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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

房屋，包括有用于支撑房屋的地基、基桩、底板、

房屋主体和预留管井，基桩由底部、连接部和支

撑部构成一体结构，基桩通过连接部设于地基

中，预留管井穿过支撑部和连接部，其上下两端

均延伸至基桩外侧；房屋主体为标准化房屋构

件，还配置有供电设施照明线路、给排水管路、通

风换气通道、采暖设施和软装设施；房屋主体通

过底板固定于支撑部的顶部，在预留管井中预埋

有水电管道，供电设施照明线路和给排水管路通

过水电管道，与外部水电设施相连接。采用本实

用新型所述的可移动式整体房屋，具有组装及拆

卸方便，对地基的要求比较灵活，在平地或者是

坡地均可建筑，其实用性强，适合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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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包括有用于支撑房屋的地基(6)，所述地基(6)满足房

屋承载力和沉降要求，其特征在于：所述房屋包括有基桩(1)、底板(2)、房屋主体(3)和预留

管井(4)，所述基桩(1)由底部(11)、连接部(12)和支撑部(13)构成一体结构，所述底部

(11)、连接部(12)和支撑部(13)为钢筋混凝土浇筑构件，在所述连接部(12)和支撑部(13)

中均预制有与预留管井(4)相匹配的孔洞，所述基桩(1)通过连接部(12)设置于地基(6)中，

所述预留管井(4)从上至下穿过支撑部(13)和连接部(12)中的孔洞，其上下两端均延伸至

基桩(1)外侧；所述房屋主体(3)为轻质钢结构建筑主体或钢模砼结构预制的标准化房屋构

件，所述标准化房屋构件包括有地板、墙体、屋顶、屋面板、门、窗和楼梯，所述地板、墙体、屋

顶、屋面板、门、窗和楼梯均为可拆卸连接的模块化结构，便于现场施工安装；所述房屋主体

(3)还配置有供电设施照明线路、给排水管路、通风换气通道、采暖设施和软装设施；在所述

底板(2)中还设有与预留管井(4)相匹配的孔洞，所述房屋主体(3)通过底板(2)固定于支撑

部(13)的顶部，在所述房屋主体(3)中还设有与预留管井(4)相匹配的通道，所述预留管井

(4)的上部穿过底板(2)的孔洞，向上延伸至房屋主体(3)中的通道内，在所述预留管井(4)

中预埋有水电管道，所述供电设施照明线路和给排水管路通过预留管井(4)中预埋的水电

管道，与外部水电设施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其特征在于：还包括有防震缓冲

垫(5)，所述防震缓冲垫(5)的结构与支撑部(13)的顶面形状相匹配，所述防震缓冲垫(5)设

置于支撑部(13)的顶面，所述底板(2)通过防震缓冲垫(5)固定于支撑部(13)的上方。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其特征在于：在所述防震缓冲垫

(5)中设有与预留管井(4)相匹配的孔洞，所述预留管井(4)设置呈L形结构，其上端依次穿

过连接部(12)、支撑部(13)、防震缓冲垫(5)和底板(2)中的孔洞，延伸至房屋主体(3)中的

通道内，其中所述连接部(12)、支撑部(13)、防震缓冲垫(5)和底板(2)中的孔洞与房屋主体

(3)内的通道同轴设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部(13)的

纵向截面设置呈上大下小的锥形结构，所述连接部(12)的结构与支撑部(13)的底部结构相

匹配，所述底部(11)设置呈半球状结构，所述连接部(12)和底部(11)均位于地基(6)内；其

中位于地基(6)上方的支撑部(13)高度设为2～3米，在所述地基(6)和底板(2)之间通过支

撑部(13)形成有储藏空间，在所述储藏空间划分有多个功能区。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其特征在于：所述房屋主体(3)

可为独栋别墅、独栋普通住宅或农村房，其中所述地板、墙体、屋顶、屋面板、门、窗和楼梯中

均预埋有用于连接固定的预埋件，还配置有用于固定连接的螺杆和螺母，通过预埋件形成

模块化结构，所述预埋件设置为十形、T形或L形结构的接头，所述地板、墙体、屋顶、屋面板、

门、窗和楼梯之间通过相对应的预埋件相互拼接连接成一个整体房屋，并通过配置的螺杆

和螺母进行连接固定；所述房屋主体(3)和底板(2)之间，以及底板(2)与支撑部(13)之间通

过螺杆和螺母连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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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的是房屋建筑施工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

房屋。

背景技术

[0002] 房屋建筑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是为人类营造生产、生活的场所。

从人类发明在夯实的平台上建筑木架巢屋，到秦砖汉瓦，人类对房屋建筑技术已逐步趋向

成熟。同时，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不断进步，新的建筑材料的不断涌现，建筑房屋技术也在

不断创新，人类开始向高结构、大跨度建筑迈进，而对房屋建筑的给水排水、空气调节、采暖

保温、采光照明、隔音防尘、安全消防等设备也不断改进，使人们的居住和生活等环境日趋

舒适。

[0003]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的舒适性和节能环保越来越

重视，在有些场合需要设置移动式房屋，但现有的移动式房屋大都为活动板房结构，移动不

便，宜居性较差，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由于传统的现浇混凝土建筑结构，需要搭建施工网架

和成型模板，现场搅拌或远距离运输混凝土，现场浇注，振捣，养护，成型，用工多，劳动强度

大，成本高，效率低，周期长，环境污染严重，原材料浪费多，而且不能实现标准化工业化生

产，质量难以保证，因此，这种现浇混凝土建筑方法及结构体系，较为原始落后。

[0004] 采用移动式房屋这种新型建筑模式，主要有以下优点；一是灵活方便，相对于传统

建筑，为适应相对固定的人类活动，常具有位置不可变性。随着人类活动趋于灵活多变，需

要与之相适应的可变性建筑与之适应。采用生态可移动房屋，具有易于取材，易于回收，通

过模块化生产加工，可降低建筑材科，节省成本。二是解决过渡性与永久性建房的辩证关

系，它打破了建筑位置固定的观念，解决了临时和永久建筑的矛盾。可移动建筑如果设计和

施工得当，在使用周期结束甚至可以继续使用那么也可作为永久建筑使用。一座永久性钢

筋混凝土建筑，如果它的设计是不合理的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就倒塌了或被拆除了，那它其

实也只是过渡性建筑。三是体现整体移动到模块化建房的新型管理模式，可移动建筑经历

了从整体移动到模块化的演变历程，建筑体量不断增大，功能不断丰富，运输和施工更加快

捷，以满足多种使用人群，在时间和空间上灵活多变的需求，还能避免对土地资源和社会资

源的不必要浪费。因此，采用模块化建筑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有比较好的应用前景，还能满足

不同用户对于房屋的使用体验。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背景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种结构

简单，能够重复利用的房屋，它是采用提前预制好的标准化构件，通过现场拼装成一体的整

体房屋，采用工程预制的标准化房屋构件，实现工业化、标准化生产及装配，质量得到保证，

可多次循环周转，保温隔热、隔音、抗震、耐火性好，舒适性高，拆装方便，性价比高。而且建

房时间短，速度快，效率高，同时还免去了房屋再次装修，节省大量原材料，建筑环境无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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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可以满足不同用户的使用需求，具体地说是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

房屋，包括有用于支撑房屋的地基，所述地基满足房屋承载力和沉降要求，所述房屋包括有

基桩、底板、房屋主体和预留管井，所述基桩由底部、连接部和支撑部构成一体结构，所述底

部、连接部和支撑部为钢筋混凝土浇筑构件，在所述连接部和支撑部中均预制有与预留管

井相匹配的孔洞，所述基桩通过连接部设置于地基中，所述预留管井从上至下穿过支撑部

和连接部中的孔洞，其上下两端均延伸至基桩外侧；所述房屋主体为轻质钢结构建筑主体

或钢模砼结构预制的标准化房屋构件，所述标准化房屋构件包括有地板、墙体、屋顶、屋面

板、门、窗和楼梯，所述地板、墙体、屋顶、屋面板、门、窗和楼梯均为可拆卸连接的模块化结

构，便于现场施工安装；所述房屋主体还配置有供电设施照明线路、给排水管路、通风换气

通道、采暖设施和软装设施；在所述底板中还设有与预留管井相匹配的孔洞，所述房屋主体

通过底板固定于支撑部的顶部，在所述房屋主体中还设有与预留管井相匹配的通道，所述

预留管井的上部穿过底板的孔洞，向上延伸至房屋主体中的通道内，在所述预留管井中预

埋有水电管道，所述供电设施照明线路和给排水管路通过预留管井中预埋的水电管道，与

外部水电设施相连接。

[0007]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其中还包括有防震缓

冲垫，所述防震缓冲垫的结构与支撑部的顶面形状相匹配，所述防震缓冲垫设置于支撑部

的顶面，所述底板通过防震缓冲垫固定于支撑部的上方。

[0008]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其中在所述防震缓冲

垫中设有与预留管井相匹配的孔洞，所述预留管井设置呈L形结构，其上端依次穿过连接

部、支撑部、防震缓冲垫和底板中的孔洞，延伸至房屋主体中的通道内，其中所述连接部、支

撑部、防震缓冲垫和底板中的孔洞与房屋主体内的通道同轴设置。

[0009]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其中所述支撑部的纵

向截面设置呈上大下小的锥形结构，所述连接部的结构与支撑部的底部结构相匹配，所述

底部设置呈半球状结构，所述连接部和底部均位于地基内；其中位于地基上方的支撑部高

度设为2～3米，在所述地基和底板之间通过支撑部形成有储藏空间，在所述储藏空间划分

有多个功能区。

[0010]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其中所述房屋主体可

为独栋别墅、独栋普通住宅或农村房，其中所述地板、墙体、屋顶、屋面板、门、窗和楼梯中均

预埋有用于连接固定的预埋件，还配置有用于固定连接的螺杆和螺母，通过预埋件形成模

块化结构，所述预埋件设置为十形、T形或L形结构的接头，所述地板、墙体、屋顶、屋面板、

门、窗和楼梯之间通过相对应的预埋件相互拼接连接成一个整体房屋，并通过配置的螺杆

和螺母进行连接固定；所述房屋主体和底板之间，以及底板与支撑部之间通过螺杆和螺母

连接固定。

[0011] 采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由于房屋主体为轻质钢结构

建筑主体或钢模砼结构预制的标准化房屋构件，所述标准化房屋构件均为可拆卸连接的模

块化结构，并在各模块化结构中预埋有用于连接固定的预埋件，各标准化房屋构件之间通

过相对应的预埋件相互拼接连接成一个整体房屋，并通过配置的螺杆和螺母进行连接固

定，这样可极大地加快建设周期。另外，由于所述基桩可采用现场浇筑方式设置于地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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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桩大小可以根据房屋主体的承载力和沉降要求，并根据地质条件以及抗震要求设计为

相适合的尺寸，房屋主体通过底板和防震缓冲垫固定于基桩中，其结构整体性稳定、安全性

好，抗震抗风能力强，建筑质量有保证，彻底解决传统施工速度慢、工期长、效率低、施工质

量隐患多等问题。采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可移动式整体房屋，只需要在现场灌注一个基桩，

并浇筑一个与房屋相匹配的底板，即可实现整体拼装，具有组装及拆卸方便快捷，环保效果

好，使用寿命长，可回循环利用，能降低生产成本，对地基的要求比较灵活，在平地或者是坡

地均可建筑，其实用性强，适合推广应用。

附图说明

[001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13]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中所示：1-基桩、11-底部、12-连接部、13-支撑部、2-底板、3-房屋主体、4-预留

管井、5-防震缓冲垫、6-地基。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如图1所示，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包括有用于支撑房屋

的地基6，所述地基6满足房屋承载力和沉降要求，所述房屋包括有基桩1、底板2、房屋主体3

和预留管井4，所述基桩1由底部11、连接部12和支撑部13构成一体结构，所述底部11、连接

部12和支撑部13为钢筋混凝土浇筑构件，在所述连接部12和支撑部13中均预制有与预留管

井4相匹配的孔洞，所述基桩1通过连接部12设置于地基6中，所述预留管井4从上至下穿过

支撑部13和连接部12中的孔洞，其上下两端均延伸至基桩1外侧；所述房屋主体3为轻质钢

结构建筑主体或钢模砼结构预制的标准化房屋构件，所述标准化房屋构件包括有地板、墙

体、屋顶、屋面板、门、窗和楼梯，所述地板、墙体、屋顶、屋面板、门、窗和楼梯均为可拆卸连

接的模块化结构，便于现场施工安装；所述房屋主体3还配置有供电设施照明线路、给排水

管路、通风换气通道、采暖设施和软装设施；在所述底板2中还设有与预留管井4相匹配的孔

洞，所述房屋主体3通过底板2固定于支撑部13的顶部，在所述房屋主体3中还设有与预留管

井4相匹配的通道，所述预留管井4的上部穿过底板2的孔洞，向上延伸至房屋主体3中的通

道内，在所述预留管井4中预埋有水电管道，所述供电设施照明线路和给排水管路通过预留

管井4中预埋的水电管道，与外部水电设施相连接。

[0016]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其中还包括有防震缓

冲垫5，所述防震缓冲垫5的结构与支撑部13的顶面形状相匹配，所述防震缓冲垫5设置于支

撑部13的顶面，所述底板2通过防震缓冲垫5固定于支撑部13的上方。

[0017]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其中在所述防震缓冲

垫5中设有与预留管井4相匹配的孔洞，所述预留管井4设置呈L形结构，其上端依次穿过连

接部12、支撑部13、防震缓冲垫5和底板2中的孔洞，延伸至房屋主体3中的通道内，其中所述

连接部12、支撑部13、防震缓冲垫5和底板2中的孔洞与房屋主体3内的通道同轴设置。

[0018]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其中所述支撑部13的

纵向截面设置呈上大下小的锥形结构，所述连接部12的结构与支撑部13的底部结构相匹

配，所述底部11设置呈半球状结构，所述连接部12和底部11均位于地基6内；其中位于地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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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的支撑部13高度设为2～3米，在所述地基6和底板2之间通过支撑部13形成有储藏空

间，在所述储藏空间划分有多个功能区，针对不同的功能区，可以作为不同的用途，如停车

区、储物区等。

[0019] 进一步地，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其中所述房屋主体3可

为独栋别墅、独栋普通住宅或农村房，其中所述地板、墙体、屋顶、屋面板、门、窗和楼梯中均

预埋有用于连接固定的预埋件，还配置有用于固定连接的螺杆和螺母，通过预埋件形成模

块化结构，所述预埋件设置为十形、T形或L形结构的接头，所述地板、墙体、屋顶、屋面板、

门、窗和楼梯之间通过相对应的预埋件相互拼接连接成一个整体房屋，并通过配置的螺杆

和螺母进行连接固定；所述房屋主体3和底板2之间，以及底板2与支撑部13之间通过螺杆和

螺母连接固定。

[0020] 采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一种生态可移动式整体房屋，由于房屋主体3为轻质钢结

构建筑主体或钢模砼结构预制的标准化房屋构件，所述标准化房屋构件均为可拆卸连接的

模块化结构，并在各模块化结构中预埋有用于连接固定的预埋件，各标准化房屋构件之间

通过相对应的预埋件相互拼接连接成一个整体房屋，并通过配置的螺杆和螺母进行连接固

定，这样可极大地加快建设周期；而所述预埋件设置为十形、T形或L形结构的企口式接头，

均为现有技术中的常用连接结构，可以针对不同的连接部位进行预埋于相应的构件中，方

便连接和拆卸。

[0021] 在实际制作过程中，可以根据不同的拼装位置设置不同的预埋件可以根据不同用

户需求，提前设计好需要使用的房屋面积，并绘制相应的图纸，制订好相对应的施工要求和

规划书，按照施工图纸要求，在工厂进行模块化生产，完成后运至施工现场进行成品吊装施

工，一次拼装构成整体房屋。另外，由于所述基桩1采用现场浇筑方式设置于地基6中，其基

桩1大小可以根据房屋主体3的承载力和沉降要求，并根据地质条件以及抗震要求设计为相

适合的尺寸，房屋主体3通过底板2和防震缓冲垫5固定于基桩1中，其结构整体性稳定、安全

性好，抗震抗风能力强，建筑质量有保证，彻底解决传统施工速度慢、工期长、效率低、施工

质量隐患多等问题。对场地要求比较灵活，在平地或者是坡地上均可建筑。

[0022] 综上所述，采用本实用新型所述的可移动式整体房屋，只需要在现场灌注一个基

桩，并浇筑一个与房屋相匹配的底板，即可实现整体拼装，具有组装及拆卸方便快捷，环保

效果好，使用寿命长，可回循环利用，能降低生产成本，对场地要求比较灵活，在平地或者是

坡地上均可建筑，其实用性强，适合推广应用。

[002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领

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利用本实用新型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

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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