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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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0035884.8

(22)申请日 2017.01.17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59275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04.26

(73)专利权人 北京工业大学

地址 100124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72)发明人 刘学春　崔小雄　徐路　和心宁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思海天达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203

代理人 沈波

(51)Int.Cl.

E04B 1/00(2006.01)

E04B 1/348(2006.01)

(56)对比文件

JP 2003227199 A,2003.08.15,全文.

CN 103993654 A,2014.08.20,全文.

CN 105113629 A,2015.12.02,全文.

CN 105421818 A,2016.03.23,全文.

CN 105863067 A,2016.08.17,全文.

审查员 郑卡云

 

(54)发明名称

一种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

结构体系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

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属于结构工程技术领

域，包括装配式房屋模块、基础模块、模块之间的

吊钩和弯板连接件；所述装配式房屋各种模块在

工厂加工制造，在施工现场将各模块通过吊钩和

弯板进行插接，然后在柱内浇筑混凝土或者焊

接，即可完成结构建造；吊钩和弯板不仅可以起

到插接和导引模块入位的作用，还可以与混凝土

进行锚固，加强节点的连接；整体房屋模块之间

形成双柱结构，加强了房屋整体结构性能。房屋

模块在工厂可以完成内外墙体、楼板、门窗的安

装，可以完成全部或者部分内装修和外装修，显

著减少工地现场工作量，提高施工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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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该体系包括基础

模块、盒子式房屋模块、倒V型吊钩(5)和弯板连接件，倒V型吊钩(5)和弯板连接件设置在各

个盒子式房屋模块之间；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在工厂加工制造，在施工现场将各模块通过

倒V型吊钩(5)和弯板连接件进行插接，然后在柱内浇筑混凝土或者焊接，即完成结构体系

的建造；倒V型吊钩(5)和弯板连接件不仅起到插接和导引房屋模块入位的作用，还与混凝

土进行锚固，加强节点的连接；整体房屋模块之间形成双柱结构，加强房屋整体结构性能；

房屋模块在工厂完成内外墙体、楼板、门窗的安装，完成全部或者部分内装修和外装修；

在施工现场通过节点连接装配为整体结构；

所述的基础模块全部为柱下独立基础，有两种形式，分别为基础模块A和基础模块B，基

础模块A为单柱形式，基础模块B为双柱形式；所述各整体盒子式房屋模块之间的连接件包

括倒V型吊钩(5)和弯板连接件(7)；

所述基础模块A由素混凝土垫层(1)、基础底板(2)、钢筋网、钢筋混凝土柱(3)、基础单

短柱(4)和倒V型吊钩(5)构成；基础模块A的钢筋网、基础单短柱(4)和倒V型吊钩(5)构件均

在工厂加工制作完成，然后通过焊接将倒V型吊钩(5)安装于基础单短柱(4)上；施工现场进

行素混凝土垫层(1)和钢筋混凝土柱(3)与基础单短柱(4)的制作与固定；先进行素混凝土

垫层(1)的施工，待其初凝后，进行基础底板(2)和钢筋混凝土柱(3)的浇筑，钢筋网平行于

素混凝土垫层(1)，并按照设计尺寸的要求在钢筋网上部布置竖向钢筋，基础单短柱(4)竖

放于钢筋混凝土柱(3)的中心位置，相邻平面重合；之后在基础单短柱(4)的周围的竖向钢

筋上按照距离要求水平布置箍筋；最后进行浇筑，固定基础单短柱(4)；

所述基础模块B亦由素混凝土垫层(1)、基础底板(2)、钢筋网、钢筋混凝土柱(3)、基础

双短柱(6)和倒V型吊钩(5)构成；基础模块B的钢筋网、基础双短柱(6)和倒V型吊钩(5)构件

均在工厂加工制作完成，基础双短柱(6)是将两个基础单短柱(4)的两个相邻侧面焊接在一

起，方便实现大规模的装配工程；然后通过焊接的方式将倒V型吊钩(5)安装于基础双短柱

(6)上；施工现场进行素混凝土垫层(1)和钢筋混凝土柱(3)与基础双短柱(6)的制作与固

定；先进行素混凝土垫层(1)的施工，待其初凝后，进行基础底板(2)和钢筋混凝土柱(3)的

浇筑，钢筋网平行于素混凝土垫层(1)，并按照设计尺寸的要求在钢筋网的上部布置竖向钢

筋，基础双短柱(6)竖放于钢筋混凝土柱(3)的中心位置，相邻平面重合；之后在基础双短柱

(6)的周围的竖向钢筋上按照距离要求水平布置箍筋；最后进行浇筑，固定基础双短柱(6)；

节点连接中包括方管柱(8)、倒V型吊钩(5)、弯板连接件(7)、上梁(10)和下梁(9)，方管

柱(8)包括两层结构，分别为上层方管柱和下层方管柱，上层方管柱与上梁(10)相互垂直焊

接，下层方管柱和下梁(9)相互垂直焊接；上梁(10)的梁底与上层方管柱的底平齐，下梁(9)

梁顶与下层方管柱的顶平齐，下层方管柱顶部焊接的两个倒V型吊钩(5)斜向交叉，上层方

管柱的四边中心底部各焊接有一个弯板连接件(7)，下层方管柱顶部的倒V型吊钩(5)与上

层方管柱的四边中心底部的弯板连接件(7)相连接组成上下两层结构的连接节点；弯板连

接件(7)下端折角向内，在吊装过程中起到导向作用，倒V型吊钩(5)插入四块弯板连接件

(7)中间，插接后浇筑混凝土或者焊接，倒V型吊钩(5)和弯板连接件(7)起到锚固作用；

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包括房屋模块的钢框架、楼板和墙板；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的钢

框架通过如下步骤均在工厂加工完成：梁的焊接、柱的焊接、梁与柱的焊接相连以及房屋模

块的钢框架表面喷涂防火涂料；钢框架根据房屋的高度不同，增加斜支撑；所述楼板和墙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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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定以及门窗的安装是在完成盒子式房屋模块钢框架后，在工厂内完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其特征

在于：完成全部或者部分内装修和外装修，实现装修装饰一体化施工。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其特征

在于：所述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其盒子式房屋模块包括三种模

块，分别为盒子式房屋模块A、盒子式房屋模块B与盒子式房屋模块C，模块之间通过节点连

接方式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其特征

在于：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A分为房间I、走廊和房间II；房间I包括四个等高方管柱(8)、四

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下梁(9)、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即上梁(10)和预制楼板(11)；房间II

包括四个等高方管柱(8)、四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下梁(9)、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即上梁

(10)、预制楼板(11)和预制墙板；两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上梁(10)和两个长方形截面方管

梁即下梁(9)连接房间I和房间II；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A的全部构件在工厂加工制作完成，

然后通过焊接将各个构件拼装成所述的盒子式房屋模块A；等边截面方管梁为上梁(10)，长

方形截面方管梁为下梁(9)，方管柱与梁通过焊接拼装成立方体型钢框架，各方管柱等高平

齐，上梁梁顶与柱顶平齐，下梁梁底与柱底平齐；预制楼板(11)在柱子的相应部位设有柱

孔，待柱子与梁连接完成后，将预制楼板置于柱底和下梁形成的平面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其特征

在于：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B分为房间I、走廊和房间II；房间I包括四个等高方管柱(8)、四

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下梁(9)、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即上梁(10)和两个预制楼板(11)；房

间II包括四个等高方管柱(8)、四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下梁(9)、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即

上梁(10)、预制楼板(11)和预制墙板；两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下梁(9)和两个长方形截面方

管梁即上梁(10)连接房间I和房间II；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B的全部构件在工厂加工制作完

成，然后通过焊接将各个构件拼装成所述的盒子式房屋模块B；长方形截面方管梁为上梁

(10)，等边截面方管梁为下梁(9)，方管柱与梁通过焊接拼装成立方体型钢框架，各方管柱

等高平齐，上梁梁顶与柱顶相距一定距离，下梁梁底与柱底平齐；所述的钢筋混凝土楼板

(11)在柱子的相应部位设有柱孔，待柱子与梁连接完成后，将预制的混凝土楼板置于柱底

和下梁形成的平面及上梁形成的平面上。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其特征

在于：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C分为房间I、走廊和房间II；房间I包括四个等高方管柱(8)、八

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和两个预制楼板(11)；房间II包括四个等高方

管柱(8)、八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预制楼板(11)和预制墙板；四个等

边截面方管梁和两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连接房间I和房间II；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C的全部

构件在工厂加工制作完成，然后通过焊接将各个构件拼装成所述的盒子式房屋模块C；长方

形截面方管梁为上梁，等边截面方管梁分别为顶梁和下梁，方管柱与梁通过焊接拼装成立

方体型钢框架，各方管柱等高平齐，顶梁梁顶与柱顶平齐，上梁梁顶与柱顶相距一定距离，

下梁梁底与柱底平齐；所述的钢筋混凝土楼板(11)在柱子的相应部位设有柱孔，待柱子与

梁连接完成后，将预制的混凝土楼板置于下梁和上梁形成的平面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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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中的梁和柱采用方管梁和方柱。

权　利　要　求　书 3/3 页

4

CN 106592755 B

4



一种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属于结构工程技

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每年城乡新建房屋面积20亿平方米，其中80％以上为高能耗建筑，我国单位

建筑面积能耗是发达国家的2倍以上。据中国钢协统计，2011年我国钢产量突破7亿吨大关，

连续16年稳居世界各国钢产量首位，发达国家钢结构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50％以上，日

本占到80％，而我国不到4％。中国作为世界上建筑规模、钢材产量最大的国家，房屋钢结构

的发展严重滞后。

[0003] 传统的建筑施工效率较低，对施工周围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严重影响施工周边

环境和居民生活。施工过程中步骤多样，专业化程度低，导致工作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容易因

工作种类繁杂多样变化而出现的错误常常会减慢甚至阻滞施工进程速度进而影响施工速

度和施工质量。这些问题是高度工业化的装配式建筑创新势在必行。

[0004] 一种模块化低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是一种高度工业化的装配式建

筑，因其在工厂进行统一规格的施工，便于让所有装配式钢结构套件模块的每一种施工步

骤可以由同一支施工队伍进行，这样使得建筑施工专业化程度大幅提高，施工效率和施工

质量大幅提高，同时令突发性工程事故或错误的发生概率大幅降低；因装配式钢结构模块

的制造在工厂可以除固定水暖管道及装配式钢结构模块相互连接之外的全部施工，而且在

工厂周边通常住宅较少，大幅降低了施工对居民生活环境的影响，且在建筑施工地区只需

进行模块间的连接、模块间管线的相互连接和在柱内灌注混凝土就可以完成建设；现场快

速装配，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前提下，提高了现场施工速度，减少了现场施工工期，降低总体

工程造价和工程事故或错误发生的几率。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出的一种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是

一种高度工业化的装配式建筑，该体系包括基础模块、盒子式房屋模块、倒V型吊钩和弯板

连接件，倒V型吊钩和弯板连接件设置在各个盒子式房屋模块之间；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在

工厂加工制造，在施工现场将各模块通过倒V型吊钩和弯板连接件进行插接，然后在柱内浇

筑混凝土或者焊接，即完成结构体系的建造；倒V型吊钩和弯板连接件不仅可以起到插接和

导引房屋模块入位的作用，还可以与混凝土进行锚固，加强节点的连接。整体房屋模块之间

形成双柱结构，加强了房屋整体结构性能。房屋模块在工厂可以完成内外墙体、楼板、门窗

的安装，可以完成全部或者部分内装修和外装修，显著减少工地现场工作量，提高施工速

度。本发明将模块化，工厂化，标准化和装配化相结合，实现了工厂化生产，现场快速装配，

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前提下，提高了施工速度，减少了施工工期，降低了工程造价。

[0006] 所述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结构由基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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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盒子式房屋模块组成，在施工现场通过节点连接装配为整体结构。

[0007] 所述的基础模块全部为柱下独立基础但不仅限于独立基础，还可以采用其他基础

形式，有两种形式，分别为基础模块A和基础模块B，基础模块A为单柱形式，基础模块B为双

柱形式。所述各整体盒子式房屋模块之间的连接件包括倒V型吊钩5和弯板连接件7。基础形

式不仅限于独立基础，还可以选用其他形式的基础。

[0008] 所述基础模块A由素混凝土垫层1、基础底板2、钢筋网、钢筋混凝土柱3、基础单短

柱4和倒V型吊钩5构成；基础模块A的钢筋网、基础单短柱4和倒  V型吊钩5构件均在工厂加

工制作完成，然后通过焊接将倒V型吊钩5安装于基础单短柱4上；施工现场进行素混凝土垫

层1和钢筋混凝土柱3与基础单短柱  4的制作与固定；先进行素混凝土垫层1的施工，待其初

凝后，进行基础底板2  和钢筋混凝土柱3的浇筑，钢筋网平行于素混凝土垫层1，并按照设计

尺寸的要求在钢筋网上部布置竖向钢筋，基础单短柱4竖放于钢筋混凝土柱3的中心位置，

相邻平面重合；之后在基础单短柱4的周围的竖向钢筋上按照距离要求水平布置箍筋；最后

进行浇筑，固定基础单短柱4。

[0009] 所述基础模块B亦由素混凝土垫层1、基础底板2、钢筋网、钢筋混凝土柱  3、基础双

短柱6和倒V型吊钩5构成；基础模块B的钢筋网、基础双短柱6和倒V型吊钩5构件均在工厂加

工制作完成，基础双短柱6是将两个基础单短柱4 的两个相邻侧面焊接在一起，方便实现大

规模的装配工程；然后通过焊接的方式将倒V型吊钩5安装于基础双短柱6上；施工现场进行

素混凝土垫层1和钢筋混凝土柱3与基础双短柱6的制作与固定；先进行素混凝土垫层1的施

工，待其初凝后，进行基础底板2和钢筋混凝土柱3的浇筑，钢筋网平行于素混凝土垫层  1，

并按照设计尺寸的要求在钢筋网的上部布置竖向钢筋，基础双短柱6竖放于钢筋混凝土柱3

的中心位置，相邻平面重合；之后在基础双短柱6的周围的竖向钢筋上按照距离要求水平布

置箍筋；最后进行浇筑，固定基础双短柱6。

[0010] 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中的节点连接中包括方管柱  8、倒

V型吊钩5、弯板连接件7、上梁10和下梁9，方管柱8包括两层结构，分别为上层方管柱和下层

方管柱，上层方管柱与上梁10相互垂直焊接，下层方管柱和下梁9相互垂直焊接；上梁10的

梁底与上层方管柱的底平齐，下梁9梁顶与下层方管柱的顶平齐，下层方管柱顶部焊接的两

个倒V型吊钩5斜向交叉，上层方管柱的四边中心底部各焊接有一个弯板连接件7，下层方管

柱顶部的倒V  型吊钩5与上层方管柱的四边中心底部的弯板连接件7相连接组成上下两层

结构的连接节点。弯板连接件7下端折角向内，在吊装过程中起到导向作用，倒V  型吊钩5插

入四块弯板连接件7中间，插接后浇筑混凝土或者焊接，倒V型吊钩5和弯板连接件7可以起

到锚固作用。

[0011] 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包括房屋模块的钢框架、楼板和墙板。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

的钢框架通过如下步骤均在工厂加工完成：梁的焊接、柱的焊接、梁与柱的焊接相连以及房

屋模块的钢框架表面喷涂防火涂料。钢框架可以根据房屋的高度不同，增加斜支撑。所述楼

板和墙板的固定以及门窗的安装是在完成盒子式房屋模块钢框架后，在工厂内完成。所述

墙板可以采用传统的砌筑方法，其砌筑方法及与框架的连接技术已经成熟，并且在工厂内

完成，在提高施工速度的同时，可以降低盒子式房屋模块的制造成本，但所述墙板不仅可以

采用传统的砌筑方法，还可以采用其他形式的墙板。

[0012] 此外还可以完成全部或者部分内装修和外装修，实现装修装饰一体化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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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所述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其盒子式房屋模块包括三种

模块，分别为盒子式房屋模块A、盒子式房屋模块B与盒子式房屋模块C，模块之间通过节点

连接方式连接。

[0014] 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A分为房间I、走廊和房间II；房间I包括四个等高方管柱8、四

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下梁9、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即上梁10和预制楼板11；房间II包括四

个等高方管柱8、四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下梁9、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即上梁10、预制楼板

11和预制墙板；两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上梁10和两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即下梁9连接房间I

和房间II。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A的全部构件在工厂加工制作完成，然后通过焊接将各个构

件拼装成所述的盒子式房屋模块A。等边截面方管梁为上梁10，长方形截面方管梁为下梁9，

方管柱与梁通过焊接拼装成立方体型钢框架，各方管柱等高平齐，上梁梁顶与柱顶平齐，下

梁梁底与柱底平齐；预制楼板11在柱子的相应部位设有柱孔，待柱子与梁连接完成后，将预

制楼板置于柱底和下梁形成的平面上。

[0015] 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B分为房间I、走廊和房间II；房间I包括四个等高方管柱8、四

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下梁9、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即上梁10和两个预制楼板11；房间II包

括四个等高方管柱8、四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下梁9、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即上梁10、预制

楼板11和预制墙板；两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下梁9和两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即上梁10连接

房间I和房间II。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B的全部构件在工厂加工制作完成，然后通过焊接将

各个构件拼装成所述的盒子式房屋模块B。长方形截面方管梁10为上梁，等边截面方管梁9

为下梁，方管柱与梁通过焊接拼装成立方体型钢框架，各方管柱等高平齐，上梁梁顶与柱顶

相距一定距离，下梁梁底与柱底平齐；所述的钢筋混凝土楼板11在柱子的相应部位设有柱

孔，待柱子与梁连接完成后，将预制的混凝土楼板置于柱底和下梁形成的平面及上梁形成

的平面上。

[0016] 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C分为房间I、走廊和房间II；房间I包括四个等高方管柱8、八

个等边截面方管梁9、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10和两个预制楼板11；房间II包括四个等高方

管柱8、八个等边截面方管梁9、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  10、预制楼板11和预制墙板；四个等

边截面方管梁9和两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  10连接房间I和房间II。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C的

全部构件在工厂加工制作完成，然后通过焊接将各个构件拼装成所述的盒子式房屋模块C。

长方形截面方管梁10为上梁，等边截面方管梁9分别为顶梁和下梁，方管柱与梁通过焊接拼

装成立方体型钢框架，各方管柱等高平齐，顶梁梁顶与柱顶平齐，上梁梁顶与柱顶相距一定

距离，下梁梁底与柱底平齐；所述的钢筋混凝土楼板11在柱子的相应部位设有柱孔，待柱子

与梁连接完成后，将预制的混凝土楼板置于下梁和上梁形成的平面上。

[0017] 所述的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中的梁和柱不仅可以采用

方管梁和方柱，还可以采用其他形式的梁和柱。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上述的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中的

所有模块都在工厂加工预制，在施工现场只需将各模块通过吊钩和弯板进行插接，然后在

柱内浇筑混凝土或者焊接，即可完成结构建造；吊钩和弯板不仅可以起到插接和导引入位

的作用，还可以与混凝土进行锚固，加强节点的连接。整体房屋模块之间形成双柱结构，加

强了房屋整体结构性能。各模块很容易拆分和运输，可以做到循环利用。本发明将模块化，

工厂化，标准化和装配化相结合，实现了工厂化生产，现场快速装配，在保证施工质量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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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下，提高了施工速度，减少了施工工期，降低了工程造价。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建筑模型立体图。

[0020] 图2是本发明的整体建筑模型立体图

[0021] 图3是本发明的整体建筑各模块分解图。

[0022] 图4是本发明的基础模块A。

[0023] 图5是本发明的基础模块B。

[0024] 图6是本发明的整体式装配模块A。

[0025] 图7是本发明的整体式装配模块A。

[0026] 图8是本发明的整体式装配模块B。

[0027] 图9是本发明的整体式装配模块B。

[0028] 图10是本发明的整体式装配模块C。

[0029] 图11是本发明的整体式装配模块C。

[0030] 图12是本发明的模块式连接节点。

[0031] 图中：1—素混凝土垫层，2—基础底板，3—钢筋混凝土柱，4—基础单短柱，  5—倒

V型吊钩，6—基础双短柱，7—弯板，8—方管柱，9—等边截面方管梁，  10—长方形截面方管

梁，11—预制楼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如图1、2所示，本发明的整体房屋模块之间通过插接和柱内浇筑混凝土或者焊接

进行连接，即可完成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的建筑工作。在施工吊装时，柱顶吊钩可使吊车平

稳吊装，吊钩和弯板可起到插接和导引入位作用，降低了装配对接的难度，在很大程度上提

高施工质量和施工速度。

[0033] 本发明提出的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体系结构中，所述装配式基础

采用的是柱下独立基础，当然本发明的基础类型不限于此。基础形式有基础  A和基础B。所

述的基础均在预制工厂预制完成，运送至现场后可直接进行基础的埋置和与上部结构的装

配式安装。

[0034] 如图3所示，所述基础模块A由素混凝土垫层1、基础底板2、钢筋网、钢筋混凝土柱

3、基础单短柱4和倒V型吊钩5构成；基础模块A的钢筋网、基础单短柱4和倒V型吊钩5构件均

在工厂加工制作完成，然后通过焊接将倒V  型吊钩5安装于基础单短柱4上；施工现场进行

素混凝土垫层1和钢筋混凝土柱  3与基础单短柱4的制作与固定；先进行素混凝土垫层1的

施工，待其初凝后，进行基础底板2和钢筋混凝土柱3的浇筑，钢筋网平行于素混凝土垫层1，

并按照设计尺寸的要求在钢筋网上部布置竖向钢筋，基础单短柱4竖放于钢筋混凝土柱3的

中心位置，相邻平面重合；之后在基础单短柱4的周围的竖向钢筋上按照距离要求水平布置

箍筋；最后进行浇筑，固定基础单短柱4。

[0035] 如图4所示，所述基础模块B亦由素混凝土垫层1、基础底板2、钢筋网、钢筋混凝土

柱3、基础双短柱6和倒V型吊钩5构成；基础模块B的钢筋网、基础双短柱6和倒V型吊钩5构件

均在工厂加工制作完成，基础双短柱6是将两个基础单短柱4的两个相邻侧面焊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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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实现大规模的装配工程；然后通过焊接的方式将倒V型吊钩5安装于基础双短柱6上；施

工现场进行素混凝土垫层1和钢筋混凝土柱3与基础双短柱6的制作与固定；先进行素混凝

土垫层1的施工，待其初凝后，进行基础底板2和钢筋混凝土柱3的浇筑，钢筋网平行于素混

凝土垫层1，并按照设计尺寸的要求在钢筋网的上部布置竖向钢筋，基础双短柱6竖放于钢

筋混凝土柱3的中心位置，相邻平面重合；之后在基础双短柱6的周围的竖向钢筋上按照距

离要求水平布置箍筋；最后进行浇筑，固定基础双短柱6。

[0036] 如图7所示，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A分为房间I、走廊和房间II；房间I包括四个等高

方管柱8、四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下梁9、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即上梁10和预制楼板11；房

间II包括四个等高方管柱8、四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下梁9、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即上梁

10、预制楼板11和预制墙板；两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上梁10和两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即下

梁9连接房间I和房间II；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A的全部构件在工厂加工制作完成，然后通过

焊接将各个构件拼装成所述的盒子式房屋模块A；等边截面方管梁为上梁10，长方形截面方

管梁为下梁9，方管柱与梁通过焊接拼装成立方体型钢框架，各方管柱等高平齐，上梁梁顶

与柱顶平齐，下梁梁底与柱底平齐；预制楼板11在柱子的相应部位设有柱孔，待柱子与梁连

接完成后，将预制楼板置于柱底和下梁形成的平面上。

[0037] 如图9所示，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B分为房间I、走廊和房间II；房间I包括四个等高

方管柱8、四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下梁9、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即上梁10和两个预制楼板

11；房间II包括四个等高方管柱8、四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下梁9、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即

上梁10、预制楼板11和预制墙板；两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即下梁9和两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即

上梁10连接房间I和房间  II；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B的全部构件在工厂加工制作完成，然后

通过焊接将各个构件拼装成所述的盒子式房屋模块B；长方形截面方管梁为上梁10，等边截

面方管梁为下梁9，方管柱与梁通过焊接拼装成立方体型钢框架，各方管柱等高平齐，上梁

梁顶与柱顶相距一定距离，下梁梁底与柱底平齐；所述的钢筋混凝土楼板11在柱子的相应

部位设有柱孔，待柱子与梁连接完成后，将预制的混凝土楼板置于柱底和下梁形成的平面

及上梁形成的平面上。

[0038] 如图11所示，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C分为房间I、走廊和房间II；房间I  包括四个等

高方管柱8、八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和两个预制楼板11；房间II包括

四个等高方管柱8、八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四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预制楼板11和预制墙板；

四个等边截面方管梁和两个长方形截面方管梁连接房间I和房间II；所述盒子式房屋模块C

的全部构件在工厂加工制作完成，然后通过焊接将各个构件拼装成所述的盒子式房屋模块

C；长方形截面方管梁为上梁，等边截面方管梁分别为顶梁和下梁，方管柱与梁通过焊接拼

装成立方体型钢框架，各方管柱等高平齐，顶梁梁顶与柱顶平齐，上梁梁顶与柱顶相距一定

距离，下梁梁底与柱底平齐；所述的钢筋混凝土楼板11在柱子的相应部位设有柱孔，待柱子

与梁连接完成后，将预制的混凝土楼板置于下梁和上梁形成的平面上。

[0039] 如图12所示，模块化多高层整体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体系中的节点连接中包括

方管柱8、倒V型吊钩5、弯板7、上梁10和下梁9，方管柱8包括两层结构，分别为上层方管柱和

下层方管柱，上层方管柱与上梁10相互垂直焊接，下层方管柱和下梁9相互垂直焊接；上梁

10的梁底与上层方管柱的底平齐，下梁9梁顶与下层方管柱的顶平齐，下层方管柱顶部焊接

的两个倒V型吊钩5斜向交叉，上层方管柱的四边中心底部各焊接有一个弯板7，下层方管柱

说　明　书 5/6 页

9

CN 106592755 B

9



顶部的倒  V型吊钩5与上层方管柱的四边中心底部的弯板7相连接组成上下两层结构的连

接节点。弯板7下端折角向内，在吊装过程中起到导向作用，倒V型吊钩5插入四块弯板7中

间，插接后浇筑混凝土或焊接，倒V型吊钩5和弯板7可以起到锚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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