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220026489.X

(22)申请日 2022.01.06

(73)专利权人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地址 710055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路13号

(72)发明人 杨勇　郝宁　冯世强　姚旭锟　

刘彬　李于晨　李赵鑫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智大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 61215

专利代理师 段俊涛

(51)Int.Cl.

E04B 1/30(2006.01)

E04B 1/58(2006.01)

E04B 1/41(2006.01)

E04B 5/1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

节点

(57)摘要

一种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

节点，包括预制钢筋混凝土柱、纵向钢梁、横向预

制混合梁、现浇混凝土楼板，预制钢筋混凝土柱

包括由若干纵筋和闭合箍筋形成的钢筋笼，设置

于梁柱节点核心区的预留螺杆孔的方钢管与预

埋PVC管，混凝土，高强螺杆一；纵向钢梁包括H型

钢，端板，抗剪栓钉；横向预制混合梁包括H型钢

梁，黄铜板，PEC梁，高强螺栓，预应力钢绞线，锚

具及高强螺杆二，PEC梁包括H型钢，设置于H型钢

翼缘间的纵筋、连杆及PE波纹管，设置于H型钢腹

板和上翼缘顶面的抗剪栓钉，浇筑于H型钢翼缘

间的混凝土，端板和梁端的耳板；现浇混凝土楼

板包括板内的双层分布钢筋，包覆双层分布钢筋

的混凝土，弹性材料填充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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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其特征在于，包括预制钢筋混凝土

柱(1)、纵向钢梁(2)、横向预制混合梁(3)和现浇混凝土楼板(4)四部分，纵向钢梁(2)和横

向预制混合梁(3)连接于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的等高位置，现浇混凝土楼板(4)设置于纵

向钢梁(2)和横向预制混合梁(3)上，所述横向预制混合梁(3)包括H型钢梁(3‑1)和PEC梁

(3‑3)，H型钢梁(3‑1)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连接，PEC梁(3‑3)与H型钢梁(3‑1)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预

制钢筋混凝土柱(1)包括：

设置于柱中的若干纵向钢筋一(1‑1)；

设置于柱中的若干等间距的闭合箍筋(1‑2)，所述闭合箍筋(1‑2)与所述纵向钢筋一

(1‑1)形成钢筋笼；

设置于梁柱边节点核心区的预留螺杆孔的方钢管(1‑3)；

设置于梁柱边节点核心区的预埋PVC管(1‑4)；

包覆所述钢筋笼的混凝土一(1‑5)，所述方钢管(1‑3)设置于所述混凝土一(1‑5)之外；

设置于方钢管(1‑3)一侧的预留螺杆孔的钢板(1‑6)；以及；

高强螺杆一(1‑7)；

所述方钢管(1‑3)、PVC管(1‑4)、高强螺杆一(1‑7)用于横向预制混合梁(3)。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纵

向钢梁(2)包括：

H型钢一(2‑1)；

设置于H型钢一(2‑1)一端端部的预留螺杆孔的端板一(2‑2)；以及

设置于H型钢一(2‑1)上翼缘顶的普通栓钉一(2‑3)；

所述端板一(2‑2)用于与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H

型钢梁(3‑1)包括：

H型钢二(3‑1‑1)；

设置于H型钢二(3‑1‑1)一端端部的预留螺杆孔的端板二(3‑1‑2)；

焊接于H型钢二(3‑1‑1)上下翼缘及腹板的锚固板一(3‑1‑3)；

焊接于H型钢二(3‑1‑1)腹板及锚固板一(3‑1‑3)的纵向加劲肋(3‑1‑4)；

设置于H型钢上翼缘顶的普通栓钉二(3‑1‑5)；以及

高强螺杆二(3‑1‑6)；

所述端板二(3‑1‑2)和所述高强螺杆二(3‑1‑6)用于与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连

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

PEC梁(3‑3)包括：

H型钢三(3‑3‑1)；

设置于H型钢三(3‑3‑1)翼缘间的若干纵向钢筋二(3‑3‑2)；

焊接于H型钢三(3‑3‑1)上下翼缘的若干连杆(3‑3‑3)；

设置于H型钢三(3‑3‑1)腹板的普通栓钉三(3‑3‑4)；

设置于H型钢三(3‑3‑1)上翼缘顶面的普通栓钉四(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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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于H型钢三(3‑3‑1)翼缘间的预埋PE波纹管(3‑3‑6)；

分别焊接于H型钢三(3‑3‑1)两端端部的预留预应力钢绞线孔的端板三(3‑3‑7)和锚固

板二(3‑3‑8)；

焊接于端板三(3‑3‑7)的双耳板(3‑3‑9)；以及

浇筑于H型钢三(3‑3‑1)翼缘间的混凝土二(3‑3‑10)；

所述双耳板(3‑3‑9)插入所述H型钢二(3‑1‑1)并夹持其腹板，以高强螺栓(3‑4)连接，

预应力钢绞线(3‑5)连接锚固板二(3‑3‑8)、端板三(3‑3‑7)  和锚固板一(3‑1‑3)，以锚具

(3‑6)锚固。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现

浇混凝土楼板(4)包括：

设置于板内的双层分布钢筋(4‑1)；

包覆双层分布钢筋(4‑1)的混凝土三(4‑2)；

设置于横向预制混合梁(3)中端板三(3‑3‑7)上方的弹性材料填充缝(4‑3)。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H

型钢梁(3‑1)的腹板与黄铜板(3‑2)开椭圆长孔，PEC梁(3‑3)的双耳板(3‑3‑9)开螺栓圆孔；

所述H型钢梁(3‑1)的腹板两侧各设置一块黄铜板(3‑2)，将其插于PEC梁(3‑3)的双耳板(3‑

3‑9)间，并采用高强螺栓(3‑4)完成横向预制混合梁(3)中H型钢梁(3‑1)、黄铜板(3‑2)及

PEC梁(3‑3)的连接，所述若干连杆(3‑3‑3)位于纵向钢筋二(3‑3‑2)外且设置混凝土保护

层，以起到约束H型钢三(3‑3‑1)翼缘间混凝土二(3‑3‑10)和若干纵向钢筋二(3‑3‑2)的作

用，即替代箍筋。

8.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现

浇混凝土楼板(4)通过普通栓钉一(2‑3)与纵向钢梁(2)连接，通过普通栓钉二(3‑1‑5)与横

向预制混合梁(3)中H型钢梁(3‑1)连接，通过普通栓钉四(3‑3‑5)与横向预制混合梁(3)中

PEC梁(3‑3)连接。

9.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现

浇混凝土楼板(4)中对应PEC梁(3‑3)端板三(3‑3‑7)处设置宽度不小于50mm的弹性材料填

充缝(4‑3)，且弹性材料填充缝(4‑3)处现浇混凝土楼板(4)内的双层分布钢筋(4‑1)不连

续。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其特征在于，采用

方钢管混凝土柱或SRC柱代替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与纵向钢梁(2)和横向预制混合

梁(3)采用螺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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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建筑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

边节点。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建筑的质量、要求也随之提升，

建筑结构的提升往往伴随着构件形式的优化和创新。近年来，可恢复功能结构得到了较快

的发展，该类结构具有地震后不需修复或仅需少量修复就能快速恢复使用功能的特点，而

自复位结构是可恢复功能结构的一种实现形式。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自复位框架结构进行

了大量的研究，提出了自复位预制预应力混凝土框架结构、具有自复位能力的支撑框架结

构、具有自复位与耗能性能的钢框架结构等形式，但基于带楼板工作的自复位框架结构目

前仍研究较少。若将传统的楼板体系直接应用在自复位框架中，由于楼板自身较大的整体

刚度势必会限制自复位框架节点的开口－闭合机制的实现，影响整体结构震后自复位功

能；反之节点的开口也会导致楼板的开裂，影响结构的整体性。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缺点，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带楼板自复位装

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及其施工方法，解决摩擦耗能自复位框架节点开口‑闭合机制的

实现与楼板开裂之间的矛盾，具有预制装配率高，施工速度快，震后可恢复性能优良等特

点。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5] 一种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其特征在于，包括预制钢筋混凝

土柱、纵向钢梁、横向预制混合梁和现浇混凝土楼板四部分，纵向钢梁和横向预制混合梁连

接于预制钢筋混凝土柱的等高位置，现浇混凝土楼板设置于纵向钢梁和横向预制混合梁

上，所述横向预制混合梁包括H型钢梁和PEC梁，  H型钢梁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柱连接，PEC梁

与H型钢梁连接。

[0006]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柱包括：

[0007] 设置于柱中的若干纵向钢筋一；

[0008] 设置于柱中的若干等间距的闭合箍筋，所述闭合箍筋与所述纵向钢筋一形成钢筋

笼；

[0009] 设置于梁柱边节点核心区的预留螺杆孔的方钢管；

[0010] 设置于梁柱边节点核心区的预埋PVC管一；

[0011] 包覆所述钢筋笼的混凝土一，所述方钢管设置于所述混凝土一之外；

[0012] 设置于方钢管一侧的预留螺杆孔的钢板；以及；

[0013] 高强螺杆一；

[0014] 所述方钢管、PVC管、高强螺杆一用于横向预制混合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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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纵向钢梁包括：

[0016] H型钢一；

[0017] 设置于H型钢一一端端部的预留螺杆孔的端板一；以及

[0018] 设置于H型钢一上翼缘顶的普通栓钉一；

[0019] 所述端板一用于与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柱连接。

[0020]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H型钢梁包括：

[0021] H型钢二；

[0022] 设置于H型钢二一端端部的预留螺杆孔的端板二；

[0023] 焊接于H型钢二上下翼缘及腹板的锚固板一；

[0024] 焊接于H型钢二腹板及锚固板的纵向加劲肋；

[0025] 设置于H型钢上翼缘顶的普通栓钉二；以及

[0026] 高强螺杆二；

[0027] 所述端板二和所述高强螺杆二用于与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柱连接。

[0028]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PEC梁包括：

[0029] H型钢三；

[0030] 设置于H型钢三翼缘间的若干纵向钢筋二；

[0031] 焊接于H型钢三上下翼缘的若干连杆；

[0032] 设置于H型钢三腹板的普通栓钉三；

[0033] 设置于H型钢三上翼缘顶面的普通栓钉四；

[0034] 设置于H型钢三翼缘间的预埋PE波纹管；

[0035] 分别焊接于H型钢三两端端部的预留预应力钢绞线孔的端板三和锚固板二；

[0036] 焊接于端板三的双耳板；以及

[0037] 浇筑于H型钢三翼缘间的混凝土二；

[0038] 所述双耳板插入所述H型钢二并夹持其腹板，以高强螺栓连接，预应力钢绞线连接

锚固板二、端板三和锚固板一，以锚具锚固。

[0039]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现浇混凝土楼板包括：

[0040] 设置于板内的双层分布钢筋；

[0041] 包覆双层分布钢筋的混凝土三；

[0042] 设置于横向预制混合梁中端板三上方的弹性材料填充缝。

[0043]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H型钢梁的腹板与黄铜板开椭圆长孔，PEC梁的双耳板开螺

栓圆孔；所述H型钢梁的腹板两侧各设置一块黄铜板，将其插于PEC  梁的双耳板间，并采用

高强螺栓完成横向预制混合梁中H型钢梁、黄铜板及PEC  梁的连接，所述若干连杆位于纵向

钢筋外且设置混凝土保护层，以起到约束H  型钢三翼缘间混凝土二和若干纵向钢筋的作

用，即替代箍筋。

[0044]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现浇混凝土楼板通过普通栓钉一与纵向钢梁连接，通过普

通栓钉二与横向预制混合梁中H型钢梁连接，通过普通栓钉四与横向预制混合梁中PEC梁连

接。

[0045] 在一个实施例中，所述现浇混凝土楼板中对应PEC梁端板三处设置宽度不小于

50mm的弹性材料填充缝，且弹性材料填充缝处现浇混凝土楼板内的双层分布钢筋不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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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在一个实施例中，采用方钢管混凝土柱或SRC柱代替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柱，与纵

向钢梁和横向预制混合梁采用螺杆连接。

[004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48] 1.结构整体性强

[0049] 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柱、纵向钢梁及横向

预制混合梁分别在工厂精细预制，其中，预制混合梁由H型钢梁与PEC  梁精准装配并张拉预

应钢绞线后完成预制；施工现场，预制钢筋混凝土柱、纵向钢梁及横向预制混合梁装配后浇

筑楼板完成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的整体制作；其中，纵向钢梁和横向

预制混合梁均通过端板用高强螺杆与预制混凝土柱连接，H型钢梁的腹板和黄铜板与PEC梁

双耳板通过高强螺栓连接，现浇混凝土楼板通过普通抗剪栓钉分别与纵向钢梁和PEC梁连

接，保证了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整体性。

[0050] 2.耗能与自复位性能良好

[0051] 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的摩擦耗能装置设置于横向预制混合

梁的H型钢梁段，并且相比耗能部件位于型钢翼缘或混凝土梁上下表面的节点，便于楼板的

设置。在地震作用下横向预制混合梁中存在复位开合机制，依靠PEC梁的耳板与黄铜板在发

生相对转动时的摩擦及型钢翼缘的屈服耗散地震能量，引导变形集中在特定位置，以形成

对抗震设计有利的破坏模式。后张拉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既作为连接H型钢梁与PEC梁的部

件，又作为自复位部件，由于预应力筋的回弹作用，连接节点具有较强的恢复能力，震后残

余变形很小，损伤小，震后易修复。同时，在预制混凝土柱的梁柱边节点处预埋方钢管，对节

点核心区混凝土进行约束，避免节点处的混凝土发生局压破坏。

[0052] 3.打破楼板对自复位梁柱节点开口‑闭合机制的限制

[0053] 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的现浇楼板与H型钢梁采用抗栓钉连接

件，在防止楼板掀起，保证了结构整体性和界面耐久性，避免落梁、倾覆、垮塌的发生。横向

预制混合梁上现浇混凝土楼板的设缝处理，克服了楼板自身较大的整体刚度对实现自复位

梁柱节点开口‑闭合机制的限制，保证了整体结构震后自复位功能的实现，同时缝内填充低

弹模的柔性填料，可满足楼板的正常使用功能。此外，分布钢筋在预设缝处是不连续的，从

而确保了自复位功能的实现。

[0054] 4.施工便捷，效率提升，造价降低，绿色环保

[0055] 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中预制混凝土柱、纵向钢梁和横向预制

混合梁均在工厂中进行焊接、浇筑及张拉预应力钢绞线等工作，通过现场的简易装配后一

次性浇筑楼板即完成施工；现场施工中支模、拆模和临时支撑等工作量大幅减少，装配工序

简易，现场湿作业大幅减少，提高了施工效率，节约了施工材料和设施，降低了对人力和物

力资源的需求，缩减了施工成本和工程造价；工厂化生产使得施工现场的建筑垃圾大量减

少，降低了施工对环境的影响，更加绿色环保。

附图说明

[0056] 图1为本实用新型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整体示意图。

[0057] 图2为本实用新型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那边节点整体装配示意图。

[0058] 图3为本实用新型预制钢筋混凝土柱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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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图4为本实用新型带端板纵向钢梁示意图。

[0060] 图5为本实用新型横向预制混合梁示意图。

[0061] 图6为本实用新型H型钢梁示意图。

[0062] 图7为本实用新型黄铜板示意图。

[0063] 图8为本实用新型PEC梁示意图。

[0064] 图9为本实用新型现浇混凝土楼板示意图。

[0065] 图10为本实用新型正视图。

[0066] 图11为本实用新型侧视图。

[0067] 图12为本实用新型俯视图。

[0068] 图13为图9中1‑1剖面详图，即预制钢筋混凝土柱截面图。

[0069] 图14为图9中2‑2剖面详图，即H型钢梁截面图。

[0070] 图15为图9中3‑3剖面详图，即横向预制混合梁中PEC梁截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7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详细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

[0072] 本实用新型是一种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在工厂预制钢筋混

凝土柱、纵向钢梁及横向预制混合梁，在施工现场进行装配并浇筑混凝土楼板；如图1至图

15所示，主要包括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纵向钢梁2、横向预制混合梁3、现浇混凝土楼板4四

部分，其中，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包括：设置于柱中的若干纵向钢筋一1‑1；设置于柱中

的若干闭合箍筋1‑2；设置于梁柱边节点核心区预留螺杆孔的方钢管1‑3；设置于梁柱边节

点核心区的预埋  PVC管一1‑4；包覆由若干纵筋1‑1和闭合箍筋1‑2形成的钢筋笼的混凝土

一1‑5；设置于梁柱边节点核心区预留螺杆孔的方钢管1‑3一侧的预留螺杆孔的钢板  1‑6；

高强螺杆一1‑7；所述纵向钢梁2包括：H型钢一2‑1；预留螺杆孔的端板一2‑2；设置于H型钢

上翼缘顶的普通栓钉一2‑3；所述横向预制混合梁3主要包括H型钢梁3‑1、黄铜板3‑2、PEC梁

3‑3、高强螺栓3‑4、预应力钢绞线3‑5、锚具3‑6，其中：所述H型钢梁3‑1包括：H型钢二3‑1‑1；

预留螺杆孔的端板二3‑1‑2；焊接于H型钢二3‑1‑1上下翼缘及腹板的锚固板一3‑1‑3；焊接

于H  型钢二3‑1‑1腹板及锚固板一3‑1‑3的纵向加劲肋3‑1‑4；设置于H型钢上翼缘顶的普通

栓钉二3‑1‑5；高强螺杆二3‑1‑6；所述PEC梁3‑3包括：H型钢三3‑3‑1；设置于H型钢三3‑3‑1

翼缘间的若干纵向钢筋二3‑3‑2；焊接于H型钢三3‑3‑1  上下翼缘的若干连杆3‑3‑3；设置于

H型钢三3‑3‑1腹板的普通栓钉三3‑3‑4；设置于H型钢三3‑3‑1上翼缘顶面的普通栓钉四3‑

3‑5；设置于H型钢三3‑3‑1翼缘间的预埋PE波纹管3‑3‑6；焊接于H型钢三3‑3‑1端部预留预

应力钢绞线孔的端板三3‑3‑7和锚固板二3‑3‑8；焊接于端板三3‑3‑7的双耳板3‑3‑9；浇筑

于H型钢三3‑3‑1翼缘间的混凝土二3‑3‑10；所述现浇混凝土楼板4包括：设置于现浇混凝土

楼板4内的双层分布钢筋4‑1；包覆双层分布钢筋4‑1的混凝土三4‑2；设置于横向预制混合

梁3中端板三3‑3‑7上方的弹性材料填充缝4‑3。

[0073] 如图3、图13所示，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在梁柱节点核心区设置的预留螺杆孔的方

钢管1‑3和预埋PVC管1‑4。

[0074] 如图5至图8与图14、图15所示，H型钢梁3‑1的腹板与黄铜板3‑2开椭圆长孔，PEC梁

3‑3的双耳板3‑3‑9均开螺栓圆孔；所述H型钢梁3‑1的腹板两侧各设置一块黄铜板3‑2，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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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于PEC梁3‑3的双耳板3‑3‑9间，并采用高强螺栓3‑4完成横向预制混合梁3中H型钢梁3‑1、

黄铜板3‑2及PEC梁3‑3的连接；其中，PEC梁3‑3中的若干连杆3‑3‑3焊接于H型钢三3‑3‑1上

下翼缘间，位于纵向钢筋二3‑3‑2外且设置混凝土保护层；此外，预应力钢绞线17仅穿过 

PEC梁3‑3的预埋PE波纹管3‑3‑6和锚固板二3‑3‑8与H型钢梁3‑1的锚固板一3‑1‑3，使用锚

具3‑6将其分别在PEC梁3‑3的锚固板二3‑3‑8和H型钢梁3‑1 的锚固板一3‑1‑3处锚固。

[0075] 如图9所示，现浇混凝土楼板4通过普通栓钉一2‑3与纵向钢梁2连接，通过普通栓

钉二3‑1‑5与横向预制混合梁3中H型钢梁3‑1连接，通过普通栓钉四  3‑3‑5与横向预制混合

梁3中PEC梁3‑3连接；现浇混凝土楼板4中对应PEC  梁3‑3端板三3‑3‑7处预设弹性材料填充

缝4‑3，且预设弹性材料填充缝4‑3处现浇混凝土楼板4内的双层分布钢筋4‑1连续。

[0076] 其中：

[0077] 1)预制钢筋混凝土柱亦可采用方钢管混凝土柱或SRC柱代替，并且与纵向钢梁和

预制混合梁仍可采用螺杆连接方式，装配便捷，且整体性可靠。

[0078] 2)H型钢梁的腹板与黄铜板开椭圆长孔，PEC梁的双耳板均开螺栓圆孔；  H型钢梁

的腹板两侧各设置一块黄铜板，将其插于PEC梁的双耳板间，并采用高强螺栓完成预制混合

梁中H型钢梁、黄铜板及PEC梁的连接，预制混合梁主体部分制作简易，装配便捷。

[0079] 3)预应力钢绞线仅穿过PEC梁与H型钢梁的锚固板一，使用锚具锚固于  PEC梁的锚

固板二和H型钢梁的锚固板一处；并且在工厂完成张拉，进一步提高了现场施工效率。

[0080] 4)横向预制混合梁中摩擦耗能主要由黄铜板承担，其自复位性能主要由预应力钢

绞线提供。

[0081] 5)弹性材料填充缝的设置克服了楼板自身较大的整体刚度对实现自复位梁柱节

点开口‑闭合机制的限制，保证了整体结构震后自复位功能的实现；同时，预设弹性材料填

充缝内可填充低弹模的柔性填料，可满足楼板的正常使用功能。

[0082] 6)现浇混凝土楼板通过抗剪栓钉与纵向钢梁和横向预制混合梁连接，防止楼板掀

起，有效保证了楼板的整体性和使用功能。

[0083] 具体施工方法为：

[0084] 首先在工厂，将纵向钢筋1‑1和闭合箍筋1‑2进行定位绑扎形成钢筋笼的制作，将

预留螺杆孔的方钢管1‑3与预埋PVC管1‑4分别设置于梁柱节点核心区，支设模板并浇筑混

凝土一1‑5，经养护完成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的制作；在工厂，将预留螺杆孔的端板一2‑2和

普通栓钉一2‑3分别焊接于H型钢一2‑1端部和上翼缘顶面完成两个纵向钢梁2的制作；

[0085] 然后在工厂，在H型钢二3‑1‑1腹板预设位置开椭圆长孔，将预留螺杆孔洞的端板

二3‑1‑2和普通栓钉二3‑1‑5分别焊接于H型钢二3‑1‑1端部和上翼缘顶面，将锚固板一3‑1‑

3焊接于H型钢二3‑1‑1的上下翼缘及腹板，将纵向加劲肋  3‑1‑4焊接于H型钢二3‑1‑1的腹

板和锚固板一3‑1‑3完成H型钢梁3‑1的制作；将纵向钢筋二3‑3‑2固定于H型钢三3‑3‑1翼缘

间，将连杆3‑3‑3焊接于H型钢三3‑3‑1上下翼缘，将普通栓钉三3‑3‑4和普通栓钉四3‑3‑5分

别焊接于H型钢三3‑3‑1腹板和上翼缘顶面，将PE波纹管3‑3‑6固定于H型钢三3‑3‑1翼缘间，

将预留预应力钢绞线孔洞的端板三3‑3‑7和锚固板二3‑3‑8分别焊接于H型钢三  3‑3‑1两

端，将双耳板3‑3‑9焊接于端板三3‑3‑7，支设模板浇筑H型钢三3‑3‑1  腹板单侧混凝土二3‑

3‑10并进行养护，待其终凝翻转H型钢三3‑3‑1，支设模板浇筑腹板另一侧混凝土二3‑3‑10，

经养护完成PEC梁3‑3的制作；将两块黄铜板3‑2分别放置于H型钢梁3‑1的H型钢二3‑1‑1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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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穿插至PEC梁3‑3双耳板3‑3‑9间，并采用高强螺栓3‑4将三者连接，将预应力钢绞线3‑5

穿过PEC  梁3‑3的预埋PE波纹管3‑3‑6至H型钢梁3‑1的锚固板一3‑1‑3，采用锚具3‑6  将张

拉后的预应力钢绞线3‑5锚固于PEC梁3‑3的锚固板二3‑3‑8和H型钢梁  3‑1的锚固板一3‑1‑

3处，完成横向预制混合梁3的制作；

[0086] 最后在现场，首先通过高强螺杆一1‑7将两个纵向钢梁2、横向预制混合梁  3、预留

螺杆孔的钢板1‑6安装于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的预留螺杆孔的方钢管1‑3 处，然后布设双层

分布钢筋4‑1，支设模板浇筑现浇楼板混凝土三4‑2，并在混合梁3中端板三3‑3‑7上方做弹

性材料填充缝4‑3，最后可在弹性材料填充缝4‑3  内填充柔性填料完成带楼板自复位装配

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的制作。

[0087] 本实用新型在自复位装配式混合结构梁柱边节点的基础上，采用抗剪栓钉连接楼

板，并且提出在楼板对应摩擦耗能钢梁段处设缝处理，显著提高了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框

架结构的工程实用性；同时，简化了施工工序，装配便捷，满足现场吊装要求，是一种良好的

预制装配方法。根据本实用新型提出的带楼板自复位装配式框架梁柱边节点的设计方法，

可进一步优化节点的连接方式与楼板的钢筋布置形式和材料选择。

说　明　书 6/6 页

9

CN 216740039 U

9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8 页

10

CN 216740039 U

10



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8 页

11

CN 216740039 U

11



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8 页

12

CN 216740039 U

12



图7

图8

图9

说　明　书　附　图 4/8 页

13

CN 216740039 U

13



图10

图11

说　明　书　附　图 5/8 页

14

CN 216740039 U

14



图12

说　明　书　附　图 6/8 页

15

CN 216740039 U

15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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