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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

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

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包括外加构造柱边柱、外

加构造柱角柱、外加圈梁、钢拉杆、锚筋，所述的

外加构造柱角柱分布在房屋四角；所述的外加构

造柱边柱分布在外墙与横墙交接处，楼梯间和不

规则平面的对应转角处设置；所述的外加构造柱

角柱、外加构造柱边柱沿房屋全高贯通；所述的

外加圈梁设置高度与楼(屋)盖持平，外加构造柱

角柱、外加构造柱边柱与圈梁整体浇注，沿楼四

周形成闭合整体；所述的沿单跨横墙布置的钢拉

杆两端锚入外加构造柱边柱、外加圈梁和原墙体

内；这样新、旧结构互相可靠拉接，保证共同受

力，防止各层刚度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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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外加构造柱边柱

(1)、外加构造柱角柱(7)、外加圈梁(2)、钢拉杆(3)、锚筋(4)；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角柱(7)分

布在房屋四角；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边柱(1)分布在外墙与横墙交接处，楼梯间和不规则平面

的对应转角处设置；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角柱(7)、外加构造柱边柱(1)、外加圈梁(2)及钢拉

杆(3)连接成闭合系统；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角柱(7)、外加构造柱边柱(1)沿房屋全高贯通；

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角柱(7)、外加构造柱边柱(1)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C30；所述的外加

圈梁(2)设置高度与楼屋盖持平，外加构造柱角柱(7)、外加构造柱边柱(1)与外加圈梁(2)

整体浇注，沿楼四周形成闭合整体；沿单跨横墙布置的所述钢拉杆(3)的两端锚入外加构造

柱边柱(1)、外加圈梁(2)和原墙体内；所述的钢拉杆在单跨横墙锚固时，端头采用方形钢垫

板(5)及螺母紧固，并埋入外加圈梁(2)内；所述的单跨横墙钢拉杆(3)之间采用花篮螺丝

(6)紧固连接；所述的钢拉杆(3)、锚筋(4)在墙体锚孔中的锚浆采用水泥基料防锈砂浆进行

灌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角柱(7)、外加构造柱边柱(1)不单独设置基础，伸入室外地面下

500mm或与埋深小于500mm的基础圈梁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边柱(1)采用240mm×180mm或300mm×150mm的截面，外加构造柱角柱

(7)采用边长为600mm的L形等边角柱，厚度不小于12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角柱(7)、外加构造柱边柱(1)转角处纵向钢筋(8)采用12φ12，并采

用双排布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其特征在

于：钢拉杆(3)在单跨横墙锚固时，端头采用方形钢垫板(5)及螺母紧固，钢拉杆(3)端头套

丝，并采用螺母紧固连接，所述的方形钢垫板(5)为80mm×80mm×8mm的冷轧钢板，埋入外加

圈梁(2)内深度不小于50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单跨横墙钢拉杆(3)距横墙间距不大于100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外加圈梁(2)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C30，钢筋采用HPB300或HRB335等级的热

轧钢筋，所述的外加圈梁(2)截面高度不小于180mm，宽度不小于120m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锚筋(4)的锚孔直径为18mm～25mm，锚入深度为150mm～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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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属于既有

建筑综合改造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对既有砌体结构房屋单跨横墙进行抗震加固，通常采用外墙增设钢筋混凝土构造

柱(角柱、边柱)、外加圈梁、单跨横墙加钢拉杆的加固方法。经多次地震验证，此方法是安全

可靠的，明显地提高了结构的延性，增强了结构的抗倒塌能力。这些建筑80％以上为砖混结

构，选用单跨横墙外加钢拉杆、外加圈梁和外加构造柱加固方案，也是非常适宜的。本实用

新型主要针对单跨横墙外加圈梁、外加构造柱和增设钢拉杆加固砌体结构及其施工方法进

行说明。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出了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主要是为了

增强结构的抗倒塌能力和结构的韧性。

[0004]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5] 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包括外加构造柱边柱、外加构造

柱角柱、外加圈梁、钢拉杆、锚筋，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角柱分布在房屋四角；所述的外加构造

柱边柱分布在外墙与横墙交接处，楼梯间和不规则平面的对应转角处设置；所述的外加构

造柱角柱、外加构造柱边柱、外加圈梁及钢拉杆连接成闭合系统；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角柱、

外加构造柱边柱沿房屋全高贯通；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角柱、外加构造柱边柱的混凝土强度

等级不低于C30；所述的外加圈梁设置高度与楼(屋)盖持平，外加构造柱角柱、外加构造柱

边柱与圈梁整体浇注，沿楼四周形成闭合整体；所述的沿单跨横墙布置的钢拉杆两端锚入

外加构造柱边柱、外加圈梁和原墙体内；所述的钢拉杆在单跨横墙内锚固时，端头采用方形

钢垫板及螺母紧固，并埋入圈梁内；所述的单跨横墙内钢拉杆之间采用花篮螺丝紧固连接；

所述的钢拉杆、锚筋在墙体锚孔中的锚浆采用水泥基料防锈砂浆进行灌浆。

[0006] 进一步地，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角柱、外加构造柱边柱不单独设置基础，伸入室外地

面下500mm或与埋深小于500mm的基础圈梁相连。

[0007] 进一步地，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边柱采用240mm×180mm或300mm×150mm的截面，外

加构造柱角柱采用边长为600mm的L形等边角柱，厚度不小于120mm。

[0008] 进一步地，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角柱、外加构造柱边柱转角处纵向钢筋采用12φ12，

并采用双排布置。

[0009] 进一步地，钢拉杆在单跨横墙内锚固时，端头采用方形钢垫板及螺母紧固，钢拉杆

端头套丝，并采用螺母紧固连接，钢拉杆直径与方形钢垫板尺寸按表1选用。

[0010] 表1钢拉杆直径与方形钢垫板尺寸选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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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0012] 进一步地，所述的单跨横墙连接的钢拉杆直径，按表2选用。当单根钢拉杆直径过

大时，可采用双钢拉杆，其总有效截面面积应大于单根钢拉杆有效截面面积的1.25倍。

[0013] 表2单跨横墙连接的钢拉杆直径选用表

[0014]

[0015] 进一步地，所述的单跨横墙内钢拉杆距横墙间距不大于100mm。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的方形钢垫板为80mm×80mm×8mm的冷轧钢板，埋入圈梁内深度不

小于50mm。

[0017] 进一步地，所述的用于灌缝的水泥基料防锈砂浆添加减水剂配成密实型砂浆，聚

乙烯醇纤维的掺量体积比不大于2％，所述的水泥基料防锈砂浆的配置强度不小于M10，所

述的水泥基料防锈砂浆每立方米加入聚乙烯醇纤维量为0.6～1.9kg之间。

[0018] 进一步地，所述的外加圈梁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C30，钢筋采用HPB300或

HRB335等级的热轧钢筋，所述的外加圈梁截面高度不小于180mm，宽度不小于120mm。

[0019] 进一步地，所述的锚筋的锚孔直径为18mm～25mm，锚入深度为150mm～200mm。

[0020] 上述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及其施工方法，采用如下步

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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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步骤一：根据设计图纸进行下料。

[0022] 步骤二：外加构造柱角柱、外加构造柱边柱、外加圈梁、钢拉杆施工前先清除墙面

的酥碱、油污或饰面层，并对待施工的墙面进行抹面补强。

[0023] 步骤三：外加构造柱角柱、外加构造柱边柱、外加圈梁、钢拉杆浇筑前对钢筋布置、

锚筋布置、锚固拉结和模板支护等检查合格后，再进行混凝土浇筑施工。

[0024] 步骤四：外加构造柱角柱、外加构造柱边柱、外加圈梁、钢拉杆端部应连续浇筑，距

钢拉杆1000mm以内的横墙处严禁留施工缝。

[0025] 步骤五：外加圈梁顶部做好向外泛水，底面做滴水槽。

[0026] 步骤六：钢拉杆张紧锚固于外加构造柱边柱及圈梁中，外露铁件进行防锈处理。

[0027] 有益效果：

[0028] 本实用新型最显著的优势在于，外加圈梁、外加构造柱角柱、外加构造柱边柱的设

置上、下对中，平面拉通新、旧结构，互相可靠拉接，保证共同受力，防止各层刚度突变。采用

本法加固，适用于非超高、非超限的砌体结构，加固后各墙受地震剪力效应比小于1。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平面示意图；

[0030] 图2为单跨横墙外加构造柱角柱构造图；

[0031] 图3为单跨横墙钢拉杆构造图；

[0032] 图4为图3的A‑A剖面图；

[0033] 图5为单跨横墙外加构造柱边柱构造图。

[0034] 图中，1：外加构造柱边柱；2：外加圈梁；3：钢拉杆；4：锚筋；5：方形钢垫板；6：花篮

螺丝；7：外加构造柱角柱；8：转角处纵向钢筋。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参见图1至5所示，包括外加构造

柱边柱1、外加构造柱角柱7、外加圈梁2、钢拉杆3、锚筋4；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角柱7分布在房

屋四角；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边柱1分布在外墙与横墙交接处，楼梯间和不规则平面的对应转

角处设置；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角柱7、外加构造柱边柱1、外加圈梁2及钢拉杆3连接成闭合系

统；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角柱7、外加构造柱边柱1沿房屋全高贯通；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角柱7、

外加构造柱边柱1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C30；所述的外加圈梁2设置高度与楼(屋)盖持

平，外加构造柱角柱7、外加构造柱边柱1与外加圈梁2整体浇注，沿楼四周形成闭合整体；所

述的沿单跨横墙布置的钢拉杆3两端锚入外加构造柱边柱1、外加圈梁2和原墙体内；所述的

钢拉杆在单跨横墙内锚固时，端头采用方形钢垫板5及螺母紧固，并埋入外加圈梁2内：所述

的单跨横墙内钢拉杆3之间采用花篮螺丝6紧固连接；所述的钢拉杆3、锚筋4在墙体锚孔中

的锚浆采用水泥基料防锈砂浆进行灌浆。

[0036] 进一步地，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角柱7、外加构造柱边柱1不单独设置基础，伸入室外

地面下500mm或与埋深小于500mm的基础圈梁相连。

[0037] 进一步地，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边柱1采用240mm×180mm或300mm×150mm的截面，外

加构造柱角柱7采用边长为600mm的L形等边角柱，厚度不小于12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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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进一步地，所述的外加构造柱角柱7、外加构造柱边柱1转角处纵向钢筋8采用12φ

12，并采用双排布置。

[0039] 进一步地，钢拉杆3在单跨横墙内锚固时，端头采用方形钢垫板5及螺母紧固，钢拉

杆3端头套丝，并采用螺母紧固连接，钢拉杆3直径与方形钢垫板5尺寸按表1选用。

[0040] 表1钢拉杆直径与方形钢垫板尺寸选用表

[0041]

[0042] 进一步地，所述的单跨横墙连接的钢拉杆3直径，按表2选用。当单根钢拉杆3直径

过大时，可采用双钢拉杆3，其总有效截面面积应大于单根钢拉杆3有效截面面积的1.25倍。

[0043] 表2单跨横墙连接的钢拉杆直径选用表

[0044]

[0045]

[0046] 进一步地，所述的单跨横墙内钢拉杆3距横墙间距不大于100mm。

[0047] 进一步地，所述的方形钢垫板5为80mm×80mm×8mm的冷轧钢板，埋入外加圈梁2内

深度不小于50mm。

[0048] 进一步地，所述的用于灌缝的水泥基料防锈砂浆添加减水剂配成密实型砂浆，聚

乙烯醇纤维的掺量体积比不大于2％，所述的水泥基料防锈砂浆的配置强度不小于M1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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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水泥基料防锈砂浆每立方米加入聚乙烯醇纤维量为0.6～1.9kg之间。

[0049] 进一步地，所述的外加圈梁2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低于C30，钢筋采用HPB300或

HRB335等级的热轧钢筋，所述的外加圈梁2截面高度不小于180mm，宽度不小于120mm。

[0050] 进一步地，所述的锚筋4的锚孔直径为18mm～25mm，锚入深度为150mm～200mm。

[0051] 上述单跨横墙增设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及其施工方法，采用如下步

骤：

[0052] 步骤一：根据设计图纸进行下料。

[0053] 步骤二：外加构造柱角柱7、外加构造柱边柱1、外加圈梁2、钢拉杆3施工前先清除

墙面的酥碱、油污或饰面层，并对待施工的墙面进行抹面补强。

[0054] 步骤三：外加构造柱角柱7、外加构造柱边柱1、外加圈梁2、钢拉杆3浇筑前对钢筋

布置、锚筋4布置、锚固拉结和模板支护等检查合格后，再进行混凝土浇筑施工。

[0055] 步骤四：外加构造柱角柱7、外加构造柱边柱1、外加圈梁2、钢拉杆3端部应连续浇

筑，距钢拉杆3在1000mm以内的横墙处严禁留施工缝。

[0056] 步骤五：外加圈梁2顶部做好向外泛水，底面做滴水槽。

[0057] 步骤六：钢拉杆3张紧锚固于外加构造柱边柱1及外加圈梁2中，外露铁件进行防锈

处理。

[0058] 以上是本实用新型的一典型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不限于此，同时还

申请了“双跨及多跨横墙钢拉杆、圈梁构造柱加固砌体结构”的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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