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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空间变曲率异形墙体城墙

砖砌筑法,其利用BIM技术建模，确定了弧形墙面

砖墙排列的定位坐标，为异形砌筑提供了技术保

证；利用全站仪定位，解决了在人工无法测量和

校准的情况下，提供了异形墙面弧形砖砌筑的准

确的依据，实现了创新砌筑工艺异形墙面弧形砖

砌筑的准确的依据，实现了创新砌筑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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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空间变曲率异形墙体城墙砖砌筑法，所述空间变曲率异形墙体的平面建筑线由两个

不同曲率半径的弧形和一个三角形确定，其特征在于，变曲率异形墙体城墙砖砌筑法包括

以下步骤：

a.建立计算机三维空间变曲率墙体城墙砖砌筑的Rhino模型；

b.将所述Rhino模型在Revit模型中建立与施工图一致坐标(0,0,0)点的三维BIM模型；

c.将所述BIM模型按施工图变曲率异形墙体的弧形顶面，按水平间距为城墙砖长加砂

浆砌筑缝的m倍、垂直间距为砖厚加砂浆砌筑缝的n倍，建立曲面砖墙砌筑线控制的定位坐

标，并编号，即每m*n小区域四个控制点的三维坐标点(x，y，z)，在Excel软件中汇总，绘制成

整个空间变曲率异形墙体城墙砖砌筑控制的定位图；

d.选择一稳定的全站仪定位基准点,可以通视远端一建筑塔顶的尖顶,形成定位基点

和基准线，即全站仪测量初始坐标系，依此根据全站仪观察测定城墙施工图定位的控制坐

标点位，转换全站仪测量初始坐标系与已建的BIM建模的三维坐标系一致，成为全站仪与

BIM共同基准点的施工测量坐标系，如此，全站仪可将BIM提供的每m*n小区域四个控制点的

三维坐标点(x，y，z)用全站仪在原结构砼墙面定点，形成从墙顶开始城墙砖砌筑m倍的水平

距离、n倍的垂直距离的空间弧形曲线控制点位，这些点位形成近似曲线，作为城墙砖砌筑

的砖缝控制线，用红、黄、黑三个不同色表示；

e.按施工图翼尖城墙的平面夹角为锐角，根据墙体砌筑原则，设计专用砌筑异形砖，包

括大、小两个三角形砖和一个梯形砖；

f.由于结构砼墙体在尖端位置留给城墙砖砌筑，需要在该尖端部的砼墙体的侧面立

面，按从砼顶上往下每间距n倍的高度种植伸出长度为C距离的钢筋，利用全站仪确定所述

梯形砖定位点，确定墙尖砖的砌筑定位点，所述钢筋的点位标志与同层砌筑高度的所述砖

缝控制线同色；

g.翼尖砖砌筑时，先砌筑第一皮所述大三角形砖，再按弧型排列砌筑的第一皮常规砖；

然后第二皮砌筑所述小三角形砖+所述梯形砖，再按弧型排列砌筑的第二皮常规砖，向上按

定位控制点重复第一、第二皮排列，满足砖墙半砖错缝、空间弧形排列，实现墙体砌筑砖缝

均与城墙顶面的弧形曲线平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间变曲率异形墙体城墙砖砌筑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大三角

形和小三角形为顶角为锐角的等边三角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间变曲率异形墙体城墙砖砌筑法，其特征在于：砌筑自墙角

底部的尖角开始砌筑，每层砖与基础砼梁斜向相交，其形成的三角空间用砂浆填满。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空间变曲率异形墙体城墙砖砌筑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空间变

曲率异形墙体，因砼墙体为小平面模板组合定位后浇筑砼，其“以折代曲”的水平和竖向凹

折处，先用高标号水泥砂浆填平，形成光滑圆弧的砼墙面，然后开始变曲率异形墙体的砌筑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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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变曲率异形墙体城墙砖砌筑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领域，更具体地说，是一种空间变曲率异形墙体城墙砖砌筑法。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使城墙更具艺术效果，现有工程往往将城墙建得更具造型感，如下城墙：正立

面为弧形曲面，墙面双曲上仰，极具轩昂之势，更有特色的是左右两翼城墙，更夸张了双曲

面外墙的造型，两翼设计的双曲弧形城墙，翼尖立面弧形向上，呈犀牛角型，翼尖的尖角平

面呈某一角度，立面弧形向上,翼顶高达数米,又以角尖立面某一角度的尖顶,从翼顶弧形

向下,与正立面城墙高度圆弧相切连接,使古城墙的艺术效果彰显突出。

[0003] 本工程两翼城墙正立面设计为双曲面(X,Y轴)，形态上仰；加上城墙的角尖在(Z

轴)弯曲向上,墙体总体为三维曲线的表现形式.城墙墙体结构的点位空间各自独立,不存

在三点一线的直线关系，具体结构难点分析如下:

[0004] 1.城墙平面为变曲率曲面，立面为变斜率曲面：

[0005] 两翼城墙的外墙,平面建筑线由二个曲率半径和一个三角形确定，为三维变曲率

曲线组合的建筑造型。图1为空间变曲率城墙建筑边线立面斜率变化示意图，其中，a为墙顶

尖角高，b为墙内走廊的屋面高度，c为翼角砖外线，d为结构翼尖扶墙柱边线。图2为空间变

曲率城墙建筑边线平面曲率变化示意图。

[0006] 2.城墙砖的砌筑线，与弧形墙顶线平行为空间平行曲线:

[0007] 城墙外立面砌筑的是古城墙砖，砌筑砖缝需按墙顶女儿墙顶的建筑曲线为基准排

列,即整体的砖缝线按墙尖到城墙正常高度的弧形曲线平行排列。城墙砖缝线与墙顶曲线

平行是第二难点。大面积非常规墙体砌筑，如图3城墙外立面砌筑砖缝线。

[0008] 3.弯曲上翘的异形翼尖

[0009] 城墙翼尖的平面成某一锐角，翼尖地面沿立面弧线向上到顶尖。常规砖体无法满

足弧形尖角墙体砌筑。

发明内容

[0010] 为解决以上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空间变曲率异形墙体城墙砖砌

筑法。

[0011] 本发明的空间变曲率异形墙体城墙砖砌筑法，所述空间变曲率异形墙体的平面建

筑线由两个不同曲率半径的弧形和一个三角形确定，变曲率异形墙体城墙砖砌筑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12] a.建立计算机三维空间变曲率墙体城墙砖砌筑的Rhino模型；

[0013] b.将所述Rhino模型在Revit模型中建立与施工图一致坐标(0,0,0)点的三维BIM

模型；

[0014] c.将所述BIM模型按施工图变曲率异形墙体的弧形顶面，按水平间距为城墙砖长

加砂浆砌筑缝的m倍、垂直间距为砖厚加砂浆砌筑缝的n倍，建立曲面砖墙砌筑线控制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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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坐标，并编号，即每m*n小区域四个控制点的三维坐标点(x，y，z)，在Excel软件中汇总，绘

制成整个空间变曲率异形墙体城墙砖砌筑控制的定位图；

[0015] d .选择一稳定的全站仪定位基准点,可以通视远端一建筑塔顶的尖顶,形成定位

基点和基准线，即全站仪测量初始坐标系，依此根据全站仪观察测定城墙施工图定位的控

制坐标点位，转换全站仪测量初始坐标系与已建的BIM建模的三维坐标系一致，成为全站仪

与BIM共同基准点的施工测量坐标系，如此，全站仪可将BIM提供的每m*n小区域四个控制点

的三维坐标点(x，y，z)用全站仪在原结构砼墙面定点，形成从墙顶开始城墙砖砌筑m倍的水

平距离、n倍的垂直距离的空间弧形曲线控制点位，这些点位形成近似曲线，作为城墙砖砌

筑的砖缝控制线，用红、黄、黑三个不同色表示；

[0016] e.按施工图翼尖城墙的平面夹角为锐角，根据墙体砌筑原则，设计专用砌筑异形

砖，包括大、小两个三角形砖和一个梯形砖；

[0017] f.由于结构砼墙体在尖端位置留给城墙砖砌筑，需要在该尖端部的砼墙体的侧面

立面，按从砼顶上往下每间距n倍的高度种植伸出长度为C距离的钢筋，利用全站仪确定所

述梯形砖定位点，确定墙尖砖的砌筑定位点，所述钢筋的点位标志与同层砌筑高度的所述

砖缝控制线同色；

[0018] g .翼尖砖砌筑时，先砌筑第一皮所述大三角形砖，再按弧型排列砌筑的第一皮常

规砖；然后第二皮砌筑所述小三角形砖+所述梯形砖，再按弧型排列砌筑的第二皮常规砖，

向上按定位控制点重复第一、第二皮排列，满足砖墙半砖错缝、空间弧形排列，实现墙体砌

筑砖缝均与城墙顶面的弧形曲线平行。

[0019] 其中，所述大三角形和小三角形为顶角为锐角的等边三角形。

[0020] 其中，砌筑自墙角底部的尖角开始砌筑，每层砖与基础砼梁斜向相交，其形成的三

角空间用砂浆填满。

[0021] 其中，所述空间变曲率异形墙体，因砼墙体为小平面模板组合定位后浇筑砼，其

“以折代曲”的水平和竖向凹折处，先用高标号水泥砂浆填平，形成光滑圆弧的砼墙面，然后

开始变曲率异形墙体的砌筑施工。

[0022] 由于采用以上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3] 1.利用BIM技术建模，确定了弧形墙面砖墙排列的定位坐标，为异形砌筑提供了技

术保证；利用全站仪定位，，解决了在人工无法测量和校准的情况下，提供了异形墙面弧形

砖砌筑的准确的依据，实现了创新砌筑工艺。

[0024] 2.利用全站仪定位，为交错施工的施工误差提供了准确的数据，有效控制了使复

杂的结构施工的准确性；

[0025] 3.创新设计专用翼尖城墙砖,按弧形砖缝控制线完成异形优美的砖砌古城墙。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空间变曲率城墙建筑边线立面斜率变化示意图。

[0027] 图2为空间变曲率城墙建筑边线平面曲率变化示意图。

[0028] 图3为城墙外立面砌筑砖缝线。

[0029] 图4为砌筑砖缝三色控制线及翼尖砖砌筑控制定位钢筋示意图

[0030] 图5-1为本发明中异形砖大三角形砖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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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5-2为本发明中异形砖小三角形砖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5-3为本发明中梯形砖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以下通过特定的具体实施例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由本说

明书所揭示的内容轻易地了解本发明的其他优点及功效。

[0034] 本实施例中，城墙平面为变曲率曲面,立面为变斜率曲面，两翼城墙的外墙,平面

建筑线由二个不同曲率半径和一个三角形确定,墙底建筑线与墙顶建筑线按相对水平距离

第一段(88.68m转弯半径)从2982mm到2796mm变化,第二段(17.68m转弯半径)从2796mm到

930mm变化,三角区(翼尖)按平面38度不变的三角形(正弦930mm)、立面弧形变化从0--

3.84m与第二段墙连接，形成三维变曲率曲线组合的建筑造型。如图1为空间变曲率城墙建

筑边线立面斜率变化示意图，图2为空间变曲率城墙建筑边线平面曲率变化示意图，图1中a

表示墙顶件角高，b表示廊内走廊的屋面高度，c表示翼角砖外线，d表示结构翼尖扶墙柱边

线。

[0035] 该古城墙砖的砌筑线,与弧形墙顶线平行为空间平行曲线，城墙外立面砌筑的是

古城墙砖，砌筑砖缝需按墙顶女儿墙顶的建筑曲线为基准排列，即整体的砖缝线按墙尖

15.55m到城墙正常高度11.55m的弧形曲线平行排列，最后墙角下部砖逐排“消失”于水中，

如图3所示为城墙外立面砌筑砖缝线。

[0036] 城墙翼尖的平面角度为38度,城墙翼尖从水平面(—1.000米)沿立面曲线(0---

3.845m)向上达15.55m的顶尖，按古城墙砖的400*100*100mm(城墙的承重结构为200mm厚砼

墙,砖墙为装饰结构选用400*100*100mm) ,常规砖体砌筑无法满足尖角墙体设计,本工程根

据独特的墙体造型设计独特的专用墙砖。

[0037] 根据城墙非常规结构分析,由于常规CAD建模无法确定结构施工需要的空间定位

点,也无法确定需要的材料加工尺寸,本工程采用了BIM建模技术,将设计图的关键控制点

位细化为BIM模型控制点位，变曲率异形墙体城墙砖砌筑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8] 1)建立计算机三维空间变曲率墙体城墙砖砌筑的Rhino模型；

[0039] 2)将Rhino模型在Revit模型中建立与施工图一致坐标(0,0,0)点的三维BIM模型；

[0040] 3)将BIM模型按从所述空间变曲率异形墙体的顶面曲线，按水平间距为城墙砖长

加砂浆砌筑缝的m倍、垂直间距为砖厚加砂浆砌筑缝的n倍，建立曲面砖墙砌筑线控制的曲

线定位坐标，并编号，每m*n小区域四个控制点的三维坐标点(x，y，

[0041] z)，在Excel软件中汇总，绘制成整个空间变曲率异形城墙砖砌筑曲线的定位图；

[0042] 4)选择一稳定的全站仪定位基准点,可以通视远端一建筑塔顶的尖顶,形成定位

基点和基准线，即全站仪测量初始坐标系，根据全站仪观察测定城墙施工图定位的控制坐

标点位，转换全站仪测量初始坐标系与已建的BIM建模的坐标系一致，成为全站仪与BIM共

同基准点的施工测量坐标系，如此，全站仪可将BIM提供的每m*n小区域四个控制点的三维

坐标点(x，y，z)用全站仪在结构砼墙面定点，从空间变曲率异形墙体顶面，按水平间距

825mm(砖长400*2+12.5*2)、垂直间距450mm(砖厚100*4+12.5*4)用全站仪在砼墙面定点，

形成从墙顶开始每825mm水平距离、450mm垂直距离的点位，这些点位形成的(以折代曲)的

近似曲线，作为城墙砖砌筑的砖缝控制线，用三个不同色表示如图4，红、黑、黄三种颜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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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形成间隔的三色控制线，其中1表示红色，2表示黑色，3表示黄色；

[0043] 5)设计了墙角翼尖异形砖砌筑排列图，在原完成200mm厚砼墙体、翼尖区砼扶墙柱

和墙尖城墙砖的排列形成的深化图，设计了定型加工的异形砖，如图5-1，5-2，5-3，包括大、

小两个等边锐角三角形砖A、B和一个梯形砖C；大小两个三角形顶角为38度，砌筑后，可满足

第一皮、第二皮砖砌筑后,后续砖向尖角两边张开的边线连续砌筑，异形砖由委托厂家专

供；

[0044] 6)由于古城墙的砌筑排列为圆弧的斜线，砌墙必须从首块异形砖的定位开始并按

砌筑线斜向砌筑，而城墙先行施工砼结构是梯形断面，尖角必须全部用异形砖砌筑,但结构

施工完成后不存在尖角的定位点,我们在翼型墙体的侧面立面，按从砼顶面往下每550mm的

高度种植伸出长度为500mm的钢筋，继续利用全站仪确定(615-200＝)415mm的定位点(其中

615中400为梯形砖边长，200为小三角形砖边长，15为水泥砂浆宽度)，点位以外200mm即为

墙尖砖的砌筑起点。钢筋的点位用与红、黑、黄标注，与同层砌筑高度的圆弧控制线同色，提

供尖角处异形砖砌筑的依据，如图4所示，其中1表示红色，2表示黑色，3表示黄色；

[0045] 7)翼尖砖砌筑时，先砌筑第一皮大三角形墙砖A，(再按弧型排列继续砌筑墙体第

一皮常规砖)；然后第二皮砌筑小三角形墙砖B+梯形墙砖C，(再按弧型排列继续砌筑墙体第

二皮型常规砖)，向上整个砖墙砌筑由下向上按定位控制点重复第一、第二皮排列，满足砖

墙砌筑半砖错缝、空间弧形排列、墙体砌筑砖缝均与城墙顶面的弧形曲线平行的设计效果。

[0046] 本发明在先行完成的砼墙体的条件下，设计了如下三个准备工序：

[0047] 1 .将以折待弧的砼结构墙体，水平和竖向凹折处用水泥砂浆填平，形成光滑圆弧

的墙面；

[0048] 2.全站仪定位变曲率墙体弧形砌筑砖缝线的定位坐标；

[0049] 3.斜向砌筑的砖与基础梁斜向相交，自墙角底部的尖角开始砌筑,每层砖与基础

砼梁斜向相交,其形成的三角空间，用砂浆填满，因其在城墙外湖水平面以下，不影响墙体

立面的效果。

[0050] 任何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均可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及范畴下，对上述实施例进行

修改。因此本发明的权利保护范围，应如权利要求书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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