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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结构加固技术在传统木结构建筑修缮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building structure reinforcement technology in repairing traditional wood structure
燕坤
（南京市园林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目前，传统建筑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载体，在对木结构建筑修缮的过程中，建筑结构加固技术的
推广和实际工程中的应用都对其有着直接的影响，不仅可以保护和提高传统建筑的价值，还可以保障传统建筑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因此，本文先对古建筑木结构特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又对建筑结构加固技术在传统木结构建
筑修缮中的应用效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希望可以为相关工程提供有效的借鉴。
关键词：建筑结构加固技术；传统建筑；木结构；修缮
Abstract: At present,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repairing wood structure building, the promotion of the building structure reinforcement technology and the application
in the actual work have a direct impact on it, which not only guarantees the stability of the house, but also guarantees
the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refore, this paper firstl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cient
building wood structure, and deeply studie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building structure reinforcement technology in
the traditional building wood structure repair, hoping to provide effective reference for related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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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目前情况来看，在传统木结构建筑修缮的过程中
建筑结构加固技术在不断的创新，并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不仅保证了传统木结构建筑的质量和安全，而且在很大程
度上也保障了居住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但是，在实际应
用过程中仍然还有一些缺点，导致安全隐患依然存在，所
以，设计和施工人员要积累经验，借鉴国内外的相关经验
和技术，使建筑结构加固技术在传统木结构建筑修缮的过
程中可以合理、有效的应用，不断提高建筑结构的稳定性。

1

传统木结构建筑的特点

1.1 木材为主要的建筑材料
在我国的传统建筑中，大部分所采用的材料是木材，
木结构建筑取材方便，施工速度快。木材作为一种永恒的
建材，古老而又现代，木结构建筑在风格特性上与城市特
点相呼应，彰显人文特点。天然材质使建筑具有一种特别
的亲和力，消除建筑本身作为外来物的冰冷感觉，木结构
建造的灵活性可以充分发挥个性化，人性化特点。木结构
在园林景观中的应用更有利于结合中国文化特点，焕发历
史神韵。木结构建筑为中国建造的不仅是可供使用的建筑
实体，更成为一座座人文景观。
1.2 传统木结构建筑的优缺点
木结构古建筑从整体上来看，比较平整、有规则性，一
般为有比例的矩形形体或者是多边形，墙体也通常是对称
的。支撑结构与维护结构是分离的。通过木结构榫卯连接
固定，木结构建筑形式多样，造型优美。对于每种独特的
外形来讲，它主要是取决于建筑物的结构、功能，以及设计
过程中对艺术的一种追求 [1]。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是中华
民族的一笔宝贵财富。但同时木结构建筑易遭受火灾，白
蚁侵蚀，雨水腐蚀，相比砖石建筑维持时间不长。
在我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中，抗震建造的技术应用非常

广泛，例如：梁端的雀替，柱础的平摆浮搁，榫卯连接的适
当耗能转动等，这些技术的应用使木结构建筑的抗震特性
逐渐加强，有的甚至比现代建筑物的抗震性能还要好。正
是因为它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所以不少木结构建筑在经
历多次地震之后依然伫立并保存至今。

2

传统木结构建筑修缮的必要性

传统木结构建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
学价值，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承载着人类社会的物质
文明和精神问题。但这些传统木结构建筑经历长期的风雨
侵蚀、人为改造或自然灾害等，存在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安全
隐患，材料和结构性能也随着岁月的增加而降低退化。同
时大多数传统木结构建筑仍在使用，一旦出现损伤或其他
事故，极易造成使用人员伤亡。鉴于以上原因，应及时对
传统木结构建筑进行结构安全鉴定，在此基础上根据传统
木结构建筑的建筑特点、损伤程度、损伤部位等，选择合理
的建筑结构加固技术进行修缮。

3

传统木结构建筑的加固技术

根据传统木结构建筑的损伤情况，可采用落架大修、
打牮拨正或修正加固。落架大修即全部或局部拆落木构架，
对残损构件逐个进行修整，更换残损严重的构件，再重新
安全。打牮拨正即在不拆落木构架的情况下，使倾斜、扭转、
拔榫的构件复位，在进行整体加固，对个别残损严重的梁
枋、斗拱、柱等进行更换或采取修补加固措施。修整加固
即在不揭瓦和不拆构架的情况下，直接对木构架进行整体
加固，常采用以下建筑结构加固措施。
3.1 钢构件加固技术
对于梁、柱等构件来讲，长期承受荷载并同时遭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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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工程施工的安全管理措施探讨
Discussion on safety management measures of gas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陈晓秋
（唐山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河北 唐山 063000）
摘要：燃气是所有的气体燃料的简称，也是总称。燃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燃气的需求量不
断增加，导致燃气工程不断扩大，要求不断提升，这就使得建设目标与类型复杂化，渐渐暴露出不足之处，为了降
低危险的发生，燃气工程工作者要找出解决对策，只有这样才能提升燃气工程施工的安全管理效果。
Abstract: Gas is the abbreviation of all gas fuel, and is also the general name. Ga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eople’s
daily life. Gas demands increase and it results in gas engineering constantly expanding. This makes the goal and type of
construction complicated and gradually exposes the shortcomings. In order to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danger, related to
the fuel gas project workers need to find out the solution, and only in this way, the safety management effect of the fuel
gas project construction can be improved.
关键词：燃气工程；安全管理；措施
Keywords: gas engineering; safety manag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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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工程的最终目标就是将净化之后的燃气，通过正
规的渠道安全输送到目的地，让燃气发挥出自身的作用，保
证人们在生产生活中能够安全正常的进行使用。如何进一
步保障燃气工程的安全，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燃气工程的
施工，只有燃气工程的施工达到了安全生产的标准并且保
证施工质量，其中重要的环节就是发展以及完善燃气工程
的施工安全管理，本文也是以该方向进行探讨与研究，旨
在为相关的工作者提供参考性的意见，促进我国燃气工程
施工的发展。

雨的侵蚀，常出现开裂或者变形的现象，可以采用钢板和
钢箍将其进行包裹，包裹之后在采用铆钉进行固定，这种
方法主要通过钢板的强度和钢箍的核心约束作用来提高构
件的强度和刚度。在 18 世纪到 19 世纪时，在国外一些木
结构的古建筑中，已经使用了锻铁对木梁的开裂部位进行
固定。该方法常用于传统木结构建筑中的梁枋、柱、屋架、
木檩条等的加固。
3.2 黏贴碳纤维复合材料加固法
在传统木结构建筑修缮的过程中使用碳纤维复合材料
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不仅可以使旧构件的强度得以
加强，同时在加固之后，结构构件的耐腐蚀性和耐久性也
会得到加强。该方法对建筑结构造成的影响较小，在不会
增加构件截面面积的情况下，使结构构件的受力性能得到
提高。近些年，碳纤维加固技术由于自身独特的优势在施
工过程中得以广泛的应用并逐渐代替了传统的粘钢加固技
术，将碳纤维复合材料进行外贴，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构
件的加固度。该方法同样可用于梁枋、柱、屋架、木檩条等
的加固。
3.3 支顶加固技术
通过对传统木结构建筑的梁架进行支顶，可以在很大
程度上降低挠度，这种加固方式是通过使用小木柱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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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燃气工程的安全管理现状

燃气工程施工过程涉及到的内容较为复杂，并不是一
项单纯的施工过程，还涉及到各种类型的气体燃料，燃料具
备着相应的燃烧点以及燃烧条件，其燃烧条件的要求比较
低，在该问题上容易疏忽管理，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产生，由
此可见，如果不及时的对燃气工程施工进行全面的预防管
理，就会影响着最终燃气工程施工的整体质量，一旦出现了
问题，就会影响整个进度的开展，燃气工程相关的建设方

铁钩为梁架增加附加支座，减小结构的计算跨度，可以对木
梁的内力分布情况进行有效的改善，以此来提高木梁的承
载力。支顶加固法简便可靠、受力明确，易于拆卸还原，不
仅能提高加固效果，还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整体结构的
传力体系，增加结构安全富余度。该方法适用于对加固技
术有可逆性要求的特殊建筑（如文物、历史建筑等）的加固。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建筑木结构建筑修缮的过程中，建筑结
构加固技术是起到关键的作用。在开展木结构修缮时，要
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施工技术和合适的施
工材料。在目前形势下，要想让传统木结构建筑更加稳固、
长期的使用，就要通过建筑结构加固技术对其进行有效的
加固修缮，保障传统木结构建筑的整体质量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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