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节能与环保

0　引言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随着农业连年丰收，秸秆产量也

大幅度上升，产量约为 6.5 亿吨/年。农作物废料秸秆等的

处理已成为社会问题，除了少部分当作饲料、肥料等开发

利用外，大部分被付之一炬，不仅浪费资源，而且还严重危

害自然生态环境，因此，秸秆的综合利用意义重大。在农

村地区建筑中采用秸秆墙，可以有效解决秸秆的综合利用

问题。秸秆墙是一种新型节能环保生态建筑材料。在农村，

秸秆墙可以作为农村自住房的围护结构。用秸秆加工成的

墙砖，其热阻比普通水泥墙或土墙大 6 倍以上，但是目前为

止，在农村地区很多所谓的秸秆墙只是将秸秆压缩成块状，

在添加了部分化学成分后，堆砌城墙，这种简单的秸秆墙

存在很多缺点，比如结构不稳定，容易坍塌，建造时候工序

较多，程序繁琐。

为了解决以上这些秸秆墙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本

文对其在使用过程中建筑构造措施进行研究。

1　构造措施探究

为了解决秸秆墙体成墙后稳定性差的问题，在秸秆墙

砌筑时，可增设秸秆墙地埋件。地埋件水平放置，在地埋

件上部边缘竖直安插多个柱形钢筋，将秸秆转套装在柱形

钢筋之间。地埋件采用工字钢，形成工型结构，地埋件下

部埋于地面以下，在地埋件上表面边缘设置有用与安插柱

形钢筋的安装孔，见图 1。

图1　地埋件示意图

地埋件固定好后，在地埋件安装孔内插入钢筋，焊接

固定，作为墙体箍筋，保障墙体整体性。然后将块状秸秆

砌块穿插在钢筋上并进行砌筑粘接形成保温秸秆墙，成墙

后在外表面粘接透明的防水防火耐磨层。

2　该秸秆墙体结构的优点以及利用价值

该秸秆墙体能够克服现有的秸秆墙结构不稳定、建造

程序繁琐、无法多次使用的问题。能够解决秸秆外墙耐磨

性、耐火性的问题。这种保温秸秆墙采用安装式结构进行

组装搭建，使得建造时候比较简单，容易搭建；柱形钢筋的

框架使得整体结构相比于简单的堆砌要牢固结实，不易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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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echnology. Straw can be used in the straw wall with many advantages such as local materials, no long-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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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而且这种扣接式搭建秸秆墙能随建随拆，多次使用，适

用于临时搭建。通过该结构的推广使用，可以解决现有农

村秸秆废弃利用的问题，环保节能，提高农村建筑的节能

型和实用性，降低农村住宅成本。

3　结语

这种结构的秸秆墙，在起到保温效果的同时，具备简

易安装、随建随拆的特性，而且结构牢固，适用范围广，将

传统的修建墙体变成组合搭建的形式，具备较为广阔的发

展空间。

参考文献

[1]顾艺，陈健. 浅析秸秆在建筑材料中的应用[J]. 住宅

科技，2015（01）：23-27.图2　秸秆墙示意图

1-地埋件 2-钢筋网 3-秸秆砌块

<3500m/s，波形有细波或不清楚，混凝土有缺陷，锤子受到

回声撞击

5.3　检测综合评判结果

根据现场试验数据，在得到钢管的密实性和混凝土与

钢管的组合性之后，使用第一波声时间、波形和第一波频

率进行综合评价。通过分析和计算，得到钢管混凝土的密

实性和综合性能的试验结果。部分检测结果见表 2。

6　检测结论

通过对测试数据的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用小锤子敲击试验对象的表面部分，敲击声是沉闷

的。

2）超声波第一波接收信号良好，接收频率高，声音传

播正常，检测部分各测量区域的波速满足要求。测试波形

清晰正常，波形不失真。

以上表明：本项目填充钢管混凝土柱的混凝土结构密

实，混凝土和钢管结合良好，混凝土强度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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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则表示该区域属于破碎断裂的范围。

3　结论和讨论

3.1　实际结论

在本次实验中使用雷达对道路展开检测，可以了解其

适用性价值，同时也能找到其中出现异常情况的区域。由

上文的图能够发现，地面 1m以上的范围有很多破裂的区域

存在，但是在土内并未发现土洞有异常情况。所以可以得

出，测量区域内部并没有受到基坑开挖的影响。

3.2　相关讨论

探地雷达是近些年来出现的全新无损检测技术形式，

经过常年的发展，其技术也逐步趋于成熟。针对建筑周围

可能由于基坑开挖造成的控股门洞，使用探地雷达展开检

测，获取相关剖面图，进而能够了解其相关情况。

4　结语

综上所述，探地雷达属于一种高精密度的仪器，但是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经常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为了提

升数据的精确性，理应将多方面问题考虑进来，以此将其

最大潜力全部发挥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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