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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竹材构件在建筑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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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天然圆竹因其独特的观感和力学特性，在建材领域中有着混凝土和钢材等传统建材不可替代的地位。
综述圆竹材料在建筑基础、梁柱、结点等不同部位的应用现状，分析圆竹建筑的建造工艺。研究表明，圆竹建筑产
业需进行体系化升级；在原材料方面应实现大规模工业分选分级，形成以竹种、径级和力学性能为标注的分级圆竹
材料；圆竹构件及连接件应建立在分级圆竹基础上进行设计并以工厂化加工为主，同时形成配套的标准化制备工艺
和性能检测标准；模块化设计和施工技术有利于圆竹建筑的建造和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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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unique appearance and excellent mechanical properties, nature bamboo has an irreplaceable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building materials such as concrete and steel.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round bamboo materials in building foundation, beam and column, joints and other parts, and analyzed the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of round bamboo building.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round bamboo building industry
needs to be upgraded systematically. The large-scale industrial sorting of natural bamboo culms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form graded round bamboo materials marked by bamboo species, diameter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The
components and joints of round bamboo should be designed on the basis of graded round bamboo and mainly
processed in factory and supported standardized processing technology and performance testing standards. Modular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re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of round bamboo building.
Key words: round bamboo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beam and column; component joints
20 世纪以来，热带和亚热带森林上层林木砍伐
后，竹子用途不断扩大，其经济价值越来越高[1]。
我国竹资源丰富，开发创新竹产品对社会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除传统的竹席/帘胶合板、竹地板等
成熟产品外，近年来随着竹缠绕工程材料、竹质异
形材[2-3]以及胶合竹[4-5]等一系列竹质工程材料的研
发制备，使得竹材在建筑领域的应用得到进一步推
广。然而竹材较之木材存在硬度大、径级小、中空

和出材率低等特点[6]，使得竹材的加工成本相对较
高。圆竹作为一种传统的天然材料被广泛用于建造
房屋[7]、制造家具以及生活器具[8]，又因其光滑的
外壁、竹节的自然质感和竹文化气息，圆竹深受人
们喜爱。圆竹作为建筑材料有着悠久的历史，因其
价廉量大，又方便获取等特点，在我国南方、南亚
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圆竹建筑较为普
遍[9]。我国傣家竹楼是传统竹建筑的典型代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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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业、绿色建筑的发展，在体量、结构、功
能以及风格上都对传统竹建筑提出了新的要求。与
此同时，国内外学者对圆竹杆件设计及力学性
能[10-11]、圆竹分级[12]、微观构造[13-14]以及干燥及防
腐 [15-16] 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进
展，这为天然竹材的优化利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现代竹建筑在继承传统建造技术基础上，结合
新材料新技术不断发展，使得现代竹建筑在空间体
量上超越了传统竹建筑，建筑风格也更加多样化，
服务功能也从民居建筑拓展至桥梁[17-18]和大型场馆
建筑[19-20]。在竹建筑发展过程中，想要了解圆竹材
构件在建筑中的应用现状，需对竹建筑基础、梁柱
以及连接结点等方面的建造技术进行梳理分析，该
研究工作也为促进适应现代建筑用圆竹产业打下坚
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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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础石连接、木质隔板（托梁）连接、金属件装配
式、杆件直埋混凝土连接 4 种类型。柱础石连接类
型[27]在我国民居圆竹建筑中采用较多，以傣族竹楼
最为典型，圆竹柱支撑起整栋建筑，地面首层架
空[28]。这种建筑的柱与基础连接多采用柱础石，即
柱础用于支撑柱子的基石[29]。柱础石通常制成形状
规则的立方体或圆柱体，其顶面与柱脚直接连接，
底面与建筑基础连接。
木质隔板或托梁连接类型出现在南美洲的哥伦
比亚、委内瑞拉等地区的圆竹建筑中，圆竹竖向密
排作为墙结构骨架，并在骨架内外两侧固定竹条和
抹灰制作成承重墙[30]，如图 1，这种墙体的竹质骨
架与基础连接处通常安装有木质隔板或托梁，墙体
不与地基直接连接，隔板或托梁的下方与建筑基础
连接。

建筑基础与地基加固

竹建筑基础工程与其他类型建筑一致，均需依
据施工图进行定位放线、平整场地和开挖基槽[21]。
需注意的是竹建筑由于其构件为竹质材料，尤其在
我国南方白蚁危害严重地区[22]，需采用综合防治或
药剂处理[23]后再开展后续施工。圆竹建筑的首层易
采用通透结构或设置架空层，并保证净空高度不小
于 60 cm，并设置通风口，保证各架空层与外部联
通对流，通风口总面积不低于楼盖面积的 1/120。
竹景观建筑常会在山林或临水区域建造，基础
遇软弱地质层时，除按常规地基加固方法处理[24-25]，
也可采用圆竹制作竹椿[26]进行地基加固。竹椿以圆
竹为主要材料，施工方便造价低，即可用基础加固，
又可作为河流驳岸挡土用的排椿及小型桥梁支承用
的排椿等。竹椿按形式分为整竹竹椿和填充竹椿。
整竹竹椿以直径 10 cm 以上的整竹制成，将整竹根
部向上梢部向下，梢部一端齐竹节锯下，在夯打时
为防止顶部开裂，采用圆形硬木制作椿帽，夯打竹
椿入土。填充竹椿与整竹竹椿做法一致但其内部被
打通内节膜并填土夯实，竹杆外围每距一个竹节用
铅丝绕扎，填充竹椿刚性较强，也有良好的耐压强
度。
圆竹材构件在用于建筑基础工程时，需要考虑
防白蚁和通风防潮处理，竹椿是一种价格便宜适宜
就地取材和制作的圆竹构件，因缺乏加工标准和性
能评价目前应用较少，可开展相应研究扩大利用。

2

大

圆竹构件与基础的连接
圆竹建筑上部结构与基础的连接方式可分为：

图 1 圆竹墙体框架与木隔板和托梁连接
Figure 1 The connection of round bamboo wall frame and
underboarding or joists

Figure 2

图 2 圆竹柱与基础装配式连接
The assembly connection of round bamboo column
and foundation

金属件装配式类型在现代圆竹建筑中使用较
多，在圆竹杆件底部采用套箍进行加固，沿轴向植
入金属杆件并用水泥砂浆灌注密实，杆件下部植入
混凝土基础支座或与预先预埋入混凝土支座的预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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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对接安装，如图 2。此种连接类型为装配式连接
可重复使用，连接性能稳定且装拆方便，同时圆竹
端部也较易进行防潮抗劈处理[31-33]。
圆竹杆件直埋混凝土连接类型，该种连接是将
圆竹杆件基部直接埋入混凝土基础中，其连接强度
较大，可用于单根或多根圆竹杆件与基础混凝土支
座的连接，如图 3；同时为提高连接处杆件的稳定
性和连接强度，通常会在杆件端头增设靴套，内腔
设置金属螺杆并灌入混凝土填充密实[34]。该类型连
接外观较为简洁，辅助的金属件及提高了连接性能
又较为隐蔽。

Figure 3

图 3 圆竹杆件与混凝土连接
The connection of round bamboo column and
concrete

式主要有对头平接、叠接、搭接 3 种形式。对头平
接形式主要出现在圆竹拱梁中，拱梁将荷载转化为
拱内应力[38]，对接处两则圆竹通常为轴向受压，其
内部通常会辅以小径圆木或其他材料填充成为实心
体，再用金属卡箍或螺栓辅助连接。叠接的形式主
要出现在圆竹杆件正交重合部位，其下部为完整，
上部进行叠接。安装需时先按径级分级圆竹，采用
大头对大头，小头对小头进行组合，这样叠接缝隙
均较平顺；叠接处圆竹各切去一半，空腔内填充小
径圆木后将上下两半圆竹结合，用螺栓及金属套箍
紧固完成接长。搭接既可用于梁内圆竹互搭接长，
也可用于梁柱连接时圆竹相互穿插转换，常用于圆
竹建筑的悬挑梁或拱梁处[39-40]。搭接时圆竹大小头
交错拼搭，如图 4，棕绳绑扎固定。圆竹互搭连接
时即可采用单根圆竹依次搭接延长，也可使用双根
或多根圆竹组合搭接延长。

the

圆竹构件与建筑基础的 4 种连接方式均可较好
的提供连接，其中前两种连接方式的施工安装较为
简便，对构件加工精度要求相对较低，但木质隔板
或托梁使用时需增设防潮层[35]；后两种连接方式外
观较为美观，结构性能也更为优异，但对加工精度
要求较高。金属件装配连接和圆竹杆件直埋连接需
考虑标准化的连接件和结点尺寸效应[5]，如配套相
关质量评价标准，将有利于规格化圆竹材通用配件
的标准化设计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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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图 4 圆竹搭接做法
The method of round bamboo lap joint

圆竹梁柱加工与安装

圆竹建筑梁柱框架结构主要由圆竹杆件按一定
的技术规程[36]组合而成，圆竹梁即一种以圆竹为主
要材料制成的直线或曲线形构件，水平或倾斜安装，
用于传递建筑荷载至柱或墙等构件上。圆竹柱在结
构中主要承受轴向压力的纵长形构件，一般垂直或
与地面成一定角度安装，用以支承梁、屋架等荷载。
3.1 梁构件加工与安装
圆竹梁形式多样，单根或多根圆竹通过一定组
合方式均可制作成圆竹梁，但受竹材的径级和长度
限制，圆竹之间需要接长来达到设计要求，多根圆
竹组合梁除接长外还需在宽度和高度方向上拼宽和
叠高以满足构件尺寸及性能要求[37]。圆竹接长的形

Figure 5

图 5 圆竹梁拼宽叠高及结点
Round bamboo combination beam and joints

圆竹拼宽主要用于增大梁截面尺寸，提高承载
能力。但由于圆竹外壁光滑呈圆柱体，相互间易滑
动需要辅助木质或其他材质的垫块嵌合圆竹间空
隙，也起到增强夹持作用，如图 5，将圆竹分层绑
扎并引出绳索在梁体外围缠绕数道，完成圆竹拼宽
固定。在一些竹结构的大型场馆中，圆竹拼宽过程
中又可与结点结合，将绑扎结点引入其中，实现梁
与其他圆竹构件的连接[41-42]。
3.2 柱构件加工与安装
柱子是直立支承受力构件，在圆竹建筑中依据

安

208

徽

农

业

柱子的部位不同，可参考木结构建筑分为内排柱和
檐口柱[43]。圆竹柱柱身大多采用直径 10 cm 以上毛
竹（Phyllostachys edulis）、瓜多竹（Guadua paraguayana ） 或 更 大 径 级 的 巨 龙 竹 （ Dendrocalamus
sinicus Chia et J.L Sun.）制作，将多根直径相近的竹
筒通过绑扎或金属箍件进行组合，组合形式多样[44]。
由于巨龙竹杆形通直径级大，密度和硬度较高[45]，
适宜以檐口单杆柱形式安装，以体现大径的圆竹美
感。但因其体量大、长细比大，安装时需预先在柱
端部和结点处预先设置好金属连接件，同时宜采用
吊车等机械进行辅助安装，以保证安全和精度。
现有圆竹梁柱加工及安装工艺中，从选料到安
装多以人工作业为主，标准圆竹材及其梁柱的工厂
化预制件使用较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圆竹建筑的
质量和成本控制。在圆竹材的尺寸标准化、机械分
等[46]和标准配件等方面需开展相应研究，以提升竹
建筑工业化程度并降低成本。

4

圆竹构件结点安装

圆竹构件相互连接形成整体，结点是传力枢
纽 ，其性能对结构整体性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且
需满足易加工、运输、安装和安全经济等特点，圆
竹构件结点可归为绑扎连接、销钉连接、齿槽连接
等七类形式。
4.1 绑扎连接
绑扎结合是圆竹连接的一种传统技术，广泛用
于圆竹建筑、脚手架、棚架建造中，绑扎材料包括
竹篾、棕绳、金属丝等，棕绳绑扎前需油浸提高耐
腐性能。绑扎方法为将绑扎材料围绕两根杆件数周，
结成圈状再绞紧，以增加绑扎物与杆件的摩擦力，
绳子在连接中承受拉力[32]。在圆竹棚架或临时建筑
或脚手架中，多采用镀锌铁丝进行绑扎，绑扎方式
与绳索绑扎类似但最后需绞紧。绑扎连接中还可以
在绑扎绳索中插入竹片等包接材料，以增大连接面
积，起增强结点性能作用[26]，此类连接方法多用在
竹柱上部与屋架连接处（图 6）。
4.2 销钉连接
销钉连接在圆竹结构中应用较多，包括金属销
钉、木销、竹销钉等，金属销钉较易采用设备批量
加工，性能可控，因此使用较为普遍。销钉连接通
常与竹腔填充配合使用，竹腔填充处理可使圆竹构
件在连接部位形成实心体以增强连接部位强度，利
于钻孔和安装销钉。金属销钉一般制作成圆形杆件，
一端或双端带有螺纹，以方便穿销并用螺帽垫片等
紧固连接；紧固过程中螺栓不得张拉过紧，否则容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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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将圆竹杆件挤压变形或开裂。竹质销钉[48]与被连
接杆件的材料一致，在温湿度变化条件下连接部位
同种材料间协同性较好[33]；在使用竹销钉连接时，
通常根据销钉的截面尺寸进行预开孔，然后楔入竹
销，两者类似榫卯的过盈配合[49]。

Figure 6

图 6 圆竹的绑扎包接
The lashing and securing of round bamboo members

4.3 槽齿连接
槽齿连接是木结构中榫卯连接在圆竹结构中的
演变[26,33]，由于圆竹的空腔结构，需在连接处增大
槽齿的承压面积，通常增设垫片或竹腔实心化来使
齿槽连接更加稳固。增设垫片需在圆竹杆件连接处
开设齿槽，在齿槽与齿的接触面上安装垫片，垫片
为木质或其他材质，以增大承压面积。齿槽连接前
也可将竹腔实心化处理，竹腔实心化可防止圆竹杆
件长时间应力集中而受到破坏，通常可用混凝土或
圆木等其他材料将结点处竹腔填实；在采用混凝土
填充竹腔时由于两者干缩湿涨性能不同，易造成材
料界面分离，需改良混凝土，并研究其差异干缩行
为[50-51]。
4.4 烧弯连接
烧弯连接利用竹材局部受热到一定温度下易弯
曲，恢复常温时又可维持这种弯曲的特性。烧弯连
接通常对烧弯处圆竹杆件进行切削，仅保留一侧的
竹青，再对竹青进行火烤，在竹青面有油状物质出
现时理立刻进行热弯，竹片青面向外包住直通杆件
并叠回原杆上，并用绳索绑扎或气钉辅助固定热弯
竹片于原杆端部[52]，形成圆竹杆件的直角或任意角
度连接[33]。烧弯连接优点在于连接件与杆件一体化
且材料一致，也可用于圆竹调直或弯曲造型，烧弯
用处较大但目前工艺却以手工为主，加工效率和精
度不高，需加大竹材热弯工艺[53]机理研究。
4.5 穿斗式连接
穿斗结构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一种连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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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每排柱子靠穿透柱身的穿枋横向贯穿起来形成
构架，这种结点的力学性能较好[54]。用竹子做成的
穿斗节点如图 7 所示，圆竹柱身开设矩形卯眼，木
梁贯穿其中，为避免卯眼下部竹壁局部受压应力不
均造成破坏，需在卯眼与木梁结合处设置垫片。该
种连接适用于圆竹直径较大时适用，穿斗式连接结
构简单经济，最大特点为结点处梁柱构件均较完整
连贯，且梁柱相互牵拉具较好协同性，也有一定的
抗震性能[32]。

Figure 7

图 7 圆竹构件穿斗式连接
The cross connection of round bamboo members

4.6 金属件连接
圆竹杆件间通过金属件进行连接，连接形式灵
活多样，连接件包括金属杆件、卡箍、柔性垫片等，
如图 3。有些圆竹杆件在连接处需预先进行内腔灌
注，灌注材料可以选用水泥砂浆、石膏、小径圆木
或圆竹等[52,55-56]，填充后的圆竹杆件易于安装带有
柔性垫圈的卡箍，卡箍带有标准金属接口，采用螺
杆、连接板等配件与金属接口对接装配完成连接。
此种结点连接的圆竹杆件数量和角度均较灵活，并
可定制设计[57]，且结点性能较为稳定，但需形成统
一的连接标准。
4.7 套筒连接
套筒连接即在圆竹杆件外部套接圆形套筒或类
似靴帽状连接件，并通过套筒相互连接来实现圆竹
杆件间的连接。套筒材质多样可以为金属、工程塑
料以及一些性能较好的木材，套筒样式多样可以为
直线、直角、十字正交或空间交叉等样式。套筒内
径通常略大于杆件外径，并可以辅以胶水或金属螺
杆对套筒连接进行加强。需要注意的细节是，由于
圆竹杆件的端部通常为完整的竹节，由于节部的凸
出，需要在套筒孔内预设凹环以配合连接[26,58]。套
筒连接优点在于即实现了圆竹杆件的连接，又在其
最薄弱的圆周方向[59]给予了增强和保护，如能实现
规格化的圆竹套筒一体化标准杆件将有利于圆竹构
件工厂化生产。
圆竹结点形式多样，但工业化生产和装配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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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也缺乏较为标准的连接工艺。绑扎、烧弯、穿
斗开孔等传统连接做法大多以手工制作安装，金属
件或套筒等连接件可实现工业化批量生产但现场装
配和水泥砂浆灌注竹腔还需要人工操作，工序也较
为复杂；这些因素导致圆竹材构件的加工和安装效
率低，成本高，建筑结点质量难于控制。

5

结语

综上所述，圆竹材以及其生物量大、采伐周期
短、强度高价格低等特点沿用至今，在受到人们持
续研究和利用的同时，圆竹建筑也因此表现出强大
的生命力，并传承着竹建筑的美感和竹文化底
蕴[60]，促进了经济发展[61]。通过对圆竹材在建筑基
础、基础与构件连接、圆竹梁柱、结点等方面应用
的探讨发现，圆竹材用于建筑地基处理或驳岸防护
具有价格便宜就地取材的优势；圆竹材力学性能优
良，适宜加工成现代竹建筑的大型梁柱构件，构件
结点既有传统做法，也有结合金属配件的现代竹建
筑连接做法，传统做法以人工操作为主，要求人员
具有一定安装技能和经验，现代连接方式多采用金
属预制件，但现场安装也需人工操作，工序较为复
杂，在进行水泥砂浆灌注时效率不高。随着现代建
筑制造工厂化和装配模块化的产业发展要求，圆竹
材在建筑中的应用急需进行产业标准化升级，实现
竹材原料规模化工业分级，并可参考规格材进行标
准化加工，在圆竹材的竹种、外观、尺寸以及力学
性能使用系统的产品编码；圆竹材构件及其连接件
也应以模块化设计与工厂化生产为主，并制定相关
产品质量检测标准。提升圆竹材及其构件的标准化、
规模化生产制备，将会使圆竹材在建筑中的应用更
加普及，并对我国竹林经济发展产生积极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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