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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包括

预制砼叠合梁、钢承板组合楼板和薄壁钢管砼组

合柱，所述预制砼叠合梁包括预制梁和现浇部

分，所述现浇部分内设有负弯矩钢筋，所述预制

梁为预应力预制梁或非预应力预制梁，所述钢承

板组合楼板包括钢承板和浇筑于钢承板上的钢

筋砼，所述钢承板为钢筋桁架楼承板或闭口楼承

板，所述钢承板搁置在所述预制梁上部两侧，所

述薄壁钢管砼组合柱包括薄壁钢管、钢管内砼和

节点U型钢牛腿，所述薄壁钢管在节点处设有补

强钢板和穿负弯矩钢筋的通孔，所述负弯矩钢筋

穿过所述通孔，伸入所述预制砼叠合梁一定长

度，所述补强钢板焊联于所述通孔周边，所述节

点U型钢牛腿焊联于所述薄壁钢管外壁，所述预

制梁搁置在所述节点U型钢牛腿上。节点区采用

刚铰接联结，使梁端正弯矩作用下为铰接、负弯

矩作用下为刚接，大大简化了节点区施工难度，

同时薄壁钢管砼组合柱可充分发挥薄壁钢管和

砼力学材料性能，在未浇筑柱内砼即可实现多层

预制梁同时吊装，节点质量好，施工进度快，造价

成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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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包括预制砼叠合梁、钢承板组合楼板和薄壁

钢管砼组合柱，其特征是：所述预制砼叠合梁包括预制梁和现浇部分，所述现浇部分内设有

负弯矩钢筋，所述预制梁为预应力预制梁或非预应力预制梁，所述钢承板组合楼板包括钢

承板和浇筑于钢承板上的钢筋砼，所述钢承板为钢筋桁架楼承板或闭口楼承板，所述钢承

板搁置在所述预制梁上部两侧，所述薄壁钢管砼组合柱包括薄壁钢管、钢管内砼和节点U型

钢牛腿，所述薄壁钢管在节点处设有补强钢板和穿负弯矩钢筋的通孔，所述负弯矩钢筋穿

过所述通孔，伸入所述预制砼叠合梁一定长度，所述补强钢板焊联于所述通孔周边，所述节

点U型钢牛腿焊联于所述薄壁钢管外壁，所述预制梁搁置在所述节点U型钢牛腿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薄壁钢

管由若干块高强薄钢板冷弯成型后焊接组合而成，所述薄壁钢管强度为Q345以上，所述钢

管内砼强度为C50以上。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节点U型

钢牛腿包括底板、腹板和上翼缘板。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薄壁钢

管外壁焊联有外横隔板，相邻所述节点U型钢牛腿底部通过所述外横隔板焊接联结。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梁

端下部呈斜坡状。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节点U型

钢牛腿的腹板呈下大上小的直角梯形状。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薄壁钢

管在所述U型钢牛腿包裹范围内焊联有一定数量的剪力钉，所述剪力钉伸出所述薄壁钢管

壁内外侧一定长度。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薄壁钢

管内壁焊联有拉结钉或波浪形钢筋。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薄壁钢

管内部设有拉条，所述拉条为钢条或角铁，沿所述薄壁钢管纵向间隔一定距离布置。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薄壁钢

管砼组合柱由多节所述薄壁钢管焊接组合，所述薄壁钢管内焊联有竖向肋，所述竖向肋在

柱接头处设有联结钢筋，所述联结钢筋一端焊联于所述竖向肋，另一端伸出所述竖向肋端

部一定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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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建筑的结构体系，尤其涉及一种刚铰接联结的装配式混合框

架结构体系。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多层钢框架结构体系通常以钢柱和钢梁作为竖向和水平受力构件，存在造价

高、耐火耐腐蚀性能差，后期维护成本高等问题，且节点联结精度要求高，吊装速度慢，若竖

向构件采用钢管砼组合柱，则钢管壁厚较大，用钢量大。对于层高小、跨度小且荷载小的项

目，一般采用装配式钢筋砼框架结构体系，柱与楼板采用不同标号时，施工工艺复杂且困

难，因此柱截面大，梁只能逐层吊装施工，进度慢，造价较高，同时梁柱节点钢筋容易碰撞，

施工不方便。一种组合柱承载能力大、预制梁可多层同时吊装、节点区梁端正弯矩作用下为

铰接、负弯矩作用下为刚接的刚铰接联结混合框架结构体系未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之不足，提供一种组合柱

承载能力大、预制梁可多层同时吊装、节点区梁端正弯矩作用下为铰接、负弯矩作用下为刚

接的刚铰接联结混合框架结构体系。

[0004] 按照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包括预制砼叠合

梁、钢承板组合楼板和薄壁钢管砼组合柱，所述预制砼叠合梁包括预制梁和现浇部分，所述

现浇部分内设有负弯矩钢筋，所述预制梁为预应力预制梁或非预应力预制梁，所述钢承板

组合楼板包括钢承板和浇筑于钢承板上的钢筋砼，所述钢承板为钢筋桁架楼承板或闭口楼

承板，所述钢承板搁置在所述预制梁上部两侧，所述薄壁钢管砼组合柱包括薄壁钢管、钢管

内砼和节点U型钢牛腿，所述薄壁钢管在节点处设有补强钢板和穿负弯矩钢筋的通孔，所述

负弯矩钢筋穿过所述通孔，伸入所述预制砼叠合梁一定长度，所述补强钢板焊联于所述通

孔周边，所述节点U型钢牛腿焊联于所述薄壁钢管外壁，所述预制梁搁置在所述节点U型钢

牛腿上。

[0005] 按照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还具有如下附属技

术特征：

[0006] 所述薄壁钢管由若干高强薄钢板冷弯成型后焊接组合而成，所述薄壁钢管强度为

Q345以上，所述钢管内砼强度为C50以上。

[0007] 所述节点U型钢牛腿包括底板、腹板和上翼缘板。

[0008] 所述薄壁钢管外壁焊联有外横隔板，相邻所述节点U型钢牛腿底部通过所述外横

隔板焊接联结。

[0009] 所述预制梁端下部呈斜坡状。

[0010] 所述节点U型钢牛腿的腹板呈下大上小的直角梯形状。

[0011] 所述薄壁钢管在所述U型钢牛腿包裹范围内焊联有一定数量的剪力钉，所述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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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伸出所述薄壁钢管壁内外侧一定长度。

[0012] 所述薄壁钢管内壁焊联有拉结钉或波浪形钢筋。

[0013] 所述薄壁钢管内壁设有拉条，所述拉条为钢条或角铁，沿所述薄壁钢管纵向间隔

一定距离布置。

[0014] 所述薄壁钢管砼组合柱由多节所述薄壁钢管焊接组合，所述薄壁钢管内焊联有竖

向肋，所述竖向肋在柱接头处设有联结钢筋，所述联结钢筋一端焊联于所述竖向肋，另一端

伸出所述竖向肋端部一定长度。

[0015] 按照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与现有技术相比具

有如下优点：

[0016] 1、实现多层预制梁同时吊装，施工进度快。

[0017] 2、组合柱和节点采用不用标号砼，提高柱承载能力，减小柱截面尺寸。

[0018] 3、梁柱联结节点结构简单，施工方便，传力可靠。

[0019] 4、薄壁钢管砼柱用钢量小，省去了多种施工措施费，降低造价。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效果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梁柱节点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梁柱节点剖视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梁柱节点俯视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薄壁钢管组合柱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实用新型预制混凝土叠合梁端部示意图。

[0026] 图7为本实用新型多节薄壁钢管联结节点示意图。

[0027] 图8为本实用新型桁架钢筋楼承板示意图。

[0028] 图9为本实用新型闭口楼承板示意图。

[0029] 图10为本实用新型薄壁钢管砼组合柱截面示意图一。

[0030] 图11为本实用新型薄壁钢管砼组合柱截面示意图二。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为了便于理解本实用新型，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行更全面的描

述。附图中给出了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方式。但是，本实用新型可以由许多不同的形式来

实现，并不限于本文所描述的实施方式。相反地，提供这些实施方式的目的是使对本实用新

型的公开内容理解的更加透彻全面。

[0032] 参见图1至图11，在本实用新型给出的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的实

施例中，包括预制砼叠合梁1、钢承板组合楼板2和薄壁钢管砼组合柱3，所述预制砼叠合梁1

包括预制梁11和现浇部分12，所述现浇部分12内设有负弯矩钢筋4，所述预制梁11为预应力

预制梁或非预应力预制梁，所述钢承板组合楼板2包括钢承板21和浇筑于钢承板上的钢筋

砼22，所述钢承板21为钢筋桁架楼承板211或闭口楼承板212，所述钢承板21搁置在所述预

制梁11上部两侧，所述薄壁钢管砼组合柱3包括薄壁钢管31、钢管内砼32和节点U型钢牛腿

33，所述薄壁钢管31在节点处设有补强钢板311和穿负弯矩钢筋的通孔312，所述负弯矩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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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4穿过所述通孔312，伸入所述预制砼叠合梁1一定长度，所述补强钢板311焊联于所述通

孔312周边，所述节点U型钢牛腿33焊联于所述薄壁钢管31外壁，所述预制梁11搁置在所述

节点U型钢牛腿33上。节点区采用刚铰接联结，使梁端正弯矩作用下为铰接、负弯矩作用下

为刚接，大大简化了节点区施工难度，同时薄壁钢管砼组合柱3可充分发挥薄壁钢管和砼力

学材料性能，在未浇筑柱内砼即可实现多层预制梁11同时吊装，节点质量好，施工进度快，

造价成本低。

[0033] 参见图10至图11，在本实用新型给出的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的实

施例中，所述薄壁钢管31由若干高强薄钢板冷弯成型后焊接组合而成，所述薄壁钢管31强

度为Q345以上，所述钢管内砼32强度为C50以上。采用冷弯成型成型的薄壁钢管，加工方便，

可实现自动化焊接，高强钢管和高强砼大大提高材料的性价比。

[0034] 参见图2至图6，在本实用新型给出的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的实施

例中，所述节点U型钢牛腿33包括底板331、腹板332和上翼缘板333，所述薄壁钢管31外壁焊

联有外横隔板313，相邻所述节点U型钢牛腿33底部通过所述外横隔板313焊接联结，所述节

点U型钢牛腿的腹板332呈下大上小的直角梯形状，所述预制梁11端部下侧呈坡状111，所述

薄壁钢管31在所述U型钢牛腿33包裹范围内焊联有剪力钉5，所述剪力5钉伸出所述薄壁钢

管31壁内外侧一定长度。斜坡状的所述预制梁11预留浇筑混凝土的距离，提高混凝土的密

实性和整体性，同时后浇砼浇筑后与所述剪力钉5形成混凝土牛腿，进一步保证节点抗剪强

度，直角梯形状的所述U型钢牛腿33在同等荷载下节约钢材用量，相互联结的上翼缘板和横

隔板有助于提高抗剪强度。

[0035] 参见图8至图11，在本实用新型给出的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的实

施例中，所述薄壁钢管31内壁焊联有拉结钉315或波浪形钢筋316，所述薄壁钢管31内壁设

有拉条317，所述拉条317为钢条或角铁，沿所述薄壁钢管纵向间隔一定距离布置。所述波浪

形钢筋124为普通钢筋弯折成波浪形状的钢筋，所述薄壁钢管31内设置所述拉结钉315或波

形钢筋316和拉条317，对砼约束性能好，在浇筑混凝土时可免支模和免对拉螺栓固定，大大

提高施工效率。

[0036] 参见图7，在本实用新型给出的一种刚铰接节点的混合框架结构体系的实施例中，

所述薄壁钢管砼组合柱3由多节所述薄壁钢管31焊接组合，所述薄壁钢管31内焊联有竖向

肋314，所述竖向肋在柱接头处设有联结钢筋，所述联结钢筋一端焊联于所述竖向肋，另一

端伸出所述竖向肋端部一定长度。通过内部的所述联结钢筋318和外部沿所述薄壁钢管31

对接处焊接，在砼浇筑后提高砼的整体性，力学性能好。

[0037]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有的“一定数量、一定长度、一定距离”是指为了满足设计要求

所必需的长度，也就是为了适于连接和强度要求所需要的长度，这个长度对于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员而言是明确的，按照需要设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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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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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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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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