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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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315294.5

(22)申请日 2018.04.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48755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09.04

(73)专利权人 武汉理工大学

地址 430070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狮路

122号

(72)发明人 戴绍斌　郑小林　鲁志伟　李玉博　

黄俊　刘轩　

(74)专利代理机构 武汉科皓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 42222

代理人 肖珍

(51)Int.Cl.

E04C 5/1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831869 A,2015.08.12,

CN 205134962 U,2016.04.06,

CN 204826423 U,2015.12.02,

KR 20170091472 A,2017.08.09,

US 2003159395 A1,2003.08.28,

审查员 万江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预制混凝土构件钢筋连接的新型

灌浆套筒

(57)摘要

一种用于预制混凝土构件钢筋连接的新型

灌浆套筒，包括无缝方钢管，无缝方钢管管内设

置有内置弹簧和内置带肋钢筋；内置带肋钢筋分

别焊接在无缝方钢管的四个内角；内置弹簧设置

于四根内置带肋钢筋所形成的空间内，内置弹簧

外壁与内置带肋钢筋侧壁局部贴合并焊接，内置

弹簧与无缝方钢管共中心轴线设置；内置弹簧内

径大于预制混凝土构件钢筋；无缝方钢管管壁上

设有与无缝方钢管内部连通的注浆嘴和出浆嘴；

无缝方钢管的两开口端设有用于封闭端口的塞

子，塞子中部具有与预制混凝土构件钢筋直径匹

配的孔洞。本发明使用的原材料普通且易于获

得，加工制作过程简单，成本低廉，使用性能优

异，能广泛运用于预制剪力墙、预制柱和梁柱节

点之间钢筋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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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预制混凝土构件钢筋连接的新型灌浆套筒，其特征在于：包括无缝方钢管，

无缝方钢管管内设置有内置弹簧和内置带肋钢筋，内置带肋钢筋有四根，分别以与无缝方

钢管中心轴线大致平行的方式焊接在无缝方钢管的四个内角；内置弹簧设置于四根内置带

肋钢筋所形成的空间内，内置弹簧外壁与内置带肋钢筋侧壁局部贴合并焊接，内置弹簧与

无缝方钢管共中心轴线设置；内置弹簧内径大于预制混凝土构件的待连接钢筋外径，以容

纳待连接钢筋分别从内置弹簧两端端口插入；无缝方钢管管壁上设有与无缝方钢管内部连

通的注浆嘴和出浆嘴，用于灌注浆料；无缝方钢管的两开口端设有用于封闭端口的塞子，塞

子中部具有与待连接钢筋直径匹配的孔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灌浆套筒，其特征在于：

无缝方钢管内中部固定有限位销，限位销垂直于无缝方钢管的中心轴线设置。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灌浆套筒，其特征在于：

内置弹簧、内置带肋钢筋分别与无缝方钢管长度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灌浆套筒，其特征在于：

四根内置带肋钢筋的中心点构成正方形的四个顶点。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新型灌浆套筒，其特征在于：

注浆嘴和出浆嘴分别设置于无缝方钢管的两端距离端口10～15mm处。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新型灌浆套筒，其特征在于：

无缝方钢管由长方钢管切割而成。

7.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新型灌浆套筒，其特征在于：

内置带肋钢筋由普通热轧带肋钢筋切割而成。

8.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新型灌浆套筒，其特征在于：

内置弹簧为线径2mm的回力弹簧。

9.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新型灌浆套筒，其特征在于：

塞子为橡胶材质。

10.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新型灌浆套筒，其特征在于：

无缝方钢管为普通碳素结构钢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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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预制混凝土构件钢筋连接的新型灌浆套筒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工程技术领域，主要涉及装配式建筑预制钢筋混凝土中钢筋的连

接技术，具体的说是一种用于预制混凝土构件钢筋连接的新型灌浆套筒。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装配式建筑结构是我国建筑工业化进程中重点发展的结构形式之一，其高

效率、低能耗及环保等符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装配式建筑工厂化程度高，构件在专

业的预制厂中预制，经过科学合理地养护之后运送至现场进行组装，相比现浇构件，装配式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其整体性能，因此连接技术就是该结构的关键。

[0003] 装配式结构中构件的连接关键是钢筋的连接，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钢筋浆

锚连接，它是指在预制混凝土构件中采用特殊工艺制造而成的孔道内插入需搭接的钢筋，

并且灌注水泥基灌浆料而实现的钢筋搭接连接方式，多用于墙板结构中。另一种为钢筋套

筒灌浆连接，是指在预制混凝土构件内预埋的金属套筒中插入钢筋并灌注水泥基灌浆料而

实现的钢筋对接连接方式。

[0004] 目前，我国各地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相关规范、规程中的钢筋连接将灌浆套筒连

接作为优选。原因是与浆锚连接相比，灌浆套筒连接受力钢筋具可靠性较高。

[0005] 现有的灌浆套筒，比如专利CN  103452246  A公开的一种钢筋浆锚对接连接的灌浆

变形钢管套筒，具有形式笨重、体积大、造价高和加工费时费料等缺点，不利于装配式建筑

的发展。

[0006] 因此，需要研发一种结构合理、制作简单且使用性能优异的灌浆套筒，能保证构件

钢筋之间的可靠连接。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为了解决现有灌浆套筒存在问题，提供一种用于预制混凝土构件钢筋连接

的新型灌浆套筒，在保证相同可靠性的情况下，不需要车削加工，降低造价节约原材料。

[0008] 一种用于预制混凝土构件钢筋连接的新型灌浆套筒，其特征在于：包括无缝方钢

管，无缝方钢管管内设置有内置弹簧和内置带肋钢筋，内置带肋钢筋有四根，分别以与无缝

方钢管中心轴线大致平行的方式焊接在无缝方钢管的四个内角；内置弹簧设置于四根内置

带肋钢筋所形成的空间内，内置弹簧外壁与内置带肋钢筋侧壁局部贴合并焊接，内置弹簧

与无缝方钢管共中心轴线设置；内置弹簧内径大于预制混凝土构件的待连接钢筋外径，以

容纳待连接钢筋分别从内置弹簧两端端口插入；无缝方钢管管壁上设有与无缝方钢管内部

连通的注浆嘴和出浆嘴，用于灌注浆料；无缝方钢管的两开口端设有用于封闭端口的塞子，

塞子中部具有与待连接钢筋直径匹配的孔洞。

[0009] 作为优选，无缝方钢管内中部固定有限位销，限位销垂直于无缝方钢管的中心轴

线设置。

[0010] 作为优选，内置弹簧、内置带肋钢筋分别与无缝方钢管长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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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作为优选，四根内置带肋钢筋的中心点构成正方形的四个顶点。

[0012] 作为优选，注浆嘴和出浆嘴分别设置于无缝方钢管的两端距离端口10～15mm处。

[0013] 作为优选，无缝方钢管由长方钢管切割而成。

[0014] 作为优选，内置带肋钢筋由普通热轧带肋钢筋切割而成。

[0015] 作为优选，内置弹簧为线径2mm的回力弹簧。

[0016] 作为优选，塞子为橡胶材质。

[0017] 作为优选，无缝方钢管为普通碳素结构钢材质。

[0018]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有益效果如下：

[0019] 1 .  本发明使用的原材料普通且易于获得，加工制作过程简单，成本低廉，使用性

能优异，能广泛运用于预制剪力墙、预制柱和梁柱节点之间钢筋的连接。

[0020] 2.  节省材料：方形钢管与圆形钢管，在有效空腔相同的情况下即锚固性能相近的

情况下，方形钢管的横截面及体积均小于圆形钢管的横截面及体积。比如通过实验证实，外

边长/内边长为40mm/33mm的方形套筒和外径/内径为50mm/43mm的锚固性能是相近的即具

有相同的有效空腔，既然能达到同样锚固效果，选择方形钢管既能够节省材料，又能够节约

空间。

[0021] 3.  材料成本低：本发明灌浆套筒的筒体即无缝方钢管采用的钢材是普通碳素结

构钢；现有灌浆套筒是通过车削工艺或采用铸造工艺在筒体内壁形成肋，采用的钢材是低

合金钢材或球墨铸铁等。

[0022] 4. 内置弹簧相当于是套筒内的肋，代替传统的车削加工或铸造成型的肋，用来增

加套筒与灌浆料的机械咬合力；传统的内壁的肋形成工艺复杂，本发明灌浆套筒结构简单、

制作方便、便于批量生产。

[0023] 5.  受力形式创新；传统套筒的套筒壁直接承受轴向拉力和灌浆料膨胀产生的径

向膨胀力，本发明灌浆套筒的内置带肋钢筋承担主要轴向拉力，方钢管承受径向膨胀力。

[0024] 如果本发明灌浆套筒的方钢管内部不焊接内置带肋钢筋，那么方钢管自身将承担

连接钢筋的所有拉力，此时方钢管自身的抗拉强度应当满足钢筋的极限抗拉承载力，因此

对套筒材料的要求比较高，相应的成本也会增加很多；而本发明灌浆套筒结构中，内置钢筋

能够承担主要轴向拉力，因此可以降低对灌浆套筒的材质要求；另外由于灌浆料的径向膨

胀作用对钢管产生的膨胀力相对于套筒的轴向拉力来说很小，所以采用普通钢管即可以满

足要求。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实施例1所述灌浆套筒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为图1中灌浆套筒的A-A剖面图；

[0027] 图3为实施例1所述灌浆套筒应用示意图；

[0028] 图4为图3中灌浆套筒的B-B剖面图；

[0029] 图5为灌浆套筒接头试件A1、A2、A3、a1、a2、a3的荷载-位移关系曲线；

[0030] 图6为灌浆套筒接头试件A4、A5、A6、a4、a5、a6的荷载-位移关系曲线；

[0031] 图7为试件a1的荷载-应变关系曲线（沿轴向方向的轴向应变）；

[0032] 图8为试件a1的荷载-应变关系曲线（沿轴向方向的环向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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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图中：1-无缝方钢管；2-内置弹簧；3-内置带肋钢筋；4-注浆嘴；5-限位销；6-塞子；

7-出浆嘴；8-待连接钢筋；9-水泥基灌浆料。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为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实例及附图对本发

明作进一步描述，但不限定本发明。

[0035] 一、实施例1

[0036] 一种用于预制混凝土构件钢筋连接的新型灌浆套筒，参见图1和图2，包括无缝方

钢管1，无缝方钢管1管内设置有内置弹簧2和内置带肋钢筋3，内置带肋钢筋3有四根，分别

以与无缝方钢管1中心轴线大致平行的方式焊接在无缝方钢管1的四个内角；内置弹簧2设

置于四根内置带肋钢筋3所形成的空间内，内置弹簧2外壁与内置带肋钢筋3侧壁局部贴合

并焊接，内置弹簧2与无缝方钢管1共中心轴线设置；内置弹簧2内径大于预制混凝土构件的

待连接钢筋8的外径，以容纳待连接钢筋8分别从内置弹簧2两端端口插入；无缝方钢管1管

壁上设有与无缝方钢管1内部连通的注浆嘴4和出浆嘴7，用于灌注浆料；无缝方钢管1的两

开口端设有用于封闭端口的塞子6，塞子6中部具有与待连接钢筋8直径匹配的孔洞。

[0037] 无缝方钢管1内中部固定有限位销5，限位销5垂直于无缝方钢管1的中心轴线设置

限制待连接钢筋8锚固长度。

[0038] 内置弹簧2、内置带肋钢筋3分别与无缝方钢管1长度相同。

[0039] 四根内置带肋钢筋3的中心点构成正方形的四个顶点。

[0040] 注浆嘴4和出浆嘴7分别设置于无缝方钢管1的两端距离端口10~15mm处。

[0041] 无缝方钢管1由长方钢管切割而成。无缝方钢管1的材料是普通碳素结构钢、优质

碳素结构钢、低合金高强度钢或其他。

[0042] 内置带肋钢筋3由普通热轧带肋钢筋切割而成。

[0043] 内置弹簧2为线径2mm的回力弹簧。

[0044] 塞子6为橡胶材质。

[0045] 二、下面为实施例1种灌浆套筒的工程应用，以预制混凝土柱之间的钢筋连接为

例：

[0046] （1）在预制构件加工厂预制上预制柱时，将实施例1的灌浆套筒根据配筋安装到上

预制柱底部，灌浆套筒底部与上预制柱底部平齐，并将灌浆套筒固定在现浇钢筋混凝土用

木制模板中，将上预制柱中待连接钢筋插入固定好的灌浆套筒中至指定深度，并在灌浆套

筒的上端口用橡胶塞封堵，灌浆套筒下端口用没有开口的橡胶塞临时封堵，防止水泥浆进

入；待与下预制柱连接后重新用有开口的橡胶塞封住，固定好上预制柱待连接钢筋后浇筑

整个上预制柱混凝土至规定强度后，脱模待用。

[0047] （2）在预制柱构件现场安装时，使用起重机将上预制柱起吊，将预埋在上预制柱中

的灌浆套筒的套筒口对准相同位置伸出外露的待连接钢筋的端部，然后慢慢下降直至下预

制柱安装到位。

[0048] （3）在预制柱构件矫正和临时固定后，对上预制柱和下预制柱的接缝处使用灌缝

砂浆封堵，然后从灌浆套筒的低位处的注浆嘴灌注高强度无收缩灌浆料，以及灌浆套筒的

高位处的排浆嘴灌浆料排出，封堵后养护至规定的强度，即完成预制柱的竖向纵筋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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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三、下面为灌浆套筒接头试件及其性能测试：

[0050] 灌浆套筒接头试件的制作：在实验室制作如图3及图4所示的灌浆套筒接头试件，

试件所采用钢管类型及尺寸见表1，制作试样见表2：

[0051] 表1.方形和圆形钢管的尺寸

[0052]

[0053] 表2  灌浆套筒接头试件

[0054]

[0055] 锚固长度：单侧连接钢筋深入灌浆套筒的长度。

[0056]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方形钢管对应的灌浆套筒的结构为本发明灌浆套筒结构；上

述圆形钢管对应的灌浆套筒的结构即为仅将本发明灌浆套筒中的无缝方钢管替换为圆形

钢管且其他结构相同所对应的结构。

[0057] 四、下面为灌浆套筒锚固性能测试和钢管外表面应变测量：

[0058] （1）灌浆套筒锚固性能测试

[0059] 将表2中所述的12种灌浆套筒接头试件在万能材料试验机上做拉伸试验，试验机

最大量程为1000kN，加载速率2MPa每秒，钢筋断裂或被拔出时终止加载，试验过程中由试验

机自动记录荷载及夹具间的位移。试件荷载-位移关系曲线如图5和图6，其中横坐标为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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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夹具间的相对位移。

[0060] 可以看出，对于同种型号的钢筋，圆形钢管套筒和方形钢管套筒的拉伸荷载-位移

曲线相似，共分为四段。第一个上升段试件刚度较大，荷载和位移呈线性相关，钢筋横肋与

灌浆料之间相互挤压，钢筋屈服前在套筒端部未发现明显的劈裂裂缝；水平段为钢筋屈服

阶段；第二个上升段为钢筋强化阶段，在该阶段钢筋与灌浆料之间充分挤压，肋前灌浆料破

碎区不断扩大，灌浆料劈裂裂缝充分开展；下降段为钢筋颈缩阶段。

[0061] 在弹性阶段，方形套筒和圆形套筒的曲线基本重合，在屈服以及强化阶段，套筒长

度为315mm和375mm的试件的曲线也基本重合，由此可知，方形钢管套筒对钢筋的锚固性能

和圆形钢管套筒对钢筋的锚固性能基本保持一致，所以方形钢管套筒对钢筋的连接作用也

是可靠的，并没有因为套筒形状的改变而降低。

[0062] （2）灌浆套筒接头试件的钢管外表面应变

[0063] 为研究套筒的应力分布，试验还选取表2中所述的试件a1，在试件a1的套筒的外壁

沿套筒轴向和环向粘贴应变片，对套筒表面应变进行检测。

[0064] 图7为试件a1的荷载-应变关系曲线（沿轴向方向的轴向应变），纵坐标代表的是应

变，横坐标代表的是应变片在套筒轴向上的位置，横坐标0表示套筒轴向上的中心位置，图

中曲线分别表示在荷载为10kN、20kN、30kN、40kN、50kN、60kN的情况下，套筒表面各位置处，

轴向应变的大小。由图7可以看出，套筒轴向应变为拉应变，从中间向两端呈对称分布，并逐

渐减小，荷载越大，应变越大。

[0065] 图8为试件a1的荷载-应变关系曲线（沿轴向方向的环向应变），纵坐标代表的是应

变，横坐标代表的是应变片在套筒轴向上的位置，横坐标0表示套筒轴向上的中心位置，图

中曲线分别表示在荷载为10kN、20kN、30kN、40kN、50kN、60kN的情况下，套筒表面各位置处，

轴向应变的大小。由图8可知，套筒环向应变为压应变，从中间向两端呈对称分布，并逐渐减

小，荷载越大，应变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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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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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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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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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11

CN 108487551 B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