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710262230.9

(22)申请日 2017.04.2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96818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7.21

(73)专利权人 崔冰

地址 610031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

111号

    专利权人 赵灿晖　邓开来

(72)发明人 崔冰　赵灿晖　

(74)专利代理机构 成都博通专利事务所 51208

代理人 陈树明

(51)Int.Cl.

E01D 21/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1891171 U,2011.07.06,

JP 2015086595 A,2015.05.07,

CN 101446113 A,2009.06.03,

CN 105569263 A,2016.05.11,

CN 102086629 A,2011.06.08,

CN 103590322 A,2014.02.19,

审查员 陈敏

 

(54)发明名称

一种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梁的干式

连接方法

(57)摘要

一种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梁的干式

连接方法，其步骤是：A、定位模板的制作；B、钢板

连接器的制作：将剪力连接件的下端焊接在连接

板上表面；将连接杆穿入定位模板的定位孔内，

将连接杆与定位模板临时固定，再将连接杆与连

接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然后拆除临时固定，移

走定位模板；C、钢板连接器与混凝土板的连接：

将剪力连接件预埋于混凝土板内；并使连接杆与

连接板外露；D、混凝土板与钢梁的连接：将定位

模板夹持于钢梁上翼缘板，在定位模板的定位孔

位置钻出连接通孔；拆除定位模板；将连接杆穿

入连接通孔内，最后将连接杆固定于钢梁上翼缘

板的下表面，形成钢-混组合梁。该方法能减小现

场施工量和环境污染，加快施工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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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梁的干式连接方法，其步骤是：

A、定位模板的制作

在与钢梁的上翼缘板(400)宽度相同的钢板上，根据钢-混组合梁的连接杆(103)的间

距钻出定位孔(201)，形成定位模板(200)；

B、钢板连接器的制作

将剪力连接件(102)的下端焊接在与钢梁的上翼缘板(400)宽度相同的连接板(100)上

表面；

将连接杆(103)穿入定位模板(200)的定位孔内，用临时紧固件(202)将连接杆(103)与

定位模板(200)固定，再将连接杆(103)与连接板(100)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然后拆除临时紧

固件(202)，并移走定位模板(200)；即制得钢板连接器；

C、钢板连接器与混凝土板的连接

预制混凝土板(300)时，将钢板连接器的剪力连接件(102)预埋于混凝土板(300)内；并

使连接杆(103)与连接板(100)外露于混凝土板(300)的下表面，完成钢板连接器与混凝土

板(300)连接；

D、混凝土板与钢梁的连接

将定位模板(200)夹持于钢梁的上翼缘板(400)的上表面，在定位模板(200)的定位孔

位置钻出连接通孔；随后，拆除定位模板(200)；将已与混凝土板(300)连接的钢板连接器的

连接杆(103)穿入连接通孔内，最后将连接杆(103)固定于钢梁的上翼缘板(400)的下表面，

形成钢-混组合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梁的干式连接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将连接杆(103)与连接板(100)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的具体方式为螺栓连接及连接

杆(103)固定于钢梁的上翼缘板(400)的下表面的具体方式均为螺栓连接，连接杆(103)为

螺杆，临时紧固件(202)为螺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梁的干式连接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将连接杆(103)与连接板(100)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的具体方式均为铆接，连接杆

(103)为铆钉，临时紧固件(202)为C形卡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梁的干式连接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将连接杆(103)与连接板(100)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的具体方式均为焊接，连接杆

(103)为光圆杆，临时紧固件(202)C形卡扣。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梁的干式连接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混凝土板(300)为活性粉末混凝土板、超高性能混凝土板、普通混凝土板或纤维

混凝土板。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梁的干式连接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的剪力连接件(102)包括：剪力栓钉、开孔板剪力连接件、型钢剪力连接件、钢筋剪

力连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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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梁的干式连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一种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梁的连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钢-混组合梁是在钢结构和混凝土结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结构型式。它

通过在下部的钢梁和上部的混凝土翼缘板(混凝土板)之间设置剪力连接件(栓钉、槽钢、弯

筋等)，抵抗两者在交界面处的掀起及相对滑移，使钢梁和混凝土板共同工作，成为一个整

体工作的梁。在钢-混组合梁中，钢梁和混凝土板已有的连接方法是：在现场将剪力连接件

一端焊接于钢梁，剪力连接件的其余部分浇筑于混凝土板中，从而将钢梁与混凝土板连接

为整体。这一连接方式需现场浇筑混凝土，有大量的钢筋绑扎、连接工作和混凝土浇筑工

作，施工周期长，无法避免环境污染，混凝土板与钢梁一旦连接为整体便不能拆分，难以重

复应用。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梁的干式连接方法，该连

接方法能提高桥梁工程中构件的预制拼装化程度，减小现场施工量和环境污染，加快施工

速度；且钢梁可多次拆装、重复利用，降低了桥梁的修建和维护成本。

[0004] 本发明实现其发明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

梁的干式连接方法，其步骤是：

[0005] 一种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梁的干式连接方法，其步骤是：

[0006] A、定位模板的制作

[0007] 在与钢梁的上翼缘板宽度相同的钢板上，根据钢-混组合梁的连接杆的间距钻出

定位孔，形成定位模板；

[0008] B、钢板连接器的制作

[0009] 将剪力连接件的下端焊接在与钢梁的上翼缘板宽度相同的连接板上表面；

[0010] 将连接杆穿入定位模板的定位孔内，用临时紧固件将连接杆与定位模板固定，再

将连接杆与连接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然后拆除临时紧固件，并移走定位模板；即制得钢板

连接器；

[0011] C、钢板连接器与混凝土板的连接

[0012] 预制混凝土板时，将钢板连接器的剪力连接件预埋于混凝土板内；并使连接杆与

连接板外露于混凝土板的下表面，完成钢板连接器与混凝土板连接；

[0013] D、混凝土板与钢梁的连接

[0014] 将定位模板夹持于钢梁的上翼缘板的上表面，在定位模板的定位孔位置钻出连接

通孔；随后，拆除定位模板；将已与混凝土板连接的钢板连接器的连接杆穿入连接通孔内，

最后将连接杆固定于钢梁的上翼缘板的下表面，形成钢-混组合梁。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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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一、本发明的定位模板和钢板连接器的制作、混凝土板的预制及与钢板连接器的

连接均可在工厂完成。仅仅是混凝土板与钢梁之间的固定在现场进行，且现场进行的连接，

是通过连接杆以干式的机械连接方法进行。避免了现场、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养护接缝

混凝土等作业，大幅加快了施工进度。且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

[0017] 二、固定于连接板上的连接杆由定位模板定位，而钢梁上翼缘板上的连接通孔也

由同一定位模板定位，可保证钢梁上的连接通孔与连接板上的连接杆位置一、一精确对准，

便于混凝土板与钢梁的快速连接。且连接牢固、可靠。

[0018] 三、现场安装只有干式的机械固定连接作业，避免了现场浇筑混凝土的湿式连接，

可能出现的混凝土流淌、养护用水流淌导致的环境污染。在桥梁维修或拆除时，混凝土板与

钢梁之间的干式固定连接拆解后、钢梁可以保持完好无损、而重复利用。

[0019] 四、各种构件均在工厂预制完成，其加工质量可以得到保证。连接器的长度和宽度

可根据钢梁的长度和宽度调整，适用于任意长度和宽度的钢梁。

[0020] 进一步，本发明将连接杆与连接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的具体方式为螺栓连接、连

接杆为螺杆，临时紧固件为螺母。

[0021] 进一步，本发明将连接杆与连接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的具体方式为铆接、连接杆

为铆钉，临时紧固件C形卡扣。

[0022] 进一步，本发明将连接杆与连接板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的具体方式为焊接、连接杆

为光圆杆，临时紧固件C形卡扣。

[0023] 进一步，本发明中混凝土板与钢梁采用焊接、铆接、螺栓连接这三种机械方式连

接，方便拆装，组合梁的钢梁和混凝土板可多次利用。

[0024] 这样，混凝土板与钢梁通过焊接、铆接、螺栓连接这三种常用、可靠的连接方式，可

简单、方便的实现连接杆与连接板的牢固连接。连接杆则相应的分别为光圆杆、铆钉、螺栓

连接，对连接杆定位的临时紧固件则相应分别为C形卡扣、C形卡扣和螺母。

[0025] 进一步，本发明的混凝土板为活性粉末混凝土板、超高性能混凝土板，普通混凝土

板、纤维混凝土板。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27] 图1a是本发明实施例1步骤A得到的定位模板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8] 图1b是本发明实施例1步骤A得到的定位模板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9] 图2a是本发明实施例1步骤B中拆除临时紧固件前的钢板连接器的主视结构示意

图。

[0030] 图2b是本发明实施例1步骤B得到的钢板连接器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1]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1步骤C完成后的钢板连接器与混凝土板连接在一起的主视结

构意图。

[0032] 图4a是本发明实施例1步骤D中用定位模板在钢梁上翼缘板进行定位钻孔的示意

图。图4a中，标记为500的是钻头，标记为600的是夹具。

[0033] 图4b是本发明实施例1步骤D得到的混凝土板已与钢梁实现连接的组合梁主视示

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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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4] 实施例1

[0035] 本发明的第一种具体实施方式是，一种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梁的连接方

法，其步骤是：

[0036] 一种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梁的干式连接方法，其步骤是：

[0037] A、定位模板的制作

[0038] 在与钢梁的上翼缘板400宽度相同的钢板上，根据钢-混组合梁的连接杆103的间

距钻出定位孔201，形成定位模板200；见图1a、图1b及图3.

[0039] B、钢板连接器的制作

[0040] 将剪力连接件102的下端焊接在与钢梁的上翼缘板400宽度相同的连接板100上表

面；

[0041] 将连接杆103穿入定位模板200的定位孔内，用临时紧固件202将连接杆103与定位

模板200固定，再将连接杆103与连接板100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然后拆除临时紧固件202，并

移走定位模板200；即制得钢板连接器；见图2a、图2b。

[0042] 本例的将连接杆103与连接板101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的具体方式为螺栓连接、连接

杆103为螺杆、临时紧固件202为螺母。

[0043] C、钢板连接器与混凝土板的连接

[0044] 预制混凝土板300时，将钢板连接器的剪力连接件102预埋于混凝土板300内；并使

连接杆103与连接板100外露于混凝土板300的下表面，完成钢板连接器与混凝土板300连

接；见图3。

[0045] D、混凝土板与钢梁的连接

[0046] 将定位模板200夹持于钢梁的上翼缘板400的上表面，在定位模板200的定位孔位

置钻出连接通孔；见图4a。随后，拆除定位模板200；将已与混凝土板300连接的钢板连接器

的连接杆103穿入连接通孔内，最后将连接杆103螺栓连接于钢梁的上翼缘板400的下表面，

形成钢-混组合梁；见图4b。

[0047] 本例的混凝土板为活性粉末混凝土板。

[0048] 实施例2

[0049] 本发明的第二种具体实施方式是，一种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梁的连接方

法，其步骤是：

[0050] A、定位模板的制作

[0051] 在与钢梁的上翼缘板400宽度相同的钢板上，根据钢-混组合梁的连接杆103的间

距钻出定位孔201，形成定位模板200；

[0052] B、钢板连接器的制作

[0053] 将剪力连接件102的下端焊接在与钢梁的上翼缘板400宽度相同的连接板100上表

面；

[0054] 将连接杆103穿入定位模板200的定位孔内，用临时紧固件202将连接杆103与定位

模板200固定，再将连接杆103与连接板100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然后拆除临时紧固件202，并

移走定位模板200；即制得钢板连接器；

[0055] 本例中，将连接杆103与连接板101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的具体方式为焊接，连接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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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为光圆杆，临时紧固件202C形卡扣。

[0056] C、钢板连接器与混凝土板的连接

[0057] 预制混凝土板300时，将钢板连接器的剪力连接件102预埋于混凝土板300内；并使

连接杆103与连接板100外露于混凝土板300的下表面，完成钢板连接器与混凝土板300连

接；

[0058] D、混凝土板与钢梁的连接

[0059] 将定位模板200夹持于钢梁的上翼缘板400的上表面，在定位模板200的定位孔位

置钻出连接通孔；随后，拆除定位模板200；将已与混凝土板300连接的钢板连接器的连接杆

103穿入连接通孔内，最后将连接杆103焊接于钢梁的上翼缘板400的下表面，形成钢-混组

合梁。

[0060] 本例的混凝土板为超高性能混凝土板。

[0061] 实施例3

[0062] 本发明的第三种具体实施方式是，一种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梁的连接方

法，其步骤是：

[0063] 一种钢-混组合梁的混凝土板与钢梁的干式连接方法，其步骤是：

[0064] A、定位模板的制作

[0065] 在与钢梁的上翼缘板400宽度相同的钢板上，根据钢-混组合梁的连接杆103的间

距钻出定位孔201，形成定位模板200；

[0066] B、钢板连接器的制作

[0067] 将剪力连接件102的下端焊接在与钢梁的上翼缘板400宽度相同的连接板100上表

面；

[0068] 将连接杆103穿入定位模板200的定位孔内，用临时紧固件202将连接杆103与定位

模板200固定，再将连接杆103与连接板100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然后拆除临时紧固件202，并

移走定位模板200；即制得钢板连接器；

[0069] 本例中，将连接杆103与连接板101的下表面固定连接的具体方式为铆接、连接杆

103为铆钉、临时紧固件202C形卡扣。

[0070] C、钢板连接器与混凝土板的连接

[0071] 预制混凝土板300时，将钢板连接器的剪力连接件102预埋于混凝土板300内；并使

连接杆103与连接板100外露于混凝土板300的下表面，完成钢板连接器与混凝土板300连

接；

[0072] D、混凝土板与钢梁的连接

[0073] 将定位模板200夹持于钢梁的上翼缘板400的上表面，在定位模板200的定位孔位

置钻出连接通孔；随后，拆除定位模板200；将已与混凝土板300连接的钢板连接器的连接杆

103穿入连接通孔内，最后将连接杆103铆接于钢梁的上翼缘板400的下表面，形成钢-混组

合梁。

[0074] 本例的混凝土板为普通混凝土板。

[0075] 实施例4

[0076] 本例与实施例3的操作完全相同，不同的仅仅是，本例的混凝土板300为纤维混凝

土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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