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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H型钢柱与钢框轻质墙面板

的连接节点，属于建筑技术领域，包括H型钢柱、

钢框轻质墙面板、高强承压螺栓、外侧盖板，所述

的H型钢柱包括H型钢柱墙面板连接翼缘和H型钢

柱外侧盖板连接翼缘，H型钢柱墙面板连接翼缘

在离板端2/3处预设一排H型钢柱高强承压螺栓

孔洞，H型钢柱外侧盖板连接翼缘在离板端1/3处

预设一排H型钢柱销钉孔洞，H型钢柱高强承压螺

栓孔洞与H型钢柱销钉孔洞上下交错布置，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是都是预制构件的现场安装，缩短

工地现场施工所需要的时间，提高施工速度，节

约成本，增强结构的整体性；连接方式实现了全

螺栓连接，避免焊接产生的温度应力，且施工不

受天气影响，质检直观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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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H型钢柱与钢框轻质墙面板的连接节点，其特征在于：包括H型钢柱（1）、钢框轻

质墙面板（2）、高强承压螺栓（3）、销钉（4）、端肋（5）、复合芯材（6）、外侧盖板（7），所述的H型

钢柱（1）包括H型钢柱墙面板连接翼缘（1-1）和H型钢柱外侧盖板连接翼缘（1-2），H型钢柱墙

面板连接翼缘（1-1）在离板端2/3处预设一排H型钢柱高强承压螺栓孔洞（1-3），H型钢柱外

侧盖板连接翼缘（1-2）在离板端1/3处预设一排H型钢柱销钉孔洞（1-4），H型钢柱高强承压

螺栓孔洞（1-3）与H型钢柱销钉孔洞（1-4）上下交错布置，腹板两侧连接板上的H型钢柱高强

承压螺栓孔洞（1-3）及H型钢柱销钉孔洞（1-4）关于腹板中线对称；所述钢框轻质墙面板（2）

的顶层和底层分别设置顶层阶梯口（2-1）和底层阶梯口（2-2），顶层阶梯口（2-1）在离端部

1/3处预设一排钢框轻质墙面板高强承压螺栓孔洞（2-3），底层阶梯口（2-2）在离端部2/3处

预设一排钢框轻质墙面板销钉孔洞（2-4），上下孔洞相互交错布置且与H型钢柱预留孔洞位

置对应，所述钢框轻质墙面板（2）内置一排平行相对的钢框轻质墙面板横向分布筋（2-5）和

一排平行相对的钢框轻质墙面板纵向受力筋（2-6），在钢框轻质墙面板（2）板长1/6处设置

吊装孔；H型钢柱（1）位于钢框轻质墙面板（2）两侧，钢框轻质墙面板高强承压螺栓孔洞（2-

3）位置与H型钢柱高强承压螺栓孔洞（1-3）位置对齐，钢框轻质墙面板（2）与H型钢柱（1）通

过高强承压螺栓（3）相连，另一块钢框轻质墙面板（2）置于相邻H型钢柱（1）之间，用高强承

压螺栓（3）进行连接；在H型钢柱（1）与两侧钢框轻质墙面板（2）之间空隙填充复合芯材（6）；

H型钢柱（1）与钢框轻质墙面板（2）连接处设置外侧盖板（7），外侧盖板（7）放置在连接处的

对应位置，外侧盖板（7）包括钢板（7-1）、盖板纵向分布筋（7-2）和盖板横向分布筋（7-3），一

排平行相对的盖板横向分布筋（7-3）与一排平行相对的盖板纵向分布筋（7-2）组成钢筋网

架，钢板（7-1）焊接在钢筋网内某两根相邻盖板横向分布筋（7-3）之间，在钢板（7-1）上预设

盖板销钉孔洞（7-4），盖板销钉孔洞（7-4）横纵成排布置，且具体位置与H型钢柱销钉孔洞

（1-4）位置对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H型钢柱与钢框轻质墙面板的连接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钢框轻质墙面板横向分布筋（2-5）φ3@100，钢框轻质墙面板纵向受力筋（2-6）φ5@100，沿

板长方向每间隔1000mm设置一道钢框轻质墙面板加强肋（2-7），在两端端肋（5）处通过点焊

焊接钢筋网并填充复合芯材（6），填充厚度为H型钢柱（1）腹板厚度；顶层阶梯口（2-1）的厚

度为H型钢柱墙面板连接翼缘（1-1）的厚度，宽度为H型钢柱墙面板连接翼缘（1-1）外伸长

度；底层阶梯口（2-2）的厚度为H型钢柱外侧盖板连接翼缘（1-2）、复合芯材（6）及外侧盖板

（7）厚度之和，宽度为H型钢柱外侧盖板连接翼缘（1-2）外伸长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H型钢柱与钢框轻质墙面板的连接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复

合芯材（6）的密度为500 。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H型钢柱与钢框轻质墙面板的连接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销

钉（4）对外侧盖板（7）及复合芯材（6）进行锚固，其中销钉（4）长度大于外侧盖板（7）、复合芯

材（6）及H型钢柱外侧盖板连接翼缘（1-2）厚度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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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型钢柱与钢框轻质墙面板的连接节点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H型钢柱与钢框轻质墙面板的连接节点。

背景技术

[0002] 钢结构以其高强、轻质、塑性和韧性好、施工周期短等优点，在世界范围内被大量

广泛应用于各类工业与民用建筑、大跨度结构、高层建筑及轨道交通等领域。钢结构可实现

工业化生产，现场采用焊接或螺栓连接，便于全装配和拆卸，缩短工期，适合建造全装配式

建筑。装配式钢结构克服了传统建筑结构的缺点，充分发挥钢结构的“轻、快、好、省”优势，

构造简单、安全可靠，通过施工方面的关键节点连接以及工厂预制的梁、柱、支撑、楼板等构

件来实现，所有构件均为现场拼接，拼接质量保证的关键是连接节点的可靠性和整体性。

[0003] 目前，钢结构柱—墙连接的方式主要有高强螺栓连接、等强焊接等方式。由于等强

焊接连接强度高、安全性能好，初期时钢结构柱－墙连接采用等强焊接方式进行连接较为

普遍。调查发现，在美国北岭地震中约有多150座多高层钢结构焊接节点遭到了严重破坏，

日本阪神地震中钢结构建筑倒塌、破坏较大的有476栋，这是由于焊接连接具有较高的初始

残余应力和热影响区的缺点。

[0004] 柱—墙的连接节点是装配式钢结构住宅的重要受力部分之一，而国内多采用焊接

形式进行连接，然而焊接质量受钢筋材质、焊条、气候条件等因素影响较大，钢筋直径越粗

连接质量稳定性越差，焊接过程中产生的烟雾会造成环境污染，焊接热量还会影响钢筋力

学性能，虚焊、气泡、夹渣、内裂缝及内应力等问题很难现场检测并解决。相比于焊接，螺栓

连接接头质量稳定，质量有保障，连接强度高连接速度快，操作简单，人为因素影响小，连接

质量不受钢筋材质影响，质检直观方便，全天候施工，节省能源，不需要考虑防火措施，现场

施工文明安全，己成为节点连接领域今后发展的方向。但是国内装配式钢结构柱—墙连接

节点处可采用的螺栓连接形式较少，且大多数不适于钢框轻质墙面板的连接，由此提出一

种形式简单，操作方便的H型钢柱与钢框轻质墙面板的全装配连接方式。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H型钢柱与钢框轻质墙面板的连

接节点，避开了焊接产生的残余应力对结构的破坏，大大提高施工速度及施工质量，能够有

效的解决H型钢柱与钢框轻质墙面板的连接等问题。

[0006]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H型钢柱与钢框轻质墙面板的连接节点，包括H型钢柱、钢框轻质墙面板、高强承压

螺栓、销钉、端肋、复合芯材、外侧盖板，所述的H型钢柱包括H型钢柱墙面板连接翼缘和H型

钢柱外侧盖板连接翼缘，H型钢柱墙面板连接翼缘在离板端2/3处预设一排H型钢柱高强承

压螺栓孔洞，H型钢柱外侧盖板连接翼缘在离板端1/3处预设一排H型钢柱销钉孔洞，H型钢

柱高强承压螺栓孔洞与H型钢柱销钉孔洞上下交错布置，腹板两侧连接板上的H型钢柱高强

承压螺栓孔洞及H型钢柱销钉孔洞关于腹板中线对称；所述钢框轻质墙面板的顶层和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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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设置顶层阶梯口和底层阶梯口，顶层阶梯口在离端部1/3处预设一排钢框轻质墙面板

高强承压螺栓孔洞，底层阶梯口在离端部2/3处预设一排钢框轻质墙面板销钉孔洞，上下孔

洞相互交错布置且与H型钢柱预留孔洞位置对应，所述钢框轻质墙面板内置一排平行相对

的钢框轻质墙面板横向分布筋和一排平行相对的钢框轻质墙面板纵向受力筋，在钢框轻质

墙面板板长1/6处设置吊装孔；H型钢柱位于钢框轻质墙面板两侧，钢框轻质墙面板高强承

压螺栓孔洞位置与H型钢柱高强承压螺栓孔洞位置对齐，钢框轻质墙面板与H型钢柱通过高

强承压螺栓相连，另一块钢框轻质墙面板置于相邻H型钢柱之间，用高强承压螺栓进行连

接；在H型钢柱与两侧钢框轻质墙面板之间空隙填充复合芯材；H型钢柱与钢框轻质墙面板

连接处设置外侧盖板，外侧盖板放置在连接处的对应位置，外侧盖板包括钢板、盖板纵向分

布筋和盖板横向分布筋，一排平行相对的盖板横向分布筋与一排平行相对的盖板纵向分布

筋组成钢筋网架，钢板焊接在钢筋网内某两根相邻盖板横向分布筋之间，在钢板上预设盖

板销钉孔洞，盖板销钉孔洞横纵成排布置，且具体位置与H型钢柱销钉孔洞位置对应。

[0007] 进一步的，所述的钢框轻质墙面板横向分布筋φ3@100，钢框轻质墙面板纵向受力

筋φ5@100，沿板长方向每间隔1000mm设置一道钢框轻质墙面板加强肋，在两端端肋处通过

点焊焊接钢筋网并填充复合芯材，填充厚度为H型钢柱腹板厚度；顶层阶梯口的厚度为H型

钢柱墙面板连接翼缘的厚度，宽度为H型钢柱墙面板连接翼缘外伸长度；底层阶梯口的厚度

为H型钢柱外侧盖板连接翼缘、复合芯材及外侧盖板厚度之和，宽度为H型钢柱外侧盖板连

接翼缘外伸长度。

[0008] 进一步的，所述复合芯材的密度为500 。

[0009] 进一步的，所述销钉对外侧盖板及复合芯材进行锚固，其中销钉长度大于外侧盖

板、复合芯材及H型钢柱外侧盖板连接翼缘厚度之和。

[0010] 本发明的优点及有益效果是：

本发明的全部工序都是预制构件的现场安装，大大缩短工地现场施工所需要的时间，

能极大的提高施工速度，节约成本；H型钢柱与钢框轻质墙面板的螺栓连接可以有效地实现

力的传递，进一步增强结构的整体性；连接方式实现了全螺栓连接，避免焊接产生的温度应

力，且施工不受天气影响，质检直观方便。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H型钢柱与钢框轻质墙面板的连接节点截面图；

图2为图1中H型钢柱示意图；

图3为图1中钢框轻质墙面板前视三维图；

图4为图1中钢框轻质墙面板后视三维图；

图5为图1中钢框轻质墙面板截面图；

图6为图1中H型钢柱与钢框轻质墙面板连接示意图；

图7为图1中外侧盖板示意图；

图8为图1中H型钢柱、钢框轻质墙面板与盖板连接示意图。

[0012] 图中，1为H型钢柱；2为钢框轻质墙面板；3为高强承压螺栓；4为销钉；5为端肋；6为

复合芯材；7为外侧盖板；1-1为H型钢柱墙面板连接翼缘；1-2为H型钢柱外侧盖板连接翼缘；

1-3为H型钢柱高强承压螺栓孔洞；1-4为H型钢柱销钉孔洞；2-1为顶层阶梯口；2-2为底层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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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口；2-3为钢框轻质墙面板高强承压螺栓孔洞；2-4为钢框轻质墙面板销钉孔洞；2-5钢框

轻质墙面板横向分布筋；2-6钢框轻质墙面板纵向受力筋；2-7钢框轻质墙面板加强肋；7-1

钢板；7-2为盖板纵向分布筋；7-3为盖板横向分布筋；7-4盖板销钉孔洞。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下面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地描述，但不

能将它们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14] 实施例：一种H型钢柱与钢框轻质墙面板的连接节点，如图1~8所示，包括H型钢柱

1、钢框轻质墙面板2、高强承压螺栓3、销钉4、端肋5、复合芯材6、外侧盖板7，所述钢框轻质

墙面板2在工厂预制完成，在板长1/6处设置吊装孔；H型钢柱墙面板连接翼缘1-1及H型钢柱

外侧盖板连接翼缘1-2预先在工厂设置H型钢柱高强承压螺栓孔洞1-3及H型钢柱销钉孔洞

1-4；现场安装时，先将钢框轻质墙面板2与H型钢柱1吊装到位，H型钢柱1位于钢框轻质墙面

板2两侧，将钢框轻质墙面板高强承压螺栓孔洞2-3位置与H型钢柱高强承压螺栓孔洞1-3位

置对齐，采用高强承压螺栓3进行连接，吊取另一块钢框轻质墙面板2置于相邻H型钢柱1之

间，螺孔对齐后用高强承压螺栓3进行连接；在工厂预制密度500 的复合芯材6，在H型

钢柱1与两侧钢框轻质墙面板2之间空隙内随形插入复合芯材6，完成H型钢柱1与钢框轻质

墙面板2连接部位空隙填充；填充后在H型钢柱1与钢框轻质墙面板2连接处安装外侧盖板7，

先将外侧盖板7放置在连接处的对应位置，采用销钉4先后穿过外侧盖板7、复合芯材6及H型

钢柱1，完成对复合芯材6的锚固，实现H型钢柱1与钢框轻质墙面板2连接处外侧盖板7的固

定安装。

[0015] 如图2所示，所述H型钢柱分为2个区域，分别为H型钢柱墙面板连接翼缘1-1、H型钢

柱外侧盖板连接翼缘1-2；H型钢柱墙面板连接翼缘1-1在离板端2/3处预设一排H型钢柱高

强承压螺栓孔洞1-3，H型钢柱外侧盖板连接翼缘1-2在离板端1/3处预设一排H型钢柱销钉

孔洞1-4，H型钢柱高强承压螺栓孔洞1-3与H型钢柱销钉孔洞1-4上下交错布置且距连接板

边缘距离不得低于规范要求，腹板两侧连接板上的H型钢柱高强承压螺栓孔洞1-3及H型钢

柱销钉孔洞1-4关于腹板中线对称，所有工序均在厂房完成。

[0016] 如图3~5所示，所述钢框轻质墙面板2内置一排平行相对的钢框轻质墙面板横向分

布筋2-5和一排平行相对的钢框轻质墙面板纵向受力筋2-6，其中钢框轻质墙面板横向分布

筋2-5φ3@100，钢框轻质墙面板纵向受力筋2-6φ5@100，沿板长方向每间隔1000mm设置一

道钢框轻质墙面板加强肋2-7，增强钢框轻质墙面板2的承载能力，在两端端肋5处通过点焊

焊接钢筋网并填充密度500 的复合芯材6，填充厚度为H型钢柱1腹板厚度；在钢框轻

质墙面板2的顶层和底层分别设置阶梯口，顶层阶梯口2-1的厚度为H型钢柱墙面板连接翼

缘1-1的厚度，宽度为H型钢柱墙面板连接翼缘1-1外伸长度；底层阶梯口2-2的厚度为H型钢

柱外侧盖板连接翼缘1-2、复合芯材6及外侧盖板7厚度之和，宽度为H型钢柱外侧盖板连接

翼缘1-2外伸长度；当钢框轻质墙面板2置于两个H型钢柱1之间时，将钢框轻质墙面板2接缝

插入H型钢柱1上下翼缘之间，将钢框轻质墙面板高强承压螺栓孔洞2-3与H型钢柱高强承压

螺栓孔洞1-3位置对齐，通过高强承压螺栓3将钢框轻质墙面板2与H型钢柱1相连；当钢框轻

质墙面板2承受梁板荷载时，将荷载传递给钢框轻质墙面板2内部的主肋，通过主肋传递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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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钢筋网，内部钢筋网将荷载传递给两端端肋5，端肋5通过焊接钢筋网将荷载传递给两

端H型钢柱1。

[0017] 如图3~5所示，所述钢框轻质墙面板顶层阶梯口2-1及底层阶梯口2-2均预留一排

连接孔洞，顶层阶梯口2-1在离端部1/3处预设一排钢框轻质墙面板高强承压螺栓孔洞2-3，

底层阶梯口2-2在离端部2/3处预设一排钢框轻质墙面板销钉孔洞2-4，上下孔洞相互交错

布置且与H型钢柱1预留孔洞位置对应，可根据实际强度要求调整螺栓孔洞及销钉孔具体位

置及数量。

[0018] 如图7所示，H型钢柱1与钢框轻质墙面板2连接处设置外侧盖板7，外侧盖板7包括

钢板7-1、盖板纵向分布筋7-2和盖板横向分布筋7-3，一排平行相对的盖板横向分布筋7-3

与一排平行相对的盖板纵向分布筋7-2组成钢筋网架，钢板7-1焊接在钢筋网内某两根相邻

盖板横向分布筋7-3之间，在钢板7-1上预设盖板销钉孔洞7-4，盖板销钉孔洞7-4横纵成排

布置，且具体位置与H型钢柱外侧盖板连接翼缘1-2上H型钢柱销钉孔洞1-4位置对应。

[0019] 如图8所示，所述H型钢柱1与钢框轻质墙面板2连接处外侧盖板7的固定安装时，采

用销钉4实现对外侧盖板7及复合芯材6的锚固，其中销钉4长度大于外侧盖板7、复合芯材6

及H型钢柱外侧盖板连接翼缘1-2厚度之和；锚固完成后可在外侧盖板7锚固处涂抹石灰膏，

使凹陷处平整。

[002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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