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背景与挑战

以生土为主要材料的建造传统，在我国拥有数千年的历史，分布

也十分广泛。保守估计
 
，目前全国范围内仍至少有 6000 万人口居住

在各种形式的生土建筑当中，且多集中分布于贫困农村地区
[1]
。基于

夯筑工艺的传统夯土民居是其中比例最大、覆盖面最广的生土建筑类

型之一。尽管传统夯土材料具有远优于常规建材的热工性能和生态效

能，但其在力学和耐久性能方面存在的缺陷，使得传统夯土民居普遍

存在结构安全性相对较差的问题。在许多村民、地方政府，乃至社会

大众的心目中，传统夯土民居即意味着“农村危房”，甚至是贫困落

后的象征。随着近年来中央及地方政府对于“农村危房改造”的投入

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传统夯土民居，被以烧结砖、混凝土等常规建

筑材料建成的房屋所取代。然而，受收入、技术和知识水平所限，在

贫困农村地区，大量村民以常规建材自建的房屋，难以满足相应的设

计规范和施工质量标准，使得房屋在热舒适度、结构安全性能等方面

的表现，甚至不及从前
 [2]
，现状有时更加堪忧。

相对于国内在传统生土建筑研究与实践方面面临的窘境，40 多

年来，以法国“国际生土建筑中心”(CRATerre-ENSAG) 为代表的发

达国家在生土建筑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在夯土材料

优化机理方面的突破，为传统夯土建造技术的革新以及全球范围内

的现代化应用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以此背景，2011 年 6 月在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和 CRATerre-ENSAG 的支持下，以及无止桥慈善基

金的全力资助和统筹下，团队以甘肃省会宁县为基地启动了“现代

夯土民居建造研究与示范”项目，旨在借鉴国外在现代夯土技术研

究方面经验，针对我国具有夯土建造传统的贫困农村地区，进行系

统的研究和示范。

尽管该项目获得了 CRATerre-ENSAG 在材料优化机理方面的鼎

力支持，但欧美成熟的现代夯土技术多依托于当地发达的混凝土施工

技术体系，既有的机具系统和施工技术难以直接引入我国，尤其是农

村地区 ；与此同时，法国、奥地利等夯土实践活跃的地区，地震设防

烈度通常并不高，相关的夯土建筑抗震经验较为有限。这使得如何基

于我国贫困农村发展的现状和基本条件，探索具有较高性价比和良好

地域适应性的成套夯土建造体系，成为团队面临的核心挑战。

2  基础研究

2.1  理论验证与策略分析

在西部大部分地区，传统工匠通常选择砂石含量较低的高黏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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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为克服传统夯土建造技术存在的固有缺陷

而在甘肃会宁县开展的“现代夯土民居建造研究与

示范”项目，将现代夯土优化机理引入我国农村

建设领域，通过一系列基础研究和示范建设，初

步形成了具有一定地域适宜性的现代夯土农房建

造技术体系，也由此进一步发掘和利用传统夯土

建造技术所具有的生态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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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monstration proj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rammed earth housing that 

took place in Huining, Gansu, aiming to solute the 

inherent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rammed earth buildings.  

This project introduces the optimization of modern 

mechanism of rammed earth into rural construction in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and has established a technical 

system of rural housing construction built of rammed 

earth meriting regional conditions through a series of 

basic research and demonstration construction.  It forms 

the foundation to make use of the potential of traditional 

rammed earth technologies with proper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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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arth-school”马岔村现场夯筑试验

壤作为原料，直接通过手工机具进行夯筑。

根据 CRATerre-ENSAG 的试验研究发现，较

低的砂石含量恰恰是传统夯土力学和耐水

性能较差、且易开裂的根源之一
 [3]
。现代夯

土优化机理与我国传统夯土最大的区别在于

夯筑原料的土砂石级配和基于机械夯筑的现

代机具的引入，即 ：根据原状土土质粒径构

成的特点，添加相应比例的细砂和石子，使

土料混合物形成与混凝土相类似的骨料构成

( 即以原土中的黏粒取代水泥成分，形成黏

粒、细砂、石子的骨料配比构成 )，通过含

水率的控制和基于机械的强力夯击所带来的

物理作用，使得干燥后形成的夯筑体的力学

性能以及耐水、防蛀、防潮等耐久性能够得

到极大的提升。该优化原理经数十年的实践

检验，已成为全世界现代夯土建造技术研究

和实践所依据的重要理论基础。以此为基

础，团队选取了多个地区的原状土作为原

料，进行了一系列验证试验。试验结果显

示，以此原理夯筑形成的墙体，抗压强度

平均可达到 1.4MPa，约为传统夯土墙体的

2 倍，随着夯击力度的加大，最高甚至可达

到常规粘土砖墙的强度
 [4]
。

尽管试验结果令人振奋，但这一优化机

理对夯筑机具系统和施工体系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为此，针对我国常见的传统夯土技术

体系和国外现代夯土技术体系，团队进行了

影响要素对比分析 ( 图 1、表 1)，从中发现，

能抵御高冲击力的机械夯筑且灵活易用的模

板体系和施工方法，是制约新技术本土化的

关键所在，因此也成为后续基础研究的核心

内容。

2.2  模板系统与建造流程

椽筑和版筑是我国传统夯土技术中最为

常见的 2 种模板体系，但其刚度均不足以抵

御气动或电动夯锤带来的冲击力。欧美现代

夯土普遍采用的是发达的混凝土铝镁合金模

板体系，尽管组装灵活、操作简易，但价格

高昂。我们曾尝试利用我国市场常见的钢模

板体系，但经过试验发现，其抗横向冲击的

能力依然不足，并且组装费时费力，并不适

用于农村相对粗放的施工模式。有鉴于此，

根据西部贫困农村地区的现状条件，我们对

所需新型模板体系研发制定了相应的目标和

原则 ( 图 2)，并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和多轮

加工试验，最终选择利用竹胶板、型钢、螺

杆等村镇建材市场常见的材料，设计加工形

成了一套新型模板体系。该体系组装灵活，

操作简易，可直接夯筑“T”型、“L”型、“I”

型墙体，进一步加强了传统夯土房屋墙体转

角和 T 型交接等薄弱环节的结构强度。

为进一步验证并提升新型模板的实用

性，2011 年夏，团队发动来自香港和内地

的志愿者，在马岔村与村民一同进行了现

场实体夯筑试验 ( 图 3)。试验以一栋模拟常

规民居的构筑物作为模型单元，在夯筑的

过程中尤其对基础、门窗、洞口、圈梁等

常规构造节点的施工方式和构造做法，进

行“纠错”式的论证。同时，通过对施工效率、

操作难度、人力和材料成本，尤其是当地

村民对待新技术的态度进行了综合评估分

析，为进一步改进提升和示范建设提供了

重要的依据。

2.3  建筑抗震结构体系

在夯土建筑结构抗震设计方面，我国目

前尚无专门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更缺乏相关

的研究试验数据。我国西部具有夯土建造传

统的农村，多位于地震活跃地带，加之人们

对传统夯土民居抗震性能的普遍担忧，使得

基于现代夯土技术的建筑结构体系研究至关

重要。依据现代夯土墙体可具备的力学性能、

表 1  传统与现代夯土技术体系影响要素对比分析

传统夯土技术体系 现代夯土技术体系

材料
原状土

力学性能和耐水性

能较差

原状土、细砂和砾石混

合物

力学和耐水性能大幅

提升

用水量 相对较大
耗水量小，尤其适合干

旱地区

夯锤
手动夯锤

夯击力度有限

气动/电动夯锤

须对现有产品进行经

济性和适用性改造

模板
原木/木板

简易但强度和施工

精确度差

灵活易用的模板体系

需结合西部农村现状

和资源条件进行研发

材料
混合

手工

效率低，人工成本

较高

搅拌机

混合更加充分高效

施工
难度

简单易行 简单易行，但需培训

成本 成本低廉

成本高于常规建造模

式

需通过机具系统和施

工方法的系统研究降

低成本

1  我国传统夯筑模板体系

2  适用于农村建设的新型夯筑模板体系研发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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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可季节性拆装的阳光房7  基于传统屋面构造的秸秆保温层

夯筑施工特点，以及农村地区对于建筑空间

布局及形式的常规需求，团队结合我国现行

的农房结构抗震技术要求，对夯土建筑结构

体系及其构造措施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

并以低造价、易施工为原则，进行系统优

化，从而提出了一套基于夯土墙承重结构体

系的结构设计策略，包括适宜性建筑体型系

数的控制、构造柱 - 圈梁 - 配筋砂浆带的抗

震协同，以及墙体间交接、墙体与屋面、墙

体与基础部位的构造措施等方面 ( 图 4)。以

此为基础，团队以平屋顶和坡屋顶 2 种常规

的建筑形式搭建实体模型，开展了一系列振

动台试验 ( 图 5)，以论证其抗震性能。试验

结果显示，基于该结构体系下的新型夯土房

屋，完全可以满足我国 8 度地震设防烈度的

要求，实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

倒”的抗震设防目标。

3  示范建设与评估论证

通过为期 1 年的基础试验研究，团队在

土料级配、机具系统、施工方法、结构及构

造系统等关键技术环节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技术体系。但在

实际农房建设中的效果如何，村民们的接受

度和适用性如何，仍需通过进一步的示范建

设进行检验和评估。为此，团队请马岔村推

举出了一个有建房需求的困难家庭作为示范

户，先后招募了 20 多位热心村民组成施工

小组，为其兴建房屋。

根据住户的需求，示范房采用三合院的

布局形式，结合功能需要分别采用当地传统

的单坡屋顶和平屋顶 2 种屋面结构形式，以

赋予不同的建构验证目的和示范效用。除了

常规的结构构造以外，团队根据新型夯土的

力学性能和施工特点，对土炕、储物搁架、

墙面挂钩、通风洞口等功能性构件的构造也

进行了优化设计 ( 图 6)，使其在符合村民日

常习惯的同时，进一步降低施工成本。并且，

在节能构造设计方面也做了一些改进尝试。

例如，坡屋顶往往是当地传统民居冬季保温

的薄弱环节，但常规基于挤塑板材料的屋面

保温做法，因施工难度和成本的增加，很难

在村民自建房中获得有效推广。为此，团队

在当地传统的木椽 - 芦苇席 - 草泥 - 小青瓦

的坡屋面构造基础上，利用椽间空间设置秸

秆保温层 ( 图 7)，在当地传统室内吊顶的联

合作用下，使屋面的保温性能提升了 50%，

而其增加的材料和人工成本仅为常规挤塑板

保温构造的 20%。另外，因加工成本较高，

当地农宅很少应用被动式太阳房技术。团

队分析发现，为避免夏季内部过热而须设置

的大面积可开启窗扇，是当地常规太阳房造

价难以降低的主要原因。为此，团队利用简

单的玻璃板框与小截面型钢框架组合的方式

( 图 8)，使得个别板框每年按季节拆装一次

便可满足夏季对流散热的要求，其成本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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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至少 30%。

在示范建设的过程中，团队派专人驻守

现场，在进行技术指导的同时，随时针对施

工中产生的技术问题进行优化改进。由于当

地村民普遍具有传统夯筑的经验，通过这一

实际操作的培训模式，他们很快便掌握了各

种新技术的要领，并积累了充分的经验。而

对于现代夯土在性能方面的提升，建设初期

他们并不以为然，认为“土东西”能有多结

实？随后，因一段夯土墙存在放线错误而不

得不返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其拆除

的村民们，这才信服了新型夯土的“厉害”。

一传十，十传百，周边的村民竞相前来参观。

正是通过这种亲身体验的过程，使当地的村

民对这一虽新鲜但又很熟悉的升级版传统技

术，产生了极大的热情。尤其在示范房建成

后，得知其造价仅为 600 元 /m2 时，该村计

划近年翻建房屋的村民均申请学习和利用新

技术进行建设。

为此，团队深入各户了解具体的建房需

求，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形成了可供村民

参阅的建造技术规程，以确保村民自建房屋

的结构安全性和施工可行性。为鼓励村民采

用传统邻里互助的模式进行房屋建设，团队

将报名参加的 12 户村民联合起来，每户各

出 1-2 个劳动力，分成 2 个施工小组，统一

购买所需材料，并在已接受培训的村民带领

下，以流水线的方式挨家挨户轮流进行主体

施工，剩余门窗安装和装修部分由各户自行

完成 ( 图 9)。根据建成后的结果统计，村民

自组织建设的平均造价，仅为 320 元 /m2，

最低仅为 280 元 /m2。更欣喜的是，在自组

织建设的过程中，村民们在机具使用和施工

技巧方面，甚至提出了一些富有创造力的改

进。毕竟，相比他们千百年的生土营造传统，

我们才是外来的学生，

4  跨区域示范研究与推广

根据基础试验研究与示范建设的成果和

经验，2014 年团队编写并出版了一本《新

型夯土绿色民居建造技术指导手册》
[5]
。书

中尽可能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表述相关技术

内容，使其不仅可以作为农村工匠技术培训

的教材，也可作为普及读物，使社会大众对

夯土建造技术及其优化应用潜力获得更为充

分的认识 ( 图 10)。在甘肃省住建厅和会宁

县住建局的组织推动下，在过去 2 年间，团

队利用该教材，先后对全县 400 多名农村工

匠和技术人员进行了推广宣传和技术培训。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检验新技术在不同

地域条件下的适用性，在住建部的大力推动

下，团队发动已经成为熟练工匠的马岔村村

民，在甘肃、河北、新疆、江西等具有夯土

营建传统的地区，带领当地村民进行农宅建

设示范。在过去 3 年间，先后建成 60 余栋

新型夯土农宅 ( 图 11~13)。通过这一过程

的持续改进，该技术体系已趋于成熟，并显

现出较高的性价比和良好地域适应性。根据

各地区完成的示范建设统计，按相同的结构

安全标准和施工组织方式进行对比，村民自

组织建设的新型夯土农宅的建造成本 ( 所有

人工和材料计入成本 )，平均仅为当地常规

砖混房屋的 2/3。在一些贫困地区，如果采

用传统邻里互助的模式进行建设，其造价最

低可至后者的 1/3。并且，新型夯土农宅在

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和蕴含能耗，仅分

别为后者的 25 % 和 20 %。

5  结语

在贫困农村地区，经济适用、施工简易，

往往是村民们进行建房技术选择时考虑的重

点因素。可以说，以马岔村为基地的示范研

究项目，是现代夯土建造技术首次被引入我

国农村建设。鉴于国外现代夯土的应用环境

与我国农村发展现状的巨大差异，由新技术

带来的建造成本和施工难度的不确定性，进

而带来“水土”是否相服的问题，始终是团

队近几年研究关注的核心。因此，不论是在

9  马岔村新型夯土农宅推广建设

10  夯筑施工组织示意 ( 摘自《新型夯土绿色农宅建造技术指导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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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建设还是推广过程中，我们总是希望自

己“忘记”作为建筑师的角色，重“授渔”

而非“授鱼”，重教授技术而非给予设计，

鼓励村民在自己熟知和中意的建房模式下，

学习并更为有机地融入新的技术，从而尽可

能减少来自“城市”建筑学思维所带来的附

加因素，影响对技术体系客观适用性的评估。

就目前已完成的示范建设而言，已初步实现

了第一阶段的预计目标。

2012 年，住建部依托西安建筑科技大

学成立了“住建部村镇司现代生土建筑实验

室”。次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土建筑、

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教席也邀请西安建筑科

技大学正式加入其国际研究网络。尤其在近

年来，随着王澍、张永和、华黎等建筑师在

生土建筑领域的一系列实践，全社会对于生

土建筑的认知正在发生十分积极的转变。这

些对于所有业内同仁，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激

励。但是，在我们采访参观夯土示范农宅的

村民时，有时也会得到此类的回答 ：“听说

房子很结实，住着也舒服，只是⋯⋯看起来

还是个土的⋯⋯”。可见，“生土就是贫穷落

后”的认知在村民们的心中可谓根深蒂固，

我们所做的仅仅是一个开始。

近年来，团队在进一步研究升级技术体

系以满足更多元的设计需求的同时，也在积

极通过教学和实践，研究拓展现代夯土作为

一种“新”的传统材料语言在建筑学领域的

应用潜力及其相适宜的应用定位，例如 ：以

夯土材料视觉表现为主题的设计工作营、新

近设计建成的马岔村村民活动中心
[6]
、与王

戈工作室合作完成的万科西安大明宫楼盘现

代夯土景观工程，以及正在进行的几个公共

建筑设计项目。如果说，在上一个阶段，团

队更多追求的是在农村建设领域的“性价比”

和地域适宜性，那么未来，我们希望在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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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建部村镇司现代生土建筑实验室

这一追求的同时，通过更为多元的项目实践，

使先祖留下来的营建传统得以传承和进化，

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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