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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斜拉式混凝土梁柱的连接节点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斜拉式混凝土梁柱

的连接节点，包括预制混凝土柱、混凝土梁、牛

腿、T型连接件、加强筋，牛腿设置在预制混凝土

柱侧壁上，混凝土梁安装在牛腿上，T型连接件设

置在混凝土梁与预制混凝土柱之间，加强筋安装

在混凝土梁与预制混凝土柱的连接处并固定在T

型连接件上，混凝土梁与预制混凝土柱上设置有

斜拉索，混凝土梁的下端面上设置有螺栓安装凹

口，螺栓安装凹口内设置有高强度螺栓并将混凝

土梁固定在预制混凝土柱上，螺栓安装凹口内设

置有GRC材料浇铸件。本实用新型斜拉式混凝土

梁柱的连接节点，拼装简单，安装方便、快捷，且

抗震效果好，提高了梁柱的强度、整体性以及协

作性，综合强度高，自重较小，实用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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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斜拉式混凝土梁柱的连接节点，其特征在于，包括预制混凝土柱(1)、混凝土梁

(2)、牛腿(3)、T型连接件(4)、加强筋(5)，所述牛腿(3)设置在预制混凝土柱(1)侧壁上，所

述混凝土梁(2)安装在牛腿(3)上，所述T型连接件(4)设置在混凝土梁(2)与预制混凝土柱

(1)之间，所述加强筋(5)安装在混凝土梁(2)与预制混凝土柱(1)的连接处并固定在T型连

接件(4)上，所述混凝土梁(2)与预制混凝土柱(1)上设置有斜拉索(7)，所述混凝土梁(2)的

下端面上设置有螺栓安装凹口(8)，所述螺栓安装凹口(8)内设置有高强度螺栓并将混凝土

梁(2)固定在预制混凝土柱(1)上，所述螺栓安装凹口(8)内设置有GRC材料浇铸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斜拉式混凝土梁柱的连接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梁

(2)、牛腿(3)、T型连接件(4)、加强筋(5)、斜拉索(7)均设置有两个，分别对称设置在预制混

凝土柱(1)的两侧壁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一种斜拉式混凝土梁柱的连接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强筋

(5)与混凝土梁(2)成45°倾斜设置，所述加强筋(5)两端均设置有连接耳板(51)，所述加强

筋(5)的两连接耳板(51)分别与混凝土梁(2)、预制混凝土柱(1)平行，所述加强筋(5)与T型

连接件(4)之间设置有三角棱柱状加强件(6)。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斜拉式混凝土梁柱的连接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混凝

土柱(1)两侧的两加强筋(5)的其中一个连接耳板(51)间通过横向螺栓将加强筋(5)、T型连

接件(4)固定在预制混凝土柱(1)上，所述加强筋(5)的另一个连接耳板(51)均通过竖直螺

栓将加强筋(5)、T型连接件(4)固定在混凝土梁(2)上。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斜拉式混凝土梁柱的连接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强度螺

栓贯穿两混凝土梁(2)的螺栓安装凹口(8)，并将两混凝土梁(2)同时固定在预制混凝土柱

(1)上，所述GRC材料浇铸件为采用GRC材料在螺栓安装凹口(8)内现浇注而成。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一种斜拉式混凝土梁柱的连接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梁

(2)上设置有横梁吊环(22)、横梁吊环安装座(21)，所述横梁吊环安装座(21)包括第一底板

(211)、第二底板(212)、第三底板(213)、底板连接管(214)、底板铰链(215)，所述第一底板

(211)、第二底板(212)均设置有底板管穿孔，所述底板连接管(214)设置在第一底板(211)

与第二底板(212)之间并安装在第一底板(211)、第二底板(212)的底板管穿孔中，所述底板

铰链(215)设置在底板连接管(214)中且其一端固定在横梁吊环(22)上，另一端固定在第三

底板(213)上；所述第一底板(211)设置在混凝土梁(2)上端面上，所述第三底板(213)设置

在混凝土梁(2)下端面上，所述第二底板(212)、底板连接管(214)、以及第二底板(212)与第

三底板(213)之间的底板铰链(215)均设置在混凝土梁(2)中。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一种斜拉式混凝土梁柱的连接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梁

(2)上方的预制混凝土柱(1)两侧壁上均嵌入设置有立柱吊环安装座(11)、立柱吊环(12)，

所述预制混凝土柱(1)内设置有铰链固定板(13)，所述立柱吊环安装座(11)包括第一固定

板(111)、第二固定板(112)、固定板连接管(113)、固定板铰链(114)，所述固定板连接管

(113)贯穿在第一固定板(111)与第二固定板(112)之间，所述固定板铰链(114)均设置在固

定板连接管(113)内，且其一端固定在立柱吊环(12)上，另一端固定在铰链固定板(13)上，

所述立柱吊环(12)、第一固定板(111)均设置在预制混凝土柱(1)外，所述第二固定板

(112)、固定板连接管(113)、铰链固定板(13)、以及铰链固定板(13)与第二固定板(112)之

间的固定板铰链(114)均设置在预制混凝土柱(1)内。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211037272 U

2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一种斜拉式混凝土梁柱的连接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斜拉索

(7)一端固定在立柱吊环(12)上，另一端固定在横梁吊环(2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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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斜拉式混凝土梁柱的连接节点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连接节点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斜拉式混凝土梁柱的连接节

点。

背景技术

[0002] 装配式混凝土框架结构中，梁柱连接的方式是区别装配式结构与现浇结构的根

本，也是影响整体结构抗震性能的核心受力部位。为了实现“强节点、弱构件”的设计原则，

我们需要保证梁柱节点区域的强度足够大、刚度和延性需要满足正常使用条件以及在地震

作用下对承载力和变形能力的要求。但是装配式连接节点结构也有一些缺点，它的刚度小，

协作性弱、强度小，而且安装不方便，实用性不高。

[0003]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梁柱的连接方式越来越简单并且提供可靠连接，梁柱承担

了整个结构最主要的弯矩和受力，而其中稳固的连接方式更是受到人们关注。如何研发一

种用更加简便、快捷并且在不影响原来使用的情况下设计更加紧密的连接方式，以提高梁

柱结构的整体稳定性，是十分有必要的。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斜拉式混凝土梁柱的连接节点，以解决以上缺

陷。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斜拉式混凝土梁柱的连接节点，包括预制混凝土柱、混凝土梁、牛腿、T型连接

件、加强筋，所述牛腿设置在预制混凝土柱侧壁上，所述混凝土梁安装在牛腿上，所述T型连

接件设置在混凝土梁与预制混凝土柱之间，所述加强筋安装在混凝土梁与预制混凝土柱的

连接处并固定在T型连接件上，所述混凝土梁与预制混凝土柱上设置有斜拉索，所述混凝土

梁的下端面上设置有螺栓安装凹口，所述螺栓安装凹口内设置有高强度螺栓并将混凝土梁

固定在预制混凝土柱上，所述螺栓安装凹口内设置有GRC材料浇铸件。

[0007] 优选地，所述混凝土梁、牛腿、T型连接件、加强筋、斜拉索均设置有两个，分别对称

设置在预制混凝土柱的两侧壁上。

[0008] 优选地，所述加强筋与混凝土梁成°倾斜设置，所述加强筋两端均设置有连接耳

板，所述加强筋的两连接耳板分别与混凝土梁、预制混凝土柱平行，所述加强筋与T型连接

件之间设置有三角棱柱状加强件。

[0009] 优选地，所述预制混凝土柱两侧的两加强筋的其中一个连接耳板间通过横向螺栓

将加强筋、T型连接件固定在预制混凝土柱上，所述加强筋的另一个连接耳板均通过竖直螺

栓将加强筋、T型连接件固定在混凝土梁上。

[0010] 优选地，所述高强度螺栓贯穿两混凝土梁的螺栓安装凹口，并将两混凝土梁同时

固定在预制混凝土柱上，所述GRC材料浇铸件为采用GRC材料在螺栓安装凹口内现浇注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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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地，所述混凝土梁上设置有横梁吊环、横梁吊环安装座，所述横梁吊环安装座

包括第一底板、第二底板、第三底板、底板连接管、底板铰链，所述第一底板、第二底板均设

置有底板管穿孔，所述底板连接管设置在第一底板与第二底板之间并安装在第一底板、第

二底板的底板管穿孔中，所述底板铰链设置在底板连接管中且其一端固定在横梁吊环上，

另一端固定在第三底板上；所述第一底板设置在混凝土梁上端面上，所述第三底板设置在

混凝土梁下端面上，所述第二底板、底板连接管、以及第二底板与第三底板之间的底板铰链

均设置在混凝土梁中。

[0012] 优选地，所述混凝土梁上方的预制混凝土柱两侧壁上均嵌入设置有立柱吊环安装

座、立柱吊环，所述预制混凝土柱内设置有铰链固定板，所述立柱吊环安装座包括第一固定

板、第二固定板、固定板连接管、固定板铰链，所述固定板连接管贯穿在第一固定板与第二

固定板之间，所述固定板铰链均设置在固定板连接管内，且其一端固定在立柱吊环上，另一

端固定在铰链固定板上，所述立柱吊环、第一固定板均设置在预制混凝土柱外，所述第二固

定板、固定板连接管、铰链固定板、以及铰链固定板与第二固定板之间的固定板铰链均设置

在预制混凝土柱内。

[0013] 优选地，所述斜拉索一端固定在立柱吊环上，另一端固定在横梁吊环上。

[0014]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5] 本实用新型装置，通过在混凝土梁的下端面上设置有螺栓安装凹口，螺栓安装凹

口内设置有高强度螺栓并将混凝土梁固定在预制混凝土柱上，并在螺栓安装凹口内设置有

GRC材料浇铸件，提高梁柱连接强度，降低梁的自重，稳定可靠；通过T型连接件将预制混凝

土柱、混凝土梁连接形成一个整体，小幅度减轻自重，并且合理分摊受力，由于斜拉索的存

在，提高了梁的受力性能。本实用新型斜拉式混凝土梁柱的连接节点，拼装简单，安装方便、

快捷，且抗震效果好，提高了梁柱节点处的强度和变形能力，提高了梁柱的强度、整体性以

及协作性，安装方便，施工快捷，综合强度高，自重相对较小，抗震性能好，实用性强。

附图说明

[0016] 图1：本实用新型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本实用新型横梁吊环安装座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本实用新型立柱吊环安装座、铰链固定板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结合附图1-3，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作如下说明：

[0020] 如图1-3所示，一种斜拉式混凝土梁柱的连接节点，包括预制混凝土柱1、混凝土梁

2、牛腿3、T型连接件4、加强筋5，牛腿3设置在预制混凝土柱1侧壁上，混凝土梁2安装在牛腿

3上，T型连接件4设置在混凝土梁2与预制混凝土柱1之间，加强筋5安装在混凝土梁2与预制

混凝土柱1的连接处并固定在T型连接件4上，混凝土梁2与预制混凝土柱1上设置有斜拉索

7，混凝土梁2、牛腿3、T型连接件4、加强筋5、斜拉索7均设置有两个，分别对称设置在预制混

凝土柱1的两侧壁上。

[0021] 混凝土梁2的下端面上设置有螺栓安装凹口8，螺栓安装凹口8内设置有高强度螺

栓，高强度螺栓贯穿两混凝土梁2的螺栓安装凹口8，并将两混凝土梁2同时固定在预制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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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柱1上。螺栓安装凹口8内设置有GRC材料浇铸件，GRC材料浇铸件为待高强度螺栓固定混

凝土梁2与预制混凝土柱1后，采用GRC材料在螺栓安装凹口8内浇注而成。

[0022] 加强筋5与混凝土梁2成45°倾斜设置，加强筋5两端均设置有连接耳板51，加强筋5

的两连接耳板51分别与混凝土梁2、预制混凝土柱1平行，加强筋5与T型连接件4之间设置有

三角棱柱状加强件6。

[0023] 预制混凝土柱1两侧的两加强筋5的其中一个连接耳板51间通过横向螺栓将加强

筋5、T型连接件4固定在预制混凝土柱1上，加强筋5的另一个连接耳板51均通过竖直螺栓将

加强筋5、T型连接件4固定在混凝土梁2上。

[0024] 混凝土梁2上设置有横梁吊环22、横梁吊环安装座21，横梁吊环安装座21包括第一

底板211、第二底板212、第三底板213、底板连接管214、底板铰链215，第一底板211、第二底

板212均设置有底板管穿孔，底板连接管214设置在第一底板211与第二底板212之间并安装

在第一底板211、第二底板212的底板管穿孔中，底板铰链215设置在底板连接管214中且其

一端固定在横梁吊环22上，另一端固定在第三底板213上；第一底板211设置在混凝土梁2上

端面上，第三底板213设置在混凝土梁2下端面上，第二底板212、底板连接管214、以及第二

底板212与第三底板213之间的底板铰链215均设置在混凝土梁2中。混凝土梁2上方的预制

混凝土柱1两侧壁上均嵌入设置有立柱吊环安装座11、立柱吊环12，预制混凝土柱1内设置

有铰链固定板13，立柱吊环安装座11包括第一固定板111、第二固定板112、固定板连接管

113、固定板铰链114，固定板连接管113贯穿在第一固定板111与第二固定板112之间，固定

板铰链114均设置在固定板连接管113内，且其一端固定在立柱吊环12上，另一端固定在铰

链固定板13上，立柱吊环12、第一固定板111均设置在预制混凝土柱1外，第二固定板112、固

定板连接管113、铰链固定板13、以及铰链固定板13与第二固定板112之间的固定板铰链114

均设置在预制混凝土柱1内。斜拉索7一端固定在立柱吊环12上，另一端固定在横梁吊环22

上。横梁吊环22通过混凝土梁2上设置的横梁吊环安装座21将横梁吊环22固定在混凝土梁2

上，安装牢固，横梁吊环22承受力大，且横梁吊环安装座21不易滑脱，稳定可靠。混凝土梁2

上方的预制混凝土柱1两侧壁上的立柱吊环12通过在预制混凝土柱1内设置的立柱吊环安

装座11、铰链固定板13，使两立柱吊环12连接在一起并同时固定在预制混凝土柱1内，两立

柱吊环12安装牢固、稳健，而且两立柱吊环12之间相互受力，降低对预制混凝土柱1的拉力，

使预制混凝土柱1不易损坏。

[0025] 本装置，通过在混凝土梁2的下端面上设置有螺栓安装凹口8，螺栓安装凹口8内设

置有高强度螺栓并将混凝土梁2固定在预制混凝土柱1上，并在螺栓安装凹口8内设置有GRC

材料浇铸件，提高梁柱连接强度，降低梁的自重，稳定可靠；通过T型连接件4将预制混凝土

柱1、混凝土梁2连接形成一个整体，小幅度减轻自重，并且合理分摊受力，由于斜拉索7的存

在，提高了梁的受力性能。本装置斜拉式混凝土梁柱的连接节点，拼装简单，安装方便、快

捷，且抗震效果好，提高了梁柱节点处的强度和变形能力，提高了梁柱的强度、整体性以及

协作性，安装方便，施工快捷，综合强度高，自重相对较小，抗震性能好，实用性强。

[0026] 上述结合附图对实用新型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实用新型具体实现并不受上

述方式的限制，只要采用了本实用新型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这种非实质改进，或

未经改进将实用新型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他场合的，均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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