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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施工前先

做好前期准备，然后铺设石层，埋预埋铁，浇筑土

砼，放置支撑架，接着安装直螺纹套筒，铺设第一

层多孔石砖并在砖孔内注入水泥砂浆，续接双螺

纹钢筋，用水平工钢板铺设上一层的多孔石砖并

在转孔内注入水泥砂浆，以此方式进行铺设直至

铺设到规定的石墙高度，最后用钢筋条捆扎最上

层的双螺纹钢筋并用混凝土进行填充，施工过程

中不仅效率得到提高，而且施工质量也明显有进

步；本发明具有使用方便、准确度高、施工质量高

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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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施工前准备，包括勘察地形、选择筑墙位置、购买多孔石砖和钢筋条、制备单螺

纹钢筋、双螺纹钢筋、混凝土和水泥砂浆、焊接水平工钢板和预埋铁、安装支撑架；

步骤2）：用压路机或者挖掘机挖出长度不小于镂空墙的墙体长度、宽0.5-1m、深0.8-1m

的长坑，并用夯土机夯实地基，然后铺上250-300mm厚的石层，其中下层用大石块铺设，所述

的大石块的体积为0.06-0.28m^3，上层用碎石铺设，所述的碎石的粒度为0.5-0.8cm，空隙

部分用混凝土铺实；

步骤3）：利用支模将预埋铁放在石层上，并用树脂胶在露出地面的部分上粘贴厚10-

20mm的半硬质或软质的海绵，然后矫正支模，浇筑混凝土至地平面，铺设成混凝土底层，待

混凝土凝固后，撕下海绵并取掉支模；

步骤4）：将两个支撑架分别放在预铺镂空墙的两端，调整支撑架的位置，并在支撑架的

垂直卡槽内放入后垂直板，使后垂直板与预铺镂空墙对齐；

步骤5）：在预埋铁的上部安装直螺纹套筒，然后将多孔石砖穿入直螺纹套筒内，用直尺

调整多孔石砖的位置，使直螺纹套筒位于多孔石砖的砖孔中心位置，按此方式铺设第一层

石砖；

步骤6）：利用锚杆在砖孔内注入水泥砂浆；

步骤7）：待第一层石砖固定好后，将双螺纹钢筋套接在直螺纹套筒上，利用水平工钢板

先横向铺设4-6块第二层的石砖，再纵向铺设第三层和第四层，多孔石砖之间均错缝搭接，

然后利用锚杆在孔洞内注入水泥砂浆，依此横向继续铺设，直至铺完第二层石砖、第三层石

砖和第四层石砖；

步骤8）：在双螺纹钢筋上安装直螺纹套筒并续接双螺纹钢筋，然后按照上一步骤的操

作方法再铺设三层；

步骤9）：按照上一步骤直至铺设到预定的石墙高度；

步骤10）：在石墙的最高处，用钢筋条以套圈的方式连续缠绕每根双螺纹钢筋，并绑扎

固定钢筋条末端；

步骤11）：用混凝土填充最高处，铺设成混凝土顶层，使混凝土顶层的长宽与石墙平齐，

混凝土顶层的高与最高处的双螺纹钢筋平齐；

步骤12）：待混凝土顶层的混凝土凝固后，撤掉支撑架，镂空墙施工完成。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多孔石砖的材质为滨

州青石，所述的多孔石砖的长宽高尺寸为400*200*100mm，所述的多孔石砖的两端设置有砖

孔，所述的砖孔的直径为45mm，所述的多孔石砖之间均错缝搭接，且搭接处的长度设置为

75mm。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单螺纹钢筋的上端头

设置为螺丝头，所述的双螺纹钢筋的上下两端头均设置为螺丝头，所述的单螺纹钢筋与所

述的双螺纹钢筋的连接以及两个所述的双螺纹钢筋之间均是通过直螺纹套筒进行螺纹连

接。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水平工钢包括左下钢

板、前水平钢板和右上钢板，所述的前水平钢板的长度为325mm，所述的左下钢板焊接在所

述的前水平钢板的左下侧，所述的右上钢板焊接在所述的前水平钢板的右上侧，所述的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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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钢板、前水平钢板、右上钢板的高度均低于多孔石砖的高度10-30mm。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预埋铁包括底架和单

螺纹钢筋，所述的底架的长度大于预铺石墙的长度0.5-1m，所述的底架的宽度大于预铺石

墙的宽度0.5-0.8m，所述的单螺纹钢筋的位置与所述的砖孔位置相对应，所述的单螺纹钢

筋不带螺纹的部分焊接在所述的底架上。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支撑架的底部设置有

支撑架座，所述的支撑架座的上方设置有前面板和后面板，所述的前面板和后面板的中间

部分设置为垂直卡槽，所述的垂直卡槽的宽度与所述的后垂直板的宽度相匹配，所述的前

面板和所述的后面板均设置有柱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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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固定建筑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建筑的审美要求越来越严格，传统的密封墙

在感官上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而镂空墙逐渐为人们所喜欢，镂空的设计不仅完

全不影响自然光线和空气流通，而且将墙前后的景色联系在一起，为空间增添了几分艺术

感，目前对于镂空墙的施工工艺很少，并且还会出现墙体不平整、钢筋绑扎不牢固、施工效

率低等问题；因此，提供一种使用方便、准确度高、施工质量高的镂空墙施工工艺是非常有

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使用方便、准确度高、施工

质量高的镂空墙施工工艺。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它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施工前准备，包括勘察地形、选择筑墙位置、购买多孔石砖和钢筋条、制备单螺

纹钢筋、双螺纹钢筋、混凝土和水泥砂浆、焊接水平工钢板和预埋铁、安装支撑架；

步骤2）：用压路机或者挖掘机挖出长度不小于镂空墙的墙体长度、宽0.5-1m、深0.8-1m

的长坑，并用夯土机夯实地基，然后铺上250-300mm厚的石层，其中下层用大石块铺设，所述

的大石块的体积为0.06-0.28m^3，上层用碎石铺设，所述的碎石的粒度为0.5-0.8cm，空隙

部分用混凝土铺实；

步骤3）：利用支模将预埋铁放在石层上，并用树脂胶在露出地面的部分上粘贴厚10-

20mm的半硬质或软质的海绵，然后矫正支模，浇筑混凝土至地平面，铺设成混凝土底层，待

混凝土凝固后，撕下海绵并取掉支模；

步骤4）：将两个支撑架分别放在预铺镂空墙的两端，调整支撑架的位置，并在支撑架的

垂直卡槽内放入后垂直板，使后垂直板与预铺镂空墙对齐；

步骤5）：在预埋铁的上部安装直螺纹套筒，然后将多孔石砖穿入直螺纹套筒内，用直尺

调整多孔石砖的位置，使直螺纹套筒位于多孔石砖的砖孔中心位置，按此方式铺设第一层

石砖；

步骤6）：利用锚杆在砖孔内注入水泥砂浆；

步骤7）：待第一层石砖固定好后，将双螺纹钢筋套接在直螺纹套筒上，利用水平工钢板

先横向铺设4-6块第二层的石砖，再纵向铺设第三层和第四层，多孔石砖之间均错缝搭接，

然后利用锚杆在孔洞内注入水泥砂浆，依此横向继续铺设，直至铺完第二层石砖、第三层石

砖和第四层石砖；

步骤8）：在双螺纹钢筋上安装直螺纹套筒并续接双螺纹钢筋，然后按照上一步骤的操

作方法再铺设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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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9）：按照上一步骤直至铺设到预定的石墙高度；

步骤10）：在石墙的最高处，用钢筋条以套圈的方式连续缠绕每根双螺纹钢筋，并绑扎

固定钢筋条末端；

步骤11）：用混凝土填充最高处，铺设成混凝土顶层，使混凝土顶层的长宽与石墙平齐，

混凝土顶层的高与最高处的双螺纹钢筋平齐；

步骤12）：待混凝土顶层的混凝土凝固后，撤掉支撑架，镂空墙施工完成。

[0005] 所述的多孔石砖的材质为滨州青石，所述的多孔石砖的长宽高尺寸为400*200*

100mm，所述的多孔石砖的两端设置有砖孔，所述的砖孔的直径为45mm，所述的多孔石砖之

间均错缝搭接，且搭接处的长度设置为75mm。

[0006] 所述的单螺纹钢筋的上端头设置为螺丝头，所述的双螺纹钢筋的上下两端头均设

置为螺丝头，所述的单螺纹钢筋与所述的双螺纹钢筋的连接以及两个所述的双螺纹钢筋之

间均是通过直螺纹套筒进行螺纹连接。

[0007] 所述的水平工钢包括左下钢板、前水平钢板和右上钢板，所述的前水平钢板的长

度为325mm，所述的左下钢板焊接在所述的前水平钢板的左下侧，所述的右上钢板焊接在所

述的前水平钢板的右上侧，所述的左下钢板、前水平钢板、右上钢板的高度均低于多孔石砖

的高度10-30mm。

[0008] 所述的预埋铁包括底架和单螺纹钢筋，所述的底架的长度大于预铺石墙的长度

0.5-1m，所述的底架的宽度大于预铺石墙的宽度0.5-0.8m，所述的单螺纹钢筋的位置与所

述的砖孔位置相对应，所述的单螺纹钢筋不带螺纹的部分焊接在所述的底架上。

[0009] 所述的支撑架的底部设置有支撑架座，所述的支撑架座的上方设置有前面板和后

面板，所述的前面板和后面板的中间部分设置为垂直卡槽，所述的垂直卡槽的宽度与所述

的后垂直板的宽度相匹配，所述的前面板和所述的后面板均设置有柱孔，且所述的柱孔前

后对应。

[001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在浇筑混凝土底层前，在单螺纹钢筋上用树脂胶在其

表面贴一块海绵，由于海绵伸缩性能较大，能紧贴模板，且海绵伸出混凝土表面，清晰可见

并方便清理，便于续接螺纹钢筋；本发明将支撑架安放在预铺石墙的两端，由于支撑架的前

面板和后面板的中间设置有垂直卡槽，在垂直卡槽内可放入尺寸相匹配的后垂直板，可以

保证预铺石墙的垂直平整，且前面板和后面板均设置有对应的柱孔，柱孔的设置便于支柱

的插入，可以方便调节后垂直板的高度，同时也便于施工人员用于支撑的搭架；本发明在施

工过程中，使用水平工钢板来水平铺设多孔石砖，不仅提高了多孔石砖错缝搭接的准确性，

保证石墙水平，同时提高了施工时的工作效率；本发明采用了单螺纹钢筋、双螺纹钢筋与直

螺纹钢筋筒的螺纹连接方式，提高了施工便捷性，显著降低了施工难度，提高了螺纹钢筋续

接的稳定性，保证了施工质量；本发明具有使用方便、准确度高、施工质量高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的镂空墙的结构示意图一。

[0012] 图2是本发明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的镂空墙的结构示意图二。

[0013] 图3是本发明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的支撑架的正视图。

[0014] 图4是本发明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的支撑架的右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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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图5是本发明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的双螺纹钢筋的连接示意图。

[0016] 图6是本发明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的预埋铁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7是本发明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的水平工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中：1、石层  2、预埋铁  21、底架  22、单螺纹钢筋  3、混凝土底层  4、支撑架  41、

支撑架座  42、前面板  43、后面板  44、垂直卡槽  45、柱孔  5、后垂直板  6、多孔石砖  7、砖孔 

8、双螺纹钢筋  9、直螺纹套筒  10、水平工钢板  101、左下钢板  102、前水平钢板  103、右上

钢板  11、钢筋条  12、混凝土顶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

[0020] 实施例1

如图1-7所示，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它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施工前准备，包括勘察地形、选择筑墙位置、购买多孔石砖6和钢筋条11、制备

单螺纹钢筋22、双螺纹钢筋8、混凝土和水泥砂浆、焊接水平工钢板10和预埋铁2、安装支撑

架4；

步骤2）：用压路机或者挖掘机挖出长度不小于镂空墙的墙体长度、宽0.5m、深0.8m的长

坑，并用夯土机夯实地基，然后铺上250mm厚的石层1，其中下层用大石块铺设，所述的大石

块的体积为0.06-0.28m^3，上层用碎石铺设，所述的碎石的粒度为0.5-0.8cm，空隙部分用

混凝土铺实；

步骤3）：利用支模将预埋铁2放在石层1上，并用树脂胶在露出地面的部分上粘贴厚

10mm的半硬质或软质的海绵，然后矫正支模，浇筑混凝土至地平面，铺设成混凝土底层3，待

混凝土凝固后，撕下海绵并取掉支模；

步骤4）：将两个支撑架4分别放在预铺镂空墙的两端，调整支撑架4的位置，并在支撑架

4的垂直卡槽44内放入后垂直板6，使后垂直板6与预铺镂空墙对齐；

步骤5）：在预埋铁4的上部安装直螺纹套筒9，然后将多孔石砖6穿入直螺纹套筒9内，用

直尺调整多孔石砖6的位置，使直螺纹套筒9位于多孔石砖6的砖孔7中心位置，按此方式铺

设第一层石砖；

步骤6）：利用锚杆在砖孔7内注入水泥砂浆；

步骤7）：待第一层石砖固定好后，将双螺纹钢筋8套接在直螺纹套筒9上，利用水平工钢

板10先横向铺设4块第二层的石砖，再纵向铺设第三层和第四层，多孔石砖6之间均错缝搭

接，然后利用锚杆在孔洞内注入水泥砂浆，依此横向继续铺设，直至铺完第二层石砖、第三

层石砖和第四层石砖；

步骤8）：在双螺纹钢筋8上安装直螺纹套筒9并续接双螺纹钢筋8，然后按照上一步骤的

操作方法再铺设三层；

步骤9）：按照上一步骤直至铺设到预定的石墙高度；

步骤10）：在石墙的最高处，用钢筋条11以套圈的方式连续缠绕每根双螺纹钢筋8，并绑

扎固定钢筋条11末端；

步骤11）：用混凝土填充最高处，铺设成混凝土顶层12，使混凝土顶层12的长宽与石墙

平齐，混凝土顶层12的高与最高处的双螺纹钢筋8平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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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2）：待混凝土顶层12的混凝土凝固后，撤掉支撑架4，镂空墙施工完成。

[0021] 所述的多孔石砖6的材质为滨州青石，所述的多孔石砖6的长宽高尺寸为400*200*

100mm，所述的多孔石砖6的两端设置有砖孔7，所述的砖孔7的直径为45mm，所述的多孔石砖

6之间均错缝搭接，且搭接处的长度设置为75mm。

[0022] 所述的单螺纹钢筋22的上端头设置为螺丝头，所述的双螺纹钢筋8的上下两端头

均设置为螺丝头，所述的单螺纹钢筋22与所述的双螺纹钢筋8的连接以及两个所述的双螺

纹钢筋8之间均是通过直螺纹套筒9进行螺纹连接。

[0023] 所述的水平工钢10包括左下钢板101、前水平钢板102和右上钢板103，所述的前水

平钢板102的长度为325mm，所述的左下钢板101焊接在所述的前水平钢板102的左下侧，所

述的右上钢板103焊接在所述的前水平钢板102的右上侧，所述的左下钢板101、前水平钢板

102、右上钢板103的高度均低于多孔石砖6的高度10mm。

[0024] 所述的预埋铁2包括底架21和单螺纹钢筋22，所述的底架21的长度大于预铺石墙

的长度0.5m，所述的底架21的宽度大于预铺石墙的宽度0.5m，所述的单螺纹钢筋22的位置

与所述的砖孔7位置相对应，所述的单螺纹钢筋22不带螺纹的部分焊接在所述的底架21上。

[0025] 所述的支撑架4的底部设置有支撑架座41，所述的支撑架座41的上方设置有前面

板42和后面板43，所述的前面板42和后面板43的中间部分设置为垂直卡槽44，所述的垂直

卡槽44的宽度与所述的后垂直板5的宽度相匹配，所述的前面板42和所述的后面板43均设

置有柱孔45，且所述的柱孔45前后对应。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在浇筑混凝土底层3前，在单螺纹钢筋22上用树脂胶在

其表面贴一块海绵，由于海绵伸缩性能较大，能紧贴模板，且海绵伸出混凝土表面，清晰可

见并方便清理，便于续接螺纹钢筋；本发明将支撑架4安放在预铺石墙的两端，由于支撑架4

的前面板42和后面板43的中间设置有垂直卡槽44，在垂直卡槽44内可放入尺寸相匹配的后

垂直板5，可以保证预铺石墙的垂直平整，且前面板42和后面板43均设置有对应的柱孔45，

柱孔45的设置便于支柱的插入，可以方便调节后垂直板5的高度，同时也便于施工人员用于

支撑的搭架；本发明在施工过程中，使用水平工钢板10来水平铺设多孔石砖6，不仅提高了

多孔石砖6错缝搭接的准确性，保证石墙水平，同时提高了施工时的工作效率；本发明采用

了单螺纹钢筋22、双螺纹钢筋8与直螺纹钢筋筒9的螺纹连接方式，提高了施工便捷性，显著

降低了施工难度，提高了螺纹钢筋续接的稳定性，保证了施工质量；本发明具有使用方便、

准确度高、施工质量高的优点。

[0027] 实施例2

如图1-7所示，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它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施工前准备，包括勘察地形、选择筑墙位置、购买多孔石砖6和钢筋条11、制备

单螺纹钢筋22、双螺纹钢筋8、混凝土和水泥砂浆、焊接水平工钢板10和预埋铁2、安装支撑

架4；

步骤2）：用压路机或者挖掘机挖出长度不小于镂空墙的墙体长度、宽1m、深1m的长坑，

并用夯土机夯实地基，然后铺上300mm厚的石层1，其中下层用大石块铺设，所述的大石块的

体积为0.06-0.28m^3，上层用碎石铺设，所述的碎石的粒度为0.5-0.8cm，空隙部分用混凝

土铺实；

步骤3）：利用支模将预埋铁2放在石层1上，并用树脂胶在露出地面的部分上粘贴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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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m的半硬质或软质的海绵，然后矫正支模，浇筑混凝土至地平面，铺设成混凝土底层3，待

混凝土凝固后，撕下海绵并取掉支模；

步骤4）：将两个支撑架4分别放在预铺镂空墙的两端，调整支撑架4的位置，并在支撑架

4的垂直卡槽44内放入后垂直板6，使后垂直板6与预铺镂空墙对齐；

步骤5）：在预埋铁4的上部安装直螺纹套筒9，然后将多孔石砖6穿入直螺纹套筒9内，用

直尺调整多孔石砖6的位置，使直螺纹套筒9位于多孔石砖6的砖孔7中心位置，按此方式铺

设第一层石砖；

步骤6）：利用锚杆在砖孔7内注入水泥砂浆；

步骤7）：待第一层石砖固定好后，将双螺纹钢筋8套接在直螺纹套筒9上，利用水平工钢

板10先横向铺设6块第二层的石砖，再纵向铺设第三层和第四层，多孔石砖6之间均错缝搭

接，然后利用锚杆在孔洞内注入水泥砂浆，依此横向继续铺设，直至铺完第二层石砖、第三

层石砖和第四层石砖；

步骤8）：在双螺纹钢筋8上安装直螺纹套筒9并续接双螺纹钢筋8，然后按照上一步骤的

操作方法再铺设三层；

步骤9）：按照上一步骤直至铺设到预定的石墙高度；

步骤10）：在石墙的最高处，用钢筋条11以套圈的方式连续缠绕每根双螺纹钢筋8，并绑

扎固定钢筋条11末端；

步骤11）：用混凝土填充最高处，铺设成混凝土顶层12，使混凝土顶层12的长宽与石墙

平齐，混凝土顶层12的高与最高处的双螺纹钢筋8平齐；

步骤12）：待混凝土顶层12的混凝土凝固后，撤掉支撑架4，镂空墙施工完成。

[0028] 所述的多孔石砖6的材质为滨州青石，所述的多孔石砖6的长宽高尺寸为400*200*

100mm，所述的多孔石砖6的两端设置有砖孔7，所述的砖孔7的直径为45mm，所述的多孔石砖

6之间均错缝搭接，且搭接处的长度设置为75mm。

[0029] 所述的单螺纹钢筋22的上端头设置为螺丝头，所述的双螺纹钢筋8的上下两端头

均设置为螺丝头，所述的单螺纹钢筋22与所述的双螺纹钢筋8的连接以及两个所述的双螺

纹钢筋8之间均是通过直螺纹套筒9进行螺纹连接。

[0030] 所述的水平工钢10包括左下钢板101、前水平钢板102和右上钢板103，所述的前水

平钢板102的长度为325mm，所述的左下钢板101焊接在所述的前水平钢板102的左下侧，所

述的右上钢板103焊接在所述的前水平钢板102的右上侧，所述的左下钢板101、前水平钢板

102、右上钢板103的高度均低于多孔石砖6的高度30mm。

[0031] 所述的预埋铁2包括底架21和单螺纹钢筋22，所述的底架21的长度大于预铺石墙

的长度1m，所述的底架21的宽度大于预铺石墙的宽度0.8m，所述的单螺纹钢筋22的位置与

所述的砖孔7位置相对应，所述的单螺纹钢筋22不带螺纹的部分焊接在所述的底架21上。

[0032] 所述的支撑架4的底部设置有支撑架座41，所述的支撑架座41的上方设置有前面

板42和后面板43，所述的前面板42和后面板43的中间部分设置为垂直卡槽44，所述的垂直

卡槽44的宽度与所述的后垂直板5的宽度相匹配，所述的前面板42和所述的后面板43均置

有柱孔45，且所述的柱孔45前后对应。

[0033]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在浇筑混凝土底层3前，在单螺纹钢筋22上用树脂胶在

其表面贴一块海绵，由于海绵伸缩性能较大，能紧贴模板，且海绵伸出混凝土表面，清晰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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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并方便清理，便于续接螺纹钢筋；本发明将支撑架4安放在预铺石墙的两端，由于支撑架4

的前面板42和后面板43的中间设置有垂直卡槽44，在垂直卡槽44内可放入尺寸相匹配的后

垂直板5，可以保证预铺石墙的垂直平整，且前面板42和后面板43均设置有对应的柱孔45，

柱孔45的设置便于支柱的插入，可以方便调节后垂直板5的高度，同时也便于施工人员用于

支撑的搭架；本发明在施工过程中，使用水平工钢板10来水平铺设多孔石砖6，不仅提高了

多孔石砖6错缝搭接的准确性，保证石墙水平，同时提高了施工时的工作效率；本发明采用

了单螺纹钢筋22、双螺纹钢筋8与直螺纹钢筋筒9的螺纹连接方式，提高了施工便捷性，显著

降低了施工难度，提高了螺纹钢筋续接的稳定性，保证了施工质量；本发明具有使用方便、

准确度高、施工质量高的优点。

[0034] 实施例3

如图1-7所示，一种镂空墙施工工艺，它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1）：施工前准备，包括勘察地形、选择筑墙位置、购买多孔石砖6和钢筋条11、制备

单螺纹钢筋22、双螺纹钢筋8、混凝土和水泥砂浆、焊接水平工钢板10和预埋铁2、安装支撑

架4；

步骤2）：用压路机或者挖掘机挖出长度不小于镂空墙的墙体长度、宽0.7m、深0.9m的长

坑，并用夯土机夯实地基，然后铺上280mm厚的石层1，其中下层用大石块铺设，所述的大石

块的体积为0.06-0.28m^3，上层用碎石铺设，所述的碎石的粒度为0.5-0.8cm，空隙部分用

混凝土铺实；

步骤3）：利用支模将预埋铁2放在石层1上，并用树脂胶在露出地面的部分上粘贴厚

15mm的半硬质或软质的海绵，然后矫正支模，浇筑混凝土至地平面，铺设成混凝土底层3，待

混凝土凝固后，撕下海绵并取掉支模；

步骤4）：将两个支撑架4分别放在预铺镂空墙的两端，调整支撑架4的位置，并在支撑架

4的垂直卡槽44内放入后垂直板6，使后垂直板6与预铺镂空墙对齐；

步骤5）：在预埋铁4的上部安装直螺纹套筒9，然后将多孔石砖6穿入直螺纹套筒9内，用

直尺调整多孔石砖6的位置，使直螺纹套筒9位于多孔石砖6的砖孔7中心位置，按此方式铺

设第一层石砖；

步骤6）：利用锚杆在砖孔7内注入水泥砂浆；

步骤7）：待第一层石砖固定好后，将双螺纹钢筋8套接在直螺纹套筒9上，利用水平工钢

板10先横向铺设5块第二层的石砖，再纵向铺设第三层和第四层，多孔石砖6之间均错缝搭

接，然后利用锚杆在孔洞内注入水泥砂浆，依此横向继续铺设，直至铺完第二层石砖、第三

层石砖和第四层石砖；

步骤8）：在双螺纹钢筋8上安装直螺纹套筒9并续接双螺纹钢筋8，然后按照上一步骤的

操作方法再铺设三层；

步骤9）：按照上一步骤直至铺设到预定的石墙高度；

步骤10）：在石墙的最高处，用钢筋条11以套圈的方式连续缠绕每根双螺纹钢筋8，并绑

扎固定钢筋条11末端；

步骤11）：用混凝土填充最高处，铺设成混凝土顶层12，使混凝土顶层12的长宽与石墙

平齐，混凝土顶层12的高与最高处的双螺纹钢筋8平齐；

步骤12）：待混凝土顶层12的混凝土凝固后，撤掉支撑架4，镂空墙施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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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所述的多孔石砖6的材质为滨州青石，所述的多孔石砖6的长宽高尺寸为400*200*

100mm，所述的多孔石砖6的两端设置有砖孔7，所述的砖孔7的直径为45mm，所述的多孔石砖

6之间均错缝搭接，且搭接处的长度设置为75mm。

[0036] 所述的单螺纹钢筋22的上端头设置为螺丝头，所述的双螺纹钢筋8的上下两端头

均设置为螺丝头，所述的单螺纹钢筋22与所述的双螺纹钢筋8的连接以及两个所述的双螺

纹钢筋8之间均是通过直螺纹套筒9进行螺纹连接。

[0037] 所述的水平工钢10包括左下钢板101、前水平钢板102和右上钢板103，所述的前水

平钢板102的长度为325mm，所述的左下钢板101焊接在所述的前水平钢板102的左下侧，所

述的右上钢板103焊接在所述的前水平钢板102的右上侧，所述的左下钢板101、前水平钢板

102、右上钢板103的高度均低于多孔石砖6的高度20mm。

[0038] 所述的预埋铁2包括底架21和单螺纹钢筋22，所述的底架21的长度大于预铺石墙

的长度0.7m，所述的底架21的宽度大于预铺石墙的宽度0.6m，所述的单螺纹钢筋22的位置

与所述的砖孔7位置相对应，所述的单螺纹钢筋22不带螺纹的部分焊接在所述的底架21上。

[0039] 所述的支撑架4的底部设置有支撑架座41，所述的支撑架座41的上方设置有前面

板42和后面板43，所述的前面板42和后面板43的中间部分设置为垂直卡槽44，所述的垂直

卡槽44的宽度与所述的后垂直板5的宽度相匹配，所述的前面板42和所述的后面板43均设

置有柱孔45，且所述的柱孔45前后对应。

[004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在浇筑混凝土底层3前，在单螺纹钢筋22上用树脂胶在

其表面贴一块海绵，由于海绵伸缩性能较大，能紧贴模板，且海绵伸出混凝土表面，清晰可

见并方便清理，便于续接螺纹钢筋；本发明将支撑架4安放在预铺石墙的两端，由于支撑架4

的前面板42和后面板43的中间设置有垂直卡槽44，在垂直卡槽44内可放入尺寸相匹配的后

垂直板5，可以保证预铺石墙的垂直平整，且前面板42和后面板43均设置有对应的柱孔45，

柱孔45的设置便于支柱的插入，可以方便调节后垂直板5的高度，同时也便于施工人员用于

支撑的搭架；本发明在施工过程中，使用水平工钢板10来水平铺设多孔石砖6，不仅提高了

多孔石砖6错缝搭接的准确性，保证石墙水平，同时提高了施工时的工作效率；本发明采用

了单螺纹钢筋22、双螺纹钢筋8与直螺纹钢筋筒9的螺纹连接方式，提高了施工便捷性，显著

降低了施工难度，提高了螺纹钢筋续接的稳定性，保证了施工质量；本发明具有使用方便、

准确度高、施工质量高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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