混合粉末，且混合粉末的质量为锯末质量的40％；

[0068] 最后，所述铝合金层201紧贴洞穴内壁的表面涂刷有防虫漆，该防虫漆通过在油漆

中加入油漆重量8％的防虫功能组分制成，按照重量比，所述防虫功能组分由9份的植物提

取物、7份的硫磺、5份的松香、12份的酒精和22份的二硫化碳混合而成，其中的植物提取物

的制备方法为，将艾叶、香茅、罗勒、桉树皮和柏树叶以4∶7∶9∶8∶3的重量比混合，而后浸泡

在质量浓度为30％的氯化钠溶液中10h，取出沥干后放入温度为-20℃以下的冷冻室内冷冻

60min，再采用超声波将其粉碎制成植物混合粉，然后采用乙醇作为溶剂并以2ml/min的速

度对植物混合粉进行渗漏提取，并将得到的提取液在85℃条件下浓缩至原体积的1/10后即

得到植物提取物，渗漏提取时，植物混合粉与乙醇的比例为每1g植物混合粉对应16ml乙醇。

[0069] 实施例3

[0070] 如图所示，一种窑洞式山区护林小屋，该小屋的主体为一山体侧壁1上挖掘的洞

穴，在挖掘洞穴时，可在其内部直接预留出一凸台作为床铺或桌子等，贴紧洞穴的内壁设置

防潮保暖墙壁2，在洞穴的入口设置有门板，所述防潮保暖墙壁2为多层结构，且从紧贴洞穴

内壁向外依次为铝合金层201、土坯层202、枯枝落叶层203、碎末填充层204和木板层205，一

般情况下，铝合金层201也可以用其它金属代替，如薄铁皮之类的，厚度一般为2mm即可，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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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层202的厚度为10cm，枯枝落叶层203的厚度为15cm，碎末填充层204的厚度为8cm，木板层

205可以采用三合板等薄板材料；土坯层202为粘土中加入杂草和水拌合后制成的砖坯晒干

后堆砌而成的墙体，枯枝落叶层203为收集树林中的枯枝落叶晒干后堆积形成，碎末填充层

204为草木灰、生石灰与晒干的锯末以重量比1.5∶6∶25的比例混合后压制而成。

[0071] 以上为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可在以上基础上做进一步的优化、改进和限定：

[0072] 如，所述门板的上方设置有连通洞穴与外部的换气管5，换气管5伸出洞穴的一端

向下倾斜且封闭形成向下倾斜的滴水檐501，且滴水檐501的最底端与换气管5端部的底端

形成向上倾斜的坡面；在换气管5位于洞穴外部分的底部密布有换气孔，换气管5位于洞穴

内的一端设置有换气扇502，换气扇502由蓄电池11驱动其工作，蓄电池11的电量由设置在

洞穴外部的太阳能电池板10提供；又如，所述洞穴内靠近入口的位置设置有壁炉6，壁炉6底

部的篦板601下方设置有进风通道7，进风通道7的向下倾斜且与外部通过防护钢网8连通，

在进风通道7靠近防护钢网8处设置有弧形落灰池701，防护钢网8可拆卸，以便于清理弧形

落灰池701内的积灰；所述壁炉6具有一排烟管道9，排烟管道9在碎末填充层204或枯枝落叶

层203中弯曲排布后伸出到洞穴外部，且其伸出到洞穴外部的一端向下倾斜，并在管道口位

置设置有金属丝网902；

[0073] 进一步的，所述进风通道7的底部滑动设置有金属制的滑动板702，且滑动板702位

于篦板601的下方，滑动板的一侧具有一倾斜的侧边，该侧边在弹簧703的作用下贴紧壁炉6

底部的侧壁，从而引导篦板601漏下的草木灰落到滑动板702上，滑动板702的底部通过穿过

防护钢网8的拉绳与拉环704连接，拉环704位于防护钢网8外部，从而使人能够拉动拉环704

带动滑动板702在进风通道7内滑动，使其上的草木灰落入到弧形落灰池701后，再弹簧703

的作用下返回原位；

[0074] 进一步的，排烟管道9呈S形来回排布在地面上，而后沿直线在侧壁和顶壁上穿行

排出；或者排烟管道9也可以是从壁炉6引出的若干条管道，最后在洞穴顶壁上汇集成一条

管道排出；

[0075] 进一步的，所述排烟管道9上设置有与鼓风机4连接的倾斜送风管901，以使鼓风机

4催动排烟管道9内的气体排出，该鼓风机4由蓄电池11驱动其工作，而蓄电池11的电量由设

置在洞穴外部的太阳能电池板10提供；

[0076] 更进一步的，所述排烟管道9位于碎末填充层204或枯枝落叶层203中的表面涂刷

有抑菌剂，按照重量比，该抑菌剂由4份楝树提取物、5份夹竹桃提取物、7.5份艾草粉、4.5份

橘子叶粉、10份香樟叶粉、6份硫磺、2.5份松香和20份二硫化碳混合而成，其中，艾草粉、橘

子叶粉和香樟叶粉为艾草、橘子叶和香樟叶的绿色叶片烘干后磨成的粒径不超过200目的

细粉，所述楝树提取物和夹竹桃提取物的制备方法为，分别将楝树皮和夹竹桃叶子浸泡在

质量浓度为30％的氯化钠溶液中6-8h，取出沥干后放入温度为-20℃以下的冷冻室内冷冻

45min，而后采用超声波将其粉碎制成楝树粉和夹竹桃粉，然后再采用乙醇作为溶剂并以

1.5ml/min的速度对两者分别进行渗漏提取，而后将得到的提取液在83℃条件下浓缩至原

体积的1/10后即得到楝树提取物和夹竹桃提取物，渗漏提取时，楝树粉和夹竹桃粉与乙醇

的比例为每1g楝树粉和夹竹桃粉对应14ml乙醇；

[0077] 再如，所述铝合金层201与洞穴内壁之间设置有防腐层3，防腐层3由粘合剂、氧化

钙、硅藻土和铵碱法制碱过程中排放的碱渣以15∶35∶7.5∶25的比例混合均匀后压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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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粘合剂的制备方法为，将猪粪晒干后磨粉，并与其重量9倍的水混合后加入猪粪重量3-

4％的二乙基羟胺，而后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煮沸8min，之后冷却、过滤得到滤液，再将滤液

浓缩至原体积的20％，最后将浓缩液与改性淀粉以8∶1.5的重量比混合即制得粘合剂；所述

改性淀粉的制备方法为，将淀粉加入到为其重量4倍的水中混合均匀，然后向其中加入淀粉

重量9％的锡偶联剂并用硫酸调节pH值至4.5，再向其中加入淀粉重量2％的杜仲提取物，混

合均匀后调节温度至63℃并保温2.5h，最后向其中加入淀粉重量4.5％的硬脂酸，搅拌均匀

后在105℃条件下烘干至恒重，即得到改性淀粉；所述杜仲提取物为杜仲叶片在水中煮沸

25min后过滤掉固体残渣所得的滤液蒸干最后得到的粉末；

[0078] 进一步的，所述杜仲提取物在制备时，先对杜仲叶片进行以下处理：

[0079] 1)将杜仲叶片用水清洗干净后浸泡到质量浓度为30％的氯化钠溶液中2h，而后捞

出并浸泡到质量浓度为35％的氢氧化钠溶液中20min，然后捞出并用清水冲洗干净；

[0080] 其中，杜仲叶片在氢氧化钠溶液中浸泡10min后，向溶液中施加功率为400W的微波

处理2min；

[0081] 2)将步骤1)中清水冲洗干净的杜仲叶片浸泡其重量4倍的清水中，然后向其中加

入杜仲叶片重量1％的纤维素酶，并静置3.5h，再将杜仲叶片捞出后用清水清洗干净即完成

对杜仲叶片的处理；

[0082] 又再如，所述碎末填充层204中还含有罗勒、香茅和桉树叶按照重量比9∶6∶13混合

后粉碎得到的混合粉末，且混合粉末的质量为锯末质量的30％；

[0083] 最后，所述铝合金层201紧贴洞穴内壁的表面涂刷有防虫漆，该防虫漆通过在油漆

中加入油漆重量6％的防虫功能组分制成，按照重量比，所述防虫功能组分由8份的植物提

取物、6份的硫磺、4份的松香、11份的酒精和20份的二硫化碳混合而成，其中的植物提取物

的制备方法为，将艾叶、香茅、罗勒、桉树皮和柏树叶以3.5∶6∶8.5∶7∶2.5的重量比混合，而

后浸泡在质量浓度为30％的氯化钠溶液中9h，取出沥干后放入温度为-20℃以下的冷冻室

内冷冻50min，再采用超声波将其粉碎制成植物混合粉，然后采用乙醇作为溶剂并以1.5ml/

min的速度对植物混合粉进行渗漏提取，并将得到的提取液在83℃条件下浓缩至原体积的

1/10后即得到植物提取物，渗漏提取时，植物混合粉与乙醇的比例为每1g植物混合粉对应

14ml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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