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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

由型钢柱、型钢梁等组成钢框架结构，与山体适

当退距，通过接触点微小的嵌固装置与山体连接

固定，并由山体提供抗侧刚度。在钢框架上安装

轻质外墙、轻质内墙、轻型结构板、轻型室外平

台、门、窗、保温防水层等等构件，形成依山就势，

跌宕起伏，层峦耸翠，融入自然的有机建筑，实现

人们置身山野，亲近自然的愿望。避免了对自然

环境的破坏，能充分利用占国土面积近七成的山

区土地，变废为宝，提高土地利用率，兼顾利用环

境、保护环境的双重作用，符合国家大力提倡的：

保护耕地、绿色发展、环境保护等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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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其特征在于:包括型钢柱(1)、型钢梁(2)、基础(3)、轻型结

构板(4)、轻型室外平台(5)、轻质外墙(6)、轻质内墙(9)；

型钢柱(1)与型钢梁(2)连接构成钢框架结构，型钢柱(1)底部与基础(3)连接固定，并

将型钢柱(1)底部的内力传递给基础(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其特征在于:型钢梁(2)通过嵌固装

置(12)，与山体连接固定，并由山体提供抗侧刚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其特征在于:轻型室外平台(5)边缘

与山体保持适当距离，以保护自然环境。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其特征在于:轻型结构板(4)由上层

25mm厚的高强水泥面板(4a)，与薄壁型钢龙骨(4b)粘结固定，下层10mm厚的纸面石膏板

(4d)，粘结固定于薄壁型钢龙骨(4b)的另一面，中间填充65mm厚的隔声玻璃丝绵(4c)。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其特征在于:轻质外墙(6)，由2层

12mm厚的硅酸钙板(6a)，与薄壁型钢龙骨(6b)粘结固定，中间填充176mm厚的岩棉(6c)。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其特征在于:轻质内墙(9)，由2层

10mm厚的纸面石膏板(9a)，与薄壁型钢龙骨(9b)粘结固定，中间填充100mm厚的隔声玻璃丝

绵(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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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工程、山地利用、城乡规划、耕地保护等工程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在公知的技术领域，各类建筑的用地大多平缓，山区、丘陵、盆地等区域的山地建

筑数量有限，而这些山地建筑在建造时，全面开采岩土、破坏植被、环境破坏较严重。而国家

相关的城乡建设用地竖向规划规范，也将城乡各类建设用地最大坡度限定在不超过25％范

围之内。而我国山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69.1％，随着国民经济、生产生活、社会事业等等方

面的高速增长，各类建筑的巨量增长，必然会占用更多土地资源，造成耕地保护、环境保护

等压力。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技术方案解决这些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可以建造在场地自然坡度远大于25％

的陡坡、急坡等场地，甚至悬崖、峭壁等场地。能够将大量建造在平整良田场地的工程，迁移

到丘陵、山川等以往不适合建设的地区，从而提高土地利用率，保护耕地，并减少集中巨量

开发而造成的环境破坏，促进各区域平衡发展。解决目前土地开发、耕地保护、环境保护等

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

筑，包括型钢柱、型钢梁、基础、轻型结构板、轻型室外平台、轻质外墙、门、窗、轻质内墙、保

温防水层等等，将型钢柱、型钢梁等构成的钢框架固定在陡坡、急坡、山崖、峭壁等坡地、台

地上，构成山地轻型建筑，为避免对山地植被及土壤等自然环境的破坏，建筑与山地之间拉

开适当的距离，保持山地现状；同时利用这些山地现状，做为本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的景

观资源，提升建筑品位，实现建筑与环境的和谐互融，使两者互为因借、相得益彰。

[0005] 优先的，所述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根据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为满足主体结构

承载力、变形、抗震设防、地基承载力、稳定等诸多要求，选择相应的结构构件截面尺寸、基

础形式等。

[0006] 优先的，所述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为避免建造时开采岩土、破坏植被、破坏环

境，将建筑与山体适当退距，即在钢框架与自然山体之间，设置一跨型钢梁，在该型钢梁端

部焊接栓钉，对应该型钢梁端部接触点位置，在山体上开凿洞口，将该型钢梁端部及所焊接

栓钉，安装于所凿洞口之内，用高强灌浆料将该型钢梁及钢框架嵌固于山体上，由山体为钢

框架提供可靠的抗侧刚度，抵御风荷载、地震作用等产生的水平荷载。

[0007] 优先的，所述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的轻质外墙，由2层12mm  厚的硅酸钙板，与薄

壁型钢龙骨粘结固定，中间填充176mm厚的岩棉。

[0008] 优先的，所述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的轻质内墙，由2层10mm  厚的纸面石膏板，与

薄壁型钢龙骨粘结固定，中间填充100mm厚的隔声玻璃丝绵。

[0009] 优先的，所述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的轻型结构板，由上层25mm  厚的高强水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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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与薄壁型钢龙骨粘结固定，下层10mm厚的纸面石膏板，粘结固定于薄壁型钢龙骨的另一

面，中间填充65mm厚的隔声玻璃丝绵。

[0010] 优先的，所述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的外门窗，采用低导热双层成品玻璃，木塑材

料等组成的节能门窗。

[0011] 由于目前建筑大都建在自然坡度平缓的平整场地，未充分利用丘陵、山川等坡地，

对耕地保护、环境保护、城乡规划等工作不利。鉴于此，本实用新型具有下述优点：山地点状

嵌岩轻型建筑，具有很强的场地条件适应性，能够选址在自然坡度远大于25％的陡坡、急

坡、山崖、峭壁等坡地、台地上，充分利用以往不适合建设的土地资源，能充分利用占国土面

积近七成的山区土地，变废为宝，提高土地利用率，兼顾利用环境、保护环境的双重作用，符

合国家大力提倡的：保护耕地、绿色发展、环境保护等理念。

附图说明

[0012]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技术描述中所需要

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的，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对

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

他的附图。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的结构平面图

[0013]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的剖面图

[0014] 图3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的嵌固装置详图

[0015] 图4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的轻型结构板详图

[0016] 图5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的轻质外墙详图

[0017] 图6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的轻质内墙详图

[0018] 图中标号：

[0019] 1、型钢柱；2、型钢梁；2a、栓钉；2b、高强灌浆料；2c、凿洞；  3、基础；4、轻型结构板；

4a、高强水泥板；4b、薄壁型钢龙骨；4c、玻璃丝绵；4d、石膏板；5、轻型室外平台；6、轻质外

墙；6a、硅酸钙板；6b、薄壁型钢龙骨；6c、岩棉；7、窗；8、保温防水层；9、轻质内墙；9a、纸面石

膏板；9b、薄壁型钢龙骨；9c、玻璃丝绵；10、门；11、女儿墙；12、嵌固装置；13、檐口；14、楼梯；

15、电梯；  16、护栏；17、水平支撑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1]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建造在自然坡度接近90°

的峭壁之上，由型钢柱1、型钢梁2、轻型结构板  4、轻型室外平台5、轻质外墙孔6、窗7、轻质

内墙9、门10、楼梯  14、电梯15等组成。柱网尺寸根据建筑使用功能确定，轻型结构板  4是承

受楼、屋面荷载的受力构件，通过其内部的薄壁型钢龙骨4b与型钢梁2焊接，组成各层楼面

及屋面。型钢梁2与型钢柱1焊接组成钢框架主体结构，为避免对自然山体的破坏，同时满足

依山就势、融入自然的设计理念，钢框架主体结构适当退距；将钢框架延伸设置一跨型钢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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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并在各榀钢框架所延的一跨型钢梁2之间，设置水平支撑17，为简化构件选型，方便施工，

该水平支撑17(采用钢管制作，具体型号根据计算分析结果确定)，在每处与山体接触的、所

延伸的一跨型钢梁2端部，设置局部微小的“触点式”嵌固装置12，将型钢梁2与山体连接固

定，风荷载、地震作用等产生的水平作用力，通过嵌固装置12传递至山体，由山体为钢框架

提供可靠的抗侧刚度。在建筑两端山墙位置，以及纵向间距(根据所在建造场地的抗震设防

烈度、风荷载取值等情况而定)，设置水平支撑17，提高建筑在水平方向的刚度，达到层间位

移角限值等要求，满足结构变形能力要求。

[0022] 如图2所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山地点状嵌岩轻型建筑的基础3，受场地土地基承

载力、压缩模量、冻深等等岩土工程特性的影响，有诸多的基础结构选型，图中以“柱下独立

基础”为例，表达组成建筑整体的各个结构构件连接的剖面示意，根据建筑使用功能选择柱

网尺寸，为避免破坏山体植被及土壤，保护自然环境，在靠近山体的一侧，仅局部设置轻型

室外平台5，将其安装于各榀钢框架向山体所延伸的一跨型钢梁2上，并在边缘设置护栏16，

以供人们凭栏观景，轻型室外平台5的构造做法同轻型结构板4。

[0023] 如图3所示，本实施例中，在型钢梁2端部焊接栓钉2a，具体数量根据传递的内力计

算确定，对应该型钢梁2端部接触点位置，在山体上局部凿除岩土，形成凿洞2c，其深度根据

型钢梁2端部传递的内力、岩土的土力学性能指标计算确定；其洞口尺寸为型钢梁2端部尺

寸加栓钉2a长度，四周再加50mm保护层兼粘结层厚度，三者之和。将该型钢梁2端部及所焊

接栓钉2a，安装于凿洞2c之内，用高强灌浆料2b将型钢梁2及钢框架嵌固于山体上。需要补

充说明一点，对于不适合该做法的较软弱岩土，可采用长锚杆等不同于本实施例的嵌固做

法，在此不做赘述。

[0024] 如图4所示，本实施例中，轻型结构板4由上层25mm厚的高强水泥面板4a，与薄壁型

钢龙骨4b粘结固定，下层10mm厚的纸面石膏板4d，与薄壁型钢龙骨4b的另一面粘结固定，中

间填充65mm厚的隔声玻璃丝绵4c。薄壁型钢龙骨4b与型钢梁2焊接，结合高强水泥面板4a的

“蒙皮效应”，加强建筑在水平方向的刚度。

[0025] 如图5所示，本实施例中，轻质外墙6由2层12mm厚的硅酸钙板  6a，与薄壁型钢龙骨

6b粘结固定，中间填充176mm厚保温并隔声的岩棉6c。

[0026] 如图6所示，本实施例中，轻质内墙9由2层10mm厚的纸面石膏板9a，与薄壁型钢龙

骨9b粘结固定，中间填充100mm厚隔声的玻璃丝绵9c。

[0027]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理解的是，术语“中心”、“纵向”、“横向”、“长度”、“宽

度”、“厚度”、“上”、“下”、“前”、“后”、“左”、“右”、“竖直”、“水平”、“顶”、“底”、“内”、“外”、

“顺时针”、“逆时针”等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

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设备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

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

[0028] 此外，术语“第一”、“第二”仅用于描述目的，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

或者隐含指明所指示的技术特征的数量。由此，限定有“第一”、“第二”的特征可以明示或者

隐含地包括一个或者更多个该特征。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多个”的含义是两个或两个

以上，除非另有明确具体的限定。

[0029]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凡在本

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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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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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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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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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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