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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

包括步骤：a.增加基础；b.搭设外脚手架和一楼

内部脚手架；c.在原有外墙体的内侧增加内衬混

凝土墙；d.拆除原有屋顶，以及内部的原有结构

墙体；e.新建木格栅楼面；f.新建屋顶。内衬混凝

土墙包括一楼内衬混凝土墙和二楼内衬混凝土

墙，并且增加内衬混凝土墙的步骤进一步包括，

在原有外墙体的内侧增加一楼内衬混凝土墙至

旧木格栅楼面位置处，并对该旧木格栅楼面进行

改造；然后搭设二楼内部脚手架；最后在原有外

墙体的内侧增加二楼内衬混凝土墙至改造设计

标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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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所述小洋房具有旧木格栅楼面，其特征在于，包括步

骤：

a.增加基础；

b.搭设外脚手架和一楼内部脚手架；

c.在原有外墙体的内侧增加一楼内衬混凝土墙至旧木格栅楼面位置处；

d.改造旧木格栅楼面，对于与所述一楼内衬混凝土墙平行的所述旧木格栅楼面的两

侧，将位于所述一楼内衬混凝土墙处的部分所述旧木格栅楼面拆除；

对于与所述一楼内衬混凝土墙垂直的所述旧木格栅楼面的两侧，将位于所述一楼内衬

混凝土墙处的部分所述旧木格栅楼面的底部拆除，而所述部分旧木格栅楼面的上部使用挤

塑板包裹挤实，并与所述一楼内衬混凝土墙浇筑为一体；

e.搭设二楼内部脚手架；

f.在原有外墙体的内侧增加二楼内衬混凝土墙至改造设计标高处；

g.拆除原有屋顶，以及内部的原有结构墙体；

h.新建木格栅楼面；

i.新建屋顶。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新建木格栅楼面包括

新建一楼顶木格栅楼面和新建二楼顶木格栅楼面，所述新建木格栅楼面的步骤进一步包

括：

新建二楼顶木格栅楼面；

拆除旧木格栅楼面；

新建一楼顶木格栅楼面。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楼内部脚手架穿过

旧木格栅楼面，并与一楼内部脚手架连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二楼内衬混凝土墙与

所述一楼内衬混凝土墙连接为一体。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新建二楼顶木格栅楼

面位于所述内衬混凝土墙的顶部位置处；所述新建一楼顶木格栅楼面位于旧木格栅楼面位

置处。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一楼内衬混凝土墙和

所述二楼内衬混凝土墙皆是清水混凝土墙。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新建木格栅楼面包括

槽钢梁、铺设在槽钢梁上的新木格栅以及铺设在新木格栅上的木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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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存的小洋房由于建造时间早，使用年限较长，其房屋建筑结构存在较大安全隐

患，并且由于小洋房建筑大多为砖木结构，整体结构强度比不上现今的钢筋混泥土结构，对

此类结构强度较弱的建筑进行改造存在较多困难，且在改造施工中还有可能发生安全事

故，为了能够将现存的小洋房进行改造，而在保存文化遗产的同时能够兼顾改造施工安全，

确实需要一种简易可行且安全的小洋房改造施工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既牢固又安全的小洋房改造施工方法。

[0004] 为实现上述技术效果，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该小洋房具有

旧木格栅楼面，包括步骤：

[0005] a.增加基础；

[0006] b.搭设外脚手架和一楼内部脚手架；

[0007] c.在原有外墙体的内侧增加内衬混凝土墙；

[0008] d.拆除原有屋顶，以及内部的原有结构墙体；

[0009] e.新建木格栅楼面；

[0010] f.新建屋顶。

[0011] 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的改进在于，内衬混凝土墙包括一楼内衬混凝土墙

和二楼内衬混凝土墙，并有在原有外墙体的内侧增加内衬混凝土墙的步骤进一步包括：

[0012] 在原有外墙体的内侧增加一楼内衬混凝土墙至旧木格栅楼面位置处，并对该旧木

格栅楼面进行改造；

[0013] 搭设二楼内部脚手架；

[0014] 在原有外墙体的内侧增加二楼内衬混凝土墙至改造设计标高处。

[0015] 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新建木格栅楼面包括新建一楼

顶木格栅楼面和新建二楼顶木格栅楼面，并有新建木格栅楼面的步骤进一步包括：

[0016] 新建二楼顶木格栅楼面；

[0017] 拆除旧木格栅楼面；

[0018] 新建一楼顶木格栅楼面。

[0019] 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在于，二楼内部脚手架穿过旧木格栅

楼面，并与一楼内部脚手架连接。

[0020] 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在于，二楼内衬混凝土墙与一楼内衬

混凝土墙连接为一体。

[0021] 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新建的二楼顶木格栅楼面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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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衬混凝土墙的顶部位置处；新建的一楼顶木格栅楼面位于旧木格栅楼面位置处。

[0022] 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在于，内衬混凝土墙是清水混凝土

墙。

[0023] 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在于，新建的木格栅楼面包括槽钢

梁、铺设在槽钢梁上的新木格栅以及铺设在新木格栅上的木楼板。

[0024] 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通过逐层进行改造的方式，保证施工安全进行，特

别是在内衬混凝土墙全部施工完成后施工二层新建木格栅楼面，然后拆除原有木格栅楼面

并进行一层新建木格栅楼面的施工，保证小洋房改造过程中建筑的牢固性。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中小洋房原有建筑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中增加基础施工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中外脚手架和一楼内部脚手架施工的示意

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中原有外墙体内侧的内衬混凝土墙的结构示

意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中一楼内衬混凝土墙施工的示意图；

[0030] 图6为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中二楼内衬混凝土墙施工的示意图；

[0031] 图7为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中与原有外墙体连接处的旧木格栅改造的示

意图；

[0032] 图8为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中拆除小洋房原有屋顶，以及小洋房内部的

原有结构墙体的示意图；

[0033] 图9为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中新建二楼顶木格栅楼面施工的示意图；

[0034] 图10为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中新建一楼顶木格栅楼面施工的示意图；

[0035] 图11为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中新建屋顶施工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37] 如图1所示，小洋房原有建筑包括四周的原有外墙体1(此为必须完整保留且外立

面不得改变的部分)、旧木格栅楼面2、原有屋顶3以及内部的原有结构墙体4。对该小洋房进

行改造时，首先在该小洋房建筑结构的底部进行增加基础5的施工，为小洋房的整体改造提

供基础支撑。结合图2，增加基础5施工时，先在四周原有外墙体1的基础110的内侧开挖增加

基础5所需的空间，然后进行增加基础5的施工。

[0038] 增加基础5的施工完成后，如图3所示，对该小洋房外墙体1的墙面进行清理，然后

在该小洋房原有外墙体1的外部搭设外脚手架6，在该小洋房的内部搭设一楼内部脚手架

70，且该一楼内部脚手架70搭设至一楼顶的旧木格栅楼面2处。该外脚手架6上还搭设有斜

撑60，进一步加固脚手架。

[0039] 脚手架搭设完成后，对小洋房四周的原有外墙体1进行加固，如图4所示，即在该四

周原有外墙体1的内侧紧靠该原有外墙体1处增加内衬混凝土墙8，较佳地，该内衬混凝土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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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是清水混凝土墙，在图中所示的实施例中的小洋房是一两层楼的建筑结构，因此该内衬混

凝土墙8由一楼内衬混凝土墙80和二楼内衬混凝土墙81构成。

[0040] 如图5所示，先进行一楼内衬混凝土墙80的施工。在该待施工一楼内衬混凝土墙80

位置处安装混凝土浇筑模板9，较佳地，该浇筑模板9采用18mm厚黑色木胶合板，该浇筑模板

9的内楞90为方木，外楞91为双拼钢管，该内楞90和外楞91采用对拉螺杆92进行固定；此外

该浇筑模板9采用清水混凝土浇筑专用喇叭头93。然后通过浇筑模板9施工小洋房一楼内衬

混凝土墙80，并施工至旧木格栅楼面2位置处。由于旧木格栅楼面2与原有外墙体1连接处对

一楼内衬混凝土墙80的施工存在影响，因此需要对旧木格栅楼面2进行部分改造。结合图7，

旧木格栅楼面2为单向平行木格栅，于是存在旧木格栅楼面2与一楼内衬混凝土墙80平行以

及旧木格栅楼面2与一楼内衬混凝土墙80垂直两种情况。如图7a，对于与一楼内衬混凝土墙

80平行的旧木格栅楼面2的两侧，仅需将位于一楼内衬混凝土墙80处的部分旧木格栅楼面

200拆除即可。如图7b，对于与一楼内衬混凝土墙80垂直的旧木格栅楼面2的两侧，将位于一

楼内衬混凝土墙80处的部分旧木格栅楼面的底部201拆除，而该部分旧木格栅楼面的上部

202使用挤塑板10包裹挤实，并与一楼内衬混凝土墙80浇筑在一起。由此完成一楼内衬混凝

土墙80的施工。

[0041] 如图6所示，施工二楼内衬混凝土墙81时，先进行二楼内部脚手架71的搭设，该二

楼内部脚手架71搭设时穿过旧木格栅楼面2，并与一楼内部脚手架连接。然后同上述一楼内

衬混凝土墙80施工步骤一样，安装浇筑模板9，通过该浇筑模板9施工小洋房二楼内衬混凝

土墙81，并施工至设计标高处，由此完成二楼内衬混凝土墙81的施工。

[0042] 内衬混凝土墙8施工完成后，如图8所示，拆除小洋房的原有屋顶3以及内部的原有

结构墙体4，结合图9和图10，然后在内衬混凝土墙8设计标高处施工新建二楼顶木格栅楼面

21，之后拆除旧木格栅楼面2，并在该拆除的旧木格栅楼面2处施工新建一楼顶木格栅楼面

20。该新建一楼顶木格栅楼面20以及新建二楼顶木格栅楼面21均由槽钢梁23、铺设在槽钢

梁23上的木格栅24以及铺设在木格栅24上的木楼板25组成。

[0043] 如图11所示，最后施工小洋房的新建屋顶11，从而完成小洋房的改造工程。

[0044] 较佳地，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中，外部脚手架6上搭设有斜撑，增强脚手

架结构的稳固性。

[0045] 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中，小洋房在进行内衬混凝土墙施工时，先对原有

墙体的墙面进行清理，保证内衬混凝土墙浇筑完成后外形整齐，且与原有墙体紧密连接。进

行一层内衬混凝土墙施工时，为了保证改造结构安全，旧木格栅楼面不拆除，并与一层内衬

混凝土墙浇筑为一体；而对与一层内衬混凝土墙浇筑为一体的旧木格栅楼面进行挤塑板包

裹，是为了便于后期对旧木格栅楼面重建时方便拆除旧木格栅楼面。然后进行二楼内衬混

凝土墙的施工，由此完成原有外墙体内侧的整个内衬混凝土墙施工，此时原有外墙体通过

外脚手架和内衬混凝土墙的支撑已经十分牢固，然后拆除屋顶以及内部原有结构墙体，保

证原有外墙体完整且不易倾倒。新建木格栅楼面时，同样为保证原有外墙体的完整稳固以

及施工安全，先进行新建二楼顶木格栅楼面的施工，此时原有旧木格栅楼面对原有外墙体

进行支撑，待新建二楼顶木格栅楼面施工完成后，拆除原有旧木格栅楼面并在该原有旧木

格栅楼面处新建一楼顶木格栅楼面，此时新建二楼顶木格栅楼面对原有外墙体进行支撑，

最后施工新建屋顶，从而确保原有墙体的完整性以及施工过程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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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本发明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解决小洋房使用年限长，建筑结构老旧，不便改造

的问题，并且该小洋房改造的施工方法十分稳固，保证改造施工的安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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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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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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