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873477.3

(22)申请日 2019.09.17

(71)申请人 时靖

地址 276000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安康小

区2号楼1602室

(72)发明人 时靖　

(51)Int.Cl.

E04B 1/24(2006.01)

E04C 3/04(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Z型承重梁及梁柱复合结构及其防火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Z型承重梁及梁柱复合结

构及其防火方法，结构优点：用Z型承重梁替代H

型梁，其腹板方便连接门窗柱并参与结构承重，

主梁的支承点增加，支点间跨度极大减小，主梁

端部受力改善，与其连接的主结构柱截面也相应

减小，钢材在建筑中的分布和结构受力更加均

匀，Z型梁的上翼缘放置上一层建筑的墙体，腹板

连接本层的门窗柱，下翼缘放置本层的楼面梁，Z

型承重梁隐藏在墙体内，与传统H型梁相比，安装

完墙板后室内外不露梁柱，不需要对梁柱进行二

次包覆，通过预埋在外墙板内的柔性连接件，将

外墙板与梁柱一体结构连接形成延性结构，提高

结构抗震性能。因柱距较小，室内侧的柱表面覆

盖一层保温防火棉，用横向设置的檩条使之固定

在柱子上，形成一层防火绝缘层，檩条内侧连接

内墙板，最后形成具有保温隔热、防火防水、结构

紧密的装配式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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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Z型承重梁，包括横向板一(101)、横向板二(102)和垂直连接在横向板一(101)

与横向板二(102)之间的腹板(103)，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板一(101)和横向板二(102)为

平直的，所述腹板(103)设置在横向板一(101)的后端和横向板二(102)的前端且其为一体

结构构成Z型承重梁(1)。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Z型承重梁，其特征在于：所述Z型承重梁(1)两端的腹板

(103)和上、下翼缘焊接有端板(9)，所述腹板(103)用于连接本层墙柱，所述Z型承重梁(1)

的下翼缘用于放置本层楼面梁(7)，所述Z型承重梁(1)的上翼缘用于放置上一层建筑墙体。

3.一种Z型承重梁的梁柱复合结构，包括Z型承重梁(1)、端板(9)、结构柱(8)和门窗柱

(2)组成的梁柱复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端板(9)与结构柱(8)通过焊接或螺栓相连接，

所述Z型承重梁(1)的腹板通过螺栓或焊接固定连接有门窗柱(2)，两根所述Z型承重梁(1)

的腹板间的下翼缘上安装有楼面梁(7)。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Z型承重梁的梁柱复合结构，其特征在于：室内一侧的所

述门窗柱(2)和结构柱(8)通过横向设置的檩条(3)将填充物(4)固定，所述檩条(3)的外侧

覆盖有内墙板(6)。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Z型承重梁的梁柱复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充物(4)

为柔性可压缩A级防火材料，所述填充物(4)的室内侧与两组所述檩条(3)的中部设置有空

档，空档用于铺设水电管线(5)。

6.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Z型承重梁的梁柱复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门窗柱(2)

的室外一侧设置有外墙板(10)，所述外墙板(10)制作时设置有预埋件(11)。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Z型承重梁的梁柱复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埋件

(11)卡住结构柱(2)并通过卡箍(12)固定。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Z型承重梁的梁柱复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墙板

(10)的两端开有L型口，上下两端所述外墙板(10)通过L型口相互配合，所述外墙板(10)的

表面中部固定连接有墙板缝压条(15)。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Z型承重梁的梁柱复合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门窗柱(2)

的下端设有墙体托梁(13)，所述外墙板(10)的两端卡接有S型连接件(14)和密封条(16)。

10.一种Z型承重梁的梁柱复合结构的防火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通过焊接、热轧的方式制成的Z型梁(1)，其腹板厚度较上、下翼缘板薄，并在Z

型承重梁(1)的两端设有端板(9)；

步骤二：将Z型承重梁(1)两端的端板(9)采用焊接或者栓接的方式固定在结构柱(8)

上，通过Z型承重梁(1)中部的腹板(103)与门窗柱(2)组合连接后形成梁柱一体复合结构；

步骤三：在Z型承重梁(1)的下翼缘上安放本层的楼板构件(7)，待本层结构安装完成

后，在Z型承重梁(1)的上翼缘上放置上一层建筑的墙体结构；

步骤四：在门窗柱(2)的室外一侧安装外墙板(10)，通过外墙板(10)的上、下端开有的L

型口，将S型连接件(14)以及密封条(16)放置进外墙板(10)的上、下端开有的L型口中，L型

口的外部用不锈钢或铝合金等材质的墙板缝压条(15)封闭，形成外墙板(10)水平方向的防

水密封，墙板缝压条(15)通过自攻螺丝连接在S型连接件(14)上，从而起到长久防水的效

果；

步骤五：用横向布置的檩条(3)把一定厚度和容重的填充物(4)压固在室内一侧的立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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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达到钢结构防火和建筑隔音保温的作用；

步骤六：在填充物(4)的室内侧、上下两组檩条(3)中间的空档处铺设水电管线(5)，内

墙板(6)安装在檩条(3)的内侧，将填充物及水电管线全部覆盖；

步骤七：制作外墙板(10)时将预埋件(11)固定在混凝土内，安装时通过卡箍(12)将外

墙板(10)与门窗柱(2)进行连接，预埋件(11)和卡箍(12)形成柔性连接机构，外墙板(10)与

梁柱一体结构连接后组成延性结构，提高结构的抗震性能；

步骤八：通过L型口将相邻上下楼层的外墙板(10)形成相互配合安装，最后形成具有保

温隔热、防火防水、结构紧密的装配式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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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Z型承重梁及梁柱复合结构及其防火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Z型承重梁及梁柱复合结构及其防火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钢结构建筑领域，传统使用的是H型梁，在施工过程中，墙体与梁的连接是利用H

梁的下翼缘焊接的连接板、通过许多勾头螺栓穿透墙板进行固定的。安装完墙板以后，墙板

上方的H梁和左右两边的结构柱裸露在外面，需要二次包覆，并且室内部分的H梁不仅会占

用室内空间也需要再做防火包覆处理，长期造成钢结构建筑较其他建筑费用居高不下。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种Z型承重梁及梁柱复合结构及其防火方法，可以

有效解决背景技术中的问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Z型承重梁，包括横向板一、横向板二和垂直连接在横向板一与横向板二之间

的腹板，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板一和横向板二为平直的，所述腹板设置在横向板一的后端

和横向板二的前端且其为一体结构构成Z型承重梁。

[0006] 进一步地，所述Z型承重梁两端的腹板和上、下翼缘焊接有端板，所述腹板用于连

接本层墙柱，所述Z型承重梁的下翼缘用于放置本层楼面梁，所述Z型承重梁的上翼缘用于

放置上一层建筑墙体。

[0007] 一种Z型承重梁的梁柱复合结构，包括Z型承重梁、端板、结构柱和门窗柱组成的梁

柱复合结构，所述端板与结构柱通过焊接或螺栓相连接，所述Z型承重梁的腹板通过螺栓或

焊接固定连接有门窗柱，两根所述Z型承重梁的腹板间的下翼缘上安装有楼面梁。

[0008] 进一步地，所述门窗柱的室外一侧设置有外墙板，所述外墙板制作时设置有预埋

件。

[0009] 进一步地，所述预埋件卡住结构柱并通过卡箍固定。

[0010] 进一步地，所述外墙板的两端开有L型口，上下两端所述外墙板通过L型口相互配

合，所述外墙板的表面中部固定连接有墙板缝压条。

[0011] 进一步地，所述门窗柱的下端设有墙体托梁，所述外墙板的两端卡接有S型连接件

和密封条。

[0012] 进一步地，室内一侧的所述门窗柱和结构柱通过横向设置的檩条将填充物固定，

所述檩条的外侧覆盖有内墙板。

[0013] 进一步地，所述填充物为柔性可压缩A级防火材料，包括岩棉、玻璃棉和气凝胶，所

述填充物的室内侧与两组所述檩条的中部设置有空档，空档用于铺设水电管线。

[0014] 一种Z型承重梁的梁柱复合结构的防火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步骤一：通过焊接、热轧的方式制成的Z型梁，其腹板厚度较上、下翼缘板薄，并在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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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承重梁的两端设有端板；

[0016] 步骤二：将Z型承重梁两端的端板采用焊接或者栓接的方式固定在结构柱上，通过

Z型承重梁中部的腹板与门窗柱组合连接后形成梁柱一体复合结构；

[0017] 步骤三：在Z型承重梁的下翼缘上安放本层的楼板构件，待本层结构安装完成后，

在Z型承重梁的上翼缘上放置上一层建筑的墙体结构；

[0018] 步骤四：在门窗柱的室外一侧安装外墙板，通过外墙板的上、下端开有的L型口，将

S型连接件以及密封条放置进外墙板的上、下端开有的L型口中，L型口的外部用不锈钢或铝

合金等材质的墙板缝压条封闭，形成外墙板水平方向的防水密封，墙板缝压条通过自攻螺

丝连接在S型连接件上，从而起到长久防水的效果；

[0019] 步骤五：用横向布置的檩条把一定厚度和容重的填充物压固在室内一侧的立柱

上，以达到钢结构防火和建筑隔音保温的作用；

[0020] 步骤六：在填充物的室内侧、上下两组檩条中间的空档处铺设水电管线，内墙板安

装在檩条的外侧，将填充物及水电管线全部覆盖；

[0021] 步骤七：制作外墙板时将预埋件固定在混凝土内，安装时通过卡箍将外墙板与门

窗柱进行连接，预埋件和卡箍形成柔性连接机构，外墙板与梁柱一体结构连接后组成延性

结构，提高结构的抗震性能；

[0022] 步骤八：通过L型口将相邻上下楼层的外墙板形成相互配合安装，最后形成具有保

温隔热、防火防水、结构紧密的装配式墙体。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4] (1)：该种发明通过设置有Z型承重梁、端板、外墙板和门窗柱，方便通过Z型承重梁

能够连接本层的墙体结构柱，其下翼缘上可以放置本层的楼板构件，上翼缘上可以放置上

一层建筑的墙体，采用Z型承重梁与传统H型梁相比，安装完外墙板后室内外不露梁柱，而且

因Z型梁的腹板与门窗柱连接方便，柱距最小可以设置到2米以下，梁跨度极大减小、端板处

的集中受力被改善，梁柱的截面也相应减小，将原来距离长截面大的梁柱结构改成距离小

截面小的多柱结构，而且门窗柱将房间围成了筒式结构形式，减小了钢结构布置的不均匀

性，具有结构稳定性高和安装快捷的优点；

[0025] (2)：该种发明因柱距小，室内采用横向放置的檩条将保温棉固定在室内侧的结构

柱上，不需要再涂刷防火涂层，同时还达到结构断桥和保温隔音的效果，室外墙板厚度20毫

米以下的薄板时可用标准尺寸的板材通过自攻螺丝与门窗柱相连接，厚度30毫米以上的预

制墙板可在混凝土内预埋连接件，与结构柱采用柔性连接，对钢结构形成蒙皮效应，具有较

好的延性和较高的整体稳定性及装配率，最后形成具有保温隔热、防火防水、结构紧密的装

配式墙体。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的整体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的门窗柱的局部结构示意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的室内保温与线管墙板示意图；

[0029] 图4为本发明的门窗柱和外墙板的内部局部结构示意图；

[0030] 图5为本发明的外墙板的预埋件与门窗柱连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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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图6为本发明的Z型承重梁与门窗柱组合后的梁柱一体复合结构示意图；

[0032] 图7为本发明的Z型承重梁的表面结构示意图；

[0033] 图8为本发明的Z型承重梁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34] 图中：1、Z型承重梁；101、横向板一；102、横向板二；103、腹板；2、门窗柱；3、檩条；

4、填充物；5、水电管线；6、内墙板；7、楼面梁；8、结构柱；9、端板；10、外墙板；11、预埋件；12、

卡箍；13、墙体托梁；14、S型连接件；15、墙板缝压条；16、密封条。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为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

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36] 如图1-8所示，一种Z型承重梁，包括横向板一101、横向板二102和垂直连接在横向

板一101与横向板二102之间的腹板103，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板一101和横向板二102为平

直的，所述腹板103设置在横向板一101的后端和横向板二102的前端且其为一体结构构成Z

型承重梁1。

[0037] 其中，所述Z型承重梁1两端的腹板103和上、下翼缘焊接有端板9，所述腹板103用

于连接本层墙柱，所述Z型承重梁1的下翼缘用于放置本层楼面梁7，所述Z型承重梁1的上翼

缘用于放置上一层建筑墙体。

[0038] 一种Z型承重梁的梁柱复合结构，包括Z型承重梁1、端板9、结构柱8和门窗柱2组成

的梁柱复合结构，所述端板9与结构柱8通过焊接或螺栓相连接，所述Z型承重梁1的腹板通

过螺栓或焊接固定连接有门窗柱2，两根所述Z型承重梁1的腹板间的下翼缘上安装有楼面

梁7。

[0039] 其中，所述门窗柱2的室外一侧设置有外墙板10，所述外墙板10制作时设置有预埋

件11。

[0040] 其中，所述预埋件11卡住结构柱2并通过卡箍12固定。

[0041] 其中，所述外墙板10的两端开有L型口，上下两端所述外墙板10通过L型口相互配

合，所述外墙板10的表面中部固定连接有墙板缝压条15。

[0042] 其中，所述门窗柱2的下端设有墙体托梁13，所述外墙板10的两端卡接有S型连接

件14和密封条16。

[0043] 其中，室内一侧的所述门窗柱2和结构柱8通过横向设置的檩条3将填充物4固定，

所述檩条3的外侧覆盖有内墙板6。

[0044] 其中，所述填充物为柔性可压缩A级防火材料，包括岩棉、玻璃棉和气凝胶，所述填

充物4的室内侧与两组所述檩条3的中部设置有空档，空档用于铺设水电管线5。

[0045] 一种Z型承重梁的梁柱复合结构的防火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6] 步骤一：通过焊接、热轧的方式制成的Z型梁，其腹板厚度较上、下翼缘板薄，并在Z

型承重梁的两端设有端板；

[0047] 步骤二：将Z型承重梁1两端的端板9采用焊接或者栓接的方式固定在结构柱8上，

通过Z型承重梁1中部的腹板103与门窗柱2组合连接后形成梁柱一体复合结构；

[0048] 步骤三：在Z型承重梁1的下翼缘上安放本层的楼板构件7，待本层结构安装完成

后，在Z型承重梁1的上翼缘上放置上一层建筑的墙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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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9] 步骤四：在门窗柱2的室外一侧安装外墙板10，通过外墙板10的上、下端开有的L型

口，将S型连接件14以及密封条16放置进外墙板10的上、下端开有的L型口中，L型口的外部

用不锈钢或铝合金等材质的墙板缝压条15封闭，形成外墙板10水平方向的防水密封，墙板

缝压条15通过自攻螺丝连接在S型连接件14上，从而起到长久防水的效果；

[0050] 步骤五：用横向布置的檩条3把一定厚度和容重的填充物4压固在室内一侧的立柱

上，以达到钢结构防火和建筑隔音保温的作用；

[0051] 步骤六：在填充物4的室内侧、上下两组檩条3中间的空档处铺设水电管线5，内墙

板6安装在檩条3的内侧，将填充物及水电管线全部覆盖；

[0052] 步骤七：制作外墙板10时将预埋件11固定在混凝土内，安装时通过卡箍12将外墙

板10与门窗柱2进行连接，预埋件11和卡箍12形成柔性连接机构，外墙板10与梁柱一体结构

连接后组成延性结构，提高结构的抗震性能；

[0053] 步骤八：通过L型口将相邻上下楼层的外墙板10形成相互配合安装，最后形成具有

保温隔热、防火防水、结构紧密的装配式墙体。

[0054] 需要说明的是，本发明为一种Z型承重梁及梁柱复合结构及其防火方法，在使用过

程中，先通过焊接的方式往Z型承重梁1的两端固定上端板9，使得Z型承重梁1与端板9焊接

固定，再通过Z型承重梁1两端的端板9采用焊接或者栓接的方式固定在结构柱8上，在Z型承

重梁1的下翼缘上安放本层的楼板构件，在Z型承重梁1的上翼缘上放置上一层建筑的墙体

结构，从而通过Z型承重梁1中部的腹板103与门窗柱2组合连接后形成梁柱一体复合结构，

在门窗柱2的室外一侧安装墙板10，由于外墙板10的上、下端开有的L型口，从而将S型连接

件14以及密封条16放置进外墙板10的上、下端开有的L型口中，L型口的外部用不锈钢或铝

合金等材质的墙板缝压条15封闭，形成外墙板10水平方向的防水密封，墙板缝压条15通过

自攻螺丝连接在S型连接件14上，能够有效地起到防水密封的效果，在外墙板10制作时在混

凝土中放置预埋件11，安装时通过卡箍12将外墙板10固定在门窗柱2上，外墙板10与梁柱一

体结构的柔性连接形成较好的延性结构，提高结构的抗震性能，通过L型口将相邻上下楼层

的外墙板10形成相互配合安装，在门窗柱2的室内一侧，用横向布置的檩条3把一定厚度和

容重的填充物4压固在室内一侧的立柱上，以达到钢结构防火和建筑隔音保温的作用，填充

物4的室内侧、上下两组檩条3中间的空档处安装放置水电管线5，内墙板6安装在檩条3的内

侧，将填充物及水电管线全部覆盖在墙板内，安装完内外墙板后室内外不露梁柱，梁柱不需

要二次包裹，最后形成具有保温隔热、防火防水、结构紧密的装配式墙体。

[0055] 实施例一：先制作Z型梁，再将端板9焊接在Z型承重梁1的两端，再将端板9采用焊

接或者栓接的方式与结构柱8固定，此时，在Z型承重梁1的下翼缘上安放楼层板，在Z型承重

梁1的上翼缘上放置上一层建筑的墙体结构，Z型承重梁1的两端可以连接本层的墙体结构

柱8，采用Z型承重梁1表面的腹板103与门窗柱2连接，形成梁柱一体复合结构，由于腹板103

方便安装和布置门窗柱2，柱距最小可以设置到门窗柱2米以下，梁跨度极大减小、梁端的集

中受力被改善，柱的截面也相应减小，将原来距离长截面大的梁柱改成距离小截面小的多

柱结构，而且门窗柱2将房间围成了筒式结构形式，减小了钢结构布置的不均匀性，具有结

构稳定性高和安装快捷的优点，在填充物4的室内侧、上下两组檩条3中间的空档处安装放

置水电管线5，安装完后，因柱距小，钢结构防火采用横向放置的檩条3将填充物4固定在室

内侧的结构柱8上，不需要再涂刷防火涂层，同时还达到结构断桥和保温隔音的效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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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墙板10的上、下端开有的L型口，将S型连接件14以及密封条16放置进外墙板10的上、下端

开有的L型口中，L型口的外部用不锈钢或铝合金等材质的墙板缝压条15封闭，形成外墙板

10水平方向的防水密封，将墙板缝压条15通过自攻螺丝连接在S型连接件14上，从而起到防

水的效果，外墙板10制作安装时通过卡箍12和预埋件11与门窗柱2进行连接，通过L型口将

相邻上下楼层上外墙板10形成相互配合安装，外墙板10与门窗柱2、结构柱8采用柔性连接，

形成钢结构蒙皮效应，具有较高的整体稳定性及装配率，安装完内外墙板后室内外不露梁

柱，梁柱不需要二次包裹，最后形成具有保温隔热、防火防水、结构紧密的装配式墙体。

[0056]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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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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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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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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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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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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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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