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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秸秆板材加固生土墙的

施工方法，对拟加固生土墙体表面填补处理；对

秸秆板材进行裁割后将板材贴紧待加固墙体；在

秸秆板和生土墙形成的夹板墙上开孔，用铁丝以

一定形式分别穿过孔洞后进行绑扎；纵横墙交接

处选用大一号粗铁丝进行绑扎；在绑扎好的内外

两侧板材上将板材表面刷毛、清净杂尘、用水润

湿，然后用草泥浆分次涂抹平整，泥浆干燥固化

后形成抹面层。本发明对年久失修，濒临垮塌的

生土建筑能够有效地进行加固保护，该方法价格

低廉、生态环保、施工方便，能够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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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秸秆板材加固生土墙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对拟加固生土墙体凹凸不平的表面进行填补处理，掏蚀严重部位采用土坯进行填

充补砌，使墙体表面基本平整；

(2)根据墙体尺寸、形状和窗洞、门洞布置情况对秸秆板材进行裁割，然后将裁好的板

材贴紧待加固墙体；

(3)在秸秆板和生土墙形成的夹板墙上开孔，然后用铁丝以一定形式分别穿过孔洞后

进行绑扎；纵横墙交接处选用大一号粗铁丝进行绑扎；

(4)在绑扎好的内外两侧板材上将板材表面刷毛，清净杂尘，用水润湿，然后用草泥浆

分两次涂抹平整，泥浆干燥固化后形成抹面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秸秆板材加固生土墙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中填补或补砌掏蚀部位时，应首先剔除表面浮土及松软面层后再用草泥浆或生土砌块

进行填补、抹平。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秸秆板材加固生土墙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2)中的秸秆板为麦秸杆、玉米秆、高粱秆或稻秆机械粉碎后经压缩而成的人造复合板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秸秆板材加固生土墙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中开孔直径为6-10mm，各开孔水平方向间距为500mm，竖直方向各排间距为500mm；在纵

横墙体交接处，所开孔洞应略大。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秸秆板材加固生土墙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中，在夹板墙上开孔中用铁丝以梅花状成孔、斜向交叉对齐成孔或十字交叉形式分别穿

过孔洞后进行绑扎。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秸秆板材加固生土墙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中，在纵横墙交接处通过加密孔洞来增强墙体交接处的连接；孔距边界300mm，竖直方向

间距300mm。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秸秆板材加固生土墙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3)中，纵横墙体交接处，铁丝穿插孔洞选择十字交叉、水平或竖直一字型形式绑扎。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秸秆板材加固生土墙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1)和(4)中草泥浆是将过筛后的土、3-5cm长麦秸秆、石灰按照重量比为5:2:0.5的比例混

合均匀，然后加水搅拌制成草泥浆。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秸秆板材加固生土墙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

(4)中，涂抹总厚度为15-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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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秸秆板材加固生土墙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秸秆板材加固生土墙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千百年来，生土建筑以其就地取材、经济合理、保温隔热、复垦性强等优势成为我

国中西部地区广大农村的主要建筑形式，据统计，西部地区既有传统生土建筑达数十亿平

方米。近年来，随着生态文明和美丽乡村建设的需要，特色、生态、宜居的生土建筑再一次受

到广泛关注。但是，由于生土材料本身的力学性能和耐久性等方面的不足，加之农村差异性

较大的营造技术，致使多数生土建筑墙体性能低下。另一方面，由于现有农村传统观念崇尚

的砖房开始大面积取代传统生土建筑，致使大量生土建筑年久失修，濒临垮塌，因此，开展

对生土建筑加固保护方面的研究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效

益。

[0003] 但是，目前现有的生土建筑加固技术大都通过大量引入粘土砖、钢筋、水泥、型钢

等现代建筑材料，一方面能耗、成本较高，不符合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

求；另一方面，施工对施工设备、施工能力要求较高，没有专业能力的农村工匠较难以胜任。

发明内容

[0004] 为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上述缺陷，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价格低廉、生态

环保、施工方便，能够推广使用的生土建筑加固方法。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0006] 一种秸秆板材加固生土墙的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1)对拟加固生土墙体凹凸不平的表面进行填补处理，掏蚀严重部位采用土坯进

行填充补砌，使墙体表面基本平整；

[0008] (2)根据墙体尺寸、形状和窗洞、门洞布置情况对秸秆板材进行裁割，然后将裁好

的板材贴紧待加固墙体；

[0009] (3)在秸秆板和生土墙形成的夹板墙上开孔，然后用铁丝以一定形式分别穿过孔

洞后进行绑扎；纵横墙交接处选用大一号粗铁丝进行绑扎；

[0010] (4)在绑扎好的内外两侧板材上将板材表面刷毛，清净杂尘，用水润湿，然后用草

泥浆分两次涂抹平整，泥浆干燥固化后形成抹面层。

[0011] 对于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还有进一步优选的方案：

[0012] 优选的，所述步骤(1)中填补或补砌掏蚀部位时，应首先剔除表面浮土及松软面层

后再用草泥或生土砌块进行填补、抹平。

[0013] 优选的，所述步骤(2)中的秸秆板为麦秸杆、玉米秆、高粱秆或稻秆机械粉碎后经

压缩而成的人造复合板材。

[0014] 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开孔直径取6-10mm，水平方向间距500mm，竖直方向各排间

距500mm；在纵横墙体交接处，所开孔洞应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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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在夹板墙上开孔中用铁丝以梅花状成孔、斜向交叉对齐

成孔或十字交叉形式分别穿过孔洞后进行绑扎。

[0016] 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在纵横墙交接处通过加密孔洞来增强墙体交接处的连

接；孔距边界300mm，竖直方向间距300mm。

[0017] 优选的，所述步骤(3)中，纵横墙体交接处，铁丝穿插孔洞选择十字交叉、水平或竖

直一字型形式绑扎。

[0018] 优选的，所述步骤(1)和(4)中草泥浆是将过筛后的土、3-5cm长麦秸秆、石灰按照

重量比为5:2:0.5的比例混合均匀，然后加水搅拌制成草泥浆。

[0019] 优选的，所述步骤(4)中，涂抹总厚度为15-25mm。

[0020] 本发明由于采取以上技术方案，其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1] 1)通过秸秆板内外拉接，可有效提高墙体整体性，控制墙体开裂，提高墙体整体刚

度及抗剪强度；

[0022] 2)秸秆板可有效防止土墙的进一步风化及风雨侵蚀，大幅提高墙体耐久性；

[0023] 3)秸秆板绿色环保，施工简单，材料易得，价格便宜，且不对生土墙体产生化学改

性，利于复垦，适于农村生土房屋的加固改造。

附图说明

[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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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5] 图1为本发明示例中秸秆板加固生土墙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3分别为本发明示例中单面墙体用铁丝穿孔绑扎构造示意图。

[0027] 图4、5为本发明示例中纵横墙交接处用铁丝穿孔绑扎的构造示意图。

[0028] 图中：1-生土墙，2-秸秆板，3-绑扎铁丝，4-贯穿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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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0] 本发明秸秆板材加固生土墙的施工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31] (1)对拟加固生土墙体凹凸不平的表面进行填补处理，掏蚀严重部位宜采用土坯

进行填充补砌，使墙体表面基本平整；填补或补砌掏蚀部位时，应首先剔除表面浮土及松软

面层后再用草泥浆或生土砌块进行填补、抹平。

[0032] (2)根据墙体尺寸、形状和窗洞、门洞布置情况对秸秆板材进行裁割，对面积较大

的墙体可用多块板材进行拼装，然后将裁好的板材贴紧待加固墙体；秸秆板为麦秸杆、玉米

秆、高粱秆或稻秆机械粉碎后经压缩而成的人造复合板材。

[0033] (3)在秸秆板和生土墙形成的夹板墙上开孔，开孔直径可取6-10mm，水平方向间距

500mm，竖直方向各排间距500mm；在纵横墙体交接处，所开孔洞应略大。然后用铁丝以一定

形式分别穿过孔洞后进行绑扎；在夹板墙上开孔中用铁丝以梅花状成孔、斜向交叉对齐成

孔或十字交叉形式分别穿过孔洞后进行绑扎。纵横墙交接处所开孔洞应略大，用略粗铁丝

进行绑扎；对于铁丝穿插孔洞选择十字交叉、水平或竖直一字型形式分别穿过孔洞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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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扎，或在纵横墙交接处通过加密孔洞来增强墙体交接处的连接。在纵横墙体交接处，孔距

边界300mm，竖直方向间距300mm。

[0034] (4)在绑扎好的内外两侧板材上将板材表面刷毛，清净杂尘，用水润湿，然后用草

泥浆分两次涂抹平整，泥浆干燥固化后形成抹面层，涂抹总厚度为15-25mm。

[0035] 步骤(1)和(4)中草泥浆是将过筛后的土、3-5cm长麦秸秆、石灰按照重量比为5:2:

0.5的比例混合均匀，然后加水搅拌制成草泥浆。

[0036] 下面给出具体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37] 实施例1

[0038] 一生土建筑，长2.4m，宽2.6m，墙厚300mm。采用秸秆板材对其进行加固，加固示意

图如图1、2、4所示。具体按以下步骤施工：

[0039] 1)对生土墙1表面进行填补处理，清净表面浮土及软弱面层，掏蚀严重部位宜利用

草泥浆或土坯进行填充补砌，使墙体表面基本平整。

[0040] 2)选取厚度为15mm的高强度秸秆板2，根据墙体大小、形状及窗洞、门洞布置情况，

对秸秆板材进行裁割。

[0041] 3)将裁割好的板材分别贴紧内外墙体，用钻机首先在板的左右及上下两端各开设

2个直径为10mm孔洞后，用8号绑扎铁丝3穿孔后扎紧。然后以此从上到下间隔500mm成梅花

状成孔，然后用绑扎铁丝分别穿过斜对角的两个相邻贯穿孔4，呈斜向十字交叉形式，然后

绑紧扎牢，如图2所示。对纵横墙交界处，每面墙上的孔距边界300mm，竖直方向间距300mm，

然后用6号铁丝分别穿孔后，呈斜向十字交叉状绑紧扎牢，如图4所示。

[0042] 4)将绑扎好的板材表面用钢刷或铁丝网刷毛，用吹风机或扫帚等清净表面杂尘

后，将表面用水润湿(以表面无可视水渍为宜)，然后用草泥浆分两次涂抹，涂抹总厚度

15mm。

[0043] 5)墙体内表面重复步骤4)，待内外层泥浆硬化后，即加固完毕。

[0044] 实施例2

[0045] 一生土建筑，长2.4m宽2.6m，墙厚300mm。采用秸秆板材对其进行加固，加固示意图

如图1、3、5所示。具体按以下步骤施工：

[0046] 1)对生土墙1表面进行填补处理，清净表面浮土及软弱面层，掏蚀严重部位宜利用

土坯进行填充补砌，使墙体表面基本平整。

[0047] 2)选取厚度为15mm的压实秸秆板，根据墙体大小及窗洞、门洞布置情况，对秸秆板

材进行裁割。

[0048] 3)将裁割好的板材分别贴近内外墙体，用钻机首先在板材左右和上下开设2个直

径为8mm孔洞后，用8号铁丝穿孔后扎紧。然后以此从上到下间隔500mm成孔，如图2，然后分

别用铁丝穿过相邻水平、竖直两孔后，呈水平十字字型绑紧扎牢，如图3所示。对纵横墙交界

处，每面墙上的孔距边界300mm，竖直方向间距300mm，然后用6号铁丝分别水平穿孔后，绑紧

扎牢，如图5所示。

[0049] 4)将绑扎好的板材表面用钢刷或铁丝网刷毛，用吹风机或扫帚等清净表面杂尘

后，将表面用水润湿(以表面无可视水渍为宜)，然后用草泥浆分两次涂抹，涂抹总厚度

25mm。

[0050] 5)墙体内表面重复步骤4)，待内外层泥浆硬化后，即加固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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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实施例3

[0052] 一生土建筑，长2.4m宽2.6m，墙厚300mm。采用秸秆板材对其进行加固，加固示意图

如图1、3，4所示。具体按以下步骤施工：

[0053] 1)对生土墙1表面进行填补处理，清净表面浮土及软弱面层，掏蚀严重部位宜利用

土坯进行填充补砌，使墙体表面基本平整；

[0054] 2)选取厚度为15mm的压实秸秆板，根据墙体大小及窗洞、门洞布置情况，对秸秆板

材进行裁割。

[0055] 3)将裁割好的板材分别贴近内外墙体，用钻机首先在左右两段开设2个直径为6mm

孔洞后，用8号绑扎铁丝穿孔后扎紧。然后以此从上到下间隔500mm十字交叉形式成孔，然后

分别用铁丝成水平十字交叉状绑扎，如图3所示。对纵横墙交界处，每面墙上的孔距边界

300mm，竖直方向间距300mm，然后用6号铁丝分别穿孔后，呈斜向十字型绑紧扎牢，如图4所

示。

[0056] 4)将绑扎好的板材表面用钢刷或铁丝网刷毛，用吹风机或扫帚等清净表面杂尘

后，将表面用水润湿(以表面无可视水渍为宜)，然后用草泥浆分两次涂抹，涂抹总厚度

20mm。

[0057] 5)墙体内表面重复步骤4)，待内外层泥浆硬化后，即加固完毕。

[0058] 实验室中建造与该生土房屋同规格和大小的未加固房屋，作为对照组。将实施例1

中加固的房屋和未加固房屋进行振动台试验。试验中选用EI-Centro波作为振动台台面激

励输入。为加固夯土房屋模型在7度中震作用下出现裂缝，在8度大震下墙体开裂严重，失去

承载能力。而加固后的模型在9度大震作用下依然完好。该试验结果表明该加固方法切实有

效，抗震加固效果明显。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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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