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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建筑工程领域，公开一种假山施

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A、基地夯固：将侧壁包覆

有麻丝的木桩根据假山山体底面的轮廓线在基

地上固定，在基地上用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层，且

混凝土层将木桩包覆；B、制造假山骨架：在混凝

土层上按假山山峰标高安装支撑木柱，且在支撑

木柱外包覆麻丝；同时在混凝土层上安装造型钢

筋架，且在造型钢筋架外包覆麻丝；在造型钢筋

架上安装盖钢板网；C、塑造：在盖钢板网内的混

凝土层上用混凝土浇筑成假山本体；D、批塑着

色。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和效果：通过麻丝的包

覆避免木桩、支撑木柱和钢筋与通过混凝土缝隙

进入的水分与氧气反应，保证木桩和钢筋的支撑

强度，提高假山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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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假山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A、基地夯固：将侧壁包覆有麻丝的木桩根据假山山体底面的轮廓线在基地上固定，在

基地上用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层，且混凝土层将木桩包覆；

B、制造假山骨架：在混凝土层上按假山山峰标高安装支撑木柱，且在支撑木柱外包覆

麻丝；同时在混凝土层上安装造型钢筋架，且在造型钢筋架外包覆麻丝；在造型钢筋架上安

装盖钢板网；

C、塑造：首先在包覆有麻丝的支撑木柱和造型钢筋架上用石膏浆涂覆，接着在盖钢板

网内的混凝土层上用混凝土浇筑成假山本体；

D、批塑着色：在假山本体外侧壁上先用第一水泥河沙混合液涂抹，接着用第二水泥河

沙混合液涂抹，最后在假山本体外侧壁上刻纹、着色、养护；

所述混凝土由以下原料配置而成：水泥、水、砂、石料和玻璃纤维；所述第一水泥河沙混

合液由以下原料配置而成：水泥、河沙、黄泥、水和麻刀，第二水泥河沙混合液由以下原料配

置而成：黄泥、水泥、水和河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假山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A中混凝土层的浇筑

方法为：首先在基地上浇筑环形混凝土，环形混凝土将木桩包覆，接着在环形混凝土内的基

地上铺设碎石层，然后在碎石层上的环形混凝土内安装纵横交错的钢筋，且钢筋外包覆麻

丝，最后将环形混凝土内的空隙用混凝土浇筑制成混凝土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假山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混凝土由以下原料配置而

成：水泥、水、砂、石料和玻璃纤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假山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A中混凝土层在固定

成型中对混凝土层进行振实，振实的操作方法为：用振捣棒沿木桩施振振捣，振捣棒振捣插

拔过程应快插慢拔，振捣完成后用夯板将混凝土层去气泡、提浆、整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假山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B中造型钢筋架的制

造方法为：首先洁净钢筋表面，接着将钢筋调直、切断，最后用焊条将钢筋连续施焊制成造

型钢筋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假山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C中石膏浆由以下原

料配置而成：石膏、水和环氧树脂。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假山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D中刻纹的操作方法

为：在假山上用激光雕刻从假山山脚至假山山顶依次渐收的轮廓线，且轮廓线的深度从假

山山脚至假山山顶依次减小。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假山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D中着色的颜料由以

下原料配置而成：矿物颜料、白水泥、107胶、水和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假山施工方法，其特征是：所述步骤D中着色完成后的假

山本体上用有机硅涂覆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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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假山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工程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假山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假山具有多方面的造景功能，如构成园林的主景或地形骨架，划分和组织园林空

间，布置庭院、驳岸、护坡、挡土，设置自然式花台。同时还可以与园林建筑、园路、场地和园

林植物组合成富于变化的景致，借以减少人工气氛，增添自然生趣，使园林建筑融汇到山水

环境中。

[0003] 目前，公告号为CN202225672U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公开了一种混凝土假山，其包

括由多根钢筋骨架拼接成形的假山框架体，在假山框架体内部上设有主支撑杆，在假山框

架体外层设有金属网层以及覆盖在金属网层上的混凝土层。

[0004] 混凝土是用水泥作胶凝材料，砂、石作骨料，与水按一定比例配合，经搅拌而制得。

但无论如何调节水的比例，由于砂、石的加入造成混凝土在浇筑凝固后产生缝隙，具有透气

性能。上述技术方案，埋于混凝土中的钢筋处于碱性介质中，新浇混凝土PH值约为12.5或更

高,从而导致钢筋锈蚀；同时由于混凝土产生缝隙，因此空气中的水分与氧气通过缝隙与钢

筋反应从而加速钢筋锈蚀。

[0005] 现有混凝土假山制造过程中会用木桩代替钢筋，但同理由于混凝土产生缝隙，空

气中的水分与氧气通过缝隙与木桩反应，导致木桩腐烂。无论钢筋锈蚀还是木桩腐烂都会

造成假山内部支撑强度的减弱，从而降低假山的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假山施工方法，其通过麻丝的包覆避免木桩、支撑木柱

和钢筋与通过混凝土缝隙进入的水分与氧气反应，保证木桩和钢筋的支撑强度，提高假山

的使用寿命。

[0007]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一种假山施工方法，包

括如下步骤：

[0008] A、基地夯固：将侧壁包覆有麻丝的木桩根据假山山体底面的轮廓线在基地上固

定，在基地上用混凝土浇筑混凝土层，且混凝土层将木桩包覆；

[0009] B、制造假山骨架：在混凝土层上按假山山峰标高安装支撑木柱，且在支撑木柱外

包覆麻丝；同时在混凝土层上安装造型钢筋架，且在造型钢筋架外包覆麻丝；在造型钢筋架

上安装盖钢板网；

[0010] C、塑造：首先在包覆有麻丝的支撑木柱和造型钢筋架上用石膏浆涂覆，接着在盖

钢板网内的混凝土层上用混凝土浇筑成假山本体；

[0011] D、批塑着色：在假山本体外侧壁上先用第一水泥河沙混合液涂抹，接着用第二水

泥河沙混合液涂抹，最后在假山本体外侧壁上刻纹、着色、养护。

[001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木桩外包覆麻丝，避免安装在混凝土层内的木桩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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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混凝土缝隙进入的水分与氧气反应，从而避免木桩腐烂；在支撑木柱和造型钢筋架外包

覆麻丝，避免安装在假山本体内的支撑木柱和造型钢筋架与通过混凝土缝隙进入的水分与

氧气反应，从而避免支撑木柱腐烂和造型钢筋架锈蚀。麻丝不仅能够防水隔离空气，而且具

有良好的附着性，使混凝土能够附着在麻丝上，从而提高混凝土与木桩、支撑木柱或造型钢

筋架之间的连接牢固度。

[001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A中混凝土层的浇筑方法为：首先在基地上浇筑环

形混凝土，环形混凝土将木桩包覆，接着在环形混凝土内的基地上铺设碎石层，然后在碎石

层上的环形混凝土内安装纵横交错的钢筋，且钢筋外包覆麻丝，最后将环形混凝土内的空

隙用混凝土浇筑制成混凝土层。

[0014] 假山的制造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假山的结构牢固度，而且要考虑假山与基地的安装

牢固度。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木桩的上端固定在环形混凝土中，且木桩的下端固定在基

地中，通过木桩的设置提高假山与基地的安装牢固度；碎石层的碎石在铺设过程中部分碎

石会嵌入基地，且碎石与碎石之间的间隙通过混凝土填充，通过碎石的设置提高假山与基

地的安装牢固度。由于混凝土层内安装有纵横交错的钢筋，钢筋的加入能够提高混凝土层

的结构牢固度。且钢筋外包覆麻丝，麻丝的包覆同样能够避免安装在混凝土层内的钢筋与

通过混凝土缝隙进入的水分与氧气反应，从而避免钢筋锈蚀，提高混凝土层的结构牢固度。

[001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混凝土由以下原料配置而成：水泥、水、砂、石料和玻璃

纤维。

[0016] 混凝土是用水泥作胶凝材料，砂、石作骨料，与水按一定比例配合，经搅拌而制得。

但无论如何调节水的比例，由于砂、石的加入造成混凝土会产生缝隙，具有透气性能。混凝

土缝隙的存在会使假山外空气中的水分与氧气通过缝隙渗透入假山，与假山内的木桩或钢

筋反应，从而造成木桩腐烂，钢筋锈蚀。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混凝土配置过程中加入

玻璃纤维，玻璃纤维的加入能够填充混凝土中砂、石的间隙，从而提高混凝土的密实性。混

凝土的密实性越高，浇筑完成的混凝土缝隙越小，通过缝隙透入假山的水分与氧气则越小，

安装在假山内的木桩和钢筋则不易腐烂、锈蚀。同时玻璃纤维机械强度高，玻璃纤维的加入

能够提高混凝土浇筑物体的牢固度。

[001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A中混凝土层在固定成型中对混凝土层进行振实，

振实的操作方法为：用振捣棒沿木桩施振振捣，振捣棒振捣插拔过程应快插慢拔，振捣完成

后用夯板将混凝土层去气泡、提浆、整平。

[0018] 混凝土层作为假山的承重建筑基础，不仅要考虑混凝土层的牢固度，而且要考虑

混凝土层的平整度。混凝土由于包括砂、石，因此混凝土在浇筑过程中会产生气泡，气泡的

存在会影响混凝土层的牢固度。由于后续的支撑木柱和造型钢筋架均以混凝土层为基准

面，因此若混凝土层的上表面不平整，则会影响支撑木柱和造型钢筋架的安装，从而影响假

山的整体造型。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振捣棒沿木桩施振振捣，且振捣棒振捣插拔过

程应快插慢拔，振捣棒在振捣过程中应先快速插入，从而能够提高振捣面积；在振捣过程中

应缓慢拔出，从而避免振捣棒在拔出过程中掺入空气形成气泡；振捣棒的施振振捣能够有

效去除混凝土层中的气泡，从而提高混凝土层的牢固度。振捣完成后用夯板将混凝土层去

气泡、提浆、整平，从而能够保证混凝土层上表面的平整度，避免混凝土层上表面出现气泡。

[001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B中造型钢筋架的制造方法为：首先洁净钢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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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接着将钢筋调直、切断，最后用焊条将钢筋连续施焊制成造型钢筋架。

[0020] 造型钢筋架的牢固度会影响假山整体的牢固度。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首先洁

净钢筋表面，避免钢筋表面本身就存在浮锈，若假山外空气中的水分与氧气通过缝隙渗透

入假山，则会尽快钢筋的腐蚀；接着将钢筋调直、切断，钢筋不能出现局部弯曲，一旦钢筋出

现局部弯曲，则会影响钢筋的整体受力，一旦出现钢筋整体受力不均匀，会造成受力加大处

的钢筋断离，从而降低假山内部结构牢固度；最后用焊条将钢筋连续施焊制成造型钢筋架，

连续施焊能够保证钢筋焊接的牢固度，避免出现未焊透、有气孔或夹渣。

[0021]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C中石膏浆由以下原料配置而成：石膏、水和环氧

树脂。

[0022]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包覆在支撑木柱和造型钢筋架外的麻丝上涂覆石膏

浆，石膏浆的设置能够也能避免支撑木柱和造型钢筋架与假山外空气中的水分与氧气通过

缝隙渗透入假山反应。石膏浆中包括环氧树脂，环氧树脂不但具有密实、抗水、强度高，同时

具有附着力强，其能够降低支撑木柱和造型钢筋架与水分、氧气反应，而且能够较好的附着

在麻丝和混凝土之间，从而提高支撑木柱和造型钢筋架与混凝土的连接牢固度。

[0023]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D中第一水泥河沙混合液由以下原料配置而成：水

泥、河沙、黄泥、水和麻刀，第二水泥河沙混合液由以下原料配置而成：黄泥、水泥、水和河

沙。

[0024]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首先在假山本体外侧壁上先用第一水泥河沙混合液涂抹

一遍，由于第一水泥河沙混合液中包括水泥、河沙、黄泥，水泥能够将河沙、黄泥涂覆在假山

本体外侧壁上，从而使假山本体形象逼真；第一水泥河沙混合液中还包括麻刀，麻刀的加入

能够提高假山的强度，避免假山开裂。当第一水泥河沙混合液涂抹一遍后用第二水泥河沙

混合液涂抹多遍。第二水泥河沙混合液仅包括黄泥、水泥和河沙，第二水泥河沙混合液能够

弥补第一水泥河沙混合液在涂抹时的不均匀，使假山本体着色均匀。

[0025]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D中刻纹的操作方法为：在假山上用激光雕刻从假

山山脚至假山山顶依次渐收的轮廓线，且轮廓线的深度从假山山脚至假山山顶依次减小。

[0026] 现有假山制造过程中在假山上无论是刻字还是雕刻轮廓线，其大多采用刻刀雕

刻，刻刀雕刻对使用者力度要求极高，一旦用力过度，会形成裂痕从而影响假山的牢固度。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采用激光雕刻，激光雕刻不仅雕刻效率高，而且操作简单，且能够

降低在雕刻过程中产生缝隙，从而影响假山的牢固度。同时激光雕刻轮廓线的过程中，轮廓

线的深度从假山山脚至假山山顶依次减小，由于假山山脚其横截面积大于假山山顶的横截

面积，因此假山山脚的牢固度大于假山山顶的牢固度，从而假山山脚雕刻较深的轮廓线并

不会产生裂痕，轮廓线的深度从假山山脚至假山山顶依次减小能够使假山视觉上高大和真

实感。

[0027]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D中着色的颜料由以下原料配置而成：矿物颜料、

白水泥、107胶、水和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

[0028] 假山外侧壁上涂覆的颜料易受刮风下雨而褪色。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颜料原

料包括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具有较好的耐水性，其能够降低颜料

受到雨雪的作用而褪色；且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具有较好的耐腐蚀性，其能够降低颜料受

到油脂、酸、碱等化学品腐蚀而褪色。同时颜料原料包括107胶，107胶学名为聚乙烯醇缩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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醛胶黏剂，107胶的加入能够提高颜料的附着性，从而使颜料能够更好的涂覆在假山外侧壁

上。

[0029] 本发明进一步设置为，所述步骤D中着色完成后的假山本体上用有机硅涂覆养护。

[0030]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着色完成后的假山本体上用有机硅涂覆，有机硅不仅

耐高温而且耐低温，降低颜料和假山外侧壁因温差而产生裂痕；同时有机硅具有耐候性，不

易被紫外光和臭氧所分解，有机硅具有比其他高分子材料更好的热稳定性以及耐辐照和耐

候能力，有机硅中自然环境下的使用寿命可达几十年，避免有机硅保护层因暴露在户外而

分解；且有机硅具有耐氧化稳定性、难燃、憎水、耐腐蚀，从而避免假山开裂提高假山的牢固

度。

[0031] 综上所述，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2] 1、通过麻丝的包覆避免木桩、支撑木柱和钢筋与通过混凝土缝隙进入的水分与氧

气反应，保证木桩和钢筋的支撑强度，提高假山的使用寿命；

[0033] 2、混凝土配置过程中加入玻璃纤维，玻璃纤维的加入能够填充混凝土中砂、石的

间隙，从而提高混凝土的密实性；混凝土的密实性越高，浇筑完成的混凝土缝隙越小，通过

缝隙透入假山的水分与氧气则越小，安装在假山内的木桩和钢筋则不易腐烂、锈蚀；同时玻

璃纤维机械强度高，玻璃纤维的加入能够提高混凝土浇筑物体的牢固度；

[0034] 3、石膏浆中包括环氧树脂，环氧树脂不但具有密实、抗水、强度高，同时具有附着

力强，其能够降低支撑木柱和造型钢筋架与水分、氧气反应，而且能够较好的附着在麻丝和

混凝土之间，从而提高支撑木柱和造型钢筋架与混凝土的连接牢固度；

[0035] 4、颜料原料包括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具有较好的耐水

性，其能够降低颜料受到雨雪的作用而褪色；且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具有较好的耐腐蚀

性，其能够降低颜料受到油脂、酸、碱等化学品腐蚀而褪色；

[0036] 5、在着色完成后的假山本体上用有机硅涂覆，有机硅不仅耐高温而且耐低温，降

低颜料和假山外侧壁因温差而产生裂痕；且有机硅具有耐氧化稳定性、难燃、憎水、耐腐蚀，

从而避免假山开裂提高假山的牢固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一种假山施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8] A、基地夯固：首先根据基地土壤的承载能力和山体的重量设计假山山体，在浇筑

假山山体前先将侧壁包覆有麻丝的木桩根据设计假山山体底面的轮廓线在基地上固定。接

着在基地上浇筑环形混凝土，环形混凝土将木桩包覆。接着在环形混凝土内的基地上铺设

10cm碎石层，然后在碎石层上的环形混凝土内安装纵横交错的钢筋，且钢筋外包覆麻丝。最

后将环形混凝土内的空隙用混凝土浇筑制成混凝土层，环形混凝土基础的断面尺寸为50cm 

x  60cm，厚度为40cm。

[0039] 混凝土层在固定成型中对混凝土层进行振实，振实的操作方法为：

[0040] （1）混凝土层在固定成型中开动振捣棒入混凝土层施振，插入深度宜离基地30-

50mm，不能碰撞模板、钢筋、预埋件、传力杆等；振捣棒应快插慢拔，不得快拔；先沿木桩10cm

左右以30cm的间距进行点震，中间部分每间隔50-60cm以1米/分钟左右的速度匀速前进，实

施全宽全厚的正常振捣，每拖振1m要重新插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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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2）混凝土层用振捣棒振捣完毕后，使用1.1kg夯板，进一步整平、提浆、赶出表层

气泡，提高表层质量。

[0042] 其中混凝土混合料搅拌过程为：

[0043] （1）混凝土原料采用配有电脑计量的搅拌机进行集中搅拌，以保证混凝土料的质

量均匀稳定，混凝土原料质量百分比为：水泥25%，石料40%，砂15%，水15%，玻璃纤维5%；其允

许误差控制精度为：水泥±1%，水±1%，砂±2%，石料±2%，玻璃纤维±1%；

[0044] （2）搅拌机搅拌首盘混凝土时，适量增加水泥及相应的水与砂，并适当延长搅拌时

间；混合料必须搅拌均匀，直观颜色一致；搅拌时间从投料完毕至出料应不少于40s，并随时

检查坍落度。

[0045] B、制造假山骨架：在混凝土层上按假山山峰标高安装支撑木柱，且在支撑木柱外

包覆麻丝；同时在混凝土层上安装造型钢筋架，且在造型钢筋架外包覆麻丝；在造型钢筋架

上安装盖钢板网。

[0046] 其中造型钢筋架的制造方法为：

[0047] （1）钢筋筋制作：钢筋表面应洁净，粘着的油污、泥土、浮锈使用前必须清理干净，

可结合冷拉工艺除锈；钢筋调直，可用机械或人工调直，经调直后的钢筋不得有局部弯曲、

死弯、小波浪形，其表面伤痕不应使钢筋截面减小5%；钢筋切断应根据钢筋号、直径、长度和

数量，长短搭配，先断长料后断短料，尽量减少和缩短钢筋短头，以节约钢材；

[0048] （2）钢筋焊接：从接缝处垫板引弧后应连续施焊，并应使钢筋端部熔合，防止未焊

透、有气孔或夹渣；可停焊清渣一次，焊平后，再进行焊接余高的焊接，其高度应不大于3m；

焊缝表面不应有缺陷及削弱现象，在接头处钢筋中心线位移不大于钢筋直径的0.1倍。

[0049] C、塑造：首先在包覆有麻丝的支撑木柱和造型钢筋架上用石膏浆涂覆，接着在盖

钢板网内的混凝土层上用混凝土浇筑成假山本体。

[0050] 其中石膏浆原料质量百分比为：石膏60%，水30%，环氧树脂10%；其允许误差控制精

度为：石膏±2%，水±1%，环氧树脂±1%。

[0051] D、批塑着色：在假山本体外侧壁上先用第一水泥河沙混合液涂抹，接着用第二水

泥河沙混合液涂抹，最后在假山本体外侧壁上刻纹、着色、养护。

[0052] 其中第一水泥河沙混合液原料质量百分比为：水泥13%，河沙26%，水45%，黄泥10%，

麻刀6%；其允许误差控制精度为：水泥±1%，河沙±1%，水±2%，黄泥±1%，麻刀±1%。第二水

泥河沙混合液原料质量百分比为：水泥15%，河沙30%，水45%，黄泥10%；其允许误差控制精度

为：水泥±1%，河沙±1%，水±2%，黄泥±1%。

[0053] 其中刻纹的操作方法为：在假山上用激光雕刻从假山山脚至假山山顶依次渐收的

轮廓线，且轮廓线的深度从假山山脚至假山山顶依次减小。同时修饰重点在假山山脚和假

山山体中部，假山山脚应表现粗犷，有人为破坏、风化的痕迹，并留有植物生长的区域。追求

纹理的真实，应做出不同的面，强化力感和楞角，以丰富造型，注意层次。

[0054] 其中着色的颜料原料质量百分比为：矿物颜料55%，白水泥10%，107胶8%，乙烯-醋

酸乙烯共聚物7%，水20%；其允许误差控制精度为：矿物颜料±2%，白水泥±1%，107胶±1%，

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1%，水±1%。

[0055] 着色完成后的假山本体上用有机硅涂覆养护。

[0056]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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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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