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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

体系及其施工工艺，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

整体加固体系具有墙体、窑顶、安装于外墙墙体

的上端的上层加固圈、安装于外墙墙体的下端的

下层加固圈、位于上层加固圈和下层加固圈之间

的安装于外墙墙体和内墙墙体上的中层加固圈、

设于外墙墙体的外部四个端角的呈竖向设置的

八根第一钢板条、设于外墙墙体的内部四个端角

的呈竖向设置的八根第二钢板条、用以支撑所述

窑顶的内壁的窑顶支撑架。本发明还提供了加固

体系的施工工艺。本发明消除了传统土窑民居的

墙体易出现裂缝的缺陷，有效提高了土窑民居的

安全性，方便实用、操作简单，所用材料常规且经

济，节能环保，适用于大规模的土窑民居整体加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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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具有墙体、窑顶，所述墙体具有四面

外墙墙体（1）、若干面内墙墙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

固体系还具有安装于外墙墙体的上端的上层加固圈（101）、安装于外墙墙体的下端的下层

加固圈（103）、位于上层加固圈和下层加固圈之间的安装于外墙墙体和内墙墙体上的中层

加固圈（102）、设于外墙墙体的外部四个端角的呈竖向设置的八根第一钢板条（9）、设于外

墙墙体的内部四个端角的呈竖向设置的八根第二钢板条（9′）、用以支撑所述窑顶的内壁的

窑顶支撑架（2）；所述的上层加固圈（101）具有设于外墙墙体的外部四个端角的四个外墙外

用第一L型钢板（8）、多根第一钢绞线（4）、分别套装在第一钢绞线上的多根第一套管（5）、多

个第一锚具（6），上层加固圈（101）的每个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的两个端部皆呈竖向设

置一列用于穿第一钢绞线的第一预留孔（7），在外墙墙体的每个墙面相对应处，相邻的两个

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通过数根上述第一钢绞线（4）穿过第一预留孔（7）、并用上述第一

锚具（6）紧固而连接在一起，每根第一钢绞线（4）上套装有与其相对应的一根第一套管（5）；

所述的中层加固圈（102）具有设于外墙墙体的外部四个端角的四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

钢板（10）、设于外墙墙体的前后两面墙体的外侧并与内墙墙体相对应设置的若干块外墙外

用矩形钢板（3）、沿外墙墙体的左右两面墙体的外侧以及后面墙体的外侧设置的多根第二

钢绞线（20）、套装在第二钢绞线上的多根第二套管（21）、多个第二锚具（18）、设于外墙墙体

的内部四个端角的四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沿外墙墙体的左右两面墙体的内侧以

及后面墙体的内侧设置的多根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22）、设于内墙墙体与外墙墙体交汇处

的第四L型钢板（19）、设于每面内墙墙体的洞口端的凹槽型钢板（23）、设于每面内墙墙体左

右两侧的洞口处的第二支撑钢板条（24）、多根第一穿墙螺栓（17a）、多根第二穿墙螺栓

（17b）、多根第三穿墙螺栓（17c）、多根第四穿墙螺栓（17d），在中层加固圈中，四个外墙外用

第二L型钢板（10）与四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一一相对应，在每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

钢板与其相对应的一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中，所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和

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皆设有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通的安装孔，即每个外

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一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

装孔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贯通孔，在每个所述贯通孔中安装与其相对应的

一根第一穿墙螺栓（17a）；

在中层加固圈中，每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皆对应一对第四L型钢板（19），每对第四L

型钢板（19）分为位于左侧的第四L型钢板和位于右侧的第四L型钢板，每个外墙外用矩形钢

板（3）的左侧部分对应一个位于左侧的第四L型钢板，该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右侧部分对应

一个位于右侧的第四L型钢板，每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左侧部分和与其相对应的一个位

于左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横向部分皆设有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通的安装孔，即每个外

墙外用矩形钢板的左侧部分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一个位于左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横向部

分的安装孔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贯通孔，每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右侧部

分和与其相对应的一个位于右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横向部分皆设有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

相通的安装孔，即每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右侧部分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一个位于右侧

的L型第四钢板的横向部分的安装孔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贯通孔，在每个

所述贯通孔中安装与其相对应的一根第二穿墙螺栓（17b）；

在中层加固圈中，每对第四L型钢板（19）中，位于左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纵向部分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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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纵向部分皆设有与内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通的安装孔，即位于左

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纵向部分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位于右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纵向部分

的安装孔与内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贯通孔，在每个所述贯通孔中安装与其相对

应的一根第三穿墙螺栓（17c）；

在中层加固圈中，每个凹槽型钢板（23）插入与其相对应的内墙墙体的洞口端部，每个

凹槽型钢板的左右两侧设有与内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连通的安装孔，即每个凹槽型钢板的

左右两侧的安装孔与内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贯通孔，在每个所述贯通孔中安装

与其相对应的一根第四穿墙螺栓（17d）；

在中层加固圈中，设于外墙墙体的左右两面墙体以及后面墙体的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

板（10）的两个端部、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的两个端部皆呈竖向设置一列用于穿第二钢绞

线的第二预留孔（25），在外墙墙体的左右两面墙体相对应处，相邻的两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

钢板（10）通过数根上述第二钢绞线（20）穿过第二预留孔（25）、并用上述第二锚具（18）紧固

而连接在一起；在外墙墙体的后面墙体相对应处，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与相邻的外墙

外用矩形钢板（3）之间、相邻的两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之间通过数根上述第二钢绞线

（20）穿过第二预留孔（25）、并用上述第二锚具（18）紧固而连接在一起，每根第二钢绞线

（20）上套装有与其相对应的一根第二套管（21）；在外墙墙体的左右两面墙体相对应处，相

邻的两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皆通过与其相对应的一根上述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

（22）焊接而连接在一起，在外墙墙体的后面墙体相对应处，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与相邻的

第四L型钢板（19）之间、相邻的两个第四L型钢板（19）之间皆通过与其相对应的一根上述墙

内第一支撑钢板条（22）焊接而连接在一起，每面内墙墙体的洞口处左右两侧皆设有第二支

撑钢板条（24），每个第二支撑钢板条（24）的两端分别与其相对应的第四L型钢板（19）的纵

向部分以及凹槽型钢板（23）的一侧焊接在一起；

下层加固圈（103）具有设于外墙墙体的外部四个端角的四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

（11）、多根第三钢绞线（15）、套装在第三钢绞线上的多根第三套管（14）、多个第三锚具

（16）、设于外墙墙体的内部四个端角的四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四根墙内第三支

撑钢板条（26）、多根第五穿墙螺栓（12），在下层加固圈（103）中，四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

（11）与四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一一相对应，在每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与其相

对应的一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中，所述每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和每个外

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皆设有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通的安装孔，即每个外墙

外用第五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一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装

孔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贯通孔，在每个所述贯通孔中安装与其相对应的一

根第五穿墙螺栓（12），第五穿墙螺栓将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外墙

墙体连接在一起，每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皆呈竖向设置一列用于穿第三钢

绞线的第三预留孔（13），在外墙墙体的每个墙面相对应处，相邻的两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

板通过数根上述第三钢绞线穿过第三预留孔（13）、并用上述第三锚具（16）紧固而连接在一

起，每根第三钢绞线（15）上套装有与其相对应的一根第三套管（14），相邻的两个外墙内用

第六L型钢板的端部通过与其相对应的一根上述墙内第三支撑钢板条（26）焊接而连接在一

起；

在四面外墙墙体的外部每个墙角处，  呈上下相对应的上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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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L型钢板（8）、中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下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

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皆用一对上述第一钢板条（9）焊接而连接在一起；在四面外墙墙体

的内部每个墙角处，呈上下相对应的中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下

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皆用一对上述第二钢板条（9′）焊接而连接

在一起；

上述窑顶支撑架（2）由呈横向间隔设置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2′）构成，每根窑顶支

撑钢板条（2′）皆呈拱形，这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安装在外墙墙体的左面墙体和与外墙墙体

的左面墙体相邻的内墙墙体之间、以及安装在相邻的两面内墙墙体之间、还安装在外墙墙

体的右面墙体和与外墙墙体的右面墙体相邻的内墙墙体之间，安装于左面墙体和内墙墙体

之间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两端分别焊接于中层加固圈的左面墙体上的墙内第一支撑

钢板条（22）以及内墙墙体上的第二支撑钢板条（24）上，安装于相邻的两面内墙墙体之间的

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两端分别焊接于中层加固圈的两面内墙墙体上的第二支撑钢板条

（24）上，安装于右面墙体和内墙墙体之间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两端分别焊接于中层加

固圈的右面墙体上的第一支撑钢板条（22）以及内墙墙体上的第二支撑钢板条（24）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其特征在于每个

上述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

三L型钢板（10′）、每个上述第四L型钢板（19）、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每个上

述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皆为等边长的L型钢板，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

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的单边长度皆为

100cm~120cm，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

的单边长度皆为30cm~50cm，每个上述第四L型钢板（19）的单边长度为20cm~50cm，每块外墙

外用矩形钢板（3）的长度为100cm~120cm，每个凹槽型钢板（23）的腰宽度即凹槽型钢板的左

右两侧的内壁间距比内墙墙体的宽度小12mm，每个凹槽型钢板（23）的腿高度为20cm~50cm，

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每个上述外墙内

用第三L型钢板（10′）、每个上述第四L型钢板（19）、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每

个上述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每块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的高度皆为10cm~30cm，其

厚度皆为2mm~5mm，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的端部和与其相对应的外墙内用第

三L型钢板（10′）的端部处于同一截面，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的端部和与其

相对应的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的端部处于同一截面，每块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的

端部和与其相对应的第四L型钢板（19）的端部处于同一截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其特征在于每根

第一钢绞线（4）、每根第二钢绞线（20）、每根第三钢绞线（15）的直径皆为3mm~5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其特征在于每根

第一套管（5）的内径比与其相对应的第一钢绞线（4）的直径大1mm；每第二套管（21）的内径

比与其相对应的第二钢绞线（20）的直径大1mm；每根第三套管（14）的内径比与其相对应的

第三钢绞线（15）的直径大1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其特征在于每根

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22）、每根第二支撑钢板条（24）、每根墙内第三支撑钢板条（26）的宽

度皆为5cm~15cm，厚度皆为2mm~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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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其特征在于上述

窑顶支撑架（2）中，呈横向间隔设置的相邻的两根窑顶支撑钢板条（2′）的间距为1m~3m，每

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宽度皆为5cm~15cm，每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厚度皆为2mm~3mm。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其特征在于每根

上述第一穿墙螺栓（17a）、每根上述第二穿墙螺栓（17b）、每根上述第三穿墙螺栓（17c）、每

根上述第四穿墙螺栓（17d）、每根上述第五穿墙螺栓（12）的直径皆为3mm~10mm，以上各穿墙

螺栓所对应的墙体上所留的每个钻孔即贯通孔的直径皆比穿过它的穿墙螺栓的直径大

2mm，以上各穿墙螺栓与其相对应的所述贯通孔之间填充有玻璃胶或者砂浆。

8.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的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的施工工艺，其特

征在于它包括如下步骤：

①施工量测

a、测量土窑民居的墙高、墙宽及墙厚和窑顶的长、宽、高及弧度；

b、对拟安装构件位置、钻孔位置分别进行标记；

②刻槽施工

对墙体构件安装部位进行刻槽处理，使构件安装完毕后，墙面齐平，民居内外沿外墙挖

20cm~40cm深的沟槽（1″），为安装下层加固圈留出空间；

③构件的预制

a、各外墙L型钢板的预制：预制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

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每

个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的两个端部、每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的两个端部、每个

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的两个端部皆呈竖向设置一列两排用于穿其所连接的钢绞线的

预留孔，形成第一预留孔（7）、第二预留孔（25）、第三预留孔（13），每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

板（10）的两个端部、每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每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的两

个端部、每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的两个端部皆呈竖向设置一列两排安装孔，所述

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标记重合；

b、各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预制：每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的两个端部竖向设置一列

两排用于穿钢绞线的预留孔，每个所述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的两个端部竖向设置一列两

排安装孔，所述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标记重合；

c、各第四L型钢板的预制：每个所述上述第四L型钢板（19）的两个端部竖向设置一列两

排安装孔，所述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标记重合；

d、各凹槽型钢板的预制：每个所述凹槽型钢板（23）的端部设有一列两排安装孔，所述

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标记重合；

e、墙外拉结连接件的预制：墙外拉结连接件包括多根第一钢绞线、多根第二钢绞线、多

根第三钢绞线、多个第一锚具、多个第二锚具、多个第三锚具；

f、墙内支撑钢板条的预制：墙内支撑钢板条包括多根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22）、多根

第二支撑钢板条（24）、多根墙内第三支撑钢板条（26）；

g、外墙墙角L型钢板连接用的竖向钢板条的预制：即多根第一钢板条（9）、多根第二钢

板条（9′）的预制；

h、窑顶支撑架（2）中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2′）的预制：每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皆呈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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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窑顶支撑钢板条的弯曲弧度与窑顶的内壁的弧度一致；

i、多根第一套管（5）、多根第二套管（21）、多根第三套管（14）的预制；

j、多根第一穿墙螺栓（17a）、多根上述第二穿墙螺栓（17b）、多根上述第三穿墙螺栓

（17c）、多根上述第四穿墙螺栓（17d）、多根上述第五穿墙螺栓（12）的预制；

④构件安装

a、在墙体钻孔标记处成孔，得到墙体所留的钻孔；

b、安装各外墙内、外用L型钢板：即安装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

板（10）、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

（11′），按照步骤①量测刻槽的位置进行安装，每个外墙外用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装孔与其

相对应的一个外墙内用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一列两排

贯通孔，贯穿孔采用与其相对应的第一穿墙螺栓（17a）、第五穿墙螺栓（12）进行拉结；

c、安装各第四L型钢板（19）、各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按照步骤①量测刻槽的位置进

行安装，每个第四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一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端部的

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一列两排贯通孔，贯穿孔采用第二穿墙螺栓（17b）

进行拉结，每对第四L型钢板采用第三穿墙螺栓（17c）进行拉结；

d、安装各凹槽型钢板（23）：按照步骤①量测刻槽的位置进行安装，每个凹槽型钢板的

端部的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一列两排贯通孔，贯穿孔采用第四穿墙螺栓

（17d）进行拉结；

e、安装竖向钢板条：即安装各第一钢板条（9）、各第二钢板条（9′），按照步骤①量测刻

槽的位置进行安装，在四面外墙墙体的外部每个墙角处，  呈上下相对应的上层加固圈中的

一个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中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下层加固

圈中的一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皆用一对上述第一钢板条（9）焊接而连接在一起；在

四面外墙墙体的内部每个墙角处，呈上下相对应的中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

钢板（10′）、下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皆用一对上述第二钢板条

（9′）焊接而连接在一起；

f、安装墙内支撑钢板条：即安装各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22）、各第二支撑钢板条（24）、

各墙内第三支撑钢板条（26）按照步骤①量测刻槽的位置进行安装，各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

（22）、各第二支撑钢板条（24）、各墙内第三支撑钢板条（26）与其相对应的外墙内用第三L型

钢板（10′）、第四L型钢板（19）、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搭接施焊，要求三面施焊；

g、安装墙外拉结连接件：待竖向钢板条、墙内支撑钢板条焊接完成后，对外墙外用第一

L型钢板（8）、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外墙外用矩形钢板

（3）用相应的钢绞线即第一钢绞线（4）、第二钢绞线（20）、第三钢绞线（15）穿过相应的预留

孔进行拉结，施加预应力并用相应的锚具紧固，形成所述上层加固圈、中层加固圈、下层加

固圈；

h、安装窑顶支撑架：墙体加固完成后，按照步骤①量测刻槽的位置对窑顶支撑架（2）进

行安装，窑顶支撑架（2）由呈横向间隔设置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2′）构成，每根窑顶支撑

钢板条（2′）皆呈拱形，这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安装在外墙墙体的左面墙体和与外墙墙体的

左面墙体相邻的内墙墙体之间、以及安装在相邻的两面内墙墙体之间、还安装在外墙墙体

的右面墙体和与外墙墙体的右面墙体相邻的内墙墙体之间，安装于左面墙体和内墙墙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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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两端分别焊接于中层加固圈的左面墙体上的墙内第一支撑钢

板条（22）以及内墙墙体上的第二支撑钢板条（24）上，安装于相邻的两面内墙墙体之间的多

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两端分别焊接于中层加固圈的两面内墙墙体上的第二支撑钢板条

（24）上，安装于右面墙体和内墙墙体之间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两端分别焊接于中层加

固圈的右面墙体上的第一支撑钢板条（22）以及内墙墙体上的第二支撑钢板条（24）上，安装

过程中保持窑顶支撑钢板条与窑顶的内壁贴合；

⑤对沿外墙墙体所挖的沟槽进行回填夯实，对墙体进行面层抹灰处理并涂抹防水材

料。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的施工工艺，其特

征在于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每个上述

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每个上述第四L型钢板（19）、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

（11）、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皆为等边长的L型钢板，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一

L型钢板（8）、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的

单边长度皆为100cm~120cm，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六

L型钢板（11′）的单边长度皆为30cm~50cm，每个上述第四L型钢板（19）的单边长度为20cm~
50cm，每块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的长度为100cm~120cm，每个凹槽型钢板（23）的腰宽度即

凹槽型钢板的左右两侧的内壁间距比内墙墙体的宽度小12mm，每个凹槽型钢板（23）的腿高

度为20cm~50cm，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

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每个上述第四L型钢板（19）、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五

L型钢板（11）、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每块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的高度皆

为10cm~30cm，其厚度皆为2mm~5mm，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的端部和与其相对

应的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的端部处于同一截面，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

（11）的端部和与其相对应的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的端部处于同一截面，每块外墙外

用矩形钢板（3）的端部和与其相对应的第四L型钢板（19）的端部处于同一截面；每根第一钢

绞线（4）、每根第二钢绞线（20）、每根第三钢绞线（15）的直径皆为3mm~5mm；每根第一套管

（5）的内径比与其相对应的第一钢绞线（4）的直径大1mm；每第二套管（21）的内径比与其相

对应的第二钢绞线（20）的直径大1mm；每根第三套管（14）的内径比与其相对应的第三钢绞

线（15）的直径大1mm；每根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22）、每根第二支撑钢板条（24）、每根墙内

第三支撑钢板条（26）的宽度皆为5cm~15cm，厚度皆为2mm~3mm；上述窑顶支撑架（2）中，呈横

向间隔设置的相邻的两根窑顶支撑钢板条（2′）的间距为1m~3m，每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宽

度皆为5cm~15cm，每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厚度皆为2mm~3mm；每根上述第一穿墙螺栓（17a）、

每根上述第二穿墙螺栓（17b）、每根上述第三穿墙螺栓（17c）、每根上述第四穿墙螺栓

（17d）、每根上述第五穿墙螺栓（12）的直径皆为3mm~10mm，以上各穿墙螺栓所对应的墙体上

所留的每个钻孔即贯通孔的直径皆比穿过它的穿墙螺栓的直径大2mm，以上各穿墙螺栓与

其相对应的所述贯通孔之间填充有玻璃胶或者砂浆。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的施工工艺，其特

征在于步骤④的g步骤中，每根第一钢绞线（4）、每根第二钢绞线（20）、每根第三钢绞线（15）

所施加的预应力为5kN~15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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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及其施工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传统土窑民居加固体系，具体是一种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

整体加固体系,属于传统土窑民居的修缮技术领域。本发明还涉及所述传统土窑民居无粘

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的施工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土窑民居是中国北方黄土高原上一种特殊的民居建筑形式，也是人类居住最原始

的方式。它源于自然，融于自然，可以说是“天人合一”的成功范例。它的产生既是先民们与

自然不断斗争的结果，也是人类在不断改善自身生存条件这一艰难过程中的伟大创举。随

着社会的进步，尽管后来有了多种居住形式，但因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其本身顽强的

生命力，土窑民居得以延续至今。传统土窑民居的施工工艺独具一格，作为民间的筑造方

法，建筑材料即土的含水率与级配皆难以控制。这就造成了该建筑物在长年累月的风霜洗

礼、春秋交替下，出现裂缝，变形。而且，传统土窑民居多由夯土、土坯、木结构等多种结构构

成，整体性能极差，一旦发生地震，建筑物可能瞬间倒塌，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因此，需要

对原有土窑民居进行加固，一方面对墙体施加预应力作用，可有效防止裂缝产生，或抑制裂

缝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增加墙体的整体稳定性，增强抵抗地震荷载的能力。

[0003] 发明人检索到以下相关专利文献：CN103993755A公开了一种加强古民居建筑墙柱

连接的加固结构及方法，考虑大量古民居建筑外部围护墙与内部承载柱之间缺少有效连接

的特点，采用场外预制构件、现场以构件组装为主的加固方案对墙柱连接进行加固，提高古

民居建筑的整体性能，防止倒塌。该发明能够加强古民居建筑墙柱之间的连接，提高结构整

体性，有效防止古民居建筑整体失稳而连续倒塌。同时它具有可逆化程度高，现场无明火作

业、操作简单，应用方便，适用性强、对古民居建筑本体无损坏等优点，在古民居建筑受到地

震、强风以及人为作用影响时，能起到有效地保护作用，适用于内部木结构承重，外部围护

墙的传统古民居建筑结构体系。CN105275222A公开了一种生土填芯型传统民居墙体加固结

构及加固方法，该结构包括固定钢板、横向钢筋和竖向钢筋，固定钢板两两一组，分别设置

于墙体两侧的砖柱上，每组固定钢板位于同一水平位置；每组固定钢板之间，通过两条横向

钢筋拉结固定，两条横向钢筋分别位于墙体的内、外墙面上；在墙体的内、外墙面上还分别

设有竖向钢筋，竖向钢筋与横向钢筋相垂直，分别与由下至上的所有横向钢筋焊接固定在

一起。该发明的加固结构和方法能够在夯土墙和砖柱之间增加有效连接，使墙体与砖柱形

成有效拉结，从而有效抑制生土与砖柱之间裂缝的扩展，进而起到提高生土填芯型墙体抗

剪性能的作用，能够提高生土与砖柱的整体性、稳定性。

[0004] 以上这些技术对于如何使传统土窑民居整体结构加固安全性更高，同时方便实

用、操作简单，所用材料常规且经济，并未给出具体的指导方案。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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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它能有效防止土窑民居产生裂缝，  提高土窑民居的安全性，同时方便实用、操作简单，

所用材料常规且经济，适用于大规模的土窑民居整体加固。

[0006] 为此，本发明所要解决的另一个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

力整体加固体系的施工工艺。

[0007]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具有墙体、窑顶，所述墙体具有四

面外墙墙体、若干面内墙墙体，其技术方案在于所述的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

固体系还具有安装于外墙墙体的上端的上层加固圈、安装于外墙墙体的下端的下层加固

圈、位于上层加固圈和下层加固圈之间的安装于外墙墙体和内墙墙体上的中层加固圈、设

于外墙墙体的外部四个端角的呈竖向设置的八根第一钢板条、设于外墙墙体的内部四个端

角的呈竖向设置的八根第二钢板条、用以支撑所述窑顶的内壁的窑顶支撑架；所述的上层

加固圈具有设于外墙墙体的外部四个端角的四个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多根第一钢绞线、

分别套装在第一钢绞线上的多根第一套管、多个第一锚具，上层加固圈的每个外墙外用第

一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皆呈竖向设置一列用于穿第一钢绞线的第一预留孔，在外墙墙体的

每个墙面相对应处，相邻的两个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通过数根上述第一钢绞线穿过第一

预留孔、并用上述第一锚具紧固而连接在一起，每根第一钢绞线上套装有与其相对应的一

根第一套管；所述的中层加固圈具有设于外墙墙体的外部四个端角的四个外墙外用第二L

型钢板、设于外墙墙体的前后两面墙体的外侧并与内墙墙体相对应设置的若干块外墙外用

矩形钢板、沿外墙墙体的左右两面墙体的外侧以及后面墙体的外侧设置的多根第二钢绞

线、套装在第二钢绞线上的多根第二套管、多个第二锚具、设于外墙墙体的内部四个端角的

四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沿外墙墙体的左右两面墙体的内侧以及后面墙体的内侧设置

的多根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设于内墙墙体与外墙墙体交汇处的第四L型钢板、设于每面内

墙墙体的洞口端的凹槽型钢板、设于每面内墙墙体左右两侧的洞口处的第二支撑钢板条、

多根第一穿墙螺栓、多根第二穿墙螺栓、多根第三穿墙螺栓、多根第四穿墙螺栓，在中层加

固圈中，四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与四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一一相对应，在每个外墙

外用第二L型钢板与其相对应的一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中，所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

的两个端部和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皆设有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通的安装

孔，即每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一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

的端部的安装孔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贯通孔，在每个所述贯通孔中安装与

其相对应的一根第一穿墙螺栓；在中层加固圈中，每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皆对应一对第四L

型钢板，每对第四L型钢板分为位于左侧的第四L型钢板和位于右侧的第四L型钢板，每个外

墙外用矩形钢板的左侧部分对应一个位于左侧的第四L型钢板，该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右

侧部分对应一个位于右侧的第四L型钢板，每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左侧部分和与其相对

应的一个位于左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横向部分皆设有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通的安装

孔，即每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左侧部分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一个位于左侧的第四L型

钢板的横向部分的安装孔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贯通孔，每个外墙外用矩形

钢板的右侧部分和与其相对应的一个位于右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横向部分皆设有与外墙墙

体所留的钻孔相通的安装孔，即每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右侧部分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

一个位于右侧的L型第四钢板的横向部分的安装孔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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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孔，在每个所述贯通孔中安装与其相对应的一根第二穿墙螺栓；在中层加固圈中，每对第

四L型钢板中，位于左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纵向部分和位于右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纵向部分

皆设有与内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通的安装孔，即位于左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纵向部分的安

装孔与其相对应的位于右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纵向部分的安装孔与内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

贯通而形成贯通孔，在每个所述贯通孔中安装与其相对应的一根第三穿墙螺栓；在中层加

固圈中，每个凹槽型钢板插入与其相对应的内墙墙体的洞口端部，每个凹槽型钢板的左右

两侧设有与内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连通的安装孔，即每个凹槽型钢板的左右两侧的安装孔

与内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贯通孔，在每个所述贯通孔中安装与其相对应的一根

第四穿墙螺栓；在中层加固圈中，设于外墙墙体的左右两面墙体以及后面墙体的外墙外用

第二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两个端部皆呈竖向设置一列用于穿第二钢

绞线的第二预留孔，在外墙墙体的左右两面墙体相对应处，相邻的两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

板通过数根上述第二钢绞线穿过第二预留孔、并用上述第二锚具紧固而连接在一起；在外

墙墙体的后面墙体相对应处，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与相邻的外墙外用矩形钢板之间、相邻

的两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之间通过数根上述第二钢绞线穿过第二预留孔、并用上述第二锚

具紧固而连接在一起，每根第二钢绞线上套装有与其相对应的一根第二套管；在外墙墙体

的左右两面墙体相对应处，相邻的两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皆通过与其相对应的一根上

述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焊接而连接在一起，在外墙墙体的后面墙体相对应处，外墙内用第

三L型钢板与相邻的第四L型钢板之间、相邻的两个第四L型钢板之间皆通过与其相对应的

一根上述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焊接而连接在一起，每面内墙墙体的洞口处左右两侧皆设有

第二支撑钢板条，每个第二支撑钢板条的两端分别与其相对应的第四L型钢板的纵向部分

以及凹槽型钢板的一侧焊接在一起；下层加固圈具有设于外墙墙体的外部四个端角的四个

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多根第三钢绞线、套装在第三钢绞线上的多根第三套管、多个第三

锚具、设于外墙墙体的内部四个端角的四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四根墙内第三支撑钢板

条、多根第五穿墙螺栓，在下层加固圈中，四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与四个外墙内用第六L

型钢板一一相对应，在每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与其相对应的一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

中，所述每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和每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皆

设有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通的安装孔，即每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装孔

与其相对应的一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装孔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

形成贯通孔，在每个所述贯通孔中安装与其相对应的一根第五穿墙螺栓，第五穿墙螺栓将

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外墙墙体连接在一起，每个外墙外用第五L

型钢板的两个端部皆呈竖向设置一列用于穿第三钢绞线的第三预留孔，在外墙墙体的每个

墙面相对应处，相邻的两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通过数根上述第三钢绞线穿过第三预留

孔、并用上述第三锚具紧固而连接在一起，每根第三钢绞线上套装有与其相对应的一根第

三套管，相邻的两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的端部通过与其相对应的一根上述墙内第三支

撑钢板条焊接而连接在一起；在四面外墙墙体的外部每个墙角处，  呈上下相对应的上层加

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中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下层加

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皆用一对上述第一钢板条焊接而连接在一起；在四面

外墙墙体的内部每个墙角处，呈上下相对应的中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

下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皆用一对上述第二钢板条焊接而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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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窑顶支撑架由呈横向间隔设置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构成，每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皆呈

拱形，这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安装在外墙墙体的左面墙体和与外墙墙体的左面墙体相邻的

内墙墙体之间、以及安装在相邻的两面内墙墙体之间、还安装在外墙墙体的右面墙体和与

外墙墙体的右面墙体相邻的内墙墙体之间，安装于左面墙体和内墙墙体之间的多根窑顶支

撑钢板条的两端分别焊接于中层加固圈的左面墙体上的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以及内墙墙

体上的第二支撑钢板条上，安装于相邻的两面内墙墙体之间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两端

分别焊接于中层加固圈的两面内墙墙体上的第二支撑钢板条上，安装于右面墙体和内墙墙

体之间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两端分别焊接于中层加固圈的右面墙体上的第一支撑钢

板条以及内墙墙体上的第二支撑钢板条上。

[0009] 上述技术方案中，优选的技术方案可以是：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每个

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每个上述第四L型钢板、每个

上述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皆为等边长的L型钢板，每个上

述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

的单边长度皆为100cm~120cm，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六L型

钢板的单边长度皆为30cm~50cm，每个上述第四L型钢板的单边长度为20cm~50cm，每块外墙

外用矩形钢板的长度为100cm~120cm，每个凹槽型钢板的腰宽度即凹槽型钢板的左右两侧

的内壁间距比内墙墙体的宽度小8mm~15mm，每个凹槽型钢板的腿高度（即凹槽型钢板插入

内墙墙体的深度）为20cm~50cm，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

型钢板、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每个上述第四L型钢板、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五L

型钢板、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每块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高度皆为10cm~30cm，其

厚度皆为2mm~5mm，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的端部和与其相对应的外墙内用第三L

型钢板的端部处于同一截面，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的端部和与其相对应的外墙

内用第六L型钢板的端部处于同一截面，每块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端部和与其相对应的第

四L型钢板的端部处于同一截面。每根第一钢绞线、每根第二钢绞线、每根第三钢绞线的直

径皆为3mm~5mm。每根第一套管的内径比与其相对应的第一钢绞线的直径大1mm~2mm；每第

二套管的内径比与其相对应的第二钢绞线的直径大1mm~2mm；每根第三套管的内径比与其

相对应的第三钢绞线的直径大1mm~2mm。每根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每根第二支撑钢板条、

每根墙内第三支撑钢板条的宽度皆为5cm~15cm，厚度皆为2mm~3mm。上述窑顶支撑架中，呈

横向间隔设置的相邻的两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间距为1m~3m，每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宽度

皆为5cm~15cm，每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厚度皆为2mm~3mm。每根上述第一穿墙螺栓、每根上

述第二穿墙螺栓、每根上述第三穿墙螺栓、每根上述第四穿墙螺栓、每根上述第五穿墙螺栓

的直径皆为3mm~10mm，以上各穿墙螺栓所对应的墙体上所留的每个钻孔即贯通孔的直径皆

比穿过它的穿墙螺栓的直径大2~3  mm，以上各穿墙螺栓与其相对应的所述贯通孔之间填充

有玻璃胶或者砂浆。

[0010] 所述的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的施工工艺（施工方法），其技术

方案在于它包括如下步骤：

[0011] ①施工量测

[0012] a、测量土窑民居的墙高、墙宽及墙厚和窑顶的长、宽、高及弧度；

[0013] b、对拟安装构件位置、钻孔位置分别进行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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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②刻槽施工

[0015] 对墙体构件安装部位进行刻槽处理，使构件安装完毕后，墙面齐平，民居内外沿外

墙挖20cm~40cm深的沟槽，为安装下层加固圈留出空间；

[0016] ③构件的预制

[0017] a、各外墙L型钢板的预制：预制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外

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每个外墙外用第一L型

钢板的两个端部、每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每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的两

个端部皆呈竖向设置一列两排用于穿其所连接的钢绞线的预留孔，形成第一预留孔、第二

预留孔、第三预留孔，每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每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

每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每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皆呈竖向设

置一列两排安装孔，所述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标记重合；

[0018] b、各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预制：每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两个端部竖向设置一列

两排用于穿钢绞线的预留孔，每个所述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两个端部竖向设置一列两排安

装孔，所述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标记重合；

[0019] c、各第四L型钢板的预制：每个所述上述第四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竖向设置一列两

排安装孔，所述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标记重合；

[0020] d、各凹槽型钢板的预制：每个所述凹槽型钢板的端部设有一列两排安装孔，所述

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标记重合；

[0021] e、墙外拉结连接件的预制：墙外拉结连接件包括多根第一钢绞线、多根第二钢绞

线、多根第三钢绞线、多个第一锚具、多个第二锚具、多个第三锚具；

[0022] f、墙内支撑钢板条的预制：墙内支撑钢板条包括多根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多根

第二支撑钢板条、多根墙内第三支撑钢板条；

[0023] g、外墙墙角L型钢板连接用的竖向钢板条的预制：即多根第一钢板条、多根第二钢

板条的预制；

[0024] h、窑顶支撑架中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预制：每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皆呈拱形，

窑顶支撑钢板条的弯曲弧度与窑顶的内壁的弧度一致；

[0025] i、多根第一套管、多根第二套管、多根第三套管的预制；

[0026] j、多根第一穿墙螺栓、多根上述第二穿墙螺栓、多根上述第三穿墙螺栓、多根上述

第四穿墙螺栓、多根上述第五穿墙螺栓的预制；

[0027] ④构件安装

[0028] a、在墙体钻孔标记处成孔，得到墙体所留的钻孔；

[0029] b、安装各外墙内、外用L型钢板：即安装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外墙外用第二L型

钢板、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按照步骤①量

测刻槽的位置进行安装，每个外墙外用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一个外墙内

用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一列两排贯通孔，贯穿孔采用

与其相对应的第一穿墙螺栓、第五穿墙螺栓进行拉结；

[0030] c、安装各第四L型钢板、各外墙外用矩形钢板：按照步骤①量测刻槽的位置进行安

装，每个第四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一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端部的安装

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一列两排贯通孔，贯穿孔采用第二穿墙螺栓进行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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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对第四L型钢板采用第三穿墙螺栓进行拉结；

[0031] d、安装各凹槽型钢板：按照步骤①量测刻槽的位置进行安装，每个凹槽型钢板的

端部的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一列两排贯通孔，贯穿孔采用第四穿墙螺栓

进行拉结；

[0032] e、安装竖向钢板条：即安装各第一钢板条、各第二钢板条，按照步骤①量测刻槽的

位置进行安装，在四面外墙墙体的外部每个墙角处，  呈上下相对应的上层加固圈中的一个

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中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下层加固圈中的一个

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皆用一对上述第一钢板条焊接而连接在一起；在四面外墙墙体的内

部每个墙角处，呈上下相对应的中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下层加固圈中

的一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皆用一对上述第二钢板条焊接而连接在一起；

[0033] f、安装墙内支撑钢板条：即安装各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各第二支撑钢板条、各墙

内第三支撑钢板条按照步骤①量测刻槽的位置进行安装，各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各第二

支撑钢板条、各墙内第三支撑钢板条与其相对应的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第四L型钢板、外

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搭接施焊，要求三面施焊；

[0034] g、安装墙外拉结连接件：待竖向钢板条、墙内支撑钢板条焊接完成后，对外墙外用

第一L型钢板、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用相应的

钢绞线即第一钢绞线、第二钢绞线、第三钢绞线穿过相应的预留孔进行拉结，施加预应力并

用相应的锚具紧固，形成所述上层加固圈、中层加固圈、下层加固圈；

[0035] h、安装窑顶支撑架：墙体加固完成后，按照步骤①量测刻槽的位置对窑顶支撑架

进行安装，窑顶支撑架由呈横向间隔设置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构成，每根窑顶支撑钢板

条皆呈拱形，这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安装在外墙墙体的左面墙体和与外墙墙体的左面墙体

相邻的内墙墙体之间、以及安装在相邻的两面内墙墙体之间、还安装在外墙墙体的右面墙

体和与外墙墙体的右面墙体相邻的内墙墙体之间，安装于左面墙体和内墙墙体之间的多根

窑顶支撑钢板条的两端分别焊接于中层加固圈的左面墙体上的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以及

内墙墙体上的第二支撑钢板条上，安装于相邻的两面内墙墙体之间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

的两端分别焊接于中层加固圈的两面内墙墙体上的第二支撑钢板条上，安装于右面墙体和

内墙墙体之间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两端分别焊接于中层加固圈的右面墙体上的第一

支撑钢板条以及内墙墙体上的第二支撑钢板条上，安装过程中保持窑顶支撑钢板条与窑顶

的内壁贴合；

[0036] ⑤对沿外墙墙体所挖的沟槽进行回填夯实，对墙体进行面层抹灰处理并涂抹防水

材料。

[0037] 上述步骤④的g步骤中，每根第一钢绞线、每根第二钢绞线、每根第三钢绞线所施

加的预应力最好为5kN~15kN。

[003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及其施工工艺，传统

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具有墙体、窑顶、安装于外墙墙体的上端的上层加固

圈、安装于外墙墙体的下端的下层加固圈、位于上层加固圈和下层加固圈之间的安装于外

墙墙体和内墙墙体的中层加固圈、设于外墙墙体的外部四个端角的呈竖向设置的八根第一

钢板条、设于外墙墙体的内部四个端角的呈竖向设置的八根第二钢板条、用以支撑所述窑

顶的内壁的窑顶支撑架。这样，通过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外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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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五L型钢板、外墙外用矩形钢板对传统土窑民居外部墙体用钢绞线进行预应力拉结；墙

内通过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第四L型钢板采用墙内第一支撑钢板

条、第二支撑钢板条、墙内第三支撑钢板条支撑焊接；在四面外墙墙体的外部每个墙角处，

呈上下相对应的上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中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外

用第二L型钢板、下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皆用一对上述第一钢板条焊接

而连接在一起；在四面外墙墙体的内部每个墙角处，呈上下相对应的中层加固圈中的一个

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下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皆用一对上述第二钢板

条焊接而连接在一起。本发明实现了对土窑墙体的加固，使墙体具备更高的强度与整体性。

同时，本发明还设置了与传统土窑民居窑顶完全贴合的窑顶支撑架，窑顶支撑架用以支撑

所述窑顶的内壁，实现了对窑顶的加固，防止窑顶荷载过大，造成窑顶坍塌。

[0039]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1）、建筑物（传统土窑民居）在长年累月的风霜洗礼、春秋交

替下，极易出现裂缝，对其墙体施加预应力作用，有效防止了裂缝产生，抑制了裂缝进一步

发展。2）、传统土窑民居多由夯土、土坯、木结构等多种结构构成，整体性能极差，一旦发生

地震，建筑物可能瞬间倒塌，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通过加固可有效增加墙体的整体稳定

性，增强抵抗地震荷载的能力。

[0040] 综上所述，本发明有效提高了土窑民居的安全性，同时施工工艺方便实用、操作简

单，所用材料常规且经济，适用于大规模的土窑民居整体加固。本发明实现了绿色施工，有

利于环境保护，采用本发明整体加固性好、造价低，与已有相关技术相比，成本降低了20%以

上，工效提高了22%以上，所用材料常规且经济，节能环保。

附图说明

[0041] 图1为本发明的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的主视图。

[0042] 图2为本发明的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的后视图。

[0043] 图3为本发明的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力整体加固体系的左视图。

[0044] 图4为图1中沿A-A线的剖视图（省去剖面线）。

[0045] 图5为图1中沿B-B线的剖视图（省去剖面线）。

[0046] 图6为图4中沿C-C线的剖视图（省去剖面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47]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描述。以下实施

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48] 实施例1：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所示，本发明的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

力整体加固体系具有墙体（土窑墙体）、窑顶（屋顶，顶部），所述墙体具有四面外墙墙体1、若

干面内墙墙体1′（可以具有两面内墙墙体）、安装于外墙墙体的上端的上层加固圈101、安装

于外墙墙体的下端的下层加固圈103、位于上层加固圈和下层加固圈之间的安装于外墙墙

体（的中部）和内墙墙体（的中部）上的中层加固圈102、设于外墙墙体的外部四个端角的呈

竖向设置的八根第一钢板条9、设于外墙墙体的内部四个端角的呈竖向设置的八根第二钢

板条9′、用以支撑所述窑顶的内壁的窑顶支撑架2。附图标记1a、1c为窗口，附图标记1b为窗

口和门口。民居内外沿外墙墙体挖20cm~40cm深的沟槽1″，为安装下层加固圈留出空间，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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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安装下层加固圈。所述的上层加固圈101具有设于外墙墙体的外部四个端角的四个外墙

外用第一L型钢板8、横向设置（“横向设置”指的是在水平面、横向平面内设置）的多根（可以

是八根）第一钢绞线4、分别套装在第一钢绞线上的多根（可以是八根）第一套管5（第一套管

可以是钢管）、多个第一锚具6。上层加固圈101的每个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的两个端部皆

呈竖向设置一列用于穿第一钢绞线的第一预留孔7，第一预留孔可以是圆孔，每个端部可以

设置呈上下相对的两个预留孔，在外墙墙体的每个墙面相对应处，相邻的两个外墙外用第

一L型钢板8通过数根（可以是两根）上述第一钢绞线4穿过第一预留孔7、并用上述第一锚具

6紧固而连接在一起，即对所述第一钢绞线进行拉结，施加预应力并用上述第一锚具紧固，

具体是所述第一钢绞线穿过端部的第一预留孔再向回弯折，所述第一钢绞线的端头与钢绞

线的本体用上述第一锚具紧固（第一锚具在此起的作用相当于卡具的作用，下面记载的其

它锚具也起这样的作用）。每根第一钢绞线4上套装有与其相对应的一根第一套管5。

[0049] 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所示，所述的中层加固圈102具有设于外墙墙体的外

部四个端角的四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设于外墙墙体的前后两面墙体的外侧并与内

墙墙体相对应设置的若干块（可以是四块）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沿外墙墙体的左右两面墙

体的外侧以及后面墙体的外侧（横向）设置的多根（可以是十根）第二钢绞线20、套装在第二

钢绞线上的多根（可以是十根）第二套管21（第二套管可以是钢管）、多个第二锚具18、设于

外墙墙体的内部四个端角的四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沿外墙墙体的左右两面墙体的

内侧以及后面墙体的内侧设置的多根（总共具有五根）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22、设于内墙墙

体与外墙墙体交汇处的第四L型钢板19（总共具有八个第四L型钢板）、设于每面内墙墙体的

洞口端的凹槽型钢板23（可以总共具有四个凹槽型钢板）、设于每面内墙墙体左右两侧的洞

口处的第二支撑钢板条24（总共具有八个第二支撑钢板条）、多根（可以是十六根）第一穿墙

螺栓17a、多根（可以是十六根）第二穿墙螺栓17b、多根（可以是八根）第三穿墙螺栓17c、多

根（可以是八根）第四穿墙螺栓17d。在中层加固圈中，四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与四个

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一一相对应，在每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与其相对应的一个外

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中，所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和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的

两个端部皆设有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通的安装孔，即每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的端

部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一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装孔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

孔相贯通而形成（一个）贯通孔，每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的（一个）端部可以设置呈上下

相对的两个安装孔，每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的（一个）端部可以设置呈上下相对的两个

安装孔，在与所述的这两个安装孔相对应处，外墙墙体上加工有呈上下相对设置的两个钻

孔，因此贯通孔的数量为两个，两个贯通孔呈上下相对设置，外墙墙体的外部每个端角具有

四个贯通孔（在相对应位置，下层加固圈的结构也是这样）在每个所述贯通孔中安装与其相

对应的一根第一穿墙螺栓17a。第一穿墙螺栓17a将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外墙内用第三

L型钢板10′以及所对应的外墙墙体连接在一起（第一穿墙螺栓17a的端头由螺母锁定）。在

中层加固圈中，每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皆对应一对第四L型钢板19，每对第四L型钢板19分

为位于左侧的第四L型钢板和位于右侧的第四L型钢板，每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的左侧部

分对应一个位于左侧的第四L型钢板，该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右侧部分对应一个位于右侧

的第四L型钢板，每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左侧部分（可以是左侧端部）和与其相对应的一

个位于左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横向部分皆设有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通的安装孔，即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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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左侧部分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一个位于左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横

向部分的安装孔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一个贯通孔（此结构下贯通孔的数量

可以为两个，两个贯通孔呈上下相对设置），每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右侧部分（可以是右

侧端部）和与其相对应的一个位于右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横向部分皆设有与外墙墙体所留

的钻孔相通的安装孔，即每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右侧部分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一个位

于右侧的L型第四钢板的横向部分的安装孔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一个贯通

孔（此结构下贯通孔的数量可以为两个，两个贯通孔呈上下相对设置），在每个所述贯通孔

中安装与其相对应的一根第二穿墙螺栓17b。第二穿墙螺栓17b将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第四

L型钢板19以及所对应的（前后两面）外墙墙体连接在一起（第二穿墙螺栓17b的端头由螺母

锁定）。

[0050] 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所示，在中层加固圈中，每对第四L型钢板19中，位于

左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纵向部分和位于右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纵向部分皆设有与内墙墙体

所留的钻孔相通的安装孔，即位于左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纵向部分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

位于右侧的第四L型钢板的纵向部分的安装孔与内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一个贯

通孔（此结构下贯通孔的数量可以为两个，两个贯通孔呈上下相对设置），在每个所述贯通

孔中安装与其相对应的一根第三穿墙螺栓17c。第三穿墙螺栓17c将一对第四L型钢板19以

及所对应的内墙墙体连接在一起（第三穿墙螺栓17c的端头由螺母锁定）。在中层加固圈中，

每个凹槽型钢板23插入与其相对应的内墙墙体的洞口端部，每个凹槽型钢板的左右两侧设

有与内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连通的安装孔，即每个凹槽型钢板的左右两侧的安装孔与内墙

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一个贯通孔（此结构下贯通孔的数量可以为两个，两个贯通

孔呈上下相对设置），在每个所述贯通孔中安装与其相对应的一根第四穿墙螺栓17d。第四

穿墙螺栓17d将凹槽型钢板23以及所对应的内墙墙体连接在一起（第四穿墙螺栓17d的端头

由螺母锁定）。在中层加固圈中，设于外墙墙体的左右两面墙体以及后面墙体的外墙外用第

二L型钢板10的两个端部、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的两个端部皆呈竖向设置一列用于穿第二钢

绞线的第二预留孔25（每个端部可以皆设置呈上下相对的两个第二预留孔），在外墙墙体的

左右两面墙体相对应处，相邻的两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通过数根（可以是两根）上述

第二钢绞线20穿过第二预留孔25、并用上述第二锚具18紧固而连接在一起；在外墙墙体的

后面墙体相对应处，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与相邻的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之间、相邻的两

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之间通过数根（可以是两根）上述第二钢绞线20穿过第二预留孔25、

并用上述第二锚具18紧固而连接在一起，每根第二钢绞线20上套装有与其相对应的一根第

二套管21。在外墙墙体的左右两面墙体相对应处，相邻的两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皆

通过与其相对应的一根上述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22焊接而连接在一起，在外墙墙体的后面

墙体相对应处，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与相邻的第四L型钢板19之间、相邻的两个第四L型钢

板19之间皆通过与其相对应的一根上述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22焊接而连接在一起，每面内

墙墙体的洞口处左右两侧皆设有第二支撑钢板条24，每个第二支撑钢板条24的两端分别与

其相对应的第四L型钢板19的纵向部分以及凹槽型钢板23的一侧焊接在一起。

[0051] 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所示，下层加固圈103具有设于外墙墙体的外部四个

端角的四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横向设置的）多根（可以是八根）第三钢绞线15、套装

在第三钢绞线上的多根（可以是八根）第三套管14（第三套管可以是钢管）、多个第三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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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设于外墙墙体的内部四个端角的四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四根墙内第三支撑钢

板条26、多根（可以是十六根））第五穿墙螺栓12。在下层加固圈103中，四个外墙外用第五L

型钢板11与四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一一相对应，在每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与其

相对应的一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中，所述每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和每个

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皆设有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通的安装孔，即每个外

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一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

装孔与外墙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一个贯通孔（此结构下每个端部处贯通孔的数量

可以为两个，两个贯通孔呈上下相对设置），在每个所述贯通孔中安装与其相对应的一根第

五穿墙螺栓12，第五穿墙螺栓12将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以及

所对应的外墙墙体连接在一起（第五穿墙螺栓12的端头由螺母锁定），即下面的各贯通孔皆

采用穿墙螺栓进行拉结。每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的两个端部皆呈竖向设置一列用于穿

第三钢绞线的第三预留孔13，第三预留孔可以是圆孔，每个端部可以设置呈上下相对的两

个第三预留孔，在外墙墙体的每个墙面相对应处，相邻的两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通过数

根（可以是两根）上述第三钢绞线穿过第三预留孔13、并用上述第三锚具16紧固而连接在一

起，每根第三钢绞线15上套装有与其相对应的一根第三套管14，相邻的两个外墙内用第六L

型钢板的端部通过与其相对应的一根上述墙内第三支撑钢板条26焊接而连接在一起。在四

面外墙墙体的外部每个墙角处，  呈上下相对应的上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

板8、中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下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

钢板11皆用一对上述第一钢板条9焊接而连接在一起；在四面外墙墙体的内部每个墙角处，

呈上下相对应的中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下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

内用第六L型钢板11′皆用一对上述第二钢板条9′焊接而连接在一起。上述窑顶支撑架2由

呈横向间隔设置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2′构成，每根窑顶支撑钢板条2′皆呈拱形，这多根

窑顶支撑钢板条安装在外墙墙体的左面墙体和与外墙墙体的左面墙体相邻的内墙墙体之

间、以及安装在相邻的两面内墙墙体之间、还安装在外墙墙体的右面墙体和与外墙墙体的

右面墙体相邻的内墙墙体之间，安装于左面墙体和内墙墙体之间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

两端分别焊接于中层加固圈的左面墙体上的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22以及内墙墙体上的第

二支撑钢板条24上，安装于相邻的两面内墙墙体之间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两端分别焊

接于中层加固圈的两面内墙墙体上的第二支撑钢板条24上，安装于右面墙体和内墙墙体之

间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两端分别焊接于中层加固圈的右面墙体上的第一支撑钢板条

22以及内墙墙体上的第二支撑钢板条24上。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的两个端部、外墙

外用矩形钢板3的两个端部、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的两个端部均同时带有预留孔和安装

孔，每个所述端部上具有预留孔和安装孔，每个所述端部中预留孔位于安装孔的外侧。

[0052] 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所示，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每个上述外

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每个上述第四L型钢板19、每个

上述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皆为等边长的L型钢板，

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

五L型钢板11的单边长度皆为100cm~120cm（可选用110cm）。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

10′、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的单边长度皆为30cm~50cm（可选用40cm），每个上

述第四L型钢板19的单边长度为20cm~50cm（可选用40cm），每块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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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00cm~120cm（可选用110cm），每个凹槽型钢板23的腰宽度即凹槽型钢板的左右两侧的内

壁间距比内墙墙体的宽度小8mm~15mm（可选用12mm），每个凹槽型钢板23的腿高度为20cm~
50cm（可选用40cm），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

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每个上述第四L型钢板19、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五L型

钢板11、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每块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的高度皆为10cm~
30cm（可选用20cm），其厚度皆为2mm~5mm（可选用4mm），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的

端部和与其相对应的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的端部处于同一截面，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

五L型钢板11的端部和与其相对应的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的端部处于同一截面，每块

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的端部和与其相对应的第四L型钢板19的端部处于同一截面。每根第一

钢绞线4、每根第二钢绞线20、每根第三钢绞线15的直径皆为3mm~5mm（可选用4mm）。每根第

一套管5的内径比与其相对应的第一钢绞线4的直径大1mm~2mm（可选用1mm）；每第二套管21

的内径比与其相对应的第二钢绞线20的直径大1mm~2mm（可选用1mm）；每根第三套管14的内

径比与其相对应的第三钢绞线15的直径大1mm~2mm（可选用1mm）。每根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

22、每根第二支撑钢板条24、每根墙内第三支撑钢板条26的宽度皆为5cm~15cm（可选用

12cm），厚度皆为2mm~3mm（可选用2mm）。第一支撑钢板条22、每根第二支撑钢板条24、每根墙

内第三支撑钢板条26与其相对应的各内用L型钢板相搭接的长度皆为10cm~20cm（可选用

15cm）。上述窑顶支撑架2中，呈横向间隔设置的相邻的两根窑顶支撑钢板条2′的间距为1m~
3m（可选用2m），每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宽度皆为5cm~15cm（可选用12cm），每根窑顶支撑钢

板条的厚度皆为2mm~3mm（可选用3mm）。每根上述第一穿墙螺栓17a、每根上述第二穿墙螺栓

17b、每根上述第三穿墙螺栓17c、每根上述第四穿墙螺栓17d、每根上述第五穿墙螺栓12的

直径皆为3mm~10mm，以上各穿墙螺栓所对应的墙体上所留的每个钻孔即贯通孔的直径皆比

穿过它的穿墙螺栓的直径大2~3  mm（可选用2mm），以上各穿墙螺栓与其相对应的所述贯通

孔之间填充有玻璃胶或者砂浆。所述玻璃胶可以为硅酮胶，采用中性密封胶；当然也可以采

用聚氨酯密封胶。

[0053] 实施例2：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所示，本发明的传统土窑民居无粘结预应

力整体加固体系的施工工艺包括如下步骤：

[0054] ①施工量测

[0055] a、测量土窑民居的墙高、墙宽及墙厚和窑顶的长、宽、高及弧度；

[0056] b、对拟安装构件位置、钻孔位置分别进行标记；

[0057] ②刻槽施工

[0058] 对墙体构件安装部位进行刻槽处理，使构件安装完毕后，墙面齐平，民居内外沿外

墙挖20cm~40cm深的沟槽1″，为安装下层加固圈留出空间；

[0059] ③构件的预制

[0060] a、各外墙L型钢板的预制：预制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

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每个外墙

外用第一L型钢板8的两个端部、每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的两个端部、每个外墙外用第

五L型钢板11的两个端部皆呈竖向设置一列两排用于穿其所连接的钢绞线的预留孔（两个

预留孔），形成第一预留孔7、第二预留孔25、第三预留孔13，每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的

两个端部、每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每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的两个端部、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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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的两个端部皆呈竖向设置一列两排安装孔（两个安装孔），所述安

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标记重合；所述的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即墙体外部安装用L型钢板

（L型第一钢板），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即墙体内部安装用L型钢板（L型第三钢板），其它以

此类推；

[0061] b、各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预制：每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的两个端部竖向设置一

列两排用于穿钢绞线的预留孔（两个预留孔），每个所述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的两个端部竖

向设置一列两排安装孔（两个安装孔），所述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标记重合；

[0062] c、各第四L型钢板的预制：每个所述上述第四L型钢板19的两个端部竖向设置一列

两排安装孔（两个安装孔），所述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标记重合；

[0063] d、各凹槽型钢板的预制：每个所述凹槽型钢板23的端部设有一列两排安装孔（两

个安装孔），所述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标记重合；

[0064] e、墙外拉结连接件的预制：墙外拉结连接件包括多根第一钢绞线、多根第二钢绞

线、多根第三钢绞线、多个第一锚具、多个第二锚具、多个第三锚具；

[0065] f、墙内支撑钢板条的预制：墙内支撑钢板条包括多根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22、多

根第二支撑钢板条24、多根墙内第三支撑钢板条26；

[0066] g、外墙墙角L型钢板连接用的竖向钢板条的预制：即多根第一钢板条9、多根第二

钢板条9′的预制；

[0067] h、窑顶支撑架（2）中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2′的预制：每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皆呈

拱形，窑顶支撑钢板条的弯曲弧度与窑顶的内壁的弧度一致；

[0068] i、多根第一套管5、多根第二套管21、多根第三套管14的预制；

[0069] j、多根第一穿墙螺栓17a、多根上述第二穿墙螺栓17b、多根上述第三穿墙螺栓

17c、多根上述第四穿墙螺栓17d、多根上述第五穿墙螺栓12的预制；

[0070] ④构件安装

[0071] a、在墙体钻孔标记处成孔，得到墙体所留的钻孔；

[0072] b、安装各外墙内、外用L型钢板：即安装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外墙外用第二L型

钢板10、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按

照步骤①量测刻槽的位置进行安装，每个外墙外用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

一个外墙内用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一列两排贯通孔，

贯穿孔采用与其相对应的第一穿墙螺栓17a、第五穿墙螺栓12进行拉结；

[0073] c、安装各第四L型钢板19、各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按照步骤①量测刻槽的位置进

行安装，每个第四L型钢板的端部的安装孔与其相对应的一个外墙外用矩形钢板的端部的

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一列两排贯通孔，贯穿孔采用第二穿墙螺栓17b进

行拉结，每对第四L型钢板采用第三穿墙螺栓17c进行拉结；

[0074] d、安装各凹槽型钢板23：按照步骤①量测刻槽的位置进行安装，每个凹槽型钢板

的端部的安装孔与墙体所留的钻孔相贯通而形成一列两排贯通孔，贯穿孔采用第四穿墙螺

栓17d进行拉结；

[0075] e、安装竖向钢板条：即安装各第一钢板条9、各第二钢板条9′，按照步骤①量测刻

槽的位置进行安装，在四面外墙墙体的外部每个墙角处，  呈上下相对应的上层加固圈中的

一个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中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下层加固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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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皆用一对上述第一钢板条9焊接而连接在一起；在四面外墙

墙体的内部每个墙角处，呈上下相对应的中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

下层加固圈中的一个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皆用一对上述第二钢板条9′焊接而连接在

一起；

[0076] f、安装墙内支撑钢板条：即安装各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22、各第二支撑钢板条24、

各墙内第三支撑钢板条26按照步骤①量测刻槽的位置进行安装，各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

22、各第二支撑钢板条24、各墙内第三支撑钢板条26与其相对应的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

10′、第四L型钢板19、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搭接施焊，要求三面施焊；

[0077] g、安装墙外拉结连接件：待竖向钢板条、墙内支撑钢板条焊接完成后，对外墙外用

第一L型钢板8、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用

相应的钢绞线即第一钢绞线4、第二钢绞线20、第三钢绞线15穿过相应的预留孔（即第一预

留孔7、第二预留孔25、第三预留孔13）进行拉结，施加预应力并用相应的锚具（即第一锚具

6、第二锚具18、第三锚具16）紧固，形成所述上层加固圈、中层加固圈、下层加固圈；上述第

一锚具6、第二锚具18、第三锚具16可为钢绞线夹片式锚具；

[0078] h、安装窑顶支撑架：墙体加固完成后，按照步骤①量测刻槽的位置对窑顶支撑架2

进行安装，窑顶支撑架2由呈横向间隔设置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2′构成，每根窑顶支撑钢

板条2′皆呈拱形，这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安装在外墙墙体的左面墙体和与外墙墙体的左面

墙体相邻的内墙墙体之间、以及安装在相邻的两面内墙墙体之间、还安装在外墙墙体的右

面墙体和与外墙墙体的右面墙体相邻的内墙墙体之间，安装于左面墙体和内墙墙体之间的

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两端分别焊接于中层加固圈的左面墙体上的墙内第一支撑钢板条

22以及内墙墙体上的第二支撑钢板条24上，安装于相邻的两面内墙墙体之间的多根窑顶支

撑钢板条的两端分别焊接于中层加固圈的两面内墙墙体上的第二支撑钢板条24上，安装于

右面墙体和内墙墙体之间的多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两端分别焊接于中层加固圈的右面墙

体上的第一支撑钢板条22以及内墙墙体上的第二支撑钢板条24上，安装过程中保持窑顶支

撑钢板条与窑顶的内壁贴合；

[0079] ⑤对沿外墙墙体所挖的沟槽进行回填夯实，对墙体进行面层抹灰处理并涂抹防水

材料。对墙体进行面层抹灰处理所用的砂浆（即抹面层的砂浆）为常规砂浆（常规技术），对

抹面层的砂浆进行养护，之后对抹面层的外表面涂防水材料，所用防水材料可以是市场上

销售的通用性防水材料（双组份防水材料）、高弹防水涂料（浆料），或者是橡胶防水涂料，还

可以是其它的防水涂料。

[0080] 如图1、图2、图3、图4、图5、图6所示，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每个上述外

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每个上述第四L型钢板19、每个

上述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皆为等边长的L型钢板，

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

五L型钢板11的单边长度皆为100cm~120cm。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每个上述

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的单边长度皆为30cm~50cm，每个上述第四L型钢板19的单边长度

为20cm~50cm，每块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的长度为100cm~120cm，每个凹槽型钢板23的腰宽度

即凹槽型钢板的左右两侧的内壁间距比内墙墙体的宽度小8mm~15mm，每个凹槽型钢板23的

腿高度为20cm~50cm，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一L型钢板8、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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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三L型钢板10′、每个上述第四L型钢板19、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五L型

钢板11、每个上述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每块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的高度皆为10cm~
30cm，其厚度皆为2mm~5mm，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二L型钢板10的端部和与其相对应的外墙

内用第三L型钢板10′的端部处于同一截面，每个上述外墙外用第五L型钢板11的端部和与

其相对应的外墙内用第六L型钢板11′的端部处于同一截面，每块外墙外用矩形钢板3的端

部和与其相对应的第四L型钢板19的端部处于同一截面。每根第一钢绞线4、每根第二钢绞

线20、每根第三钢绞线15的直径皆为3mm~5mm。每根第一套管5的内径比与其相对应的第一

钢绞线4的直径大1mm~2mm；每第二套管21的内径比与其相对应的第二钢绞线20的直径大

1mm~2mm；每根第三套管14的内径比与其相对应的第三钢绞线15的直径大1mm~2mm。每根墙

内第一支撑钢板条22、每根第二支撑钢板条24、每根墙内第三支撑钢板条26的宽度皆为5cm

~15cm，厚度皆为2mm~3mm。第一支撑钢板条22、每根第二支撑钢板条24、每根墙内第三支撑

钢板条26与其相对应的各内用L型钢板相搭接的长度皆为10cm~20cm。上述窑顶支撑架2中，

呈横向间隔设置的相邻的两根窑顶支撑钢板条2′的间距为1m~3m，每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

宽度皆为5cm~15cm，每根窑顶支撑钢板条的厚度皆为2mm~3mm。每根上述第一穿墙螺栓17a、

每根上述第二穿墙螺栓17b、每根上述第三穿墙螺栓17c、每根上述第四穿墙螺栓17d、每根

上述第五穿墙螺栓12的直径皆为3mm~10mm，以上各穿墙螺栓所对应的墙体上所留的每个钻

孔即贯通孔的直径皆比穿过它的穿墙螺栓的直径大2~3  mm，以上各穿墙螺栓与其相对应的

所述贯通孔之间填充有玻璃胶或者砂浆。以上各数值为数值范围，具体数值可参照实施例1

给出的数值。所述玻璃胶可以为硅酮胶，采用中性密封胶；当然也可以采用聚氨酯密封胶。

所述步骤④的g步骤中，每根第一钢绞线4、每根第二钢绞线20、每根第三钢绞线15所施加的

预应力为5kN~15kN（可以选用10kN）。

[0081]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以上各实施例消除了传统土窑民居的墙体易出现裂缝的缺

陷，通过整体结构的加固，增加了土窑民居的强度和整体性,使用寿命延长了一倍以上。本

发明有效提高了土窑民居的安全性，同时施工工艺方便实用、操作简单，所用材料常规且经

济，适用于大规模的土窑民居整体加固。本发明实现了绿色施工，有利于环境保护，采用本

发明整体加固性好、造价低，与已有相关技术相比，成本降低了20%以上，工效提高了22%以

上，所用材料常规且经济，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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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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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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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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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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