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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

及其施工方法，包括在生土砖上开孔构成的单孔

生土砖和双孔生土砖，将双孔生土砖上下层间交

错砌筑或将单孔生土砖与双孔生土砖间隔上下

层间交错砌筑于基础梁上，在砌筑墙体生土砖开

孔中上下贯穿芯柱构成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

在砌筑墙体基础梁中预埋的地梁锚固钢筋和通

过钢筋套筒转换接头连接的竖向钢筋，在砌筑墙

体间隔地梁锚固钢筋一定高度处通过钢筋套筒

转换接头连接上部钢筋；地梁锚固钢筋和上部钢

筋弯折，并分别与地梁纵筋和圈梁纵筋绑扎，浇

筑混凝土与砌筑墙体生土砖连成一体。该结构能

够增强墙体的整体性与稳定性，提升墙体的抗剪

承载能力，大幅提高房屋的承载能力与抗震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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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在生土砖上开孔构成的单孔生土砖

和双孔生土砖，将双孔生土砖上下层间交错砌筑或将单孔生土砖与双孔生土砖间隔上下层

间交错砌筑于基础梁上，在砌筑墙体生土砖开孔中上下贯穿芯柱构成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

构；

芯柱包括在砌筑墙体基础梁中预埋的地梁锚固钢筋和通过钢筋套筒转换接头连接的

竖向钢筋，在砌筑墙体间隔地梁锚固钢筋一定高度处通过钢筋套筒转换接头连接上部钢

筋；地梁锚固钢筋和上部钢筋弯折，并分别与地梁纵筋和圈梁纵筋绑扎，浇筑混凝土与砌筑

墙体生土砖连成一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地梁锚固钢筋

顶部应超出基础梁顶面5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其特征在于，间隔1000mm进行设

置钢筋套筒转换接头，并一次浇筑混凝土。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采用一种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单孔生土

砖与双孔生土砖冲压成型，开孔直径不小于55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其特征在于，竖向钢筋之间使用

水平拉结筋进行拉结，水平拉结筋间距1000mm，竖向钢筋与水平拉结筋交点处焊接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其特征在于，一字形12墙全部采

用双孔生土砖砌筑，砖对孔灰缝不通缝。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其特征在于，一字形24墙与T形

24墙丁砖采用双孔生土砖、顺砖采用单孔生土砖砌筑，砖对孔灰缝不通缝。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其特征在于，L形24墙丁砖采用

双孔生土砖、顺砖采用单孔生土砖砌筑，角部全部采用双孔生土砖砌筑，生土砖墙体对孔不

通缝。

9.一种权利要求1-8任一项所述的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的砌筑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

1)基础梁砌筑，在定位处预埋地梁锚固钢筋与基础梁顶面地梁纵筋连接，地梁纵筋与

芯柱竖筋节点绑扎；预埋钢筋顶部超出基础梁顶面50mm；

2)基础梁养护后用双孔生土砖、单孔生土砖进行上部结构砌筑，至预埋钢筋位置处，将

单孔生土砖沿长度方向切成两半，形成砌筑生土砖构件与补砌生土砖构件；先砌筑生土砖

构件至1000mm高度后，在基础梁预埋地梁锚固钢筋上连接钢筋套筒并插入竖向钢筋连接，

钢筋超出砌筑面50mm；

3)补砌生土砖构件，控制墙体水平灰缝和墙体竖向灰缝厚度，填充密实；

4)灌注芯柱细石混凝土，振捣灌注密实；

5)将相邻两根竖向钢筋之间使用水平拉结筋拉结，水平拉结筋间距1000mm，拉结交点

部位焊接；

6)水平拉结筋焊接完成后，继续砌筑上部砌体；

7)在竖向钢筋顶端再次砌筑生土砖构件至砌筑高度再次达到1000mm时，在竖向钢筋顶

部拧上墙体中部钢筋套筒，插入上部钢筋，与墙体中部钢筋套筒连接，保证钢筋顶部距砌筑

墙顶面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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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重复步骤3)-7)，直至砌筑到墙顶圈梁位置，对上部钢筋弯折处理；

9)墙顶圈梁钢筋笼的绑扎，将墙体上部钢筋与圈梁纵筋绑扎连接，最后浇筑混凝土连

接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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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技术领域，是一种在生土砖砌体中设置芯柱来提高生土砖砌体受

力性能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土坯建筑具有就地取材、成本低廉、保温性能良好、绿色环保等众多优势，符合现

阶段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理念，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近些年土坯建筑再次受到国内外学

者的广泛关注。

[0003] 传统的土坯建筑在建房过程中主要根据当地工匠的建房经验进行建造，土坯砖采

用掺加麦秸秆的草泥制作而成，自身强度较低，耐久性能差，砌筑灰浆多采用草泥浆，两者

之间粘结效果不理想，协同工作能力较差，且大多数生土砖砌体房屋基本没有抗震构造措

施，并存在砌筑水平差的问题。根据历次地震灾害调查结果显示，在遭受地震后，土坯建筑

破坏严重，经常表现为墙体开裂、墙体整体式倒塌或者溃散式破坏，说明房屋的整体性较

差，抗震性能较差。

[0004] 近几年课题组根据传统生土砖砌体建筑存在的问题研制出一种新型机制生土砖，

具有强度高、耐久性能好及能够同砌筑灰浆进行良好协同工作的优点，并在陕西榆林进行

了生土砌体示范房屋建设，示范建筑中设置钢筋混凝土构造柱与圈梁，极大的提高了房屋

的整体性与抗震性能，但是构造柱的设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土示范房屋的美观性，以及

预留构造柱位置时需要砌筑马牙槎，增加了施工难度，延长了施工工期。

[0005] 现有技术存在的主要问题：

[0006] 1)传统生土砖强度低，新型生土砖强度高，但是开孔依然是一大难题，且砌体砖砌

筑过程中必须要求砖块孔洞相通，极大地增加了生土砖开孔的设计与制作难度。

[0007] 2)传统生土建筑缺乏构造措施，新型生土建筑设置圈梁构造柱，但是构造柱的设

置在施工过程中太过于繁琐，需进行预留马牙槎、模板制作、模板支护、绑扎钢筋、混凝土浇

筑、混凝土养护、模板拆卸等一系列步骤，且混凝土柱暴露在外，影响生土建筑适用性与美

观性，同时构造柱与生土墙体之间不能很好地协同工作。

[0008] 3)生土墙体中生土砖开孔直径较小，芯柱中的钢筋的设置与混凝土的浇筑具有较

大难度。

[0009] 因此，提供一种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及其施工方法，成为目前本领域亟待解决

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10] 针对前期工作及生土砌体整体性差的特点，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带芯柱生土

砖砌体结构及其施工方法，使用钢筋混凝土灌注开孔生土砖的方法，能够增强墙体的整体

性与稳定性，提升墙体的抗剪承载能力，大幅提高房屋的承载能力与抗震能力。既能保证房

屋美观要求，又能极大地提升房屋的整体性，大幅度降低地震灾害，对于生土建筑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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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节能材料的推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0011] 本发明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12] 一种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包括在生土砖上开孔构成的单孔生土砖和双孔生土

砖，将双孔生土砖上下层间交错砌筑或将单孔生土砖与双孔生土砖间隔上下层间交错砌筑

于基础梁上，在砌筑墙体生土砖开孔中上下贯穿芯柱构成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

[0013] 芯柱包括在砌筑墙体基础梁中预埋的地梁锚固钢筋和通过钢筋套筒转换接头连

接的竖向钢筋，在砌筑墙体间隔地梁锚固钢筋一定高度处通过钢筋套筒转换接头连接上部

钢筋；地梁锚固钢筋和上部钢筋弯折，并分别与地梁纵筋和圈梁纵筋绑扎，浇筑混凝土与砌

筑墙体生土砖连成一体。

[0014] 对于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还有进一步优选的方案：

[0015] 优选的，所述地梁锚固钢筋顶部应超出基础梁顶面50mm。

[0016] 优选的，间隔1000mm进行设置钢筋套筒转换接头，并一次浇筑混凝土。

[0017] 优选的，所述单孔生土砖与双孔生土砖冲压成型，开孔直径不小于55mm。

[0018] 优选的，竖向钢筋之间使用水平拉结筋进行拉结，水平拉结筋间距1000mm，竖向钢

筋与水平拉结筋交点处焊接连接。

[0019] 优选的，一字形12墙全部采用双孔生土砖砌筑，砖对孔灰缝不通缝。

[0020] 优选的，一字形24墙与T形24墙丁砖采用双孔生土砖、顺砖采用单孔生土砖砌筑，

砖对孔灰缝不通缝。

[0021] 优选的，L形24墙丁砖采用双孔生土砖、顺砖采用单孔生土砖砌筑，角部全部采用

双孔生土砖砌筑，生土砖墙体对孔不通缝。

[0022] 相应地，本发明公开了上述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的砌筑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3] 1)基础梁砌筑，在定位处预埋地梁锚固钢筋与基础梁顶面地梁纵筋连接，地梁纵

筋与芯柱竖筋节点绑扎；预埋钢筋顶部超出基础梁顶面50mm；

[0024] 2)基础梁养护后用双孔生土砖、单孔生土砖进行上部结构砌筑，至预埋钢筋位置

处，将单孔生土砖沿长度方向切成两半，形成砌筑生土砖构件与补砌生土砖构件；先砌筑生

土砖构件至1000mm高度后，在基础梁预埋地梁锚固钢筋上锚固钢筋套筒并插入竖向钢筋连

接，钢筋超出砌筑面50mm；

[0025] 3)补砌生土砖构件，控制墙体水平灰缝和墙体竖向灰缝厚度，填充密实；

[0026] 4)灌注芯柱细石混凝土，振捣灌注密实；

[0027] 5)将相邻两根竖向钢筋之间使用水平拉结筋拉结，水平拉结筋间距1000mm，拉结

交点部位焊接；

[0028] 6)水平拉结筋焊接完成后，继续砌筑上部砌体；

[0029] 7)在竖向钢筋顶端再次砌筑生土砖构件至砌筑高度再次达到1000mm时，在竖向钢

筋顶部拧上墙体中部钢筋套筒，插入上部钢筋，与墙体中部钢筋套筒连接，保证钢筋顶部距

砌筑墙顶面50mm；

[0030] 8)重复步骤3)-7)，直至砌筑到墙顶圈梁位置，对上部钢筋弯折处理；

[0031] 9)墙顶圈梁钢筋笼的绑扎，将墙体上部钢筋与圈梁纵筋绑扎连接，最后浇筑混凝

土连接成一体。

[0032] 本发明由于采取以上技术方案，其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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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1)本发明采用一种新型冲压成型的单孔生土砖与双孔生土砖，开孔直径达55mm，

克服了传统生土砖强度低的弱点，突破了新型生土砖开孔难的问题，同时保证了在不同厚

度墙体的砌筑过程中保证生土砖对孔不通缝。

[0034] 2)传统生土建筑构造措施缺乏，房屋整体性差，安全性较低；新型生土建筑设置钢

筋混凝土构造柱，施工工作繁琐，且混凝土构造柱与砌体墙之间存在缝隙，不能很好地协同

工作，同时生土墙体原生态的质感会遭受到严重的影响，美观性与适用性上有很大的影响。

本发明采用设置钢筋混凝土芯柱的方法，不仅极大地简化了施工步骤，增强了钢筋混凝土

芯柱与生土砖墙体的协同工作能力，增加了墙体的整体性，而且保证了墙体立面的纯粹的

原生态品质。

[0035] 3)本发明采用间隔1000mm进行设置钢筋套筒转换接头，对生土砖进行切割，预留

后砌生土砖，易于钢筋连接，保证钢筋的连续性，且不影响生土墙体立面效果；混凝土灌注

时采用振动器振捣钢筋的方法，同时每间隔1000mm进行一次浇筑，混凝土应采用细石混凝

土，保证混凝土密实。

[0036] 本发明采用设置钢筋混凝土芯柱的方法，极大地改善了传统生土砌体建筑的整体

性差、抗震性能差的问题，简化了现代生土砌体结构设置构造柱的施工方法，同时最大程度

的保留了生土砌体原生态的质感。本发明可广泛应用于生土资源丰富地区的建筑领域。

附图说明

[0037] 此处所说明的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并不

构成对本发明的不当限定，在附图中：

[0038] 图1为双孔生土砖结构示意图；

[0039] 图2为单孔生土砖结构示意图；

[0040] 图3为钢筋混凝土芯柱内部构造；

[0041] 图4为套筒位置处生土砖结构示意图；

[0042] 图5为墙体中部构造连接结构示意图；

[0043] 图6为墙体与地梁连接处构造；

[0044] 图7为墙体与圈梁连接处构造；

[0045] 图8为芯柱间水平拉结结构示意图；

[0046] 图9为一字形12墙结构示意图；

[0047] 图10为一字形24墙结构示意图；

[0048] 图11为T形24墙结构示意图；

[0049] 图12为L形24墙结构示意图。

[0050] 图中：1为双孔生土砖，2为双孔生土砖孔洞，3为单孔生土砖，4为单孔生土砖孔洞，

5为基础梁，6为地梁纵筋，7为地梁锚固钢筋，8为地梁纵筋与芯柱竖筋节点，9为砌筑生土砖

构件，10为补砌生土砖构件，11为锚固钢筋套筒，12为竖向钢筋，13为墙体水平灰缝，14为墙

体竖向灰缝，15为芯柱细石混凝土，16为水平拉结筋，17为拉结部位，18为墙体中部钢筋套

筒，19为上部钢筋，20为墙顶圈梁，21为圈梁纵筋，22为扎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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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51] 下面将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例来详细说明本发明，在此本发明的示意性实施例

以及说明用来解释本发明，但并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52] 本发明砌筑生土砖包括生土砖、钢筋、套筒、细石混凝土和砂浆。在一个实施例中，

生土砖具体尺寸如下：240*115*90，如图1、图2所示，分为双孔生土砖1和单孔生土砖3，双孔

生土砖孔洞2和单孔生土砖孔洞4洞口直径为55mm；芯柱钢筋选用直径12mm的HRB335螺纹钢

筋；水平拉结钢筋选用直径6mm的HPB300光圆钢筋；套筒内径12mm，厚度2.4mm，长度50mm；混

凝土自拌，水泥选用强度等级为42.5MPa的普通硅酸盐水泥，沙子选用中砂，石子选用细石，

直径不应大于8mm。

[0053] 如图3、图5、图6、图7、图8所示，本发明的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包括在生土砖上

开孔构成的单孔生土砖3和双孔生土砖1，将双孔生土砖上下层间交错砌筑或将单孔生土砖

与双孔生土砖间隔上下层间交错砌筑于基础梁5上，在砌筑墙体生土砖开孔中上下贯穿芯

柱构成带芯柱生土砖砌体结构。

[0054] 芯柱包括在砌筑墙体基础梁中预埋的地梁锚固钢筋7和通过钢筋套筒转换接头连

接的竖向钢筋12，在砌筑墙体间隔地梁锚固钢筋7一定高度处通过钢筋套筒转换接头连接

上部钢筋19；地梁锚固钢筋7和上部钢筋19弯折，并分别与地梁纵筋6和圈梁纵筋21绑扎，浇

筑混凝土与砌筑墙体生土砖连成一体。

[0055] 生土砖砌体砌筑过程中，芯柱位置应保证通孔，单孔生土砖与双孔生土砖冲压成

型，开孔直径不小于55mm，且应该便于灌浆，考虑到这些因素，本发明提供了带芯柱生土砖

砌体结构及其施工方法，该发明可以同时保证施工速度与施工质量。

[0056] 为克服灌孔难、钢筋不易插入孔洞、钢筋之间连接，以及钢筋与基础之间的连接等

问题，将在设置钢筋混凝土芯柱部位采用下列步骤进行：

[0057] 1)见图5、图6所示，首先进行基础梁5的浇筑(砌筑)，沿地梁长度方向对钢筋混凝

土芯柱进行定位标记，在定位处预埋地梁锚固钢筋7，与基础梁5顶面地梁纵筋6连接，地梁

纵筋与芯柱竖筋节点8连接部位采用绑扎处理；预埋钢筋顶部应超出基础梁5顶面50mm；

[0058] 2)基础梁5养护完成后用双孔生土砖1、单孔生土砖3进行上部结构砌筑，砌筑至预

埋钢筋位置处，单孔生土砖3做如图6所示处理，将单孔生土砖3沿长度方向切成两半，形成

砌筑生土砖构件9与补砌生土砖构件10，如图4所示。首先砌筑生土砖构件9，然后继续向上

砌筑至1000mm高度后，在基础梁5预埋地梁锚固钢筋7上拧上锚固钢筋套筒11，然后插入竖

向钢筋12，与锚固钢筋套筒11连接，保证连接位置紧固，同时保证钢筋超出砌筑面50mm；

[0059] 3)然后补砌生土砖构件10，控制墙体水平灰缝13厚度在10mm，墙体竖向灰缝14厚

度在10mm，灰缝应保证填充密实；

[0060] 4)灌注芯柱细石混凝土15，振捣，保证混凝土灌注密实，见图8所示；

[0061] 5)灌注完成后，将两根竖向钢筋12之间使用水平拉结筋16进行拉结，水平拉结筋

间距1000mm，拉结部位17采用焊接处理。

[0062] 6)水平拉结筋焊接完成后，继续砌筑上部砌体；

[0063] 7)在竖向钢筋12顶端位置处，再次砌筑生土砖构件9，直至砌筑高度再次达到

1000mm时，在竖向钢筋12顶部拧上墙体中部钢筋套筒18，继续插入上部钢筋19，与墙体中部

钢筋套筒18连接，保证连接位置紧固，同时保证钢筋顶部距砌筑墙顶面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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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8)重复步骤3)-7)，直至砌筑到墙顶圈梁20位置，如图7所示，对上部钢筋19做如图

弯折处理；

[0065] 9)进行墙顶圈梁20钢筋笼的绑扎，将墙体上部钢筋19与圈梁纵筋21采用扎丝22绑

扎连接，最后浇筑混凝土连接成一体。

[0066] 以上图1-图8中，考虑到砌筑生土砖时要求对孔，本发明针对常用砌体墙构造，为

了保证砌筑过程中生土砖对孔但不通缝，设计出以下几种墙体的砌筑方法，如图9所示。

[0067] 带芯柱生土砖砌体如图9、图10、图11和图12所示，一字形12墙全部采用双孔生土

砖砌筑，保证砖对孔灰缝不通缝；一字形24墙与T形24墙丁砖采用双孔生土砖，顺砖采用单

孔生土砖，保证砖对孔灰缝不通缝；L形24墙丁砖采用双孔生土砖，顺砖采用单孔生土砖，角

部全部采用双孔生土砖，保证生土砖墙体对孔不通缝。

[0068]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

[0069] 在现代生土砖砌体中设置钢筋混凝土芯柱，不仅从立面上保留了生土墙体的美

感，而且克服了生土墙体受力性能差的特点，同时现浇的钢筋混凝土芯柱同生土砖之间相

互渗透，加强了两者之间的粘结性能，提高了两者的协同工作能力，提高了墙体的整体性、

稳定性，起到构造柱的作用，有效的提升了墙体抗压、抗剪承载能力，以及抗震能力，保证了

结构的稳定性。

[0070] 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例，在本发明公开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根据所公开的技术内容，不需要创造性的劳动就可以对其中的一些技术特征作出一

些替换和变形，这些替换和变形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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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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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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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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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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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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