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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耗能钢框架节点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新型耗能钢框架节点，

包括钢柱、钢梁，钢柱、钢梁连接处的节点域内设

有高强度铝合金支架，高强度铝合金支架位于钢

柱内；高强度铝合金支架包括内方形框以及设置

于内方形框四边的外支撑板，且内方形框的每个

边均设有1个外支撑板；内方形框的横向板长度

la与横向的外支撑板长度lc相同，且内方形框的

横向板长度la、横向的外支撑板长度lc均为钢柱

的柱长hw的0.25~0.30倍；通过本实用新型，本实

用新型在原有节点的基础上采用了在节点域内

焊接高强度铝合金加固的设计方法，以减少扩翼

处塑性铰的应力集中，帮助塑性铰更好地外移，

充分发挥钢材的延性性能，以达到“强柱弱梁”、

“强节点弱构件”的设计宗旨，更好地提高了结构

的延性和抗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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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新型耗能钢框架节点，包括钢柱（11）、钢梁（22），其特征是：所述钢柱（11）、钢梁

（22）连接处的节点域内设有高强度铝合金支架（33），高强度铝合金支架（33）位于钢柱（11）

内，并与钢柱（11）的钢柱腹板（11-1）固定接触，钢柱腹板（11-1）的上部、下部分别设有上方

加劲肋（33-3）和下方加劲肋（33-4），钢管（3）置于上方加劲肋（33-3）、下方加劲肋（33-4）之

间；

所述高强度铝合金支架（33）包括内方形框（33-1）以及设置于内方形框（33-1）四边的

外支撑板（33-2），内方形框（33-1）的每个边均设有1个外支撑板（33-2）；内方形框（33-1）由

两个横向板、两个竖向板围合组成；

内方形框（33-1）的横向板长度与横向的外支撑板（33-2）长度相同，且内方形框（33-1）

的横向板长度、横向的外支撑板（33-2）长度均为钢柱（11）的柱长的0.25~0.30倍；且左边的

横向的外支撑板（33-2）一端与内方形框（33-1）固定，另一端与钢柱（11）的左钢柱翼缘（11-

2）固定；右边的横向的外支撑板（33-2）一端与内方形框（33-1）固定，另一端与钢柱（11）的

右钢柱翼缘（11-3）固定；

内方形框（33-1）的竖向板长度与竖向的外支撑板（33-2）长度相同，且内方形框（33-1）

的竖向板长度与竖向的外支撑板（33-2）长度均为钢柱（11）的腹板高的0.10~0.15倍；且上

边的竖向的外支撑板（33-2）一端与内方形框（33-1）固定，另一端与上方加劲肋（33-3）固

定；下边的竖向的外支撑板（33-2）一端与内方形框（33-1）固定，另一端与下方加劲肋（33-

4）固定；

内方形框（33-1）的厚度与外支撑板（33-2）的厚度相同，内方形框（33-1）的厚度与外支

撑板（33-2）的厚度均为钢柱（11）的腹板厚度的1.10~1.20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耗能钢框架节点，其特征是：所述钢柱（11）、钢梁

（22）均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

2015、《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2017设计。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耗能钢框架节点，其特征是：所述钢柱（11）、钢梁

（22）所用的钢材为Q235热轧H型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耗能钢框架节点，其特征是：与钢柱（11）相连接的钢

梁（22）的上翼缘、下翼缘上均设置扩翼（22-1）；

所述扩翼（22-1）上设置若干个打孔节点（22-3），扩翼（22-1）上的若干个打孔节点（22-

3）沿着塑性铰外移路线均匀分布。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新型耗能钢框架节点，其特征是：钢梁（22）的腹板上设有

抗剪板（22-2），抗剪板（22-2）一侧与钢柱（11）焊接固定，抗剪板（22-2）采用螺纹旋紧的方

式固定于钢梁（22）的腹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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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新型耗能钢框架节点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钢框架节点设计，尤其是采用扩翼型节点域内加固实现塑性

铰外移的新型耗能钢框架节点。

背景技术

[0002] 梁柱连接处节点在钢框架设计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直接关系到整个结构的

安全性、可靠性及经济指标等。因此，对于钢结构建筑来说，对钢结构梁柱连接处节点力学

性能和抗震性能的研究，防止节点在地震作用下发生脆性断裂破坏和其它方式的破坏，改

良节点的抗震性能是很有必要的。强震作用下钢结构框架破坏或倒塌的最直接原因是大量

梁柱节点和部分构件发生屈服、屈曲、破坏，使钢框架恢复力退化，产生无法恢复的塑性变

形，再加上P-Δ效应，导致结构失去承受竖向荷载的能力，发生部分动力失稳，局部乃至整

体倒塌。基于此现象，研究人员提出改善钢框架梁柱节点抗震性能的基本途径是将塑性铰

外移。通过对钢梁截面进行加强或削弱，迫使塑性铰先在梁上产生，并远离梁端部，从而避

免在梁柱节点焊缝处过早产生裂缝而发生脆断破坏，使梁端塑性变形在削弱区或加强区的

位置出现并扩展，充分发挥钢材的延性性能，以达到“强节点弱构件”的设计宗旨。基于塑性

铰外移的思想，近年来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加强型和削弱型两种新型延性节点，在加强型

节点中，凹弧扩翼型节点凭借其耗散能力强、更好的塑性铰外移能力得到了很多关注。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减少扩翼型钢框架梁柱节点在地震作用下塑性铰的应力集

中、延性不足等问题，提出一种新型耗能钢框架节点，在钢框架扩翼型节点的节点域内采用

高强度铝合金加固的措施，提高节点延性性能及更好地实现塑性铰外移的节点域内焊接高

强度铝合金的加固节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一种新型耗能钢框架节点，包括

钢柱、钢梁，其特征是：所述钢柱、钢梁连接处的节点域内设有高强度铝合金支架，高强度铝

合金支架位于钢柱内，并与钢柱的钢柱腹板固定接触，钢柱腹板的上部、下部分别设有上方

加劲肋和下方加劲肋，钢管置于上方加劲肋、下方加劲肋之间；

[0005] 所述高强度铝合金支架包括内方形框以及设置于内方形框四边的外支撑板，且内

方形框的每个边均设有1个外支撑板；内方形框由两个横向板、两个竖向板围合组成；

[0006] 内方形框的横向板长度与横向的外支撑板长度相同，且内方形框的横向板长度、

横向的外支撑板长度均为钢柱的柱长的0.25~0.30倍；且左边的横向的外支撑板一端与内

方形框固定，另一端与钢柱的左钢柱翼缘固定；右边的横向的外支撑板一端与内方形框固

定，另一端与钢柱的右钢柱翼缘固定；

[0007] 内方形框的竖向板长度与竖向的外支撑板长度相同，且内方形框的竖向板长度与

竖向的外支撑板长度均为钢柱的腹板高的0.10~0.15倍；且上边的竖向的外支撑板一端与

内方形框固定，另一端与上方加劲肋固定；下边的竖向的外支撑板一端与内方形框固定，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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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端与下方加劲肋固定；

[0008] 内方形框的厚度与外支撑板的厚度相同，内方形框的厚度与外支撑板的厚度均为

钢柱的腹板厚度的1.10~1.20倍。

[0009] 所述钢柱、钢梁均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高层民用建筑钢

结构技术规程》（JGJ  99-2015）、《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2017）设计。

[0010] 所述钢柱、钢梁所用的钢材为Q235热轧H型钢。

[0011] 与钢柱相连接的钢梁的上翼缘、下翼缘上均设置扩翼；

[0012] 所述扩翼上设置若干个打孔节点，扩翼上的若干个打孔节点沿着塑性铰外移路线

均匀分布。

[0013] 所述钢梁的腹板上设有抗剪板，抗剪板一侧与钢柱焊接固定，抗剪板采用螺纹旋

紧的方式固定于钢梁的腹板上。

[0014] 本实用新型结构科学合理，通过本实用新型，针对钢框架在地震作用下存在的节

点易发生脆性断裂破坏和其它方式的破坏及梁柱端塑性铰延性不足等问题，提出一种在钢

框架扩翼型节点的节点域内采用高强度铝合金加固的措施，通过高强度铝合金的固定支架

来分散梁端应力集中现象，本实用新型由普通钢梁、普通钢柱、节点域内焊接的高强度铝合

金支架组成；普通钢梁和普通钢柱为采用《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2017设计的梁和柱。

扩翼型梁端打孔节点为采用在扩翼处合理打孔的节点，其特征在于沿着塑性铰外移路线均

匀分布。

[0015] 有益效果：原有的钢框架梁端凹弧扩翼型节点使得塑性铰先在梁上产生，并远离

梁端部，从而避免在梁柱节点焊缝处过早产生裂缝而发生脆断破坏，使梁端塑性变形的位

置出现并扩展。本实用新型在原有节点的基础上采用了在节点域内焊接高强度铝合金加固

的设计方法，以减少扩翼处塑性铰的应力集中，帮助塑性铰更好地外移，充分发挥钢材的延

性性能，以达到“强柱弱梁”、“强节点弱构件”的设计宗旨，更好地提高了结构的延性和抗震

性能，增强了原有扩翼型节点在框架中的抗震能力。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实用新型专利的框架平面图。

[0017] 图中，1、2、3、4分别为框架几种不同位置处的扩翼型梁端节点；

[0018] 图2是图1中1处的扩翼型节点域。

[0019] 图3是图1中2处的扩翼型节点域。

[0020] 图4是图1中3处的扩翼型节点域。

[0021] 图5是图1中4处的扩翼型节点域。

[0022] 图6是图1中A-A位置处的截面图。

[0023] 图7是图1中B-B位置处的截面图。

[0024] 图8是图1中C-C位置处的截面图。

[0025] 图9是图1中1处节点平面图。

[0026] 图10是图1中1处节点平面图。

[0027] 图中：11钢柱、11-1钢柱腹板、11-2左钢柱翼缘、11-3右钢柱翼缘、22钢梁、22-1扩

翼、22-2抗剪板、22-3打孔节点、33高强度铝合金支架、33-1内方形框、33-2外支撑板、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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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加劲肋、33-4下方加劲肋。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具体说明。

[0029] 一种新型耗能钢框架节点，包括钢柱11、钢梁22，在所述钢柱11、钢梁22连接处的

节点域内设置高强度铝合金支架33，高强度铝合金支架33位于钢柱11内，并与钢柱11的钢

柱腹板11-1固定接触，钢柱腹板11-1的上部、下部分别设有上方加劲肋33-3和下方加劲肋

33-4，钢管3置于上方加劲肋33-3、下方加劲肋33-4。

[0030] 高强度铝合金支架33包括内方形框33-1以及设置于内方形框33-1四边的外支撑

板33-2，且内方形框33-1的每个边均设置1个外支撑板33-2；内方形框33-1由两个横向板、

两个竖向板围合组成。

[0031] 如图9中，内方形框33-1的横向板长度设为la，横向的外支撑板33-2长度设为lc，钢

柱11的柱长设为hw，内方形框33-1的竖向板长度设为l b，外支撑板33-2长度设为ld，钢柱11

的腹板高设为hb，外支撑板33-2的厚度设为d1，内方形框33-1的厚度设为d2，钢柱11的腹板

厚度设为t；则：

[0032] 内方形框33-1的横向板长度la与横向的外支撑板33-2长度lc相同，且内方形框33-

1的横向板长度la、横向的外支撑板33-2长度lc均为钢柱11的柱长hw的0.25~0.30倍；且左边

的横向的外支撑板33-2一端与内方形框33-1固定，另一端与钢柱11的左钢柱翼缘11-2固

定；右边的横向的外支撑板33-2一端与内方形框33-1固定，另一端与钢柱11的右钢柱翼缘

11-3固定。

[0033] 内方形框33-1的竖向板长度lb与竖向的外支撑板33-2长度ld相同，且内方形框33-

1的竖向板长度l b与竖向的外支撑板33-2长度ld均为钢柱11的腹板高h b的0.10~0.15倍；且

上边的竖向的外支撑板33-2一端与内方形框33-1固定，另一端与上方加劲肋33-3固定；下

边的竖向的外支撑板33-2一端与内方形框33-1固定，另一端与下方加劲肋33-4固定。

[0034] 内方形框33-1的厚度d2与外支撑板33-2的厚度d1相同，内方形框33-1的厚度d2与

外支撑板33-2的厚度d1均为钢柱11的腹板厚度t的1.10~1.20倍。

[0035] 进一步的，钢柱11、钢梁22均依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高层民

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2015）、《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2017）设计。钢柱

11、钢梁22所用的钢材为Q235热轧H型钢。与钢柱11相连接的钢梁22的上翼缘、下翼缘上均

设置扩翼22-1；在扩翼22-1上设置若干个打孔节点22-3，扩翼22-1上的若干个打孔节点22-

3沿着塑性铰外移路线均匀分布。在钢梁22的腹板上设置抗剪板22-2，抗剪板22-2一侧与钢

柱11焊接固定，抗剪板22-2采用螺纹旋紧的方式固定于钢梁22的腹板上。

[0036] 本文中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精神作举例说明。本实用新型所

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

的方式替代，如改变加固形状等，但并不会偏离本实用新型的精神或者超越所附权利要求

书所定义的范围。

[0037] 尽管本文较多地使用了凹弧扩翼型、节点域加固等术语，但并不排除使用其它术

语的可能性。使用这些术语仅仅是为了更方便地描述和解释本实用新型的本质；把它们解

释成任何一种附加的限制都是与本实用新型精神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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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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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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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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