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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砌体结构防裂缝的施工方

法，步骤如下：布置纵横墙；在纵横墙交接处设置

钢筋混凝土柱；再搁置屋面板；局部增设屋面板

的伸缩缝；板端支承面做成滑动面；在板底与圈

梁之间设滑动层；顶层墙体端部合理布设抗裂

柱；设置灰缝钢筋；加设构造柱；在地基的顶部设

置地圈梁，进行工程验收。本发明工艺简单，增强

了不同构件变形的协调性，减小了屋面板端部膨

胀的积累，通过在顶层端部墙体内加设构造柱或

敷设钢筋网，并将其与屋面和顶层楼面圈梁相连

接成有较大侧移刚度的抗侧移墙，有效控制顶层

端部墙体的开裂，减轻了屋面混凝土板的附加内

力，有效改善了温度裂缝和地基不均匀沉降裂缝

的墙体裂缝质量问题，进而改善了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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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砌体结构防裂缝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步骤为：

(1)在进行砌体结构建筑设计时，布置纵横墙高低错层不超过0.5m；

(2)在纵横墙交接处设置钢筋混凝土柱，在错层处设置贯通高低层墙体的钢筋混凝土

圈梁，在圈梁上伸出挑耳，形成“L”形梁；

(3)在“L”形梁上面铺二层油毡，油毡中夹促滑剂，再搁置屋面板；

(4)在屋面板上铺设保温层和隔热层，局部增设屋面板的伸缩缝；

(5)屋盖伸缩缝区段两端留设板端伸缩缝，板端支承面做成滑动面；

(6)顶层圈梁设在屋面板的板底，在板底与圈梁之间设滑动层，使屋面板能自由变形；

(7)顶层墙体端部合理布设抗裂柱；

(8)设置灰缝钢筋，在窗洞口下的第二皮砖灰缝中设 通长拉结钢筋，顶层端开间内

外纵墙与外纵墙交接处每500mm高设 通长拉结钢筋；

(9)在顶层端部墙体内加设构造柱或敷设钢筋网，并将其与屋面和顶层楼面圈梁相连

接成有较大侧移刚度的抗侧移墙，同时设置加强屋面的混凝土圈梁；

(10)在地基的顶部设置地圈梁，在窗洞上下口设置附加钢筋混凝土带，厚度采用60mm，

宽度同外墙宽度，使整个外墙进行封闭设置，每层在板底设置圈梁，纵横墙均设置，且圈梁

要全部交圈，在被洞口截断的地方，设置附加圈梁其搭接长度不小于1m及附加圈梁与圈梁

距离的2倍，并进行工程验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砌体结构防裂缝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

中的横墙间距不超过7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砌体结构防裂缝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3)

中的促滑剂为滑石粉、云石粉和工业用油料植物脂肪酸中的任意一种。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砌体结构防裂缝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6)

中的滑动层为干铺1-2层的油毡，在顶层圈梁与屋面板的底板之间，使缝隙更紧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砌体结构防裂缝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0)

中地圈梁采用250×250mm断面，配 纵筋，箍筋间距为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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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砌体结构防裂缝的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土建砌筑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砌体结构防裂缝的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砌筑墙体是建筑的主要构件之一，起围合和承重作用，在工程设计中，一般只注重

考虑砌体结构的强度要求及抗震构造措施，而忽略了对裂缝的考虑。砌筑墙体属于脆性材

料，一旦有裂缝就会降低结构的整体性、耐久性和抗震性能。随着住房商品化，裂缝成为住

户评判建筑物安全的一个非常直观、敏感的质量标准。

[0003] 然而，现有的砌筑墙体在墙体砌筑过程中不同构件变形的协调性不理想，屋面板

中易产生附加拉应力，而且易因屋面板端部膨胀的积累，引起屋面板的开裂，进而加剧了温

度裂缝和地基不均匀沉降裂缝的墙体裂缝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施工质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解决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一种砌体结构防裂缝的施工方法。

[0005]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目的，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砌体结构防裂缝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步骤为：

[0007] (1)在进行砌体结构建筑设计时，布置纵横墙高低错层不超过0.5m；

[0008] (2)在纵横墙交接处设置钢筋混凝土柱，在错层处设置贯通高低层墙体的钢筋混

凝土圈梁，在圈梁上伸出挑耳，形成“L”形梁；

[0009] (3)在“L”形梁上面铺二层油毡，油毡中夹促滑剂，再搁置屋面板；

[0010] (4)在屋面板上铺设保温层和隔热层，局部增设屋面板的伸缩缝；

[0011] (5)屋盖伸缩缝区段两端留设板端伸缩缝，板端支承面做成滑动面；

[0012] (6)顶层圈梁设在屋面板的板底，在板底与圈梁之间设滑动层，使屋面板能自由变

形；

[0013] (7)顶层墙体端部合理布设抗裂柱；

[0014] (8)设置灰缝钢筋，在窗洞口下的第二皮砖灰缝中设 6通长拉结钢筋，顶层端开

间内外纵墙与外纵墙交接处每500mm高设 6通长拉结钢筋；

[0015] (9)在顶层端部墙体内加设构造柱或敷设钢筋网，并将其与屋面和顶层楼面圈梁

相连接成有较大侧移刚度的抗侧移墙，同时设置加强屋面的混凝土圈梁；

[0016] (10)在地基的顶部设置地圈梁，在窗洞上下口设置附加钢筋混凝土带，厚度采用

60mm，宽度同外墙宽度，使整个外墙进行封闭设置，每层在板底设置圈梁，纵横墙均设置，且

圈梁要全部交圈，在被洞口截断的地方，设置附加圈梁其搭接长度不小于1m及附加圈梁与

圈梁距离的2倍，并进行工程验收。

[0017]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1)中的横墙间距不超过7m。

[0018]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3)中的促滑剂为滑石粉、云石粉和工业用油料植物脂肪酸中

的任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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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6)中的滑动层为干铺1-2层的油毡，在顶层圈梁与屋面板的

底板之间，使缝隙更紧密。

[0020]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10)中地圈梁采用250×250mm断面，配 14纵筋，箍筋间距

为200mm。

[0021]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工艺简单，与传统砌筑墙体防裂缝的施工方法相比，

通过在纵横墙交接处设置钢筋混凝土柱，增强了不同构件变形的协调性，通过在局部增设

屋面板的伸缩缝，减小了屋面板端部膨胀的积累，通过在顶层端部墙体内加设构造柱或敷

设钢筋网，并将其与屋面和顶层楼面圈梁相连接成有较大侧移刚度的抗侧移墙，有效控制

顶层端部墙体的开裂，同时设置加强屋面的混凝土圈梁，减轻了屋面混凝土板的附加内力，

有效改善了温度裂缝和地基不均匀沉降裂缝的墙体裂缝质量问题，进而改善了施工质量。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23] 一种砌体结构防裂缝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其步骤为：

[0024] (1)在进行砌体结构建筑设计时，布置纵横墙高低错层不超过0.5m；

[0025] (2)在纵横墙交接处设置钢筋混凝土柱，在错层处设置贯通高低层墙体的钢筋混

凝土圈梁，在圈梁上伸出挑耳，形成“L”形梁；

[0026] (3)在“L”形梁上面铺二层油毡，油毡中夹促滑剂，再搁置屋面板；

[0027] (4)在屋面板上铺设保温层和隔热层，局部增设屋面板的伸缩缝；

[0028] (5)屋盖伸缩缝区段两端留设板端伸缩缝，板端支承面做成滑动面；

[0029] (6)顶层圈梁设在屋面板的板底，在板底与圈梁之间设滑动层，使屋面板能自由变

形；

[0030] (7)顶层墙体端部合理布设抗裂柱；

[0031] (8)设置灰缝钢筋，在窗洞口下的第二皮砖灰缝中设 6通长拉结钢筋，顶层端开

间内外纵墙与外纵墙交接处每500mm高设 6通长拉结钢筋；

[0032] (9)在顶层端部墙体内加设构造柱或敷设钢筋网，并将其与屋面和顶层楼面圈梁

相连接成有较大侧移刚度的抗侧移墙，同时设置加强屋面的混凝土圈梁；

[0033] (10)在地基的顶部设置地圈梁，在窗洞上下口设置附加钢筋混凝土带，厚度采用

60mm，宽度同外墙宽度，使整个外墙进行封闭设置，每层在板底设置圈梁，纵横墙均设置，且

圈梁要全部交圈，在被洞口截断的地方，设置附加圈梁其搭接长度不小于1m及附加圈梁与

圈梁距离的2倍，并进行工程验收。

[0034]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1)中的横墙间距不超过7m。

[0035]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3)中的促滑剂为滑石粉、云石粉和工业用油料植物脂肪酸中

的任意一种。

[0036]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6)中的滑动层为干铺1-2层的油毡，在顶层圈梁与屋面板的

底板之间，使缝隙更紧密。

[0037] 作为优选，所述步骤(10)中地圈梁采用250×250mm断面，配 14纵筋，箍筋间距

为2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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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实施例1

[0039] 一种砌体结构防裂缝的施工方法，其步骤为：

[0040] (1)在进行砌体结构建筑设计时，布置纵横墙高低错层为0.5m，横墙间距为7m；

[0041] (2)在纵横墙交接处设置钢筋混凝土柱，在错层处设置贯通高低层墙体的钢筋混

凝土圈梁，在圈梁上伸出挑耳，形成“L”形梁；

[0042] (3)在“L”形梁上面铺二层油毡，油毡中夹促滑剂，促滑剂为滑石粉，再搁置屋面

板；

[0043] (4)在屋面板上铺设保温层和隔热层，局部增设屋面板的伸缩缝；

[0044] (5)屋盖伸缩缝区段两端留设板端伸缩缝，板端支承面做成滑动面；

[0045] (6)顶层圈梁设在屋面板的板底，在板底与圈梁之间设滑动层，滑动层为干铺1,层

的油毡，在顶层圈梁与屋面板的底板之间，使缝隙更紧密，使屋面板能自由变形；

[0046] (7)顶层墙体端部合理布设抗裂柱；

[0047] (8)设置灰缝钢筋，在窗洞口下的第二皮砖灰缝中设 6通长拉结钢筋，顶层端开

间内外纵墙与外纵墙交接处每500mm高设 6通长拉结钢筋；

[0048] (9)在顶层端部墙体内加设构造柱或敷设钢筋网，并将其与屋面和顶层楼面圈梁

相连接成有较大侧移刚度的抗侧移墙，同时设置加强屋面的混凝土圈梁；

[0049] (10)在地基的顶部设置地圈梁，地圈梁采用250×250mm断面，配 14纵筋，箍筋

间距为200mm，在窗洞上下口设置附加钢筋混凝土带，厚度采用60mm，宽度同外墙宽度，使整

个外墙进行封闭设置，每层在板底设置圈梁，纵横墙均设置，且圈梁要全部交圈，在被洞口

截断的地方，设置附加圈梁其搭接长度为1m及附加圈梁与圈梁距离的2倍，并进行工程验

收。

[0050] 实施例2

[0051] 一种砌体结构防裂缝的施工方法，其步骤为：

[0052] (1)在进行砌体结构建筑设计时，布置纵横墙高低错层为0.3m，横墙间距为1m；

[0053] (2)在纵横墙交接处设置钢筋混凝土柱，在错层处设置贯通高低层墙体的钢筋混

凝土圈梁，在圈梁上伸出挑耳，形成“L”形梁；

[0054] (3)在“L”形梁上面铺二层油毡，油毡中夹促滑剂，促滑剂为云石粉，再搁置屋面

板；

[0055] (4)在屋面板上铺设保温层和隔热层，局部增设屋面板的伸缩缝；

[0056] (5)屋盖伸缩缝区段两端留设板端伸缩缝，板端支承面做成滑动面；

[0057] (6)顶层圈梁设在屋面板的板底，在板底与圈梁之间设滑动层，滑动层为干铺2层

的油毡，在顶层圈梁与屋面板的底板之间，使缝隙更紧密，使屋面板能自由变形；

[0058] (7)顶层墙体端部合理布设抗裂柱；

[0059] (8)设置灰缝钢筋，在窗洞口下的第二皮砖灰缝中设 6通长拉结钢筋，顶层端开

间内外纵墙与外纵墙交接处每500mm高设 6通长拉结钢筋；

[0060] (9)在顶层端部墙体内加设构造柱或敷设钢筋网，并将其与屋面和顶层楼面圈梁

相连接成有较大侧移刚度的抗侧移墙，同时设置加强屋面的混凝土圈梁；

[0061] (10)在地基的顶部设置地圈梁，地圈梁采用250×250mm断面，配 14纵筋，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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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距为200mm，在窗洞上下口设置附加钢筋混凝土带，厚度采用60mm，宽度同外墙宽度，使整

个外墙进行封闭设置，每层在板底设置圈梁，纵横墙均设置，且圈梁要全部交圈，在被洞口

截断的地方，设置附加圈梁其搭接长度为4m及附加圈梁与圈梁距离的2倍，并进行工程验

收。

[0062] 实施例3

[0063] 一种砌体结构防裂缝的施工方法，其步骤为：

[0064] (1)在进行砌体结构建筑设计时，布置纵横墙高低错层为0.1m，横墙间距为3m；

[0065] (2)在纵横墙交接处设置钢筋混凝土柱，在错层处设置贯通高低层墙体的钢筋混

凝土圈梁，在圈梁上伸出挑耳，形成“L”形梁；

[0066] (3)在“L”形梁上面铺二层油毡，油毡中夹促滑剂，促滑剂为工业用油料植物脂肪

酸，再搁置屋面板；

[0067] (4)在屋面板上铺设保温层和隔热层，局部增设屋面板的伸缩缝；

[0068] (5)屋盖伸缩缝区段两端留设板端伸缩缝，板端支承面做成滑动面；

[0069] (6)顶层圈梁设在屋面板的板底，在板底与圈梁之间设滑动层，滑动层为干铺1层

的油毡，在顶层圈梁与屋面板的底板之间，使缝隙更紧密，使屋面板能自由变形；

[0070] (7)顶层墙体端部合理布设抗裂柱；

[0071] (8)设置灰缝钢筋，在窗洞口下的第二皮砖灰缝中设 6通长拉结钢筋，顶层端开

间内外纵墙与外纵墙交接处每500mm高设 6通长拉结钢筋；

[0072] (9)在顶层端部墙体内加设构造柱或敷设钢筋网，并将其与屋面和顶层楼面圈梁

相连接成有较大侧移刚度的抗侧移墙，同时设置加强屋面的混凝土圈梁；

[0073] (10)在地基的顶部设置地圈梁，地圈梁采用250×250mm断面，配 14纵筋，箍筋

间距为200mm，在窗洞上下口设置附加钢筋混凝土带，厚度采用60mm，宽度同外墙宽度，使整

个外墙进行封闭设置，每层在板底设置圈梁，纵横墙均设置，且圈梁要全部交圈，在被洞口

截断的地方，设置附加圈梁其搭接长度不小于1m及附加圈梁与圈梁距离的2倍，并进行工程

验收。

[0074] 上面对本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发明具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式的限制，

只要采用了本发明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改进，或未经改进直接应用于其它场

合的，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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