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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具有外

墙、内墙、安装于外墙和内墙的上部的上层加固

圈、安装于外墙和内墙的下部的下层加固圈、连

接上层加固圈和下层加固圈的呈竖向设置的多

根预应力锚索、安装于上层加固圈的对每根预应

力锚索的上端进行锚固的多个第一锚头、安装于

下层加固圈的对每根预应力锚索的下端进行锚

固的多个第二锚头、与多根预应力锚索相对应的

多条凹槽。本发明通过钢板对土窑民居墙体用预

应力锚索进行拉结，实现了土窑民居内墙、外墙，

横向、竖向的加固，使墙体具备更高的强度与整

体性，增加了土窑民居墙体的稳定性，提高了土

窑民居的安全性，它方便实用、操作简单，所用材

料常规且经济，节能环保，适用于大规模的土窑

民居整体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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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具有外墙（1）、内墙（2），所述外墙（1）为四面墙

体，内墙（2）为若干面墙体即若干个内墙体，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

构还具有安装于外墙（1）和内墙（2）的上部的上层加固圈（101）、安装于外墙（1）和内墙（2）

的下部的下层加固圈（102）、连接上层加固圈和下层加固圈的呈竖向设置的多根预应力锚

索（15）、安装于上层加固圈的对每根预应力锚索（15）的上端进行锚固的多个第一锚头（3）、

安装于下层加固圈的对每根预应力锚索（15）的下端进行锚固的多个第二锚头（3′）、与多根

预应力锚索（15）一一相对应的多条凹槽（7′）；

所述的上层加固圈（101）具有多个第一垫板（4）、两根横向外侧用第一预应力锚索（5）、

两根横向内侧用第二预应力锚索（6）、两根纵向外侧用第三预应力锚索（8）、多根纵向用第

四预应力锚索（9）、与两根横向内侧用第二预应力锚索（6）配套使用的总共四根横向用第一

尼龙杆（14）、与多根纵向用第四预应力锚索（9）配套使用的多根纵向用第二尼龙杆（11）、多

个第三锚头（10）、多条第一开口槽（7）；

所述多个第一垫板（4）皆设于外墙（1）的四面墙体的外侧，这多个第一垫板的安装位置

是，外墙（1）的四个端角各设置一个第一垫板、且在与每面内墙相对应处外墙的前后两面墙

体各设置一个第一垫板；所述多条第一开口槽（7）的设置位置是，在与所述多个第一垫板

（4）相对应位置，外墙（1）的每面墙体的内外侧、内墙的每面墙体的左右两侧皆具有一条第

一开口槽（7）；

所述两根横向外侧用第一预应力锚索（5）、两根横向内侧用第二预应力锚索（6）、两根

纵向外侧用第三预应力锚索（8）、多根纵向用第四预应力锚索（9）、四根横向用第一尼龙杆

（14）、多根纵向用第二尼龙杆（11）、多个第三锚头（10）的设置位置及连接结构是，每根横向

内侧用第二预应力锚索（6）的两端各通过一个第一锚具（12）连接一根横向用第一尼龙杆

（14）而形成尼龙杆配合锚索的一个横向用第一组合件，每根纵向用第四预应力锚索（9）的

两端各通过一个第二锚具（13）连接一根纵向用第二尼龙杆（11）而形成尼龙杆配合锚索的

一个纵向用第二组合件；外墙（1）的前后两面墙体的外侧的两条所述第一开口槽（7）内各安

装一根横向外侧用第一预应力锚索（5），每根横向外侧用第一预应力锚索的两端分别穿过

与其相对应的外墙的左右两面墙体上的第一垫板的贯通孔并各由一个第三锚头（10）锚固，

外墙（1）的左右两面墙体的外侧的两条所述第一开口槽（7）内各安装一根纵向外侧用第三

预应力锚索（8），每根纵向外侧用第三预应力锚索的两端分别穿过与其相对应的外墙的前

后两面墙体上的第一垫板的贯通孔并各由一个第三锚头（10）锚固；外墙（1）的前后两面墙

体的内侧的两条所述第一开口槽（7）内各设置一个横向用第一组合件中的横向内侧用第二

预应力锚索（6），每个横向用第一组合件中的两根横向用第一尼龙杆（14）分别穿过第一垫

板（4）的插入孔还穿过外墙（1）的左右两面墙体上的钻孔、且横向内侧用第二预应力锚索

（6）的两端各穿过一根横向用第一尼龙杆（14）上的预留孔并用上述第一锚具（12）紧固而连

接在一起,每根横向用第一尼龙杆（14）的外端头皆由与其相对应的第一垫板（4）限位；外墙

（1）的左右两面墙体的内侧的两条所述第一开口槽（7）内、内墙的每面墙体的左右两侧的两

条所述第一开口槽（7）内各设置一个纵向用第二组合件中的纵向用第四预应力锚索（9），每

个纵向用第二组合件中的两根纵向用第二尼龙杆（11）分别穿过第一垫板（4）的插入孔还穿

过外墙（1）的前后两面墙体上的钻孔、且纵向用第四预应力锚索（9）的两端各穿过一根纵向

用第二尼龙杆（11）上的预留孔并用上述第二锚具（13）紧固而连接在一起,每根纵向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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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龙杆（11）的外端头皆由与其相对应的第一垫板（4）限位；

所述的下层加固圈（102）具有多个第二垫板（4′）、多个槽型护角板（4″）、两根横向外侧

用第五预应力锚索（5′）、两根横向内侧用第六预应力锚索（6′）、两根纵向外侧用第七预应

力锚索（8′）、两根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9′）、位于每面内墙的左右两侧的洞口处的

总共多根纵向用预应力锚索（9″）、与两根横向内侧用第六预应力锚索（6′）配套使用的总共

四根横向用第三尼龙杆（14′）、与两根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9′）配套使用的总共四

根纵向用第四尼龙杆（11′）、与多根纵向用预应力锚索（9″）配套使用的多根纵向用第五尼

龙杆（11″）、多个第四锚头（10′）、多条第二开口槽（7″）；

所述多个第二垫板（4′）与多个第一垫板（4）一一相对应，所述多个第二垫板（4′）皆设

于外墙（1）的四面墙体的外侧，这多个第二垫板的安装位置是，外墙（1）的四个端角各设置

一个第二垫板、且在与每面内墙相对应处外墙的前后两面墙体各设置一个第二垫板；所述

多个槽型护角板（4″）的安装位置是，在每面内墙的洞口处的前后墙壁上各设置一个槽型护

角板（4″）；所述多条第二开口槽（7″）的设置位置是，在与所述多个第二垫板（4′）相对应位

置，外墙（1）的每面墙体的内外侧皆具有一条第二开口槽（7″），且在与所述多个槽型护角板

（4″）相对应位置，内墙的洞口处的每面墙体的左右两侧皆具有一条第二开口槽（7″）；

所述两根横向外侧用第五预应力锚索（5′）、两根横向内侧用第六预应力锚索（6′）、两

根纵向外侧用第七预应力锚索（8′）、两根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9′）、多根纵向用预

应力锚索（9″）、四根横向用第三尼龙杆（14′）、四根纵向用第四尼龙杆（11′）、多个第四锚头

（10′）的设置位置及连接结构是，每根横向内侧用第六预应力锚索（6′）的两端各通过一个

第三锚具（12′）连接一根横向用第三尼龙杆（14′）而形成尼龙杆配合锚索的一个横向用第

三组合件，每根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9′）的两端各通过一个第四锚具（13′）连接一

根纵向用第四尼龙杆（11′）而形成尼龙杆配合锚索的一个纵向用第四组合件，每根纵向用

预应力锚索（9″）的外端通过一个第五锚具（13a）连接一根纵向用第五尼龙杆（11″）而形成

尼龙杆配合锚索的一个纵向用第五组合件；外墙（1）的前后两面墙体的外侧的两条所述第

二开口槽（7″）内各安装一根横向外侧用第五预应力锚索（5′），每根横向外侧用第五预应力

锚索的两端分别穿过与其相对应的外墙的左右两面墙体上的第二垫板的贯通孔并各由一

个第四锚头（10′）锚固，外墙（1）的左右两面墙体的外侧的两条所述第二开口槽（7″）内各安

装一根纵向外侧用第七预应力锚索（8′），每根纵向外侧用第七预应力锚索的两端分别穿过

与其相对应的外墙的前后两面墙体上的第二垫板的贯通孔并各由一个第四锚头（10′）锚

固；外墙（1）的前后两面墙体的内侧的两条所述第二开口槽（7″）内各设置一个横向用第三

组合件中的横向内侧用第六预应力锚索（6′），每个横向用第三组合件中的两根横向用第三

尼龙杆（14′）分别穿过第二垫板（4′）的插入孔还穿过外墙（1）的左右两面墙体上的钻孔、且

横向内侧用第六预应力锚索（6′）的两端各穿过一根横向用第三尼龙杆（14′）上的预留孔并

用上述第三锚具（12′）紧固而连接在一起,每根横向用第三尼龙杆（14′）的外端头皆由与其

相对应的第二垫板（4′）限位；外墙（1）的左右两面墙体的内侧的两条所述第二开口槽（7″）

内各设置一个纵向用第四组合件中的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9′），每个纵向用第四组

合件中的两根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9′）分别穿过第二垫板（4′）的插入孔还穿过外

墙（1）的前后两面墙体上的钻孔、且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9′）的两端各穿过一根纵

向用第四尼龙杆（11′）上的预留孔并用上述第四锚具（13′）紧固而连接在一起,每根纵向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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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尼龙杆（11′）的外端头皆由与其相对应的第二垫板（4′）限位；内墙的洞口处的每面墙

体的左右两侧的两条所述第二开口槽（7″）内各设置一个纵向用第五组合件中的纵向用预

应力锚索（9″），每个纵向用第五组合件中的一根纵向用第五尼龙杆（11″）穿过第二垫板

（4′）的插入孔还穿过外墙（1）的前面墙体或者后面墙体、且纵向用预应力锚索（9″）的一端

穿过纵向用第五尼龙杆（11″）上的预留孔并用上述第五锚具（13a）紧固而连接在一起，纵向

用预应力锚索（9″）的另一端穿过与其相对应的槽型护角板（4″）上的连接孔并由第六锚具

（13b）锚固，每根纵向用第五尼龙杆（11″）的外端头皆由与其相对应的第二垫板（4′）限位；

所述多条凹槽（7′）的设置位置是，在与每个第一垫板（4）的中间位置相对应处，外墙

（1）的每面墙体的外侧皆具有呈竖向设置的一条凹槽（7′），每条凹槽（7′）由第一垫板（4）的

位置处延伸至与其相对应的第二垫板（4′）的位置处；多根预应力锚索（15）、多个第一锚头

（3）、多个第二锚头（3′）的安装位置是，每条凹槽（7′）内皆设置有与其相对应的一根预应力

锚索（15），每根所述预应力锚索（15）的上端穿过第一垫板（4）上的中间孔洞并由第一锚头

（3）锚固，每根所述预应力锚索（15）的下端穿过第二垫板（4′）上的中间孔洞并由第二锚头

（3′）锚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每个第一垫板

（4）、每个第二垫板（4′）皆为长方体形钢板，每个第一垫板、每个第二垫板的长度比外墙的

厚度或者内墙的厚度大8cm，每个第一垫板、每个第二垫板的宽度皆为15cm~20cm，每个第一

垫板、每个第二垫板的厚度皆为3mm~5mm；每个槽型护角板（4″）皆为槽型钢板，每个槽型护

角板（4″）的长度与内墙的厚度相同，每个槽型护角板（4″）的宽度、所述槽型钢板的厚度与

第一垫板（4）的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外墙（1）的左右两

面墙体上的钻孔的直径、外墙（1）的前后两面墙体上的钻孔的直径皆为2cm~3cm，每根横向

用第一尼龙杆（14）、每根纵向用第二尼龙杆（11）、每根横向用第三尼龙杆（14′）、每根纵向

用第四尼龙杆（11′）、每根纵向用第五尼龙杆（11″）在与外墙（1）的所述钻孔相配合处的直

径比所述钻孔的直径小1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每根预应力锚索

（15）、每根所述第一预应力锚索至每根所述第八预应力锚索的直径皆为3mm~5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每条第一开口槽

（7）、每条第二开口槽（7″）、每条凹槽（7′）的宽度为5mm~10mm，深度为5cm~10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每根预应力锚索

（15）、每根所述第一预应力锚索至每根所述第八预应力锚索的张拉预应力为5kN~15k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其特征在于每条第一开口槽

（7）内、每条第二开口槽（7″）内、每条凹槽（7′）内皆注有玻璃胶填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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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土窑民居加固装置，具体是一种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

属于传统土窑民居的修缮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古老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农民对黄土地倾注的大量的情感，加之几千年来人类

智慧的结晶，土窑民居应运而生，并在人类生存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土窑民居在当

时乃至今日，依然作为一种不可获取的居所，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

[0003] 土窑民居的墙体采用墙筛夯筑而成，这种施工工艺造成作为主要承重材料的墙体

整体性并不理想。纵、横夯块间的连接部位，外墙与内墙的连接部位均为墙体的薄弱环节，

一旦发生大雪或地震等自然灾害，墙体在外界荷载作用下极有可能发生开裂或坍塌。因此，

需要对土窑民居墙体进行加固，以防止墙体发生开裂、坍塌。

[0004] 发明人检索到以下相关专利文献：CN103993755A公开了一种加强古民居建筑墙柱

连接的加固结构及方法，考虑大量古民居建筑外部围护墙与内部承载柱之间缺少有效连接

的特点，采用场外预制构件、现场以构件组装为主的加固方案对墙柱连接进行加固，提高古

民居建筑的整体性能，防止倒塌。该发明能够加强古民居建筑墙柱之间的连接，提高结构整

体性，有效防止古民居建筑整体失稳而连续倒塌。同时它具有可逆化程度高，现场无明火作

业、操作简单，应用方便，适用性强、对古民居建筑本体无损坏等优点，在古民居建筑受到地

震、强风以及人为作用影响时，能起到有效地保护作用，适用于内部木结构承重，外部围护

墙的传统古民居建筑结构体系。CN105275222A公开了一种生土填芯型传统民居墙体加固结

构及加固方法，该结构包括固定钢板、横向钢筋和竖向钢筋，固定钢板两两一组，分别设置

于墙体两侧的砖柱上，每组固定钢板位于同一水平位置；每组固定钢板之间，通过两条横向

钢筋拉结固定，两条横向钢筋分别位于墙体的内、外墙面上；在墙体的内、外墙面上还分别

设有竖向钢筋，竖向钢筋与横向钢筋相垂直，分别与由下至上的所有横向钢筋焊接固定在

一起。该发明的加固结构和方法能够在夯土墙和砖柱之间增加有效连接，使墙体与砖柱形

成有效拉结，从而有效抑制生土与砖柱之间裂缝的扩展，进而起到提高生土填芯型墙体抗

剪性能的作用，能够提高生土与砖柱的整体性、稳定性。

[0005] 以上这些技术对于如何使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安全性更高，同时方便实

用、操作简单，所用材料常规且经济，并未给出具体的指导方案。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它能实

现土窑民居内墙、外墙，横向、竖向的加固，使墙体具备更高的强度与整体性，从而有效提高

土窑民居的安全性，同时它方便实用、操作简单，所用材料常规且经济，适用于大规模的土

窑民居整体加固。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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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一种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具有外墙、内墙，所述外墙为四面墙体，内墙

为若干面墙体即若干个内墙体（可以是两个内墙体，也就是两面墙体），其技术方案在于所

述的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还具有安装于外墙和内墙的上部的上层加固圈、安装于

外墙和内墙的下部的下层加固圈、连接上层加固圈和下层加固圈的呈竖向设置的多根预应

力锚索、安装于上层加固圈的对每根预应力锚索的上端进行锚固的多个第一锚头、安装于

下层加固圈的对每根预应力锚索的下端进行锚固的多个第二锚头、与多根预应力锚索一一

相对应的多条凹槽（多条沟槽）；所述的上层加固圈、下层加固圈皆呈横向设置，预应力锚索

为预应力钢绞线，第一锚头、第二锚头可为钢绞线夹片式锚具。

[0009] 所述的上层加固圈具有多个第一垫板、两根横向外侧用第一预应力锚索、两根横

向内侧用第二预应力锚索、两根纵向外侧用第三预应力锚索、多根纵向用第四预应力锚索、

与两根横向内侧用第二预应力锚索配套使用的总共四根横向用第一尼龙杆、与多根纵向用

第四预应力锚索配套使用的多根纵向用第二尼龙杆、多个第三锚头、多条第一开口槽（多条

沟槽）；所述第一预应力锚索至第四预应力锚索皆为预应力钢绞线，第三锚头可为钢绞线夹

片式锚具。

[0010] 所述多个第一垫板皆设于外墙的四面墙体的外侧，这多个第一垫板的安装位置

是，外墙的四个端角各设置一个第一垫板、且在与每面内墙相对应处外墙的前后两面墙体

各设置一个第一垫板；所述多条第一开口槽的设置位置是，在与所述多个第一垫板相对应

位置，外墙的每面墙体的内外侧、内墙的每面墙体的左右两侧皆具有一条第一开口槽。

[0011] 所述两根横向外侧用第一预应力锚索、两根横向内侧用第二预应力锚索、两根纵

向外侧用第三预应力锚索、多根纵向用第四预应力锚索、四根横向用第一尼龙杆、多根纵向

用第二尼龙杆、多个第三锚头的设置位置及连接结构是，每根横向内侧用第二预应力锚索

的两端各通过一个第一锚具连接一根横向用第一尼龙杆而形成尼龙杆配合锚索的一个横

向用第一组合件，每根纵向用第四预应力锚索的两端各通过一个第二锚具连接一根纵向用

第二尼龙杆而形成尼龙杆配合锚索的一个纵向用第二组合件；外墙的前后两面墙体的外侧

的两条所述第一开口槽内各安装一根横向外侧用第一预应力锚索，每根横向外侧用第一预

应力锚索的两端分别穿过与其相对应的外墙的左右两面墙体上的第一垫板的贯通孔（即钻

孔或者冲孔）并各由一个第三锚头锚固，外墙的左右两面墙体的外侧的两条所述第一开口

槽内各安装一根纵向外侧用第三预应力锚索，每根纵向外侧用第三预应力锚索的两端分别

穿过与其相对应的外墙的前后两面墙体上的第一垫板的贯通孔（即钻孔或者冲孔）并各由

一个第三锚头锚固；外墙的前后两面墙体的内侧的两条所述第一开口槽内各设置一个横向

用第一组合件中的横向内侧用第二预应力锚索，每个横向用第一组合件中的两根横向用第

一尼龙杆分别穿过第一垫板的插入孔还穿过外墙的左右两面墙体上的钻孔、且横向内侧用

第二预应力锚索的两端各穿过一根横向用第一尼龙杆上的预留孔并用上述第一锚具紧固

而连接在一起,每根横向用第一尼龙杆的外端头皆由与其相对应的第一垫板限位；外墙的

左右两面墙体的内侧的两条所述第一开口槽内、内墙的每面墙体的左右两侧的两条所述第

一开口槽内各设置一个纵向用第二组合件中的纵向用第四预应力锚索，每个纵向用第二组

合件中的两根纵向用第二尼龙杆分别穿过第一垫板的插入孔还穿过外墙的前后两面墙体

上的钻孔、且纵向用第四预应力锚索的两端各穿过一根纵向用第二尼龙杆上的预留孔并用

上述第二锚具紧固而连接在一起,每根纵向用第二尼龙杆的外端头皆由与其相对应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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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板限位。

[0012] 所述的下层加固圈具有多个第二垫板、多个槽型护角板、两根横向外侧用第五预

应力锚索、两根横向内侧用第六预应力锚索、两根纵向外侧用第七预应力锚索、两根纵向内

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位于每面内墙的左右两侧的洞口处的总共多根纵向用预应力锚索、

与两根横向内侧用第六预应力锚索配套使用的总共四根横向用第三尼龙杆、与两根纵向内

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配套使用的总共四根纵向用第四尼龙杆、与多根纵向用预应力锚索配

套使用的多根纵向用第五尼龙杆、多个第四锚头、多条第二开口槽（多条沟槽）；所述第五预

应力锚索至第八预应力锚索皆为预应力钢绞线，第四锚头可为钢绞线夹片式锚具。

[0013] 所述多个第二垫板与多个第一垫板一一相对应，所述多个第二垫板皆设于外墙的

四面墙体的外侧，这多个第二垫板的安装位置是，外墙的四个端角各设置一个第二垫板、且

在与每面内墙相对应处外墙的前后两面墙体各设置一个第二垫板；所述多个槽型护角板的

安装位置是，在每面内墙的洞口处的前后墙壁上各设置一个槽型护角板；所述多条第二开

口槽的设置位置是，在与所述多个第二垫板相对应位置，外墙的每面墙体的内外侧皆具有

一条第二开口槽，且在与所述多个槽型护角板相对应位置，内墙的洞口处的每面墙体的左

右两侧皆具有一条第二开口槽。

[0014] 所述两根横向外侧用第五预应力锚索、两根横向内侧用第六预应力锚索、两根纵

向外侧用第七预应力锚索、两根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多根纵向用预应力锚索、四根

横向用第三尼龙杆、四根纵向用第四尼龙杆、多个第四锚头的设置位置及连接结构是，每根

横向内侧用第六预应力锚索的两端各通过一个第三锚具连接一根横向用第三尼龙杆而形

成尼龙杆配合锚索的一个横向用第三组合件，每根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的两端各通

过一个第四锚具连接一根纵向用第四尼龙杆而形成尼龙杆配合锚索的一个纵向用第四组

合件，每根纵向用预应力锚索的外端通过一个第五锚具连接一根纵向用第五尼龙杆而形成

尼龙杆配合锚索的一个纵向用第五组合件；外墙的前后两面墙体的外侧的两条所述第二开

口槽内各安装一根横向外侧用第五预应力锚索，每根横向外侧用第五预应力锚索的两端分

别穿过与其相对应的外墙的左右两面墙体上的第二垫板的贯通孔（即钻孔或者冲孔）并各

由一个第四锚头锚固，外墙的左右两面墙体的外侧的两条所述第二开口槽内各安装一根纵

向外侧用第七预应力锚索，每根纵向外侧用第七预应力锚索的两端分别穿过与其相对应的

外墙的前后两面墙体上的第二垫板的贯通孔（即钻孔或者冲孔）并各由一个第四锚头锚固；

外墙的前后两面墙体的内侧的两条所述第二开口槽内各设置一个横向用第三组合件中的

横向内侧用第六预应力锚索，每个横向用第三组合件中的两根横向用第三尼龙杆分别穿过

第二垫板的插入孔还穿过外墙的左右两面墙体上的钻孔、且横向内侧用第六预应力锚索的

两端各穿过一根横向用第三尼龙杆上的预留孔并用上述第三锚具紧固而连接在一起,每根

横向用第三尼龙杆的外端头皆由与其相对应的第二垫板限位；外墙的左右两面墙体的内侧

的两条所述第二开口槽内各设置一个纵向用第四组合件中的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

每个纵向用第四组合件中的两根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分别穿过第二垫板的插入孔

还穿过外墙的前后两面墙体上的钻孔、且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的两端各穿过一根纵

向用第四尼龙杆上的预留孔并用上述第四锚具紧固而连接在一起,每根纵向用第四尼龙杆

的外端头皆由与其相对应的第二垫板限位；内墙的洞口处的每面墙体的左右两侧的两条所

述第二开口槽内各设置一个纵向用第五组合件中的纵向用预应力锚索，每个纵向用第五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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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件中的一根纵向用第五尼龙杆穿过第二垫板的插入孔还穿过外墙的前面墙体或者后面

墙体（即穿过外墙的前后两面墙体的其中一面墙体）、且纵向用预应力锚索的一端穿过纵向

用第五尼龙杆上的预留孔并用上述第五锚具紧固而连接在一起，纵向用预应力锚索的另一

端穿过与其相对应的槽型护角板上的连接孔并由第六锚具锚固（紧固而连接在一起），每根

纵向用第五尼龙杆的外端头皆由与其相对应的第二垫板限位。

[0015] 所述多条凹槽的设置位置是，在与每个第一垫板的中间位置相对应处，外墙的每

面墙体的外侧皆具有呈竖向设置的一条凹槽，每条凹槽由第一垫板的位置处延伸至与其相

对应的第二垫板的位置处；多根预应力锚索、多个第一锚头、多个第二锚头的安装位置是，

每条凹槽内皆设置有与其相对应的一根预应力锚索，每根所述预应力锚索的上端穿过第一

垫板上的中间孔洞并由第一锚头锚固，每根所述预应力锚索的下端穿过第二垫板上的中间

孔洞并由第二锚头锚固。

[0016]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技术方案可以是：每个第一垫板、每个第二垫板皆为长方

体形钢板，每个第一垫板、每个第二垫板的长度比外墙的厚度或者内墙的厚度最好大5cm~
10cm，每个第一垫板、每个第二垫板的宽度最好皆为15cm~20cm，每个第一垫板、每个第二垫

板的厚度最好皆为3mm~5mm。每个槽型护角板最好皆为槽型钢板，每个槽型护角板的长度与

内墙的厚度相同，每个槽型护角板的宽度、所述槽型钢板的厚度最好与第一垫板的相同。外

墙的左右两面墙体上的钻孔的直径、外墙的前后两面墙体上的钻孔的直径最好皆为2cm~
3cm，每根横向用第一尼龙杆、每根纵向用第二尼龙杆、每根横向用第三尼龙杆、每根纵向用

第四尼龙杆、每根纵向用第五尼龙杆在与外墙的所述钻孔相配合处的直径比所述钻孔的直

径最好小0.5  mm~1mm（略小于钻孔直径）。使用各尼龙杆能使室内保温隔热。每根预应力锚

索、每根所述第一预应力锚索至每根所述第八预应力锚索的直径最好皆为3mm~5mm。每条第

一开口槽、每条第二开口槽、每条凹槽的宽度最好为5mm~10mm，深度最好为5cm~10cm。即每

条沟槽的宽度最好为5mm~10mm，深度最好为5cm~10cm。每根预应力锚索、每根所述第一预应

力锚索至每根所述第八预应力锚索的张拉预应力最好为5kN~15kN。每条第一开口槽内、每

条第二开口槽内、每条凹槽内最好皆注有玻璃胶填充体。

[0017] 本发明具有外墙、内墙、上层加固圈、下层加固圈、多根预应力锚索、多个第一锚

头、多个第二锚头、多条凹槽（多条沟槽）。这样，本发明通过钢板对土窑民居墙体用预应力

锚索进行拉结，实现了土窑民居内墙、外墙，横向、竖向的加固，使墙体具备更高的强度与整

体性，有效增加了土窑民居墙体的稳定性，提高了土窑民居的安全性，使用寿命延长了一倍

以上。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1）本发明增强了纵、横夯块间整体性，还增强了外墙与内墙

的连接部位的整体性，从而使整个墙体的整体性增强，防止墙体发生开裂、坍塌。2）本发明

提高了土窑民居的安全性，同时它方便实用、操作简单，所用材料常规且经济，适用于大规

模的土窑民居整体加固。本发明实现了绿色施工，有利于环境保护，采用本发明整体加固性

好、造价低，与已有相关技术相比，加固成本降低了22%以上，工效提高了25%以上，所用材料

常规且经济，节能环保。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的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的结构示意图（采用上层加固圈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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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的俯视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的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的结构示意图（采用下层加固圈加

固的俯视图）。

[0021] 图3为本发明的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的主视图。

[0022] 图4为图1中沿A-A线的剖视图（省去剖面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

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4] 实施例1：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本发明的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具有

外墙1、内墙2。所述外墙1为四面墙体，内墙2为若干面墙体即若干个内墙体（可以是两个内

墙体，也就是两面墙体）。其技术方案在于所述的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结构还具有安装

于外墙1和内墙2的上部的上层加固圈101、安装于外墙1和内墙2的下部的下层加固圈102、

连接上层加固圈和下层加固圈的呈竖向设置的多根预应力锚索15、安装于上层加固圈的对

每根预应力锚索15的上端进行锚固的多个第一锚头3、安装于下层加固圈的对每根预应力

锚索15的下端进行锚固的多个第二锚头3′、与多根预应力锚索15一一相对应的多条凹槽

（多条沟槽）7′。所述的上层加固圈101、下层加固圈102皆呈横向设置，预应力锚索15为预应

力钢绞线，第一锚头3、第二锚头3′可为钢绞线夹片式锚具。所述的上层加固圈101具有多个

第一垫板4、两根横向外侧用第一预应力锚索5、两根横向内侧用第二预应力锚索6、两根纵

向外侧用第三预应力锚索8、多根纵向用第四预应力锚索9、与两根横向内侧用第二预应力

锚索6配套使用的总共四根横向用第一尼龙杆14、与多根纵向用第四预应力锚索9配套使用

的多根纵向用第二尼龙杆11、多个第三锚头10、多条第一开口槽（多条沟槽）7。所述第一预

应力锚索至第四预应力锚索皆为预应力钢绞线，第三锚头可为钢绞线夹片式锚具。

[0025] 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所述多个第一垫板4皆设于外墙1的四面墙体的外侧，这

多个第一垫板的安装位置是，外墙1的四个端角各设置一个第一垫板、且在与每面内墙相对

应处外墙的前后两面墙体各设置一个第一垫板。所述多条第一开口槽7的设置位置是，在与

所述多个第一垫板4相对应位置，外墙1的每面墙体的内外侧、内墙的每面墙体的左右两侧

皆具有一条第一开口槽7。所述两根横向外侧用第一预应力锚索5、两根横向内侧用第二预

应力锚索6、两根纵向外侧用第三预应力锚索8、多根纵向用第四预应力锚索9、四根横向用

第一尼龙杆14、多根纵向用第二尼龙杆11、多个第三锚头10的设置位置及连接结构是，每根

横向内侧用第二预应力锚索6的两端各通过一个第一锚具12连接一根横向用第一尼龙杆14

而形成尼龙杆配合锚索的一个横向用第一组合件，每根纵向用第四预应力锚索9的两端各

通过一个第二锚具13连接一根纵向用第二尼龙杆11而形成尼龙杆配合锚索的一个纵向用

第二组合件。外墙1的前后两面墙体的外侧的两条所述第一开口槽7内各安装一根横向外侧

用第一预应力锚索5，每根横向外侧用第一预应力锚索的两端分别穿过与其相对应的外墙

的左右两面墙体上的第一垫板（上）的贯通孔（即钻孔或者冲孔）并各由一个第三锚头10锚

固，外墙1的左右两面墙体的外侧的两条所述第一开口槽7内各安装一根纵向外侧用第三预

应力锚索8，每根纵向外侧用第三预应力锚索的两端分别穿过与其相对应的外墙的前后两

面墙体上的第一垫板的贯通孔并各由一个第三锚头10锚固。外墙1的前后两面墙体的内侧

说　明　书 5/8 页

9

CN 109281489 B

9



的两条所述第一开口槽7内各设置一个横向用第一组合件中的横向内侧用第二预应力锚索

6，每个横向用第一组合件中的两根横向用第一尼龙杆14分别穿过第一垫板4的插入孔还穿

过外墙1的左右两面墙体上的钻孔、且横向内侧用第二预应力锚索6的两端各穿过一根横向

用第一尼龙杆14上的预留孔并用上述第一锚具12紧固而连接在一起,每根横向用第一尼龙

杆14的外端头皆由与其相对应的第一垫板4限位。外墙1的左右两面墙体的内侧的两条所述

第一开口槽7内、内墙的每面墙体的左右两侧的两条所述第一开口槽7内各设置一个纵向用

第二组合件中的纵向用第四预应力锚索9，每个纵向用第二组合件中的两根纵向用第二尼

龙杆11分别穿过第一垫板4的插入孔还穿过外墙1的前后两面墙体上的钻孔、且纵向用第四

预应力锚索9的两端各穿过一根纵向用第二尼龙杆11上的预留孔并用上述第二锚具13紧固

而连接在一起,每根纵向用第二尼龙杆11的外端头皆由与其相对应的第一垫板4限位。

[0026] 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所述的下层加固圈102具有多个第二垫板4′、多个槽型

护角板4″、两根横向外侧用第五预应力锚索5′、两根横向内侧用第六预应力锚索6′、两根纵

向外侧用第七预应力锚索8′、两根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9′、位于每面内墙的左右两

侧的洞口处的总共多根纵向用预应力锚索9″、与两根横向内侧用第六预应力锚索6′配套使

用的总共四根横向用第三尼龙杆14′、与两根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9′配套使用的总

共四根纵向用第四尼龙杆11′、与多根纵向用预应力锚索9″配套使用的多根纵向用第五尼

龙杆11″、多个第四锚头10′、多条第二开口槽（多条沟槽）7″。所述第五预应力锚索至第八预

应力锚索皆为预应力钢绞线，第四锚头可为钢绞线夹片式锚具。所述多个第二垫板4′与多

个第一垫板4一一相对应，所述多个第二垫板4′皆设于外墙1的四面墙体的外侧，这多个第

二垫板的安装位置是，外墙1的四个端角各设置一个第二垫板、且在与每面内墙相对应处外

墙的前后两面墙体各设置一个第二垫板。所述多个槽型护角板4″的安装位置是，在每面内

墙的洞口处的前后墙壁上各设置一个槽型护角板4″。所述多条第二开口槽7″的设置位置

是，在与所述多个第二垫板4′相对应位置，外墙1的每面墙体的内外侧皆具有一条第二开口

槽7″，且在与所述多个槽型护角板4″相对应位置，内墙的洞口处的每面墙体的左右两侧皆

具有一条第二开口槽（7″）。

[0027] 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所述两根横向外侧用第五预应力锚索5′、两根横向内侧

用第六预应力锚索6′、两根纵向外侧用第七预应力锚索8′、两根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锚

索9′、多根纵向用预应力锚索9″、四根横向用第三尼龙杆14′、四根纵向用第四尼龙杆11′、

多个第四锚头10′的设置位置及连接结构是，每根横向内侧用第六预应力锚索6′的两端各

通过一个第三锚具12′连接一根横向用第三尼龙杆14′而形成尼龙杆配合锚索的一个横向

用第三组合件，每根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9′的两端各通过一个第四锚具13′连接一

根纵向用第四尼龙杆11′而形成尼龙杆配合锚索的一个纵向用第四组合件，每根纵向用预

应力锚索9″的外端通过一个第五锚具13a连接一根纵向用第五尼龙杆11″而形成尼龙杆配

合锚索的一个纵向用第五组合件。外墙1的前后两面墙体的外侧的两条所述第二开口槽7″

内各安装一根横向外侧用第五预应力锚索5′，每根横向外侧用第五预应力锚索的两端分别

穿过与其相对应的外墙的左右两面墙体上的第二垫板（上）的贯通孔（即钻孔或者冲孔）并

各由一个第四锚头10′锚固，外墙1的左右两面墙体的外侧的两条所述第二开口槽7″内各安

装一根纵向外侧用第七预应力锚索8′，每根纵向外侧用第七预应力锚索的两端分别穿过与

其相对应的外墙的前后两面墙体上的第二垫板的贯通孔并各由一个第四锚头10′锚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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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1的前后两面墙体的内侧的两条所述第二开口槽7″内各设置一个横向用第三组合件中的

横向内侧用第六预应力锚索6′，每个横向用第三组合件中的两根横向用第三尼龙杆14′分

别穿过第二垫板4′的插入孔还穿过外墙1的左右两面墙体上的钻孔、且横向内侧用第六预

应力锚索6′的两端各穿过一根横向用第三尼龙杆14′上的预留孔并用上述第三锚具12′紧

固而连接在一起,每根横向用第三尼龙杆14′的外端头皆由与其相对应的第二垫板4′限位。

外墙1的左右两面墙体的内侧的两条所述第二开口槽7″内各设置一个纵向用第四组合件中

的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锚索9′，每个纵向用第四组合件中的两根纵向内侧用第八预应力

锚索9′分别穿过第二垫板4′的插入孔还穿过外墙1的前后两面墙体上的钻孔、且纵向内侧

用第八预应力锚索9′的两端各穿过一根纵向用第四尼龙杆11′上的预留孔并用上述第四锚

具13′紧固而连接在一起,每根纵向用第四尼龙杆11′的外端头皆由与其相对应的第二垫板

4′限位。内墙的洞口处的每面墙体的左右两侧的两条所述第二开口槽7″内各设置一个纵向

用第五组合件中的纵向用预应力锚索9″，每个纵向用第五组合件中的一根纵向用第五尼龙

杆11″穿过第二垫板4′的插入孔还穿过外墙1的前面墙体或者后面墙体（即穿过外墙的前后

两面墙体的其中一面墙体）、且纵向用预应力锚索9″的一端穿过纵向用第五尼龙杆11″上的

预留孔并用上述第五锚具13a紧固而连接在一起，纵向用预应力锚索9″的另一端穿过与其

相对应的槽型护角板4″上的连接孔并由第六锚具13b锚固（紧固而连接在一起），每根纵向

用第五尼龙杆11″的外端头皆由与其相对应的第二垫板4′限位。所述多条凹槽7′的设置位

置是，在与每个第一垫板4的中间位置相对应处，外墙1的每面墙体的外侧皆具有呈竖向设

置的一条凹槽7′，每条凹槽7′由第一垫板4的位置处延伸至与其相对应的第二垫板4′的位

置处；多根预应力锚索15、多个第一锚头3、多个第二锚头3′的安装位置是，每条凹槽7′内皆

设置有与其相对应的一根预应力锚索15，每根所述预应力锚索15的上端穿过第一垫板4上

的中间孔洞并由第一锚头3锚固，每根所述预应力锚索15的下端穿过第二垫板4′上的中间

孔洞并由第二锚头3′锚固。

[0028] 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每个第一垫板4、每个第二垫板4′皆为长方体形钢板，每

个第一垫板、每个第二垫板的长度比外墙的厚度或者内墙的厚度大5cm~10cm（选用8cm），每

个第一垫板、每个第二垫板的宽度皆为15cm~20cm（选用18cm），每个第一垫板、每个第二垫

板的厚度皆为3mm~5mm（选用5mm）；每个槽型护角板4″皆为槽型钢板，每个槽型护角板4″的

长度与内墙的厚度相同，每个槽型护角板4″的宽度、所述槽型钢板的厚度与第一垫板4的相

同。外墙1的左右两面墙体上的钻孔的直径、外墙1的前后两面墙体上的钻孔的直径皆为2cm

~3cm（选用2.5cm），每根横向用第一尼龙杆14、每根纵向用第二尼龙杆11、每根横向用第三

尼龙杆14′、每根纵向用第四尼龙杆11′、每根纵向用第五尼龙杆11″在与外墙1的所述钻孔

相配合处的直径比所述钻孔的直径小0.5  mm~1mm（略小于钻孔直径，选用1mm）。使用各尼龙

杆能使室内保温隔热。每根预应力锚索15、每根所述第一预应力锚索至每根所述第八预应

力锚索的直径皆为3mm~5mm（选用5mm）。每条第一开口槽7、每条第二开口槽7″、每条凹槽7′

的宽度为5mm~10mm（选用8mm），深度为5cm~10cm（选用8cm）。即每条沟槽的宽度为5mm~10mm

（选用8mm），深度为5cm~10cm（选用8cm）。每根预应力锚索15、每根所述第一预应力锚索至每

根所述第八预应力锚索的张拉预应力为5kN~15kN（选用8kN或者10kN）。每条第一开口槽7

内、每条第二开口槽7″内、每条凹槽7′内皆注有玻璃胶填充体，玻璃胶填充体将各预应力锚

索覆盖住并填满每条第一开口槽、每条第二开口槽、每条凹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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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实施例2：如图1、图2、图3、图4所示，本发明所述的土窑民居墙体预应力加固施工

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30] ①墙体量测。

[0031] a、  对土窑墙体的宽度、高度、厚度进行量测。

[0032] b、根据所测成果确定钻孔、刻槽的位置，分别进行标记。钻孔位置沿墙体中线对

称，孔洞轴线与沟槽重合，同一层的沟槽（开口槽）与孔洞在同一平面内。

[0033] ②构件的预制。

[0034] a、钢板预制，钢板冲孔，即（每个）第一垫板4的两侧上的贯通孔即钻孔（冲孔，孔

洞）与外墙的所述钻孔（孔洞）以及外墙上的第一开口槽相对应，第一垫板的两侧上的贯通

孔用于与其相对应的所述的预应力锚索、尼龙杆从此穿过。（每个）第二垫板4′的两侧上的

插入孔即钻孔（贯通孔，冲孔，孔洞）与外墙的所述钻孔（孔洞）以及外墙上的第二开口槽相

对应，第二垫板的两侧上的插入孔用于与其相对应的所述的预应力锚索、尼龙杆从此穿过。

第一垫板上的中间孔洞、第二垫板上的中间孔洞与所述凹槽（竖向沟槽）相对应，第一垫板

的中间孔洞、第二垫板的中间孔洞用于预应力锚索15的上下端分别从此穿过。（每个）槽型

护角板上具有两个连接孔（冲孔，孔洞），用于纵向用预应力锚索9″从此穿过。

[0035] b、尼龙杆预制。

[0036] c、预应力锚索预制。

[0037] ③钻孔。

[0038] ④刻槽。

[0039] ⑤构件安装。

[0040] a、预应力锚索安装(预应力锚索安装应遵循先内墙厚外墙的原则)。

[0041] b、施加预应力（预应力张拉需沿墙体中线对称张拉，外墙横向张拉时，四边应同时

张拉，张拉预应力为5kN~15kN，可选用8kN或者10kN））。

[0042] c、孔洞、沟槽（第一开口槽、第二开口槽、凹槽）空隙注胶密封。所用胶为玻璃胶，玻

璃胶可以为硅酮胶，采用中性密封胶；当然也可以采用聚氨酯密封胶。这样，玻璃胶在孔洞、

沟槽内形成注胶填充体（玻璃胶填充体）。

[0043] ⑥砂浆抹面处理。所用砂浆为常规砂浆。

[0044]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以上各实施例通过钢板对土窑民居墙体用预应力锚索进行拉

结，实现了土窑民居内墙、外墙，横向、竖向的加固，使墙体具备更高的强度与整体性，有效

增加了土窑民居墙体的稳定性，提高了土窑民居的安全性，使用寿命延长了一倍以上。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为：1）本发明增强了纵、横夯块间整体性，还增强了外墙与内墙的连接部位的

整体性，从而使整个墙体的整体性增强，防止墙体发生开裂、坍塌。2）本发明提高了土窑民

居的安全性，同时它方便实用、操作简单，所用材料常规且经济，适用于大规模的土窑民居

整体加固。本发明实现了绿色施工，有利于环境保护，采用本发明整体加固性好、造价低，与

已有相关技术（背景技术）相比，本发明加固成本降低了22%以上，工效提高了25%以上，所用

材料常规且经济，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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