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570032.4

(22)申请日 2016.07.2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049691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0.26

(73)专利权人 福建工程学院

地址 350108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

福州地区大学新校区学园路

(72)发明人 郑莲琼　马永超　颜桂云　郑永乾　

陈少敏　

(74)专利代理机构 福州市鼓楼区京华专利事务

所(普通合伙) 35212

代理人 王美花

(51)Int.Cl.

E04B 1/5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5780935 A,2016.07.20,说明书第4-7

页具体实施方式部分，说明书附图1-10.

CN 205894313 U,2017.01.18,权利要求1-

9.

JP 2010065459 A,2010.03.25,全文.

CN 104294917 A,2015.01.21,全文.

CN 101892710 A,2010.11.24,全文.

审查员 刘康

 

(54)发明名称

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

架节点，包括核心区内骨架、约束钢管和梁端预

埋件，所述核心区内骨架安装于所述约束钢管

内，所述梁端预埋件焊接于所述约束钢管外，所

述核心区内骨架包括间隔平行设置的至少两个

横隔板以及复数个穿设于所述横隔板内的穿筋

套管，所述横隔板上设置有注浆孔。本发明提供

的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有效提高节

点侧向约束、混凝土的强度和延性，实现强节点、

弱构件的抗震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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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其特征在于：包括核心区内骨架、约束钢管和

梁端预埋件，所述核心区内骨架安装于所述约束钢管内，所述梁端预埋件焊接于所述约束

钢管外，所述核心区内骨架包括间隔平行设置的至少两个横隔板以及复数个穿设于所述横

隔板内的穿筋套管，所述横隔板上设置有注浆孔；所述梁端预埋件包括抗剪腹板、上部纵筋

和底部纵筋，所述抗剪腹板设于上部纵筋与底部纵筋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梁端

预埋件一端部与约束钢管焊接，另一端部固定一连接钢板，所述连接钢板上安装一用于连

接预制梁或阻尼器的H形钢梁，且所述H形钢梁的翼缘上开设有复数个螺栓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梁端

预埋件还包括用于固定所述抗剪腹板、上部纵筋和底部纵筋外的箍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横隔

板上还设有复数个排气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横隔

板设置三个，分别为上横隔板、中横隔板和下横隔板。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上横

隔板与上部纵筋处于同一水平面，下横隔板或中横隔板与底部纵筋处于同一水平面。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节点

通过预制框架下柱的纵筋穿过穿筋套管与下柱连接，并通过在所述节点与下柱之间灌浆形

成连接层传递内力。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节点

通过在穿筋套管内插设的纵筋与上柱内预埋的灌浆套筒进行灌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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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构件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目前建筑行业主要的建造方式仍采用工期较长、能源消耗量大、质量问题多、

施工现场杂乱的现场建造，并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经济仍将以一定的速度持续发展，因而

对建筑产品将产生一种持续的需求，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以及人们对生活品质

提出更高的要求，未来社会需要在一定时间内获得更多高品质的建筑产品。而建筑产业化

因能够满足新的社会需求而再次受到广泛重视。在许多发达国家，装配式建筑是建筑工业

化最重要的方式，它具有提高质量、缩短工期、节约能源、减少消耗、清洁生产等优点。随着

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建筑业和其他行业一样都在进行工业化技术改造，预制装配式建筑又

开始焕发出新的生机。目前许多高质量要求的建筑已选用预制装配式结构来建造，其装配

方式向着绿色建筑和智能建筑的大政方针看齐。

[0003] 预制装配式结构中的构件节点连接方式的可靠性和可操作性直接影响装配式结

构的整体性能和建造速度，也是影响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继续发展的关键技术。目前装

配式框架柱节点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节点处的连接没有改变传统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构

造，仅在原来节点处通过螺栓连接或预埋钢构件实现节点连接，前者使节点核心区的混凝

土受到削弱，后者使得节点在原配筋的基础上增加了大量的钢材，节点核心区的配筋率大

大增大，且预制梁柱节点核心区钢筋密集，增大了混凝土浇筑振捣的难度；(2)装配式框架

节点采用螺栓连接时，由于梁端的剪力通过螺栓传递给核心区混凝土，与栓杆接触处的混

凝土容易出现局部受压破坏，且其传力的可靠性受螺栓质量及施工质量的限制，使其抗剪

能力不能得到保证，在核心区内设置竖向钢板并与外围钢板桶连接的形式，梁端剪力首先

传递给钢板桶，通过钢板桶剪力是传递给核心区内部的混凝土还是竖向钢板尚不明确，且

外侧钢板桶对下柱外侧混凝土出现剪压作用，不利于荷载传递；(3)目前预制梁内为了满足

连接要求多采用型钢混凝土，工字钢上下翼缘较宽同时又有纵向钢筋与箍筋，增加框架梁

预制过程中混凝土浇筑振捣的难度，使预制梁的质量无法保证；(4)一些梁柱节点的连接面

在柱边，在安装拆卸过程中施工难度大，对承载能力影响较大。因此，新型的节点形式和连

接方式成为制约建筑产业化发展的难题，也是目前针对装配式结构研究的热点。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提高

节点侧向约束，混凝土的强度和延性，实现强节点、弱构件的抗震概念。

[0005]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包括核心区内骨架、

约束钢管和梁端预埋件，所述核心区内骨架安装于所述约束钢管内，所述梁端预埋件焊接

于所述约束钢管外，所述核心区内骨架包括间隔平行设置的至少两个横隔板以及复数个穿

设于所述横隔板内的穿筋套管，所述横隔板上设置有注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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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 进一步的，所述梁端预埋件包括抗剪腹板、上部纵筋和底部纵筋，所述抗剪腹板设

于上部纵筋与底部纵筋之间。

[0007] 进一步的，所述梁端预埋件一端部与约束钢管焊接，另一端部固定一连接钢板，所

述连接钢板上安装一用于连接预制梁或阻尼器的H形钢梁，且所述H形钢梁的翼缘上开设有

复数个螺栓孔。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梁端预埋件还包括用于固定所述抗剪腹板、上部纵筋和底部纵筋

外的箍筋。

[0009] 进一步的，所述横隔板上还设有复数个排气孔，用于连通横隔板上下的空间，以便

于注浆。

[0010] 进一步的，所述横隔板设置三个，分别为上横隔板、中横隔板和下横隔板。

[0011] 进一步的，所述上横隔板与上部纵筋处于同一水平面，所述下横隔板或中横隔板

与底部纵筋处于同一水平面。

[0012] 进一步的，所述节点通过预制框架下柱的纵筋穿过穿筋套管与下柱连接，并通过

在所述节点与下柱之间灌浆形成连接层传递内力。

[0013] 进一步的，所述节点通过在穿筋套管内插设的纵筋与上柱内预埋的灌浆套筒进行

灌浆连接。

[0014] 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

[0015] 1、节点核心区骨架构造采用横向隔板，使得节点荷载传递路径明确，便于受力分

析，梁端剪力通过约束钢管传递给横隔板，再由横隔板传递到节点核心区混凝土，从而将荷

载传递到柱子；

[0016] 2、节点核心区混凝土内钢筋通过穿筋套管进行约束，无需配置箍筋，便于节点制

作及混凝土浇筑；

[0017] 3、梁端预埋件不改变现有钢筋混凝土梁的配筋情况，便于浇筑混凝土，且在梁内

加入竖向钢板增加梁端抗剪承载力，实现“强剪弱弯”；

[0018] 4、采用H形钢梁与节点预留钢梁进行螺栓连接，连接方便。

附图说明

[0019] 下面参照附图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浇筑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核心区内骨架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节点与下柱连接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节点与上柱连接示意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节点与预制梁或阻尼器连接示意图。

[0026] 附图标号说明：

[0027] 1-核心区内骨架，11-横隔板，111-上横隔板，112-中横隔板，113-下横隔板，12-穿

筋套管，13-注浆孔，14-排气孔，15-孔洞，2-约束钢管，3-梁端预埋件，31-抗剪腹板，32-上

部纵筋，33-底部纵筋，34-箍筋，4-连接钢板，5-H形钢梁，51-螺栓孔，6-下柱，61-下柱纵筋，

62-预留空间，7-上柱，8-预制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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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请参阅图1至图6，本发明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包括核心区内骨

架1、约束钢管2和梁端预埋件3，所述核心区内骨架1安装于所述约束钢管内2，所述梁端预

埋件3焊接于所述约束钢管2外，如图3所示，所述核心区内骨架1包括间隔平行设置的三个

横隔板11以及复数个穿设于所述横隔板11内的穿筋套管12，所述横隔板11上设置有注浆孔

13，所述横隔板11上还设有复数个排气孔14，用于连通横隔板11上下的空间，以便于注浆，

所述横隔板11包括上横隔板111、中横隔板112和下横隔板113，所述上横隔板111与上部纵

筋32处于同一水平面，中横隔板112或下横隔板113与梁端预埋件3的底部(即底部纵筋)处

于同一水平面，所述梁端预埋件3包括抗剪腹板31、上部纵筋32和底部纵筋33，所述抗剪腹

板31设于上部纵筋32与底部纵筋33之间，所述梁端预埋件3还包括用于固定所述抗剪腹板

31、上部纵筋32和底部纵筋33外的箍筋34，所述梁端预埋件3一端部与约束钢管2焊接，另一

端部固定一连接钢板4，所述连接钢板4上安装一用于连接预制梁或阻尼器的H形钢梁5，且

所述H形钢梁5的翼缘上开设有复数个螺栓孔51，以便与其他预制梁8通过螺栓连接，便于施

工。

[0029] 所述节点通过预制框架下柱6的下柱纵筋61穿过穿筋套管12与下柱6连接，并通过

在所述节点与下柱6之间灌浆形成连接层(即图5中标号为62预留空间的位置灌浆后形成连

接层)传递内力，所述节点通过在穿筋套管12内插设的下柱纵筋61与上柱7内预埋的灌浆套

筒(未图示)进行灌浆连接。

[0030]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全预制装配式钢管约束框架节点的制作方法如下：

[0031] 步骤1、制作核心区骨架，首先制作核心区约束钢管2，所述约束钢管2由四块钢板

焊接形成，所述约束钢管2内焊接一中间隔板112，将穿筋套管穿入中间横隔板112预留的孔

洞中并进行焊接，再安装上横隔板111与下横隔板113，所述上横隔板111、中横隔板112和下

横隔板113分别对应设置有复数个排气孔14、复数个用于安装穿筋套管12的孔洞15以及一

用于浇筑的注浆孔13；

[0032] 步骤2、制作梁端预埋件3，所述梁端预埋件包括抗剪腹板31、上部纵筋32和底部纵

筋33，所述抗剪腹板31设于上部纵筋32与底部纵筋33之间，所述梁端预埋件3还包括用于固

定所述抗剪腹板31、上部纵筋32和底部纵筋33外的箍筋34；

[0033] 步骤3、节点组装，所述梁端预埋件3一端部与约束钢管2一外侧面焊接，且梁端预

埋件3的上部纵筋32与上横隔板111处于同于水平面，底部纵筋33与下横隔板113处于同一

水平面以便荷载传递，考虑到节点两侧梁高设置不同时，可调整一侧梁端预埋件3的底部纵

筋33与中横隔板112处于同一水平面上；所述梁端预埋件3的另一端部通过焊接固定一连接

钢板4，所述连接钢板4上安装一用于连接预制梁或阻尼器的H形钢梁5，且所述H形钢梁5的

翼缘上开设有复数个螺栓孔51便于后期安装工作，所述梁端预埋件3与核心区骨架组装完

成得到框架节点如图1所示，对所述节点进行浇筑后得到如图2所示的浇筑后的节点；

[0034] 步骤4、节点与下柱6连接时，首先将节点运至现场，预制框架下柱纵筋61直接穿过

节点的穿筋套管12，在节点与下柱6之间预留空间62形成连接层，通过连接层将下柱与节点

粘结牢固，所述连接层具体形成过程为：在所述预留空间周围填塞垫块(未图示)，再往注浆

孔中注入灌浆料，灌浆料填充所述预留空间后从穿筋套管溢出，在预留空间形成连接层，并

确保核心区内骨架的穿筋套管与注浆孔内的灌浆的密实性；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6049691 B

5



[0035] 步骤5、在节点与下柱6连接后，再安装预制上柱7及预制梁8，此时节点上穿设有下

柱纵筋61，直接将节点上方的下柱纵筋61与上柱7内预埋的灌浆套筒进行灌浆连接完成上

柱7与节点之间的连接，节点与预制梁8的连接则通过对H形钢梁5进行螺栓连接实现的。

[0036] 本发明的全预制钢管约束框架节点中核心区内骨架的穿筋套管为核心区混凝土

提供侧向约束，同时提高混凝土的强度和延性，实现“强节点、弱构件”的抗震设计概念，且

穿筋套管的设置，不需再配置核心区内的箍筋，便于节点制作以及混凝土浇筑；同时，横向

隔板的设置使节点荷载传递路径明确，便于受力分析。另外，本发明通过在梁端预埋件增加

抗剪腹板，提高了梁端的抗剪能力。

[0037] 本实施例中横隔板设置三个，当节点所连接的所有梁端预埋件的位置在同一水平

面时，本发明的横隔板还可以设置成两个，即上横隔板和下横隔板。

[0038]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我们所描述的具体的实施例只是说明性的，而不是用于对本发明的范围的限定，熟悉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依照本发明的精神所作的等效的修饰以及变化，都应当涵盖在本发明的

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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