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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装配式空腔剪力墙水平接

缝齿槽式干式连接结构，它适应了装配式空腔剪

力墙易于工业化生产的特点，便于工业化生产和

现场快捷安装；空腔剪力墙墙柱段主要受力纵筋

全部采用套筒连接，空腔段分布钢筋竖向不连

接，简化连接形式；上部空腔剪力墙空腔段下部

采用预留凹槽或以空腔为连接凹槽，下部空腔剪

力墙空腔段上部预留凸齿，与凹槽咬合，提高空

腔剪力墙水平接缝的抗剪能力；空腔剪力墙楼层

高度处预制牛腿板，预制楼板连接端预制为L型，

便于现场直接螺栓连接，减少现场施工量。本发

明摆脱了施工现场湿作业，便于工业化生产和绿

色安装施工，可广泛应用于预制装配式混凝土剪

力墙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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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装配式空腔剪力墙水平接缝齿槽式干式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上层预制空腔

剪力墙片、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预制楼板、灌浆套筒和预埋螺栓，所述上层预制空腔剪

力墙片和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均在普通预制剪力墙中间隔预留竖向空腔，竖向空腔将剪

力墙分割为多个墙柱，竖向空腔厚度方向两侧为空腔壁；墙柱配筋有纵筋和箍筋；上层预制

空腔剪力墙片空腔下部完全贯通，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空腔贯通至预制楼板下表面高度

处；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在预制楼板高度处设有牛腿板，牛腿板外侧与预制楼板下表面

平齐，牛腿板沿剪力墙长度方向间隔布置预埋螺栓，预埋螺栓高度与预制楼板上表面平齐，

预制楼板与剪力墙连接端预制为L型，预制楼板与剪力墙连接端预留螺栓孔，与牛腿板螺栓

连接，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和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通过墙柱中的纵筋与灌浆套筒连

接，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下端空腔处预留连接凹槽，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上端对应位

置预留凸齿，凸齿与连接凹槽相互咬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空腔剪力墙水平接缝齿槽式干式连接结构，其特征在

于：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空腔下端设有连接凹槽一时，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上端对应

位置设有凸齿，凸齿与连接凹槽一相互咬合，凸齿贯通剪力墙厚度方向。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空腔剪力墙水平接缝齿槽式干式连接结构，其特征在

于：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直接以下端的空腔为连接凹槽二时，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上

端对应位置设有凸齿二，凸齿二与连接凹槽二相互咬合。

4.根据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装配式空腔剪力墙水平接缝齿槽式干式连接结构，其特

征在于：所有连接接触面现场施工时均先摊铺薄层水泥砂浆或灌浆料作为粘结料，提供剪

力墙之间的粘结力和增大接缝处抗剪能力。

5.根据权利要求1、2或3所述的装配式空腔剪力墙水平接缝齿槽式干式连接结构，其特

征在于：凸齿各侧面有5-20°角度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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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空腔剪力墙水平接缝齿槽式干式连接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空腔剪力墙水平连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装配式空腔剪力墙水平接缝

齿槽式干式连接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预制装配式空腔剪力墙结构是指结构的各种构件包括预制空腔剪力墙、预制梁、

预制楼板等在工厂进行标准化生产，然后将各预制构件在施工现场通过螺栓连接、焊接连

接或后浇混凝土连接而成的结构。装配式空腔剪力墙结构自重轻，延性好，各预制构件工业

化生产，制作工艺可以较普通现浇构件更为精细，具有节约劳动力、施工进度快、有利于实

现建筑节能、便于工业化生产和机械化施工等优点，适应我国建筑工业化的发展方向。

[0003] 预制空腔剪力墙之间水平接缝的连接是预制空腔剪力墙结构中的关键技术，目前

常用的水平接缝连接方法主要是后浇混凝土连接，这种方式现场湿作业工作量大，施工复

杂，质量难以保证，不利于节能环保。因此预制装配式空腔剪力墙结构需要提出更高效快捷

的水平接缝连接方式。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一种装配式空腔剪力墙水平接缝齿槽式干式连接结构，该种连接方式

具有易于工业化生产的特点，避免了现场湿作业带来的不便和能耗污染等问题。

[0005] 本发明的特征主要包括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预制楼

板、灌浆套筒和预埋螺栓。

[0006] 本发明的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和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均在普通预制剪力墙

中间隔预留竖向空腔，竖向空腔将剪力墙分割为多个墙柱，竖向空腔厚度方向两侧为空腔

壁。墙柱配筋与普通柱类似，主要有纵筋和箍筋。空腔壁厚度较薄，配筋主要为纵横向分布

钢筋。

[0007] 本发明的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空腔下部完全贯通，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空腔

贯通至上层预制楼板下表面高度处。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在楼板高度处预制牛腿板，牛

腿板外侧与预制楼板下表面平齐，以利于节省空间和增加建筑美观效果，牛腿板沿剪力墙

长度方向全长布置。牛腿板沿剪力墙长度方向间隔布置预埋螺栓，预埋螺栓高度与预制楼

板上表面平齐，以节省建筑空间。牛腿处作为抗剪重要部位，其抗剪和抗弯配筋应进行详细

设计计算确定。

[0008] 本发明的预制楼板与剪力墙连接端预制为L型，预制楼板与剪力墙连接端预留螺

栓孔，便于现场与牛腿板螺栓连接。预制楼板L型构造为抗剪重要部位，其抗剪和抗弯配筋

应进行详细设计计算确定。

[0009] 本发明的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和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在接缝处的竖向拉力

主要通过墙柱中的纵筋与灌浆套筒连接传力，纵筋与灌浆套筒连接数量视内力确定。空腔

壁内的纵筋内力较小，在接缝处不贯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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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本发明的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下端的空腔壁预留为连接凹槽一或直接以下端

的空腔为连接凹槽二。

[0011] 本发明的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下端的空腔壁预留为连接凹槽一时，下层预制空

腔剪力墙片上端对应位置应预留凸齿，凸齿贯通剪力墙厚度方向；凸齿各侧面有5-20°角度

的倾斜，便于施工安装；凸齿高度由楼板上表面确定，凸齿可显著增大水平抗剪能力。

[0012] 本发明的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直接以下端的空腔为连接凹槽二时，下层预制空

腔剪力墙片上端对应位置应预留凸齿二，凸齿二伸入到空腔下方，凸齿二平面尺寸位置由

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的空腔确定；凸齿二各侧面有5-20°角度的倾斜，便于施工安装；凸

齿二高度由楼板上表面确定，凸齿可显著增大水平抗剪能力。

[0013] 本发明的所有连接接触面现场施工时均先摊铺薄层水泥砂浆或灌浆料等粘结材

料，提供剪力墙之间的粘结力和增大接缝处抗剪能力。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装配式空腔剪力墙水平接缝齿槽式干式连接结构，空腔剪力墙

主要受力纵筋全部采用套筒连接，空腔段分布钢筋竖向不连接，简化连接形式；上部空腔剪

力墙空腔段下部采用预留凹槽或以空腔为连接凹槽，下部空腔剪力墙空腔段上部预留凸

齿，与凹槽咬合，提高空腔剪力墙水平接缝的抗剪能力；空腔剪力墙楼层高度处预制牛腿

板，预制楼板连接端预制为L型，便于现场直接螺栓连接，减少现场施工量。本发明摆脱了施

工现场湿作业，便于工业化生产和绿色安装施工，可广泛应用于预制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

结构。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装配式空腔剪力墙水平接缝齿槽式干式连接的实施例1的立面图。

[0017] 图2是本发明装配式空腔剪力墙水平接缝齿槽式干式连接的实施例2的立面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1-1剖面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2-2剖面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3-3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2] 本发明如附图所示，主要包括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1、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2、

预制楼板10、灌浆套筒5和螺栓12。

[0023] 本发明所述的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1和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2均在普通预制

剪力墙中间隔预留竖向空腔4，竖向空腔4将剪力墙分割为多个墙柱3，竖向空腔4厚度方向

两侧为空腔壁9。墙柱3配筋与普通柱类似，主要有纵筋6和箍筋。空腔壁9厚度较薄，配筋主

要为纵横向分布钢筋。

[0024] 本发明所述的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1空腔4下部完全贯通，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

片2空腔4贯通至上层预制楼板10下表面高度处。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2在楼板高度处预

制牛腿板11，牛腿板11外侧与预制楼板10下表面平齐，以利于节省空间和增加建筑美观效

果，牛腿板11沿剪力墙长度方向全长布置；牛腿板11沿剪力墙长度方向间隔布置预埋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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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预埋螺栓12高度与预制楼板10上表面平齐，以节省建筑空间。牛腿板11为抗剪重要部

位，其抗剪和抗弯配筋应进行详细设计计算确定。

[0025] 本发明所述的预制楼板10与剪力墙连接端预制为L型，预制楼板10与剪力墙连接

端预留螺栓孔，便于现场与牛腿板11螺栓连接。预制楼板L型构造为抗剪重要部位，其抗剪

和抗弯配筋应进行详细设计计算确定。

[0026] 本发明所述的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1和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2在接缝处的竖

向拉力主要通过墙柱3中的纵筋6与灌浆套筒5连接传力，纵筋6与灌浆套筒5连接数量视内

力确定。空腔壁9内的纵筋内力较小，在接缝处不贯穿连接。

[0027] 本发明所述的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1下端的空腔壁9预留为连接凹槽一7或直接

以下端的空腔4为连接凹槽二。

[0028] 本发明所述的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1下端的空腔壁9预留为连接凹槽一7时实施

例1，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2上端对应位置应预留凸齿8，凸齿与连接凹槽一相互咬合，凸

齿8贯通剪力墙厚度方向；凸齿8各侧面有5-20°角度的倾斜，便于施工安装；凸齿8高度由楼

板上表面确定，凸齿可显著增大水平抗剪能力。

[0029] 本发明所述的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1直接以下端的空腔4即为连接凹槽二时实

施例2，下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2上端对应位置应预留凸齿二13，凸齿二13伸入到空腔下方，

凸齿二13平面尺寸位置由上层预制空腔剪力墙片1的空腔4确定；凸齿二13各侧面有5-20°

的倾斜，便于施工安装；凸齿二13高度由楼板上表面确定，凸齿可显著增大水平抗剪能力。

[0030] 本发明所述的所有连接接触面现场施工时均先摊铺薄层水泥砂浆或灌浆料等粘

结材料，提供剪力墙之间的粘结力和增大接缝处抗剪能力；待连接处所有构件安装就位后，

预制楼板进行螺栓连接，灌浆套筒进行灌浆。

[0031]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07299699 B

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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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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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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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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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0

CN 107299699 B

10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