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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旧楼改造节能施工工艺，

包括步骤一，重新规划旧小区；步骤二，旧楼抗震

加固；步骤三，修建新楼；步骤四，居民迁新居；步

骤五，修建公共设施；根据旧楼建筑图、结构图、

施工图，掌握旧楼的老化情况，确定改造施工方

案；对原建星罗棋布的旧楼重新规划，然后对旧

楼抗震加固，并在此楼上建设新的楼层；让其他

旧楼里的居民搬迁到新的楼上；腾空的旧楼全部

拆除，在其上面进行圆林規划，植树造林栽花种

草；修建公共设施；该发明，既创建了美好的生活

环境又满足了大家急待解决的生活需求，从而大

大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解决了居民的住房

难、停车难、买菜难、强身健体、文化娱乐、喝歌跳

舞无去处和消防通道不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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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旧楼改造节能施工工艺，包括步骤一，重新规划旧小区；步骤二，旧楼抗震加固；

步骤三，修建新楼；步骤四，居民迁新居；步骤五，修建公共设施；其特征在于：

其中在上述步骤一中，重新规划旧小区包括以下步骤：

1)根据旧楼的建筑图、结构图、和施工图对要改造的旧楼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和研究，确

定每栋楼的耗损情况；

2)根据用户人数确定选择楼况较好的楼房数目和确定加盖的楼层层数；

3)并根据实际情况和规划要求在楼况较好的楼房中选择位置适宜的楼房；

其中在上述步骤二中，旧楼抗震加固包括以下步骤：

1)把旧楼从正立面的基础开始，做钢筋混凝土圈梁，然后树立起钢筋混凝土柱子，到旧

楼楼顶，并且每层都有混凝土圈梁和柱子连接在一起；

2)室内每层楼板下面，做直径25毫米螺纹钢与外面前后墙的柱子连接在一起，使整个

旧楼达到抗八级地震的要求；

其中在上述步骤三中，修建新楼包括以下步骤：

1)从正立面外墙，背立面外墙1.5米处向地下打桩，桩的深度和桩的直径根据实际要求

来确定；

2)并浇筑钢筋混凝土隔板，使得新建楼房的柱子与旧楼的抗震柱通过现浇混凝土隔板

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3)对新楼房进行整体设计、规划、施工和内外装修；

其中在上述步骤四中，将其余未改造的楼房居民百姓全部搬迁到新修建的楼房上面，

将搬空的楼房全部拆除；

其中在上述步骤五中，修建公共设施包括以下步骤：

1)把腾出的80％的土地上修建广场、地下停车场、便民商场和娱乐场；

2)回填完的地面上植树造林、栽花种草，绿色固林；

3)同时修建活动场地和健身设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旧楼改造节能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1)中，

柱子的间距3.3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旧楼改造节能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1)中，

把旧楼的前后窗户和窗台全部拆除做成门连窗。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旧楼改造节能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2)中，

前后墙的做法完全一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旧楼改造节能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1)中，

根据①动荷载及人体的重量，②五十年一遇的风荷载，③楼顶的五十年一遇的雪荷载和静

荷载，即梁、板、柱、墙自身重量从而计算出柱子的直径大小和柱子在地下的深度，除了上述

荷载以外还要准确测定出地基的承载力，例如：虚土、原始土、沙土和岩石。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旧楼改造节能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3)中，

建设新房均采用了国家推广的EPS模块建房技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旧楼改造节能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3)中，

水、气管道装修时，需增加加压设备，且原来的老旧线路需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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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旧楼改造节能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旧楼改造节能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由于年久失修，旧的楼房本身存在着稳定性、安全性、使用性等许多问题。特别是

一旦发生地震，将给广大居民百姓造成难以估计的生命安全和财产损失问题。同时小区在

整体规划、使用功能等诸多方面均存在多年急待解决的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0003] 1.大部分楼房墙皮脱落，有的墙体已经裂纹。楼顶防水层老化早已破裂漏雨，保温

层太薄，起不到保温作用。特别是外墙厚度小，没有保温层，造成冬冷夏热，严重影响居民的

身心健康；

[0004] 2.水、电、暖气管道线路严重老化，影响使用急待更换；

[0005] 4.没有停车场，居民的私家车无处存放，无人管理，造成道路堵塞，轿车进不去出

不来，居民停车时常发生矛盾口角，严重影响团结，停车场问题急待解决；

[0006] 5.没有居民强身健体的活动场所，没有健身器材，广场舞的活动场地，只能在家老

婆孩子跳了；

[0007] 6.没有环保绿地，没有雨水排泄地下道，故一到雨天地面到处积水，车辆一过，污

水四溅。直接影响居民出行的环境卫生。

[0008] 7.楼房建设缺乏整体规划，楼房建的星罗棋布，楼房距离太近，太小，小车不能进，

消防车更难通行。

[0009] 现有的改造技术主要是在旧楼的正立面下挖两米深，宽1.5米，长度同楼房的长

度，用钢筋混凝土浇注到自然地平面，然后树立起钢筋混凝土柱子，高度至楼顶。缺点是：旧

楼抗震加固只从正立面做抗震背立面不做，这很难达到抗震加固的目的。因为地震的冲击

波无法确定从哪个方向来，这种抗震的做法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因此设计一种旧楼改造节

能施工工艺是十分有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旧楼改造节能施工工艺，以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

的问题。

[0011]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旧楼改造节能施工工艺，

包括步骤一，重新规划旧小区；步骤二，旧楼抗震加固；步骤三，修建新楼；步骤四，居民迁新

居；步骤五，修建公共设施；

[0012] 其中在上述步骤一中，重新规划旧小区包括以下步骤：

[0013] 1)根据旧楼的建筑图、结构图、和施工图对要改造的旧楼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和研

究，确定每栋楼的耗损情况；

[0014] 2)根据用户人数确定选择楼况较好的楼房数目和确定加盖的楼层层数；

[0015] 3)并根据实际情况和规划要求在楼况较好的楼房中选择位置适宜的楼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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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其中在上述步骤二中，旧楼抗震加固包括以下步骤：

[0017] 1)把旧楼从正立面的基础开始，做钢筋混凝土圈梁，然后树立起钢筋混凝土柱子，

到旧楼楼顶，并且每层都有混凝土圈梁和柱子连接在一起；

[0018] 2)室内每层楼板下面，做直径25毫米螺纹钢与外面前后墙的柱子连接在一起，使

整个旧楼达到抗八级地震的要求；

[0019] 其中在上述步骤三中，修建新楼包括以下步骤：

[0020] 1)从正立面外墙，背立面外墙1.5米处向地下打桩，桩的深度和桩的直径根据实际

要求来确定；

[0021] 2)并浇筑钢筋混凝土隔板，使得新建楼房的柱子与旧楼的抗震柱通过现浇混凝土

隔板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0022] 3)对新楼房进行整体设计、规划、施工和内外装修；

[0023] 其中在上述步骤四中，将其余未改造的楼房居民百姓全部搬迁到新修建的楼房上

面，将搬空的楼房全部拆除；

[0024] 其中在上述步骤五中，修建公共设施包括以下步骤：

[0025] 1)把腾出的80％的土地上修建广场、地下停车场、便民商场和娱乐场；

[0026] 2)回填完的地面上植树造林、栽花种草，绿色固林；

[0027] 3)同时修建活动场地和健身设施。

[0028]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二1)中，柱子的间距3.3米。

[0029]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二1)中，把旧楼的前后窗户和窗台全部拆除做成门

连窗。

[0030]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二2)中，前后墙的做法完全一致。

[0031]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三1)中，根据①动荷载及人体的重量，②五十年一遇

的风荷载，③楼顶的五十年一遇的雪荷载和静荷载，即梁、板、柱、墙自身重量从而计算出柱

子的直径大小和柱子在地下的深度，除了上述荷载以外还要准确测定出地基的承载力，例

如：虚土、原始土、沙土和岩石。

[0032]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三3)中，建设新房均采用了国家推广的EPS模块建房

技术。

[0033] 根据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步骤三3)中，水、气管道装修时，需增加加压设备，且原来

的老旧线路需更换。

[003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所达到的有益效果是：该旧楼改造节能施工工艺，根据旧

楼建筑图、结构图、施工图，对要改造的旧搂进行全方位的了解研究，掌握旧楼的老化情况，

确定改造施工方案；对原建星罗棋布的旧楼重新規划，然后对旧楼抗震加固，使旧楼达到抗

八级地震的要求并在此楼上建设新的楼层。让其他旧楼里的居民搬迁到新的楼上；腾空的

旧楼全部拆除，整个小区将腾出80％的土地面积，在其上面进行圆林規划，植树造林栽花种

草；修建广场，修建地下停车场、便民商场、娱乐场等；既创建了美好的生活环境又满足了大

家急待解决的生活需求，从而大大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解决了居民的住房难，停车难，

买菜难，强身健体，文化娱乐，喝歌跳舞无去处和消防通道不畅的问题；让广大居民享受到

新时代美好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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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35] 附图用来提供对本发明的进一步理解，并且构成说明书的一部分，与本发明的实

施例一起用于解释本发明，并不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制。在附图中：

[0036] 图1是本发明的工艺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7]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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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8] 请参阅图1，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旧楼改造节能施工工艺，包括以下步

骤：

[0039] 1)重新规划旧小区：根据旧楼的建筑图、结构图、和施工图对要改造的旧楼进行全

方位的了解和研究，确定每栋楼的耗损情况；根据用户人数确定选择楼况较好的楼房数目

和确定加盖的楼层层数；并根据实际情况和规划要求在楼况较好的楼房中选择位置适宜的

楼房；

[0040] 2)旧楼抗震加固：把旧楼从正立面的基础开始，做钢筋混凝土圈梁，然后树立起钢

筋混凝土柱子，到旧楼楼顶，柱子的间距3.3米，并且每层都有混凝土圈梁和柱子连接在一

起，把旧楼的前后窗户和窗台全部拆除做成门连窗；室内每层楼板下面，做直径25毫米螺纹

钢与外面前后墙的柱子连接在一起，使整个旧楼达到抗八级地震的要求，前后墙的做法完

全一致；

[0041] 3)修建新楼：从正立面外墙，背立面外墙1.5米处向地下打桩，桩的深度和桩的直

径根据实际要求来确定，根据①动荷载及人体的重量，②五十年一遇的风荷载，③楼顶的五

十年一遇的雪荷载和静荷载，即梁、板、柱、墙自身重量从而计算出柱子的直径大小和柱子

在地下的深度，除了上述荷载以外还要准确测定出地基的承载力，例如：虚土、原始土、沙土

和岩石；并浇筑钢筋混凝土隔板，使得新建楼房的柱子与旧楼的抗震柱通过现浇混凝土隔

板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对新楼房进行整体设计、规划、施工和内外装修，建设新房均采

用了国家推广的EPS模块建房技术，水、气管道装修时，需增加加压设备，且原来的老旧线路

需更换；

[0042] 4)居民迁新居：将其余未改造的楼房居民百姓全部搬迁到新修建的楼房上面，将

搬空的楼房全部拆除；

[0043] 5)修建公共设施：把腾出的80％的土地上修建广场、地下停车场、便民商场和娱乐

场；回填完的地面上植树造林、栽花种草，绿色固林；同时修建活动场地和健身设施。

[0044] 综上所述，本发明不仅对旧楼房进行了加固防震，还对新修建的进行了整体设计、

规划、施工和内外装修，使其现代时尚，宽敞明亮、抗震防水、保温隔音，并均采用了国家推

广的EPS模块建房技术，EPS模块质轻价廉、隔音、抗震、阻燃、保温并且高强度，使得新建楼

房的寿命可达120年，同时改造原有布局分布，使得住宅区更加紧凑，增加了许多便民和公

共设施，方便了居民居住使用，同时便于消防进出，减少了安全隐患。

[0045]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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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或者操作与另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

在任何这种实际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

非排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

素，而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

所固有的要素。

[0046] 最后应说明的是：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

尽管参照前述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依然可

以对前述各实施例所记载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对其中部分技术特征进行等同替换。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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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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