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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及施工方法，包括

带柱帽的格构式钢骨混凝土组合柱，预应力叠合

梁、钢承板组合楼板，所述带柱帽的格构式钢骨

混凝土组合柱包括格构式钢骨柱和钢筋砼柱本

体，其特征是所述格构式钢骨柱包括肢柱和腹

杆，所述肢柱为位于所述格构式钢骨柱四角的钢

管，钢管内部灌注有高强混凝土，所述柱帽由型

钢组件和外包钢筋砼组成。格构式钢骨柱肢柱钢

管灌注高强砼，减少用钢量，提高刚度，可多层预

制梁同时吊装，加快施工进度，节约吊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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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包括带柱帽的格构式钢骨混凝土组合柱，预应力叠合梁、

钢承板组合楼板，所述带柱帽的格构式钢骨混凝土组合柱包括格构式钢骨柱和钢筋砼柱本

体，其特征在于：所述格构式钢骨柱包括肢柱和腹杆，所述肢柱为位于所述格构式钢骨柱四

角的钢管，钢管内部灌注有高强混凝土，所述柱帽由钢牛腿和外包钢筋砼组成，所述预应力

叠合梁包括预应力预制梁和浇筑在预制梁上的现浇砼，所述预应力预制梁外露钢绞线伸入

梁柱联结节点核心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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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

所述钢承板组合楼板与所述预应力叠合梁及带柱帽的格构式钢骨混凝土组合柱浇筑为一

体。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其特征是所述肢柱钢管为矩形钢管

或圆形钢管。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其特征是所述楼承板为钢筋桁架楼

承板或闭口楼承板。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其特征是所述钢筋砼柱本体包括沿

格构式钢骨柱外围布置的钢筋和混凝土，所述钢筋包括竖向主筋和水平箍筋。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其特征是所述预应力预制梁端部距

离所述肢柱150mm以上。

6.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的施工方法，按以下方法与顺序施工：采用权利要求1至5

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

A.基础施工，留杯口或预埋螺栓，

B.格构式钢骨柱吊装，

C.肢柱钢管内灌注高强混凝土，

D.底层格构式钢骨混凝土组合柱扎筋支模浇砼至主梁底，

E.吊装二层预应力预制梁，联结梁柱节点内的腹杆，

F.当柱较高时，在E前或E后吊装上节肢柱内已经灌注好高强砼的格构式钢骨柱，

G.吊装三层预应力预制梁，

H.重复E至G完成所有楼层预应力预制梁吊装完毕，

I.二层楼面铺设钢承板并扎筋，梁柱节点扎筋支模，

J.二层楼面及梁柱节点浇砼，

K.二层组合柱扎筋支模浇砼，

L.重复I至K完成以上各楼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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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建筑的结构体系及施工方法，尤其涉及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的施

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大跨度多层建筑工程的施工通常采用分层吊装，吊机使用成本高，施工进度

慢，部分预制梁由于重量太大需使用大吨位吊机，但由于楼面设计承载力无法使用大吨位

吊机作业，导致多层建筑项目预制梁无法吊装施工。现有专利(申请号：201210291475.1)公

开了的一种大跨度预制整浇结构及施工方法，在施工阶段虽可进行预制梁多层同时吊装，

但格构柱用钢量大，刚度小，且预制梁在搁置面处安装困难，影响施工进度。一种肢柱灌注

高强砼、格构柱及柱帽承载能力大的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及施工方法未见报道。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克服上述现有技术之不足，提供一种肢柱灌注高

强砼、格构柱及柱帽承载能力大的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及施工方法。

[0004] 按照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包括带柱帽的格构式钢骨混凝土组

合柱，预应力叠合梁、钢承板组合楼板，所述带柱帽的格构式钢骨混凝土组合柱包括格构式

钢骨柱和钢筋砼柱本体，所述格构式钢骨柱包括肢柱和腹杆，所述肢柱为位于所述格构式

钢骨柱四角的钢管，钢管内部灌注有高强混凝土，所述柱帽由钢牛腿和外包钢筋砼组成，所

述预应力叠合梁包括预应力预制梁和浇筑在预制梁上的现浇砼，所述预应力预制梁外露钢

绞线伸入梁柱联结节点核心区，所述钢承板组合楼板包括钢承板和浇于钢承板上的钢筋混

凝土，所述钢承板组合楼板与所述预应力叠合梁及带柱帽的格构式钢骨混凝土组合柱浇筑

为一体。

[0005] 按照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还具有如下附属技术特征：

[0006] 所述肢柱钢管为矩形钢管或圆形钢管。

[0007] 所述楼承板为钢筋桁架楼承板或闭口楼承板。

[0008] 所述钢筋砼柱本体包括沿格构式钢骨柱外围布置的钢筋和混凝土，所述钢筋包括

竖向主筋何水平箍筋。

[0009] 所述预应力预制梁端部距离所述肢柱150mm以上。

[0010] 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的施工方法按一下方法与顺序施工：

[0011] A.基础施工，留杯口或预埋螺栓，

[0012] B.格构式钢骨柱吊装，

[0013] C.肢柱钢管内灌注高强混凝土，

[0014] D.底层格构式钢骨混凝土组合柱扎筋支模浇砼至主梁底，

[0015] E.吊装二层预应力预制梁，联结梁柱节点内的腹杆，

[0016] F.当柱较高时，在E前或E后吊装上节肢柱内已经灌注好高强砼的格构式钢骨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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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G.吊装三层预应力预制梁，

[0018] H.重复E至G完成所有楼层预应力预制梁吊装完毕，

[0019] I.二层楼面铺设钢承板并扎筋，梁柱节点扎筋支模，

[0020] J.二层楼面及梁柱节点浇砼，

[0021] K.二层组合柱扎筋支模浇砼，

[0022] L.重复I至K完成以上各楼板。

[0023] 按照本发明提供的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及施工方法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

下优点：

[0024] 1.格构式钢骨柱单独承受荷载时，钢管对砼约束性能好，单肢抗压能力强，格构柱

刚度大，抗侧能力强，无需设置临时支撑，满足施工阶段预制梁搁置时的承载要求。

[0025] 2.实现多层预制梁同时吊装，施工进度快，吊装成本低。

[0026] 3.格构式钢骨混凝土组合柱中的肢柱可作为钢筋使用，且四角抗压能力强，组合

柱用钢量小，抗压、抗弯能力强，延性好。

[0027] 4.叠合梁现浇部分与钢承板组合楼板同时浇筑，整体性好。

[0028] 5.叠合梁离开格构柱边150mm以上，能保证预制梁钢绞线主筋弯折伸入梁柱节点

核心区内。

[0029] 6.采用永久性钢承板和钢筋混凝土作为组合楼板，楼板施工时无需支模，大大提

高施工效率，同时降低成本。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预制梁吊装阶段立体图。

[0031] 图2为本发明楼板浇筑阶段立体图。

[0032] 图3为本发明格构式钢骨柱立面剖视图。

[0033] 图4为本发明格构式钢骨柱的立体图。

[0034] 图5为本发明梁柱节点钢筋示意图。

[0035] 图6为本发明梁柱节点浇筑后示意图。

[0036] 图7为本发明钢筋桁架楼层板立体图。

[0037] 图8为本发明闭口楼承板立体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为了便于理解本发明，下面将参照相关附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全面的描述。附图中

给出了本发明的较佳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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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的公开内容理解的更

加透彻全面。

[0039] 参见图1至图8，在本发明给出的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的实施例中，包括带柱

帽12的格构式钢骨混凝土组合柱1，预应力叠合梁2、钢承板组合楼板3，所述带柱帽12的格

构式钢骨混凝土组合柱1包括格构式钢骨柱11和钢筋砼柱本体13，所述格构式钢骨柱11包

括肢柱111和腹杆112，所述肢柱为位于所述格构式钢骨柱四角的钢管111，所述钢管111内

部灌注有高强混凝土113，所述柱帽由钢牛腿121和外包钢筋砼122组成，所述预应力叠合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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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括预应力预制梁21和浇筑在预制梁21上的现浇砼22，所述预应力预制梁21外露钢绞线

211伸入梁柱联结节点4核心区，所述钢承板组合楼板3包括钢承板31(32)和浇筑于钢承板

上的钢筋混凝土33，所述钢承板组合楼板3与所述预应力叠合梁2及带柱帽的格构式钢骨混

凝土组合柱1浇筑为一体。格构式钢骨混凝土组合柱1在单独承受荷载时，钢管111对高强混

凝土113约束性能好，单肢抗压能力强，无需设置临时支撑，满足施工阶段预制梁搁置时的

承载要求，预应力预制梁21的钢绞线211伸入梁柱联结节点4核心区，提高节点的整体性，满

足“强节点、弱构件”的设计理念，钢承板组合楼板3与所述预应力叠合梁2及带柱帽的格构

式钢骨混凝土组合柱1浇筑为一体，进一步提高结构的整体性。

[0040] 参见图3至图4，在本发明给出的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的实施例中，所述肢柱

钢管111为矩形钢管或圆形钢管。封闭式的钢管约束高强混凝土113，提高肢柱刚度。

[0041] 参见图2、图6至图8，在本发明给出的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的实施例中，所述

楼承板为钢筋桁架楼承板31或闭口楼承板32。采用钢筋桁架楼承板31或闭口楼承板32作为

组合楼板3的支撑件，免去支模工序，大大加快施工进度，节约施工成本，又可作为钢筋使

用，节约用钢量。

[0042] 参见图3、图5，在本发明给出的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的实施例中，所述钢筋砼

13包括沿格构式钢骨柱外围布置的钢筋131(132)和混凝土133，所述钢筋包括竖向主筋131

和水平箍筋132。竖向主131筋提高组合柱的抗压性能，水平箍筋132提高组合柱的抗剪性

能。

[0043] 参见图3、图5，在本发明给出的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的实施例中，所述预应力

预制梁21端部距离所述肢柱150mm以上。该距离确保预制梁21安装时钢绞线能顺利放入梁

柱联结节点4中，提高施工效率。

[0044] 一种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的施工方法按以下方法与顺序施工：

[0045] A.基础施工，留杯口或预埋螺栓，

[0046] B.格构式钢骨柱吊装，

[0047] C.肢柱钢管内灌注高强混凝土，

[0048] D.底层格构式钢骨混凝土组合柱扎筋支模浇砼至主梁底，

[0049] E.吊装二层预应力预制梁，联结梁柱节点内的腹杆，

[0050] F.当柱较高时，在E前或E后吊装上节肢柱内已经灌注好高强砼的格构式钢骨柱，

[0051] G.吊装三层预应力预制梁，

[0052] H.重复E至G完成所有楼层预应力预制梁吊装完毕，

[0053] I.二层楼面铺设钢承板并扎筋，梁柱节点扎筋支模，

[0054] J.二层楼面及梁柱节点浇砼，

[0055] K.二层组合柱扎筋支模浇砼，

[0056] L.重复I至K完成以上各楼板。

[0057] 所述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施工方法，当肢柱钢管内灌注的高强混凝土养护时间充

足时，步骤C与D可同时施工。

[0058] 所述钢与砼组合结构体系施工方法，当格构式钢柱承载力足够时，步骤K与L可同

时施工，使进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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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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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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