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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涉及一种钢筋混凝土柱，根据NSR-10

标准和ACI-318标准，钢筋混凝土柱属于钢筋混

凝土类别。其管形通道由具有形成C形截面的冷

轧板(CR)的构成，包括一个芯(1)和至少一块垫

板(2)，垫板插入柱体内部空间，触及混凝土(4)，

该垫板(2)沿其长度包括一系列穿孔(3)，混凝土

从孔中穿过，等到混凝土凝固后，则形成协同作

业的复合柱，增强钢和混凝土的品质，降低板材

的厚度，从而使得产品获得经济可行性。此外，本

发明涉及包括这些C形截面的复合楼承板和限制

在管形通道内部空间中的混凝土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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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钢板构造的楼承板，其特征在于，包括一个芯(1)和一个或两个垫板(2)，垫板朝向

柱体内部空间倾斜，触及混凝土(4)，该垫板(2)沿其长度包括一系列穿孔(3)，穿孔直径范

围在25毫米和38毫米之间，两个穿孔中心的间距(L)是穿孔直径的1至2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楼承板，其特征在于，钢板是冷轧(CR)型板。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楼承板，其特征在于，楼承板由镀锌钢或不锈钢制成。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楼承板，其特征在于，板材厚度范围为0.45毫米至3毫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楼承板，其特征在于，板材为L、C或U形，每个端部都有两个垫

板(2)。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楼承板，其特征在于，楼承板(1)内芯宽度范围为1毫米至150

毫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楼承板，其特征在于，垫板(2)宽度范围为50毫米至75毫米。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楼承板，其特征在于，垫板(2)的宽度为75毫米。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楼承板，其特征在于，穿孔(3)沿着垫板(2)等距分布，相对于

垫板(2)的侧边缘居中，并且直径范围为25毫米至38毫米。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楼承板，其特征在于，穿孔的直径为25mm，并且两个穿孔中心

的距离(L)是穿孔直径的1至2倍。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楼承板，其特征在于，两个穿孔中心的距离(L)为75毫米，穿

孔(3)中心与垫板(2)边缘之间的距离为37.5毫米。

12.一种衬板，其特征在于，包括权利要求1至11所述型材构造的管件，以及限制在管件

内部的混凝土芯(4)。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衬板，其特征在于，包括四个L(1A)形楼承板，位于拐角处，

通过其垫板(2)与四个位于中心的C(1B)形楼承板的垫板(2)连接，相邻垫板的穿孔(3)重

合。

14.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衬板，其特征在于，包括四个通过垫板(2)相互连接的U(1C)

形楼承板。

15.根据权利要求13或14所述的衬板，其特征在于，楼承板垫板(2)通过环氧树脂型粘

合剂或70XX型焊接临时接合，在其内部形成中空空间，以根据柱体面积形成管件截面。

16.根据权利要求15所述的衬板，其特征在于，楼承板垫板(2)通过绑扎穿过穿孔(3)的

混凝土内芯的穿透截面最终接合，形成混凝土桥(5)。

17.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衬板，其特征在于，混凝土芯混合物的抗拉力为40兆帕。

18.根据权利要求17所述的衬板，其特征在于，混凝土混合物包括圆形截面的金属纤

维，其端部带有锚钩，直径为0.75毫米±0.03毫米，长度为60毫米±0.03毫米，最小抗拉力：

1,100兆帕。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衬板，其特征在于，混凝土混合物中金属纤维的比例为160

千克/立方米。

20.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衬板，其特征在于，混凝土混合物的水/水泥比＝0.4，包含

高效减水剂、基于改性聚羧酸盐等的减水剂，水泥消耗量为16毫升/千克，并且包括粗骨料，

如最大尺寸为15毫米的碎石。

21.建造特别衬板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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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据您需要建造的柱体类型，制造L和C形或U形楼承板；

b.通过粘合剂或焊接临时接合垫板(2)，确保相邻垫板的穿孔(3)重合，形成由混凝土

填充的中空空间，并在接合楼承板内部形成中空空间，以构成管件；

c.用混凝土填充管件的内部空间；和

d.等待混凝土凝固，这样当穿过穿孔(3)的混凝土芯穿透截面凝固后，则形成混凝土桥

(5)，并能够最终接合楼承板，加固协作楼承板–混凝土内芯复合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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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钢筋混凝土柱系统冷成型板形成的C形截面和复合楼

承板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一种钢筋混凝土柱，根据NSR-10标准和ACI-318标准，钢筋混凝土柱属

于钢筋混凝土类别。在该类别中，管件由冷轧板(CR)截面构成，该截面与内芯和至少一个向

柱子内部空间倾斜的垫板构成楼承板，与混凝土进行不断接触。该垫板包括一系列穿孔，可

以允许混凝土从孔中穿过，从而，等到混凝土凝固之后，则形成协同作业的复合柱，增强钢

和混凝土的品质，降低板材的厚度，从而使得产品获得经济可行性。本发明的楼承板最好为

“L”、“C”、“U”形开口楼承板。另外，基于上述柱体，整体和建设性结构系统也属于本申请的

一部分。

背景技术

[0002] 在建筑领域，混凝土柱和钢结构柱为大众熟知，钢结构柱具有许多优点，可归纳如

下：

[0003] a)因材料的属性：钢，数学分析模型更能代表真实模型，

[0004] b)因制造和装配过程的工业特性，施工速度更高，

[0005] c)由于上述原因，使用混凝土等材料，最终成品可以达到极高的质量水平，

[0006] d)结构重量显着降低，这意味着受地震事件惯性效应的影响降低，

[0007] e)由于上述原因，属于打基础解决方案的结果，结构的地面载荷较低，

[0008] f)材料100％可回收。

[0009] 尽管经济全球化，虽然表现较好，但是，特别是在哥伦比亚等钢铁工业发展不足的

国家，钢柱的广泛使用仍然处于初期阶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成本。

[0010] 一种被广泛熟知和应用的替代方案是建造钢筋混凝土柱和钢柱，这个方案基本上

保持了自19世纪末开始使用以来的相同施工工序：

[0011] a)初步铸铁工序：加固系统的精心制作、塑造和组装，

[0012] b)木工工序：模板的装配、调整和吊线，

[0013] c)混凝土浇筑工序：高空工作系统准备，混凝土的浇筑和搅拌，

[0014] d)等待充分凝固，进行剥离和

[0015] e)剥离。

[0016] 除了没有显着改进之外，一百多年来几乎保持同一种工序，保留了两种手工艺性

质的活动：木材或金属木工和铁匠工序，这些工序具有独特的特点：劳动力投入高，错误风

险较高，施工时间较长，因此，导致直接成本和管理成本较高。

[0017] 现在，在结构上，具有应力或弯曲要求的部件在钢型材中更有效。而对于压缩或弯

曲压缩的要求并非如此，如图1所示的I型截面，常规截面(典型的钢柱截面)更容易受到扭

转屈曲现象的影响，这限制了钢材的抗压缩性能，而对于矩形或圆形截面(典型的钢筋混凝

土柱截面)则不存在这种限制。此外，混凝土抗压性能良好，成本较低。上述内容决定，对于

柱体的通常要求，钢筋混凝土柱通常比目前应用钢柱的成本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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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另一方面，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来看，观察到，必须为钢筋加上混凝土涂层，如

NSR-10标准C.1.7 .7 .1章所述，涂层厚度不得小于40毫米，其基本功能是保护钢筋免受腐

蚀，并且，可最终作为短期内热绝缘体，防止发生爆燃事件。

[0019] 作为这种混凝土涂层功能的补充，NSR-10标准：C.10.8.2，C.10.8.3，C.10.8.4：在

其中一段中陈述：“C.10.8.2，C.10.8.3，C.10.8.4的基本思路是设计一个适当尺寸的柱体，

以承受增加的载荷，然后简单地在设计部分周围添加混凝土，而不增加加固，使其符合

C.10.9.1要求的最低比例范围。额外的混凝土不承受载荷。”对于侧面250毫米的方柱，最小

涂层面：40毫米，占柱子总截面的54％。总截面的的一多半不具有抗压缩性。

[0020] 为找到这样一种选项，能够将混凝土“完整”截面的压缩性能与钢材的有效抗压结

合，但是还能保持钢材建筑系统的快速施工优势，消除钢筋混凝土柱所需的模板工序，生产

出复合柱，并且确定了分析和程序模型，并在建筑标准中进行了系统化，例如AISC-LRFD，用

于需要使用模板的混凝土芯管或复合截面芯管的使用，例如图1中所示的柱体，该柱体是当

前技术的一个例子。

[0021] ACI-318标准和哥伦比亚NSR-10标准，以及几乎所有国际标准中规定的，以工业工

序取代木工和铸铁工序的替代方案，属于复合柱类型，在其内部，柱体内芯为混凝土。在该

替代方案中，模板由管件构成，能够实现加固的功能，从而，上述两种工艺工序能够合二为

一，主要成分为：工业生产管件。

[0022] NSR-10标准中C10.13.1章内对复合截面做出如下描述：“......受压缩的复合材

料必须包括所有使用结构钢型材纵向加固的元件，以及带有或不带有纵向钢筋的管道或管

子。”显然指的是封闭的连续截面。后面的CR10.13.2章规定：“使用负荷-力矩相互作用来计

算钢筋混凝土截面阻力的相同规则可以应用于复合截面。混凝土填充管(复合截面)的交互

图与ACI  DesignHandbook相同.....”。CR.10.13.3和CR.10.13.4章规定了核心混凝土和钢

管之间的应力传递系统如下：“......未来传递钢和混凝土之间的应力，在铺设混凝土之

前，可以通过焊接在型材或结构管件上的凸起、沉降片或钢筋进行直接连接......”，

C.10.13.6.1章规定了最小厚度值和计算方程式，第一个方程式用于矩形或正方形截面的

计算，第二个方程式用于圆形截面的计算。

[0023] 在这些方程式中，变量e：长度侧最小厚度；b或直径：D，fy：钢的屈服强度，Es：钢的

弹性模量。因此，例如，对于最小指示长度为250毫米的方形截面，利用方程式fy＝413兆帕

和Es＝200,000兆帕，墙的最小厚度约为6.55毫米。

[0024]

[0025]

[0026] 上述标准构成了复合截面柱应用的基础，显然，复合截面在当前的发展水平严重

限制了它们的应用，经济原因如下：

[0027] ·C10.13.1章规定：“......带或不带钢筋的管道或管子.....”指结构管件，壁厚

等于或大于6毫米。作为钢筋的替代选择，只配备结构管件导致严重的经济劣势。结构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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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位重量成本超过钢筋成本的40％。减少使用铸铁工序不能使其成本与应用钢筋的成本

持平。

[0028] ·除上述情况外，钢筋的屈服强度大于结构管型材的屈服强度，从而，与钢筋相

比，需要更大截面的结构管件，因此结构钢管的消耗量更高，所以其单价高于钢筋单价。

[0029] ·同样，应力传递图：“...通过焊接在型材或结构管件上的凸起、沉降片或钢

筋.....”意味着复合截面的这个部件需要额外成本。

[0030] ·除了上述成本外，还需要对表面进行保护处理，防止腐蚀。作为结构系统的稳定

性的基本组成部分，对于“加固”管柱或柱体管件，需要进行高性能的表面保护，以保证其使

用寿命。

[0031] ·虽然七十年代由CIDECT(国际管材建设发展与研究委员会)在西班牙进行的研

究表明，混凝土填充的管件可以在长达90分钟内抵抗温度约为600℃的火灾，还是需要保护

加固管件，防止爆燃事件。

[0032] 除了经济问题之外，这种类型的柱体在世界范围内的使用仍然非常局限，因为这

种复合截面系统不能有效工作，也就是说，两个部件之间的应力传递：混凝土和钢管件或嵌

入式钢型材，为了使截面具有复合性并且协同工作，而结果显示并没有高效率，因为当混凝

土凝固后，由于化学反应的特性，将从管件内壁或嵌入型材的表面收缩并分离，消除了两个

部件之间的直接接触。实际上，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被忽略，并且该解决方案没有经济效率。

[0033] 作为保证协同工作的替代方案，2010年AISC标准规定使用剪切连接器，以确保混

凝土与钢管件或嵌入型材之间的应力传递。在这个问题上，AISC-360-101标准规定“用于传

递纵向切口应力的钢锚固件必须沿着载荷引入的长度分布，该长度不能超过嵌入在载荷传

递区之上或之下的最小横向面积的两倍。应至少在钢材的两面应用传递纵向切口应力的锚

固件，其设置应基本上与钢材截面轴对称。在引入载荷的长度内、外，钢锚固件的间距应满

足第I8.3e节的要求。”

[0034] 除上述内容外，有关“填充复合构件”，AISC-360-10标准规定：“如果需要，用于传

递纵向切口应力的钢锚固件必须在载荷引入的长度范围内分布，该长度不能超过矩形钢构

件最小横向面积的两倍，或不能超过圆钢构件直径的两倍。钢锚固件的间距应满足第I8.3e

节的要求。”

[0035] 在柱体生产过程中，上述参数将带来更高的成本，其中管件型材的应用成本非常

高，导致该解决方案失去竞争力。

[0036] 这种柱体相关的文献中，有KAWASAKI  STEEL  CO的专利申请JPH03144047，其中申

请了一种复合柱专利，能够改善梁和柱之间的应力传递，支撑梁焊接到方钢管上，在钢管内

填充混凝土。该系统由方形截面金属管(11)构成，并在该金属管上焊接梁支撑(12)。通过金

属管表面的孔构件(14)为金属管(11)填充混凝土(15)。混凝土(15)固化后，堵塞孔构件

(14)。这样，可以分散施加在支撑件(12)上的拉力，避免钢管(11)侧面变形超出图纸范围。

通过螺栓将梁支撑件(12)连接到管件的其他部分。

[0037]

[0038] 涉及复合系统的另一文献是KR20120099822专利申请文件，该文件涉及钢筋混凝

土预制钢柱的方法，其中，使用L形和开放钢材，该方法显着减少施工时间，可形成PSRC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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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区域，以抵消垂直度误差。在本发明的优选形式中，在矩形横截面的拐角处垂直铺设四

个L形钢(11)。在L形钢之间的间隙中添加辅助钢筋(12)，周围由拉杆(13)环绕。将钢板(15)

焊接到L形钢型材和辅助钢筋的外侧。

[0039] 现有技术中已包括由ACESCO2申报的复合柱技术，该机构公布了由钢板制成的开

口型材构成的复合柱，CR或HR型，特别是“C”形，以C形沿着截面接缝分布，形成嵌入混凝土

的管件截面。尽管这些柱体是钢柱和混凝土柱的替代品，但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不足以使

柱体作为一种协同工作的复合元件发挥作用。

[0040] 同样，GERDAU  CORSA3提供了这样一种柱体，其结构件的设计由与钢筋混凝土元件

或涂层或钢筋混凝土填料协同工作的钢材构成。具体而言，涉及到由钢型材制成的复合柱，

采用型材或板材轧制，采用螺栓固定或焊接，或采用矩形空心钢横截面的管材或构件，使用

钢筋混凝土浸没，或填充钢筋混凝土，并且，钢筋绑扎梁或侧柱内芯开放，即“托梁

(joist)”，这种梁是钢制的，使用钢筋混凝土浸没，或者支撑板坯，相互连接，从而使得两种

材料协同工作。

[0041] 与ACESCO、GERDAU  CORSA相同，涉及具有钢板外围系统的复合柱，CR或HR型，通过

70XX型焊接连接，沿着焊缝以“C”形分布，每250毫米带有50毫米焊接间歇线，形成一个由混

凝土填充的内部空间。

[0042] 虽然存在不同类型钢材的复合柱，包括一些与本发明类似的柱体，例如ACESCO和

GERDAU  CORSA，按照本类复合截面的现行标准：NSR-10：CR.10.13.3章和CR.10.13.4章的规

定，所有管件和内芯为混凝土的柱体需要在其内壁焊接附加物。

[0043]

[0044] 因此，在现有技术中，仍然需要一种复合柱系统，钢材与混凝土协同工作，有效地

传递两个部件之间的应力：混凝土和管件或钢型材实现足够的接触，能够相互作用，使其对

混凝土压缩力的承受力与钢材对应力的承受力可以协同工作，保持钢结构系统的快速施工

优势，并且具有经济可行性。

[0045] 总之，以I形式嵌入的复合系统非常昂贵，并且圆形或方形结构需要应用沿着柱体

分布的剪切连接器。因此，现有系统

[0046] ·不可行，因为复合柱的最小厚度应为4.8毫米，这会增加成本，比钢筋更昂贵。

[0047] ·外部钢材需要进行钢材的处理，以防止腐蚀，如采用树脂或其他昂贵的材料。不

使用镀锌，因为根据标准规定板材的厚度非常厚，成本昂贵。对于此处说明的柱体，可以允

许减少使用镀锌钢或不锈钢的板材厚度。

[0048] ·此外，对于这些柱体，需要焊接以连接螺栓，或者增加其构造所需材料和时间的

计划。

附图说明

[0049] 图1.显示了该技术现有的复合柱的示例，包含具有不同形状的钢型材，H形、圆形

或矩形，其内部空间填充有混凝土。

[0050] 图2A.显示了根据本申请，L形楼承板的横截面。

[0051] 图2B.显示了根据本申请，C形楼承板的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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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图2C.显示了根据本申请，U形楼承板的横截面。

[0053] 图3A.显示了根据本申请，L形楼承板的侧视图。

[0054] 图3B.显示了根据本申请，C形楼承板的侧视图。

[0055] 图3C.显示了根据本申请，U形楼承板的侧视图。

[0056] 图4A.显示了本发明柱的顶视图，由四个L形楼承板(1A)和四个C形楼承板(1B)组

成，此处，组件A和B的垫板已连接，其内部空间填充有混凝土。

[0057] 图4B.显示了本发明的柱的顶视图，由四个U形楼承板(1C)组成，此处，组件A和B的

凸缘已连接，其内部空间填充有混凝土。

[0058] 图5A.显示了本发明的柱的顶视图，由四个L形楼承板(1A)和四个C形楼承板(1B)

组成，此处显示了混凝土桥梁的截面，其穿过楼承板垫板的穿孔。

[0059] 图5B.显示了本发明的柱的顶视图，由四个U形楼承板(1C)组成，此处显示了混凝

土桥梁的截面，其穿过楼承板垫板的穿孔。

[0060] 图6.显示了混凝土芯的所做试验的示意图和照片。

[0061] 图7.显示了协作套衬与一个基座之间的连接细节。

[0062] 图8.显示了协作套衬与一个横梁之间的连接细节。

[0063] 图9.在STAAD.Pro  V8i程序中，使用有限元法分析，来模拟楼承板一面的特征，且

混凝土芯内部受限。节点的边界条件根据Z轴的运动自由度而定，对应于柱体的垂直位移，

但由于混凝土芯的存在，无法根据X轴移动。

[0064] 图10.表格显示了侧节点的自由度。

[0065] 图11.在STAAD.Pro  V8i程序中，使用有限元法分析，来模拟楼承板一面的特征，使

板材的截面达到屈服强度所需的载荷，其分布在模型的侧节点上。方式如下：侧节点的上半

部分，载荷方向为-Z。侧节点的下半部分，载荷方向为+Z

[0066] 图12.X、Y和Z方向的褶皱和位移分析结果。

[0067] 图13.显示了柱-梁的连接。

[0068] 图14.显示了锚固长度(11)。

具体实施方式

[0069] 本发明与钢板制成的楼承板相关，最好是冷轧板(CR)，包括一个芯(1)和至少一个

朝向内部空间突出的垫板(2)，与混凝土(4)接触，该垫板整个长度内包括一系列穿孔(3)，

如图2和3所示。在混凝土凝固之前，混凝土可以从这些穿孔穿过，而混凝土凝固后，形成混

凝土桥(5)，在图5中用圆圈标记，从而保证采用本发明中钢材构造的复合柱协同作用，从而

提高了钢和混凝土质量，从而，可以减少板材厚度，使得成品具有更高的经济可行性。

[0070] 这些楼承板由镀锌钢或不锈钢制成，其厚度在0.45毫米和3毫米之间波动。相比之

下，针对具有较大厚度或压实截面的复合截面、需要焊接的应力传递装置的解决方案，现有

技术最终导致成本增加，导致上述柱体不具有竞争力，能带来的收益少之又少。

[0071] 上述楼承板(1)为L形(见图3A和4A)、C形(见图3B和4B)或U形(见图3C和4C)并且每

个端部有一对垫板(2)。

[0072]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楼承板内芯(1)的宽度应小于150毫米，垫板(2)的

宽度在50毫米和75毫米之间，最好垫板(2)的宽度为75毫米，并且穿孔(3)沿着垫板等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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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相对于垫板的侧边缘居中。穿孔的直径在25毫米和38毫米之间，最好直径为25毫米，两

个穿孔中心的间距(L)是穿孔直径的1至2倍，最好该间距是75毫米，穿孔(3)中心与垫板(2)

边缘之间的距离为37.5毫米。

[0073] 本申请还包括利用楼承板建造复合柱的整体和建设性结构系统。

[0074] 所述复合柱由包含本发明中不同楼承板组合的协作套衬构成。为了构造管件，暂

时通过环氧树脂粘合剂或者通过70XX型焊接接合楼承板垫板(2)，从而使相邻垫板的穿孔

(3)重合，便于混凝土流过，在楼承板内部创建一个中空空间，依据柱体尺寸形成管件截面。

最终通过在中空空间浇筑混凝土接合构成管件的楼承板，混凝土凝固后，通过绑扎穿过穿

孔(3)的混凝土内芯的穿透截面，形成混凝土桥(5)，加固协作楼承板-混凝土内芯复合系

统，实现所需的连接和互相作用，使得复合柱体按规定运行并且各个元件能够协同作业。通

过混凝土桥截面剪切器的抗力实现内芯和协作楼承板之间的应力传递，如图5A和5B所示，

混凝土桥截面穿过穿孔(3)嵌入混凝土芯中。

[0075] 对于图2和图3中“L”、“C”或“U”型钢板，为平衡混凝土与钢板截面之间的作业，应

确保：当穿过穿孔的混凝土(2)出现剪切故障，则钢板(1)发生蠕变，因此，能够充分利用每

个元件的最大性能。

[0076] 在本发明的一个优选替代方案中，管件的柱体包括四个形状为L(1A)的楼承板，位

于拐角处，连接到四个位于中心的形状为C(1B)的楼承板，如图5A所示。在本发明的另一个

实施方案中，管件包括四个形状为U(1C)的楼承板，如图5B所示。

[0077] 然而，本申请中的整体和建设性结构系统还包括混凝土芯。在本发明的一个实施

方案中，混凝土芯的混合设计的压缩强度为40兆帕。

[0078] 在优选的替代方案中，混凝土混合物的水/水泥比＝0.4，包含高效减水剂，基于改

性聚羧酸盐等的减水剂，水泥消耗量为16毫升/千克，并且包括粗骨料，如最大尺寸为15毫

米的碎石和端部有锚钩的圆形截面金属纤维，属于ASTM  A820-11标准I类，具有以下特性：

直径：0.75毫米±0.03毫米，长度：60毫米±0.03毫米，最小抗拉力：1，100兆帕。金属纤维消

耗率：160千克/立方米。

[0079] 对于此金属纤维比例的混凝土，必须进行实验室测试以确定其抗剪强度，该强度

随着这种骨料的增加而增加。剪切强度测试标准：JSC  SF-6。图6为测试图和照片。在该测试

中，样品是500毫米×150毫米×150毫米的梁，并且测试是纯剪切，对于同时受到压缩的元

件，会得出保守的结果。在这项由工程师：Fabián  Augusto  Lamus  Báez和Sergio  Mauricio 

Segura  Arenas执行的研究中：“用短钢纤维加固前普通强度混凝土II型断裂性能”，参见第

166页附录：1，其中规定该混凝土的抗剪强度为15.46±0.65兆帕，这是本发明中柱体所用

混凝土的强度。

[0080] 最后，此建设方法也是本文所述目标的组成部分，包括以下步骤：

[0081] a.根据您需要建造的柱体类型，制造L和C形或U形楼承板；

[0082] b.通过粘合剂或焊接临时接合垫板(2)，确保相邻垫板的穿孔(3)重合，形成由混

凝土填充的中空空间，并在接合楼承板内部形成中空空间，以构成管件；

[0083] c.用混凝土填充管件的内部空间；和

[0084] d.等待混凝土凝固，这样当穿过穿孔(3)的混凝土芯穿透截面凝固后，则形成混凝

土桥(5)，并能够最终接合楼承板，加固协作楼承板-混凝土内芯复合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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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5] 实施例

[0086] 实施例1.建设细节

[0087] 复合柱接头-基座墩：适用于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如图7所示，在复合截面

(6)混凝土芯(4)内部，通过柱体(6)从基座(7)伸展的第一个加固段的延长形成连接结构，

其长度不小于钢筋的展开长度(61)。通过调平螺母(71)、调节螺母(72)和地脚螺栓(73)将

柱体(6)连接到基座(7)上。基础板框架(8)仅用于方便衬板的铺设。

[0088] 复合柱接头-梁或楼板：适用于钢筋混凝土结构，特别是板或楼板(9)。如图8所示，

在由衬板(63)形成的连续复合柱截面混凝土芯内部，通过柱体(6)的最后一个和第一个加

固段(62)的延长形成连接结构，其长度不小于钢筋的展开长度(61)。

[0089] 复合柱接头-梁或楼板：适用于钢结构。如图8所示，通过将钢梁连成直线的绑扎钢

筋形成连接结构。与前一种情况一样，通过调平螺母(91)、调节螺母(92)和地脚螺栓(73)将

柱体(6)连接到板材(9)上。

[0090] 实施例2.发展和优势的分析基础：

[0091] 设计标准：标准：ACI-318-11和NSR-10，章节：“复合截面柱体”和有关协作楼承板

的AISI标准。

[0092] 楼承板钢材：如上所述：ASTM  A572镀锌钢板冷轧板，厚度：0.45毫米～2毫米。或者

302不锈钢，厚度：0.5毫米～1.5毫米。其分析适用于冷成型钢的标准：AISI。该标准有关可

延性的A3.2和A3.3节中，规定了将其规范性应用于非碳钢钢材的标准，其中包括302CR不锈

钢。

[0093] 变形的兼容性：对于ASTM  A572  CR镀锌钢和302不锈钢以及上述混合设计规格的

混凝土，在0.2％的弹性范围内保持最大单位变形的等效性。复合系统行为的基本假设。

[0094] 楼承板的最小厚度：适用标准：AISI  B.1.1：“关于翼平面宽度与其厚度(w/t)之间

关系的考虑因素”，旨在保证截面出现局部变形之前能够达到蠕变。另外，由于空间内浇筑

混凝土芯，因此楼承板受到支撑，内部不能变形。上述分析由STAAD.Pro  V8i程序中有限元

法证实，以模拟由混凝土内芯支撑的楼承板其中一面的行为表现。

[0095] 下面所示实例分析中，为ASTM  A36薄钢板蠕变极限建模：250兆帕或2549千克力/

平方厘米，厚度为0.6毫米，宽度为200毫米，长2480毫米，属于楼承板的典型侧面。侧边缘节

点(10)的边界条件是：受压缩载荷的影响，Z轴的移动自由度，即柱体的垂直位移。但是由于

存在混凝土芯，并且不考虑泊松效应，X轴无法移动。泊松效应将在混凝土芯失去作用的最

后阶段出现，参见图9，红-绿图标，即支架，见右框：支架-整体结构(Supports-

WholeStructure)。图10中的图表显示了这些边侧节点的自由度。蓝色模型的下部支撑(参

见图9)，即柱的下端，与铰接相似，具有旋转自由度，但是妨碍了这些节点的垂直位移。

[0096] 该模型将承受必要的载荷，以使分布于模型边侧节点上的板截面达到蠕变极限，

方式如下：模型侧节点的上半部分(10)，载荷方向为-Z。模型侧节点的下半部分(10)，载荷

方向为+Z。在混凝土芯的上表面上施加规定载荷后，由于混凝土芯和楼承板之间的应力传

递产生载荷条件。参见图11。在上述条件下运行模型后，确定最需要节点的位移方向Y(褶

皱)：中心节点位移方向：X、Y、Z。结果在图12的表中显示。无垂直于板材平面Y方向或褶皱的

位移。

[0097] .根据所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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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8] (CF)蠕变载荷＝2549千克力/平方厘米*20厘米*0.06厘米＝3058.8千克力

[0099] 侧节点数：250

[0100]

[0101] 上述数据，使用有限元的数学模型，揭示了在管件薄板或楼承板中不产生“褶皱”，

遵守混凝土芯的限制，允许使用薄板作为本发明中管件材料，而现行标准NSR-10或ACI不允

许使用薄板。

[0102] 楼承板与混凝土芯之间的应力传递：这种传递与4.2节中的假设：变形兼容性，允

许复合系统(楼承板)的两个组件之间的协作或独立作业，阻碍两个组件之间的位移，如上

所述。两个组件之间的应力传递模型，根据上述内容，定义如下：“混凝土芯和楼承板之间的

应力传递，因混凝土桥(5)剪切器的抗力而产生，混凝土桥穿过楼承板垫板(2)上直径25毫

米的穿孔(3)，并嵌入混凝土芯。”为了充分利用两种组件的抗力，应确保包含在合理短长

度-我们称其为锚固长度(La)(11)-内的混凝土衬套，保证楼承板的任何组件达到蠕变点之

前不得滑动。为了验证这一分析，如实例所示，将确定不锈钢楼承板的锚固长度(11)：L125

毫米x1毫米，其蠕变极限高于ASTM  A572热镀锌钢CR。见图14。

[0103] 截面周长L125x1：p＝2(125毫米+75毫米)＝400毫米

[0104] 混凝土衬套截面直径：D＝25毫米

[0105] 混凝土衬套区：Ac＝πr2＝π12.52平方毫米＝490.86平方毫米

[0106] 锚固长度：La

[0107] 每个衬套经剪切截面数量：2

[0108] 锚固长度：La＝76毫米+25(n-1)

[0109] 截面有效面积L125x1：Aes＝(400毫米-2x25毫米)x1＝350平方毫米

[0110] 蠕变极限不锈钢CR  302∶1.308兆帕

[0111] 钢截面达到蠕变点时的最大张力：Ts

[0112] Ts＝350平方毫米x  1.308兆帕＝457.800牛

[0113] 混凝土抗剪强度：vc＝15.46兆帕

[0114] 混凝土衬套截面最大切割限度：Tc

[0115] Tc＝2n490.86平方毫米x15.46兆帕＝n15.177,4牛

[0116] 从而，

[0117] La＝76毫米+25(30-1)毫米＝801毫米

[0118] 总之，本申请中的衬板提供了利用CR板现场构造管件的选择，便于建设性操作：从

运输到存储，再到管件装配的过程，直至建成模板。

[0119] 另一方面，在本发明中衬板使用的板材厚度在0.45毫米和3毫米之间，这远低于现

有技术中系统所需的最小厚度(应大于6毫米)。另外，开口截面的厚度可以根据柱体截面所

需数量的需求而变化：具有均匀壁厚的常规管件中，这是不可能的。

[0120] 本发明的另一个突出优点是，由于不需要应焊接接合的附加元件(例如焊接在型

材或结构管件上的凸起、沉降片或钢筋)，可以降低成本。

[0121] 除此之外，混凝土芯的特性保证了必要的抗剪强度，该强度适用于两部分的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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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即钢管件和混凝土芯。此外，在镀锌钢板或不锈钢板上生产楼承板，根据介质的侵蚀

性，可以采用两种防腐蚀的保护方法。

[0122] 最后，利用302不锈钢中的开口型板材，可以构造钢管件，其蠕变极限为：1138兆

帕，与钢筋的蠕变极限412兆帕或ASTM  A572  CR镀锌钢的蠕变极限345兆帕相比，需求材料

数量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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