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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装配式房屋及其施工建造方

法，属于房屋建造技术领域，该房屋包括支撑框

架及依靠支撑框架固定的墙体结构，支撑框架包

括竖向的钢柱和水平的钢梁，墙体结构包括竖直

设置的墙板、水平设置的楼板以及角柱板，墙体

包括层叠设置的装配式墙板，墙板上下两端分别

为插接互补的形状，墙板的左右两端分别借助第

一固定机构与钢柱连接固定，第一固定机构包括

墙板两端中的第一预埋铁板以及第一预埋铁板

与钢柱之间的连接件，连接件的两端分别与第一

预埋铁板的外露端和钢柱焊接固定，角柱板位于

墙体拐角处并且借助第二固定机构与两侧两侧

墙体端部固定连接，钢柱位于两侧墙板和角柱板

形成的空隙中并且借助第一固定机构与两侧墙

板端部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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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装配式房屋，该房屋包括支撑框架及依靠支撑框架固定的墙体结构，所述的支撑框

架包括竖向的钢柱(1)和水平的钢梁(2)，所述的墙体结构包括竖直设置的墙板(3)、水平设

置的楼板(4)以及角柱板(5)，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墙体包括层叠设置的装配式墙板(3)，墙

板(3)上下两端分别为插接互补的形状，墙板(3)的左右两端分别借助第一固定机构与钢柱

(1)连接固定，所述的第一固定机构包括墙板(3)两端中的第一预埋铁板(601)以及第一预

埋铁板(601)与钢柱(1)之间的连接件(603)，连接件(603)的两端分别与第一预埋铁板

(601)的外露端和钢柱(1)焊接固定，角柱板(5)位于墙体拐角处并且借助第二固定机构与

两侧两侧墙体端部固定连接，钢柱(1)位于两侧墙板(3)和角柱板(5)形成的空隙中并且借

助第一固定机构与两侧墙板(3)端部固定连接；

所述的楼板(4)两端分别设置有安装孔(401)，钢梁(2)上端与安装孔(401)对应位置设

置有钢筋，安装孔(401)内浇筑混凝土，钢筋上端浇筑于混凝土中；

所述的钢梁(2)设置于层叠设置的墙板(3)的最上端，钢梁(2)的外侧借助连接件(603)

固定设置有包梁板(9)，所述的包梁板(9)下端设置有预埋件，预埋件在包梁板(9)内侧壁的

外露端，连接件(603)的两端分别与预埋件和钢梁(2)的下端面焊接；

所述的钢梁(2)浇筑于混凝土中；所述的钢柱(1)与两侧墙板(3)、角柱板(5)形成的空

隙中浇筑有混凝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房屋，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二固定机构包括墙板(3)

端部中的第一预埋铁板(601)及角柱板(5)端部中的第二预埋铁板(602)，第一预埋铁板

(601)在墙板(3)端部内外两侧设置有外露端，第二预埋铁板(602)在角柱内侧设置外露端，

第一预埋铁板(601)外侧外露端与第二预埋铁板(602)外露端相接触且借助螺丝连接固定，

螺丝贯穿角柱板(5)壁厚，第一预埋铁板(601)内侧外露端借助连接件(603)与钢柱(1)焊接

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房屋，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件(603)为L型板，L型板

的短边与钢柱(1)焊接，长边与预埋铁板贴合焊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房屋，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墙体包括由两侧窗侧板

(701)、下部的窗下板(702)及上部的钢梁(2)构成的窗户的安装位，所述的窗侧板(701)一

端中设置有第三预埋铁板，第三预埋铁板与钢柱(1)借助连接件(603)连接，窗下板(702)插

接在两个窗侧板(701)之间，窗侧板(701)设置有与窗下板(702)插接配合的凹槽。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房屋的装配施工建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建造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A、固定竖向钢柱(1)和水平钢梁(2)形成房屋的支撑框架，将连接件(603)一端焊接于

钢柱(1)上；

B、吊装墙板(3)，首先安装底层的墙板(3)，连接件(603)的另一端与第一预埋铁板

(601)焊接固定；

C、吊装第二层墙板(3)，第二层墙板(3)与底层墙板(3)的安装方法相同，依次类推安装

至钢梁(2)位置的高度；

D、墙角处固定钢柱(1)，角柱板(5)安装在钢柱(1)的外侧，角柱板(5)借助第二固定机

构与墙板(3)端部连接固定；

E、四面墙壁安装完毕后，钢梁(2)的外部安装包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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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安装顶部楼板(4)，形成毛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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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房屋的装配施工建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房屋建造技术领域，涉及装配式房屋的装配施工建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房屋架设过程中，传统现场浇筑混凝土的施工方式，人力需求大、建筑建设成本

高、建设周期长。近几年，应国家政策要求和建筑绿色发展需求，逐渐形成了装配式住房的

建筑模式，即在工厂车间预制装配式住房所需的墙板，运输至施工现场进行吊装安装。装配

式房屋的装配式墙板之间连接处是其薄弱环节，需要加强连接结构，提高施工效率、房屋整

体的安全性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设计了一种装配式房屋的装配施工建造方法，依托装

配式墙板和连接结构，加强房屋整体的强度、提高其安全性能。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所采取的技术手段是：

[0005] 装配式房屋，该房屋包括支撑框架及依靠支撑框架固定的墙体结构，所述的支撑

框架包括竖向的钢柱和水平的钢梁，所述的墙体结构包括竖直设置的墙板、水平设置的楼

板以及角柱板，关键点在于，所述的墙体包括层叠设置的装配式墙板，墙板上下两端分别为

插接互补的形状，墙板的左右两端分别借助第一固定机构与钢柱连接固定，所述的第一固

定机构包括墙板两端中的第一预埋铁板以及第一预埋铁板与钢柱之间的连接件，连接件的

两端分别与第一预埋铁板的外露端和钢柱焊接固定，角柱板位于墙体拐角处并且借助第二

固定机构与两侧两侧墙体端部固定连接，钢柱位于两侧墙板和角柱板形成的空隙中并且借

助第一固定机构与两侧墙板端部固定连接。

[0006] 所述的楼板两端分别设置有安装孔，钢梁上端与安装孔对应位置设置有钢筋，安

装孔内浇筑混凝土，钢筋上端浇筑于混凝土中。

[0007] 所述的第二固定机构包括墙板端部中的第一预埋铁板及角柱板端部中的第二预

埋铁板，第一预埋铁板在墙板端部内外两侧设置有外露端，第二预埋铁板在角柱内侧设置

外露端，第一预埋铁板外侧外露端与第二预埋铁板外露端相接触且借助螺丝连接固定，螺

丝贯穿角柱板壁厚，第一预埋铁板内侧外露端借助连接件与钢柱焊接固定。

[0008] 所述的连接件为L型板，L型板的短边与钢柱焊接，长边与预埋铁板贴合焊接。

[0009] 所述的钢梁设置于层叠设置的墙板的最上端，钢梁的外侧借助连接件固定设置有

包梁板，所述的包梁板下端设置有预埋件，预埋件在包梁板内侧壁的外露端，连接件的两端

分别与预埋件和钢梁的下端面焊接。

[0010] 所述的墙体包括由两侧窗侧板、下部的窗下板及上部的钢梁构成的窗户的安装

位，所述的窗侧板一端中设置有第三预埋铁板，第三预埋铁板与钢柱借助连接件连接，窗下

板插接在两个窗侧板之间，窗侧板设置有与窗下板插接配合的凹槽。

[0011]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房屋的装配施工建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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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A、固定竖向钢柱和水平钢梁形成房屋的支撑框架，将连接件一端焊接于钢柱上；

[0013] B、吊装墙板，首先安装底层的墙板，连接件的另一端与第一预埋铁板焊接固定；

[0014] C、吊装第二层墙板，第二层墙板与底层墙板的安装方法相同，依次类推安装至钢

梁位置的高度；

[0015] D、墙角处固定钢柱，角柱板安装在钢柱的外侧，角柱板借助第二固定机构与墙板

端部连接固定；

[0016] E、四面墙壁安装完毕后，钢梁的外部安装包梁板；

[0017] F、安装顶梁板，形成毛坯房；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采用装配式墙板，墙板在工厂内生产完成，运送至施工现场

后可直接进行安装，大大提高了施工速度；层叠的上下墙板之间借助互补插接的形状固定，

墙板借助第一固定机构两端与钢柱焊接固定，施工简便、速度快且固定牢靠；角柱板设置于

墙体拐角处，使建筑外表美观，同时防止外界雨水、灰尘等进入墙体内部，腐蚀支撑框架。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是支撑框架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是墙板与钢柱的安装示意图；

[0022] 图4是图3中A-A向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是墙体拐角处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是图1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是包梁板与钢梁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8是图7中B-B向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钢柱，2、钢梁，3、墙板，4、楼板，401、安装孔，5、角柱板，601、第一预埋铁

板，602、第二预埋铁板，603、连接件，701、窗侧板，702、窗下板，8、固定卡件，9、包梁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本发明为装配式房屋，该房屋包括支撑框架及依靠支撑框架固定的墙体结构，所

述的支撑框架包括竖向的钢柱1和水平的钢梁2，所述的墙体结构包括竖直设置的墙板3、水

平设置的楼板4以及角柱板5。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30] 具体实施例，如图1、图2、图3和图4所示，

[0031] 房屋包括墙体、墙体拐角及门窗三个主要部分，首先，墙体包括层叠设置的装配式

墙板3，墙板3上下两端分别为插接互补的形状，最下端墙板3下端为平面与地面贴合，墙板3

的左右两端分别借助第一固定机构与钢柱1连接固定，所述的第一固定机构包括墙板3两端

中的第一预埋铁板601以及第一预埋铁板601与钢柱1之间的连接件603，连接件603为L型

板，L型板的短边与钢柱1焊接，长边与预埋铁板贴合焊接。

[0032] 如图6所示，楼板4两端分别设置有安装孔401，钢梁2上端与安装孔401对应位置设

置有钢筋，安装孔401内浇筑混凝土，钢筋上端浇筑于混凝土中。钢筋上端插在安装孔401内

起到定位的作用，将楼板4与支撑框架形成一体结构，固定更牢固。相邻的楼板4之间的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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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铺设间距50*50、直径为4mm的钢筋网片，然后浇筑高于楼板4砼标号膨胀混凝土。

[0033] 如图7和图8所示，钢梁2设置于层叠设置的墙板3的最上端，钢梁2的外侧借助连接

件603固定设置有包梁板9，所述的包梁板9下端设置有预埋件，预埋件在包梁板9内侧壁的

外露端，连接件603的两端分别与预埋件和钢梁2的下端面焊接。包梁板9起到美观作用，防

止钢梁2外露被腐蚀。连接件603先与包梁板9的预埋件焊接，待包梁板9吊装到位后与钢梁2

底部焊接，最后支设模板，浇筑C20细石混凝土，钢梁2浇筑于混凝土中。

[0034] 如图5所示为房屋墙角处的截面结构示意图，角柱板5位于墙体拐角处并且借助第

二固定机构与两侧两侧墙体端部固定连接，钢柱1位于两侧墙板3和角柱板5形成的空隙中

并且借助第一固定机构与两侧墙板3端部固定连接。第二固定机构包括墙板3端部中的第一

预埋铁板601及角柱板5端部中的第二预埋铁板602，第一预埋铁板601在墙板3端部内外两

侧设置有外露端，第二预埋铁板602在角柱内侧设置外露端，第一预埋铁板601外侧外露端

与第二预埋铁板602外露端相接触且借助螺丝连接固定，螺丝贯穿角柱板5壁厚，第一预埋

铁板601内侧外露端借助连接件603与钢柱1焊接固定。角柱板5提高房屋美观度同时房主雨

水冲刷墙壁腐蚀支撑框架。

[0035] 最后，墙体包括由两侧窗侧板701、下部的窗下板702及上部的钢梁2构成的窗户的

安装位，所述的窗侧板701一端中设置有第三预埋铁板，第三预埋铁板与钢柱1借助连接件

603连接，窗下板702插接在两个窗侧板701之间，窗侧板701设置有与窗下板702插接配合的

凹槽。

[0036] 装配式房屋的装配施工建造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7] A、固定竖向钢柱1和水平钢梁2形成房屋的支撑框架，将连接件603一端焊接于钢

柱1上，连接件603与第一预埋铁板601一一对应；

[0038] B、吊装墙板3，首先安装底层的墙板3，墙板3靠在两根钢柱1之间，借助固定卡件8

将连接件603与墙板3临时固定，固定卡件8为L型板，L型板的短边与墙板3侧面贴合，长边与

墙板3端面贴合并且长边端部与连接件603卡接，连接件603设置有相配合的卡接槽，第一预

埋铁板60内侧连接端和连接件603的长边焊接固定；

[0039] C、吊装第二层墙板3，第二层墙板3与底层墙板3的安装方法相同，依次类推安装至

钢梁2位置的高度；

[0040] D、墙体拐角处固定钢柱1，角柱板5安装在钢柱的外侧，角柱板5借助第二固定机构

与墙板3端部连接固定；

[0041] E、支设模板进行浇筑，钢柱1浇筑于浇筑料内，四面墙壁安装完毕后，钢梁2的外部

安装包梁板；

[0042] F、安装顶部楼板4，形成毛坯房；

[0043] 本申请加强了连接结构，提高了施工效率、房屋整体的安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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