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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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528601.9

(22)申请日 2016.06.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121055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11.16

(73)专利权人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311209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

工业园区

(72)发明人 周观根　程志敏　王军　袁健　

沈梦英　周立尹　杨峰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融方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3266

代理人 沈相权

(51)Int.Cl.

E04B 1/5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405043 A,2015.03.11,说明书第15-

19段及附图1-5.

CN 205839998 U,2016.12.28,权利要求1-

3.

JP H03169951 A,1991.07.23,全文.

CN 204418391 U,2015.06.24,全文.

CN 2495711 Y,2002.06.19,全文.

CN 101748804 A,2010.06.23,全文.

CN 201991083 U,2011.09.28,全文.

CN 202139692 U,2012.02.08,全文.

CN 202273319 U,2012.06.13,全文.

审查员 李倩

 

(54)发明名称

一种箱型钢柱与混凝土梁连接节点及其施

工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连接节点，尤其涉及一种箱

型钢柱与混凝土梁连接节点及其施工方法，属于

钢结构领域。包括箱型钢柱，所述的箱型钢柱的

四个外端面分别设有向外延伸的H型钢牛腿，所

述的H型钢牛腿包括牛腿上翼缘板、牛腿下翼缘

板和牛腿腹板，所述的牛腿腹板的上部设有牛腿

上翼缘板，所述的牛腿腹板的底部设有牛腿下翼

缘板。一种箱型钢柱与混凝土梁连接节点及其施

工方法，结构紧凑，制作成本低，装配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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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箱型钢柱与混凝土梁连接节点的施工方法，连接节点包括箱型钢柱(1)，所述的

箱型钢柱(1)的四个外端面分别设有向外延伸的H型钢牛腿(2)，所述的H型钢牛腿(2)包括

牛腿上翼缘板(3)、牛腿下翼缘板(4)和牛腿腹板(5)，所述的牛腿腹板(5)的上部设有牛腿

上翼缘板(3)，所述的牛腿腹板(5)的底部设有牛腿下翼缘板(4)；

所述的牛腿上翼缘板(3)与牛腿下翼缘板(4)中分别设有若干混凝土纵筋(6)；

4个H型钢牛腿(2)通过至少二个环梁纵筋组件(7)相连接，所述的环梁纵筋组件(7)与

混凝土纵筋(6)相固定，所述的环梁纵筋组件(7)的四角、环梁纵筋组件(7)与混凝土纵筋

(6)间、二个环梁纵筋组件(7)间分别设有环梁箍筋(8)；

所述的箱型钢柱(1)、H型钢牛腿(2)、混凝土纵筋(6)、环梁纵筋组件(7)、环梁箍筋(8)

形成节点，节点中设有混凝土；

所述的牛腿上翼缘板(3)的上部、牛腿上翼缘板(3)的背面、牛腿下翼缘板(4)的上部、

牛腿下翼缘板(4)的背面分别设有混凝土纵筋(6)，混凝土纵筋(6)由至少4根纵向分别的纵

筋组成；牛腿上翼缘板(3)上部的混凝土纵筋与牛腿上翼缘板(3)背面混凝土纵筋间、牛腿

下翼缘板(4)上部的混凝土纵筋与牛腿下翼缘板(4)背面的混凝土纵筋间分别通过环梁箍

筋(8)定位；

所述的环梁纵筋组件(7)由若干环梁纵筋组成方形；

所述的箱型钢柱(1)中设有若干内隔板(9)，所述的内隔板(9)分别与牛腿上翼缘板

(3)、牛腿下翼缘板(4)相配接；

其特征在于按以下步骤进行：

(1)、箱型钢柱与H型钢牛腿固定：

箱型钢柱在有混凝土梁连接侧需焊接H型钢牛腿，在H型钢牛腿上、下翼缘板对应位置

处设置内隔板，内隔板与H型钢牛腿材质同箱型钢柱；

钢牛腿上、下翼缘与箱型钢柱间的连接焊缝要求坡口全熔透焊，焊缝质量等级为二级；

钢牛腿腹板与箱型钢柱间的连接焊缝需根据腹板板厚区分，当腹板板厚小于等于16厚时，

要求双面角焊缝；腹板板厚大于16厚时要求部分熔透焊缝，焊缝质量等级均为三级；

内隔板板厚应大于等于相应钢牛腿翼缘的板厚，其中心线应与钢牛腿翼缘中心线对

齐；内隔板与箱型钢柱间连接焊缝要求坡口全熔透焊或熔嘴电渣焊，焊缝质量等级为二级；

(2)、增加混凝土纵筋：

考虑到地震作用，混凝土梁在支座位置的上、下纵筋均按受拉钢筋配置，混凝土纵筋焊

于H型钢牛腿的上、下翼缘板，以此传递大部分的梁端弯矩；

受拉纵筋材质建议采用HRB400；

受拉钢筋锚固于牛腿翼缘板的长度，当采用双面焊缝时要求≥5d，单面焊缝时要求≥

10d，d为受拉钢筋直径；受拉钢筋间间距应满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相应

要求；

混凝土纵筋伸入混凝土与环梁纵筋呈交错放置，继而，环梁箍筋将其锚入，以此传递剩

余部分的梁端弯矩；环梁箍筋材质要求采用HPB300或HRB400，直径应≥8mm；

上下混凝土纵筋呈下下错开状分布；

(3)、增加环梁箍筋：

环梁纵筋在两个方向交错位置的端部需用环梁箍筋将其互相约束，以增强环梁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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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刚度；其中，环梁箍筋材质要求采用HPB300或HRB400，直径应≥8mm，间距应≤100mm；另

外，环梁截面宽度需大于等于300mm，混凝土强度等级同混凝土梁；

现场钢筋作业时可先将两个方向的环梁纵筋在端部点焊，以便于环梁箍筋有效的将其

固定，箍筋要求采用封闭式双肢箍，箍筋末端应弯折成不小于135°的弯钩；

混凝土梁的梁端剪力通过H型钢牛腿的腹板传递给箱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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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箱型钢柱与混凝土梁连接节点及其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连接节点，尤其涉及一种箱型钢柱与混凝土梁连接节点及其施工

方法，属于钢结构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多层钢框架结构体系在建筑行业中的应用已越来越广泛，钢框架施工速

度快捷，施工现场绿色、环保已成为建筑商们热衷的对象。在带有地下室的建筑中，考虑到

工程造价，通常会将地下室结构做成混凝土框架体系。由于主楼部分的箱型钢柱需落到基

础顶面，如此将出现混凝土梁与箱型钢柱连接的现象。从以往矩形钢管混凝土柱与混凝土

梁的连接情况来看，存在现场操作性繁琐、节点图示过于理想化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对

箱型钢柱与混凝土梁连接的新型节点的推广，势在必行。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主要是解决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结构紧凑，节点传力清晰，受

力性能出色的一种箱型钢柱与混凝土梁连接节点及其施工方法。

[0004]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问题主要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得以解决的：

[0005] 一种箱型钢柱与混凝土梁连接节点，包括箱型钢柱，所述的箱型钢柱的四个外端

面分别设有向外延伸的H型钢牛腿，所述的H型钢牛腿包括牛腿上翼缘板、牛腿下翼缘板和

牛腿腹板，所述的牛腿腹板的上部设有牛腿上翼缘板，所述的牛腿腹板的底部设有牛腿下

翼缘板；

[0006] 所述的牛腿上翼缘板与牛腿下翼缘板中分别设有若干混凝土纵筋，

[0007] 4个H型钢牛腿通过至少二个环梁纵筋组件相连接，所述的环梁纵筋组件与混凝土

纵筋相固定，所述的环梁纵筋组件的四角、环梁纵筋组件与混凝土纵筋间、二个环梁纵筋组

件间分别设有环梁箍筋；

[0008] 所述的箱型钢柱、H型钢牛腿、混凝土纵筋、环梁纵筋组件、环梁箍筋形成节点，节

点中设有混凝土。

[0009] 作为优选，所述的牛腿上翼缘板的上部、牛腿上翼缘板的背面、牛腿下翼缘板的上

部、牛腿下翼缘板的背面分别设有混凝土纵筋，混凝土纵筋由至少4根纵向分别的纵筋组

成；牛腿上翼缘板上部的混凝土纵筋与牛腿上翼缘板背面混凝土纵筋间、牛腿下翼缘板上

部的混凝土纵筋与牛腿下翼缘板背面的混凝土纵筋间分别通过环梁箍筋定位；

[0010] 所述的环梁纵筋组件由若干环梁纵筋组成方形。

[0011] 作为优选，所述的箱型钢柱中设有若干内隔板，所述的内隔板分别与牛腿上翼缘

板、牛腿下翼缘板相配接。

[0012] 一种箱型钢柱与混凝土梁连接节点的施工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13] (1)、箱型钢柱与H型钢牛腿固定：

[0014] 箱型钢柱在有混凝土梁连接侧需焊接H型钢牛腿，在H型钢牛腿上、下翼缘板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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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处设置内隔板，内隔板与H型钢牛腿材质同箱型钢柱；

[0015] 钢牛腿上、下翼缘与箱型钢柱间的连接焊缝要求坡口全熔透焊，焊缝质量等级为

二级；钢牛腿腹板与箱型钢柱间的连接焊缝需根据腹板板厚区分，当腹板板厚小于等于16

厚时，要求双面角焊缝；腹板板厚大于16厚时要求部分熔透焊缝，焊缝质量等级均为三级；

[0016] 内隔板板厚应大于等于相应钢牛腿翼缘的板厚，其中心线应与钢牛腿翼缘中心线

对齐；内隔板与箱型钢柱间连接焊缝要求坡口全熔透焊或熔嘴电渣焊，焊缝质量等级为二

级；

[0017] (2)、增加混凝土纵筋：

[0018] 考虑到地震作用，混凝土梁在支座位置的上、下纵筋均按受拉钢筋配置，混凝土纵

筋焊于H型钢牛腿的上、下翼缘板，以此传递大部分的梁端弯矩。

[0019] 受拉纵筋材质建议采用HRB400；

[0020] 受拉钢筋锚固于牛腿翼缘板的长度，当采用双面焊缝时要求≥5d，单面焊缝时要

求≥10d，d为受拉钢筋直径；受拉钢筋间间距应满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相应要求；

[0021] 混凝土纵筋伸入混凝土与环梁纵筋呈交错放置，继而，环梁箍筋将其锚入，以此传

递剩余部分的梁端弯矩；环梁箍筋材质要求采用HPB300或HRB400，直径应≥8mm；

[0022] 上下混凝土纵筋呈下下错开状分布；

[0023] (3)、增加环梁箍筋：

[0024] 环梁纵筋在两个方向交错位置的端部需用环梁箍筋将其互相约束，以增强环梁的

整体剪切刚度；其中，环梁箍筋材质要求采用HPB300或HRB400，直径应≥8mm，间距应≤

100mm；另外，环梁截面宽度需大于等于300mm，混凝土强度等级同混凝土梁。

[0025] 现场钢筋作业时可先将两个方向的环梁纵筋在端部点焊，以便于环梁箍筋有效的

将其固定，箍筋要求采用封闭式双肢箍，箍筋末端应弯折成不小于135°的弯钩；

[0026] 混凝土梁的梁端剪力通过H型钢牛腿的腹板传递给箱型钢。

[0027] 效果和优点：

[0028] 1、节点传力清晰、受力性能好：

[0029] 箱型钢柱与混凝土梁连接的新型节点传力上清晰、直接，受拉侧混凝土纵筋由于

承担大部分的梁端弯矩，故采用焊接H型钢牛腿翼缘与其有效焊接、锚固，效果明显；受拉侧

混凝土纵筋由于承担的弯矩不大，故采用环梁纵筋和环梁箍筋将其锚固，环梁刚度大，锚固

作用强；梁端剪力通过H型钢牛腿的腹板传递给箱型钢柱，传力直接、可靠。

[0030] 2、现场操作性强：

[0031] 传统的连接方式通常会出现H型钢牛腿和钢筋接驳器联合使用的情况，或采用环

梁-钢承重销式连接或穿筋式连接。这三种连接方式，对于第一种，构造上虽简单，但节点刚

度不足，地震作用时容易形成薄弱点，对于抗震设计中要求的强节点弱构件更是相差甚远；

再者，接驳器与柱壁间需采用等强对接焊缝，但施工单位通常将其改为角焊缝，不免存在安

全隐患。第二种连接方式，传力假定合理，但现场操作上过于繁琐。第三种连接方式，由于支

座位置纵筋数量较多，穿筋对柱截面削弱太大，在节点位置应避免这种情况。

[0032] 对于箱型钢柱与混凝土梁连接的新型节点：

[0033] 其一、H型钢牛腿部分在工厂加工、组装，焊缝质量可得到保证，现场只需将环梁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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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与其翼缘的焊缝长度达到规范锚固要求即可；

[0034] 其二、环梁中的纵筋和箍筋数量不多，形式常规，与传统的钢筋作业并无区别，此

过程中只需控制两个方向的梁纵筋互相错开即可。

[0035] 其三、环梁与混凝土梁整体支模、浇筑，养护完成后形成强环梁弱砼梁的有利抗震

构造。

[0036] 本发明提供一种箱型钢柱与混凝土梁连接节点及其施工方法，结构紧凑，制作成

本低，装配精度高。

附图说明

[0037] 图1是本发明中H型钢牛腿与箱型钢柱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图2是图1中A-A剖视结构示意图；

[0039] 图3是本发明中增加混凝土纵筋的结构示意图；

[0040] 图4是图3中B-B剖视结构示意图；

[0041] 图5是本发明中增加环梁纵筋组件与环梁箍筋的结构示意图；

[0042] 图6是图3中C-C剖视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44] 实施例1：如图1、图2、图3、图4、图5和图6所示，一种箱型钢柱与混凝土梁连接节

点，包括箱型钢柱1，所述的箱型钢柱1的四个外端面分别设有向外延伸的H型钢牛腿2，所述

的H型钢牛腿2包括牛腿上翼缘板3、牛腿下翼缘板4和牛腿腹板5，所述的牛腿腹板5的上部

设有牛腿上翼缘板3，所述的牛腿腹板5的底部设有牛腿下翼缘板4；

[0045] 所述的牛腿上翼缘板3与牛腿下翼缘板4中分别设有若干混凝土纵筋6；

[0046] 4个H型钢牛腿2通过至少二个环梁纵筋组件7相连接，所述的环梁纵筋组件7与混

凝土纵筋6相固定，所述的环梁纵筋组件7的四角、环梁纵筋组件7与混凝土纵筋6间、二个环

梁纵筋组件7间分别设有环梁箍筋8；

[0047] 所述的箱型钢柱1、H型钢牛腿2、混凝土纵筋6、环梁纵筋组件7、环梁箍筋8形成节

点，节点中设有混凝土。

[0048] 所述的牛腿上翼缘板3的上部、牛腿上翼缘板3的背面、牛腿下翼缘板4的上部、牛

腿下翼缘板4的背面分别设有混凝土纵筋6，混凝土纵筋6由至少4根纵向分别的纵筋组成；

牛腿上翼缘板3上部的混凝土纵筋与牛腿上翼缘板3背面混凝土纵筋间、牛腿下翼缘板4上

部的混凝土纵筋与牛腿下翼缘板4背面的混凝土纵筋间分别通过环梁箍筋8定位；

[0049] 所述的环梁纵筋组件7由若干环梁纵筋组成方形。

[0050] 所述的箱型钢柱1中设有若干内隔板9，所述的内隔板9分别与牛腿上翼缘板3、牛

腿下翼缘板4相配接。

[0051] 一种箱型钢柱与混凝土梁连接节点的施工方法，按以下步骤进行：

[0052] (1)、箱型钢柱与H型钢牛腿固定：

[0053] 箱型钢柱在有混凝土梁连接侧需焊接H型钢牛腿，在H型钢牛腿上、下翼缘板对应

位置处设置内隔板，内隔板与H型钢牛腿材质同箱型钢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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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钢牛腿上、下翼缘与箱型钢柱间的连接焊缝要求坡口全熔透焊，焊缝质量等级为

二级；钢牛腿腹板与箱型钢柱间的连接焊缝需根据腹板板厚区分，当腹板板厚小于等于16

厚时，要求双面角焊缝；腹板板厚大于16厚时要求部分熔透焊缝，焊缝质量等级均为三级；

[0055] 内隔板板厚应大于等于相应钢牛腿翼缘的板厚，其中心线应与钢牛腿翼缘中心线

对齐；内隔板与箱型钢柱间连接焊缝要求坡口全熔透焊或熔嘴电渣焊，焊缝质量等级为二

级；

[0056] (2)、增加混凝土纵筋：

[0057] 考虑到地震作用，混凝土梁在支座位置的上、下纵筋均按受拉钢筋配置，混凝土纵

筋焊于H型钢牛腿的上、下翼缘板，以此传递大部分的梁端弯矩。

[0058] 受拉纵筋材质建议采用HRB400；

[0059] 受拉钢筋锚固于牛腿翼缘板的长度，当采用双面焊缝时要求≥5d，单面焊缝时要

求≥10d，d为受拉钢筋直径；受拉钢筋间间距应满足《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相应要求；

[0060] 混凝土纵筋伸入混凝土与环梁纵筋呈交错放置，继而，环梁箍筋将其锚入，以此传

递剩余部分的梁端弯矩；环梁箍筋材质要求采用HPB300或HRB400，直径应≥8mm；

[0061] 上下混凝土纵筋呈下下错开状分布；

[0062] (3)、增加环梁箍筋：

[0063] 环梁纵筋在两个方向交错位置的端部需用环梁箍筋将其互相约束，以增强环梁的

整体剪切刚度；其中，环梁箍筋材质要求采用HPB300或HRB400，直径应≥8mm，间距应≤

100mm；另外，环梁截面宽度需大于等于300mm，混凝土强度等级同混凝土梁。

[0064] 现场钢筋作业时可先将两个方向的环梁纵筋在端部点焊，以便于环梁箍筋有效的

将其固定，箍筋要求采用封闭式双肢箍，箍筋末端应弯折成不小于135°的弯钩；

[0065] 混凝土梁的梁端剪力通过H型钢牛腿的腹板传递给箱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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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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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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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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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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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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