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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侧边开缝交叉加劲压型钢板剪力墙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侧边开缝交叉加劲压型

钢板剪力墙，包括设置在边缘框架内的内嵌钢

板，内嵌钢板与边缘框架之间设有纵向或横向端

板，边缘框架柱与纵向端板之间设有间隙；内嵌

钢板采用波纹方向为竖直方向的波纹压型钢板，

内嵌钢板的两面均分别连接有一根型钢加劲肋，

其中一根型钢加劲肋按照与水平线呈45°夹角的

方向布置，两根型钢加劲肋相互垂直。本发明内

嵌钢板具有较大的竖向刚度；端板与边缘框架柱

之间的间隙不但可消除内嵌钢板对边缘框架柱

可能产生的附加弯矩，而且可以释放压型钢板侧

边尺寸误差；交叉布置的型钢加劲肋约束了波纹

压型钢板波纹平面内的相对位置；可设计成装配

式抗侧构件，实现现场装配化程度的大幅提高，

减少现场施工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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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侧边开缝交叉加劲压型钢板剪力墙，包括设置在边缘框架内的内嵌钢板(3)，所

述边缘框架包括边左右布置的边缘框架柱(1)和上下布置的边缘框架梁(2)，所述内嵌钢板

(3)与边缘框架柱(1)之间设有纵向端板(6)，所述内嵌钢板(3)与所述边缘框架梁(2)之间

连接有横向端板(7)，其特征在于：

所述内嵌钢板(3)与纵向端板(6)和横向端板(7)之间均为焊接，所述边缘框架柱(1)与

纵向端板(7)之间设有间隙(8)，所述边缘框架梁(2)与横向端板之间采用高强螺栓(52)连

接；

所述内嵌钢板(3)采用波纹方向为竖直方向的波纹压型钢板，所述内嵌钢板(3)的两面

均分别连接有一根型钢加劲肋(4)，其中一根型钢加劲肋(4)按照与水平线呈45°夹角的方

向布置，两根型钢加劲肋(4)相互垂直，所述型钢加劲肋(4)是热轧槽钢、热轧角钢、冷弯薄

壁C型钢和冷弯薄壁Z型钢中的一种，所述型钢加劲肋(4)与所述内嵌钢板(3)之间采用高强

螺栓(51)连接，所述内嵌钢板(3)与型钢加劲肋(4)的连接部位是波纹压型钢板该面上波峰

的平直段，所述型钢加劲肋(4)与内嵌钢板(3)连接部位是型钢加劲肋(4)的翼缘或腹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侧边开缝交叉加劲压型钢板剪力墙，其特征在于，所述波纹压型

钢板采用钢材屈服强度低于所述边缘框架的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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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侧边开缝交叉加劲压型钢板剪力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效抗侧力系统，尤其涉及一种钢板剪力墙。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结构的抗震性能主要取决于结构的抗侧力体系，而高效、经济的抗侧力体系

一直是钢结构抗震研究和设计的关键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钢板剪力墙作为一种高效

抗侧力系统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除应用于新结构的建设外，还可用于需要震后维修

的建筑体系的加固。

[0003] 与传统抗侧力体系相比，钢板剪力墙具有下列优点：1)初始刚度大，延性好，耗能

能力强；2)重量轻，可有效降低结构自重，减小地震响应与基础工程建设费用；3)厚度小，可

增加建筑有效使用面积；4)施工方便，可提高建筑速度，降低工程造价，且方便现场检查和

质量控制；5)无需布满整个柱距，可方便布置门窗洞口；6)受气候环境影响小，尤其在某些

寒冷地区采用将更为实际有效。

[0004] 采用钢板剪力墙的建筑，美国洛杉矶的Sylmar  Hotel(6层)以及日本神户城市礼

堂(35层)，在实际地震考验下表现出良好的力学性能，证明了钢板剪力墙结构体系可以有

效减缓建筑所遭受的震害。

[0005] 钢板剪力墙采用压型钢板作为内嵌钢板，可显著增强板的面外刚度，提高结构的

初始刚度以及抗剪承载力，并具有耗能滞回环饱满、抗震性能好的优点。调整压型钢板截面

波形的几何尺寸，可有效调节压型钢板剪力墙力学性能。同时侧向荷载作用下，压型钢板剪

力墙内嵌板不屈曲，则不存在拉力场对框架的附加弯矩。

[0006] 现有的压型钢板剪力墙结构多采用压型波纹方向为水平向的内嵌钢板，与内嵌钢

板波纹边相连的是框架柱。在压型钢板剪力墙结构承担侧向水平荷载的过程中，内嵌板波

纹边沿波形的剪力流对于框架力学性能有显著的削弱，尤其波纹边与框架柱连接时会使框

架柱产生刚度退化现象，故现今的结构形式需要改善。

[0007] 同时，现有的压型钢板剪力墙结构由于其内嵌钢板较大的面外刚度，具有较高的

屈曲荷载。压型钢板剪力墙的屈曲模态包括内嵌钢板的平面内和平面外的变形，平面内的

变形包括压型钢板波纹的拉伸和压缩。压型钢板剪力墙结构在内嵌钢板发生屈曲后，会改

变原有的全剪切抗侧工作机理，进而出现承载力的下降，影响结构整体的抗震性能。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侧边开缝交叉加劲压型钢板剪力

墙。

[0009]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侧边开缝交叉加劲压型钢板剪力墙，包

括设置在边缘框架内的内嵌钢板，所述边缘框架包括边左右布置的边缘框架柱和上下布置

的边缘框架梁，所述内嵌钢板与边缘框架柱之间设有纵向端板，所述内嵌钢板与所述边缘

框架梁之间连接有横向端板，所述内嵌钢板与纵向端板和横向端板之间均为焊接，所述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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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框架柱与纵向端板之间设有间隙，所述边缘框架梁与横向端板之间采用高强螺栓连接；

所述内嵌钢板采用波纹方向为竖直方向的波纹压型钢板，所述内嵌钢板的两面均分别连接

有一根型钢加劲肋，其中一根型钢加劲肋按照与水平线呈45°夹角的方向布置，两根型钢加

劲肋相互垂直，所述型钢加劲肋是热轧槽钢、热轧角钢、冷弯薄壁C型钢和冷弯薄壁Z型钢中

的一种，所述型钢加劲肋与所述内嵌钢板之间采用高强螺栓连接，所述内嵌钢板与型钢加

劲肋的连接部位是波纹压型钢板该面上波峰的平直段，所述型钢加劲肋与内嵌钢板连接部

位是型钢加劲肋的翼缘或腹板。

[001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1] 由于本发明中内嵌钢板采用波纹压型钢板，且波纹方向为竖直方向，因此，内嵌钢

板具有较大的竖向刚度，保证内嵌钢板与边缘框架在同步安装和使用过程中不会由于竖向

荷载的作用产生较大变形。

[0012] 波纹压型钢板的直边与两侧的纵向端板连接，左右两侧的纵向端板与边缘框架柱

之间留有间隙，可消除内嵌钢板对边缘框架柱可能产生的附加弯矩，避免后者在强震作用

下产生刚度退化现象，左右纵向端板为波纹压型钢板提供一定的支撑刚度，有效减小了波

纹压型钢板的平面外变形。

[0013] 交叉布置的型钢加劲肋约束了波纹压型钢板波纹平面内的相对位置，同时进一步

增加了波纹压型钢板的面外刚度，使波纹压型钢板剪力墙的屈曲荷载进一步提高。型钢加

劲肋的轴向抗拉能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嵌钢板屈曲后承载力下降的不足。

[0014] 波纹压型钢板和与之上下左右相连的四块端板构成独立的可装配式抗侧构件，通

过高强螺栓将上下的横向端板与相邻的边缘框架梁相连即可完成安装，实现现场装配化程

度的大幅提高，减少现场施工的工作量。

[0015] 波纹压型钢板在加工过程中容易沿波纹边产生长度误差，按照本发明方式布置，

可以使误差在波纹压型钢板侧边留有的间隙部位释放，不影响内嵌钢板的现场装配。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侧边开缝交叉加劲压型钢板剪力墙的正面图；

[0017] 图2是图1中A-A所示剖切位置的剪力墙剖面图；

[0018] 图3是图1中B-B所示剖切位置的剪力墙剖面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中所用型钢加劲肋实施例1的结构及连接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中所用型钢加劲肋实施例2的结构及连接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中所用型钢加劲肋实施例3的结构及连接示意图；

[0022] 图7是本发明中所用型钢加劲肋实施例4的结构及连接示意图；

[0023] 图8是本发明中所用型钢加劲肋实施例5的结构及连接示意图。

[0024] 图中：1-边缘框架柱，2-边缘框架梁，3-内嵌钢板，4-型钢加劲肋，41-热轧槽钢，

42-热轧角钢，43-冷弯薄壁C型钢，44-冷弯薄壁Z型钢，51、52-高强螺栓，6-纵向端板，7-横

向端板，8-间隙。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进一步详细描述，所描述的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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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仅对本发明进行解释说明，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

[0026]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本发明一种侧边开缝交叉加劲压型钢板剪力墙，包括设置

在边缘框架内的内嵌钢板3，所述边缘框架包括边左右布置的边缘框架柱1和上下布置的边

缘框架梁2，所述内嵌钢板3与边缘框架柱1之间设有纵向端板6，所述内嵌钢板3与所述边缘

框架梁2之间连接有横向端板7，所述内嵌钢板3与纵向端板6和横向端板7之间均为焊接，所

述边缘框架柱1与纵向端板7之间设有间隙8，所述边缘框架梁2与横向端板之间采用高强螺

栓52连接。所述内嵌钢板3采用波纹方向为竖直方向的波纹压型钢板，所述波纹压型钢板采

用钢材屈服强度低于所述边缘框架的钢材。所述内嵌钢板3的两面均分别连接有一根型钢

加劲肋4，其中一根型钢加劲肋4按照与水平线呈45°夹角的方向布置，两根型钢加劲肋4在

所述波纹压型钢板的两侧相互垂直。

[0027] 所述型钢加劲肋4是热轧槽钢41、热轧角钢42、冷弯薄壁C型钢43和冷弯薄壁Z型钢

44中的一种，所述型钢加劲肋4与所述内嵌钢板3之间采用高强螺栓51连接，所述内嵌钢板3

与型钢加劲肋4的连接部位是与波纹压型钢板该面上波峰的平直段互相贴合，并用高强螺

栓51连接。所述型钢加劲肋4根据其具体形状的不同，可以选择采用翼缘或腹板与内嵌钢板

3连接。

[0028] 下面是5种不同的型钢加劲肋连接形式的实施例。

[0029] 实施例1：如图4所示，所述型钢加劲肋为腹板连接的热轧槽钢41，所述热轧槽钢41

腹板与所述波纹压型钢板(即内嵌钢板3)贴合并采用高强螺栓A51连接两者，所述热轧槽钢

41翼缘指向所述压型钢板的平面外方向。

[0030] 实施例2：如图5所示，所述型钢加劲肋为翼缘连接的热轧槽钢41，所述热轧槽钢41

翼缘与所述波纹压型钢板(即内嵌钢板3)贴合并采用高强螺栓A51连接两者，所述热轧槽钢

41腹板指向所述波纹压型钢板的平面外方向。

[0031] 实施例3：如图6所示，所述型钢加劲肋为热轧角钢42，所述热轧角钢42一侧翼缘与

所述波纹压型钢板(即内嵌钢板3)贴合并采用高强螺栓A51连接两者，所述热轧角钢42另一

侧翼缘指向所述波纹压型钢板的平面外方向。

[0032] 实施例4：如图7所示，所述型钢加劲肋为冷弯薄壁“C”型钢43，所述冷弯薄壁C型钢

43翼缘与所述波纹压型钢板(即内嵌钢板3)贴合并采用高强螺栓A51连接两者，所述冷弯薄

壁C型钢43腹板指向所述波纹压型钢板的平面外方向。

[0033] 实施例5：如图8所示，所述型钢加劲肋为冷弯薄壁“Z”型钢44，所述冷弯薄壁Z型钢

44翼缘与所述波纹压型钢板(即内嵌钢板3)贴合并采用高强螺栓A51连接两者，所述冷弯薄

壁Z型钢44腹板指向所述波纹压型钢板的平面外方向。

[0034] 尽管上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但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的具体实施

方式，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本

发明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的情况下，还可以做出很多变形，这些均属于本发明的

保护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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