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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可装配的工程竹‑轻质混凝

土夹芯楼板，包括预制夹芯楼板单体，次梁、工程

竹连接板、薄壁角钢、板钉、自攻螺钉。其中，预制

夹芯楼板单体包括T形轻质混凝土板以及与T形

轻质混凝土板腹板等宽的上覆面工程竹板和下

部受拉工程竹板，三者通过结构胶粘结的形式固

定连接，上覆面工程竹板和下部受拉工程竹板的

长边方向与竹材顺纹方向保持一致；次梁与其两

侧的预制夹芯楼板单体在上部通过工程竹连接

板以及每隔一定间距钉入的板钉进行连接，次梁

与其两侧的预制夹芯楼板单体通过薄壁角钢以

及自攻螺钉进行连接。本发明同时给出上述楼板

的施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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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装配的工程竹‑轻质混凝土夹芯楼板，包括预制夹芯楼板单体，次梁、工程竹

连接板、薄壁角钢、板钉、自攻螺钉。其中，

预制夹芯楼板单体包括T形轻质混凝土板以及与T形轻质混凝土板腹板等宽的上覆面

工程竹板和下部受拉工程竹板，三者通过结构胶粘结的形式固定连接，上覆面工程竹板和

下部受拉工程竹板的长边方向与竹材顺纹方向保持一致；

次梁与其两侧的预制夹芯楼板单体在上部通过工程竹连接板以及每隔一定间距钉入

的板钉进行连接，次梁与其两侧的预制夹芯楼板单体通过薄壁角钢以及自攻螺钉进行连

接；薄壁角钢的一肢与次梁侧面重合，另一肢与预制夹芯楼板单体下侧重合。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轻质混凝土夹芯楼板，其特征在于，工程竹连接板的材质与上

覆面工程竹板和下部受拉工程竹板保持一致，工程竹连接板的长度及宽度与次梁的长度及

宽度保持一致，工程竹连接板的厚度与上覆面工程竹板的厚度相同。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轻质混凝土夹芯楼板，其特征在于，薄壁角钢的肢长不大于预

制夹芯楼板单体下侧至次梁底部的距离，薄壁角钢的长度与次梁的长度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轻质混凝土夹芯楼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T形轻质混凝土板

材质为蒸压加气混凝土板、泡沫混凝土板或陶粒混凝土板。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轻质混凝土夹芯楼板，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覆面工程竹板和

下部受拉工程竹板材质为层积竹板、胶合竹板或重组竹板。

6.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轻质混凝土夹芯楼板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的步骤：

(1)预制夹心楼板单体：上覆面工程竹板和下部受拉工程竹板的长边方向与竹材顺纹

方向保持一致。在T形轻质混凝土板上翼缘表面及腹板下表面涂抹环氧树脂结构胶，之后将

上覆面工程竹板和下部受拉工程竹板短边与T形轻质混凝土板腹板边缘对齐铺设并压实，

常温静置待结构胶达到强度，形成预制夹心楼板单体；

(2)次梁两侧依次放置预制夹芯楼板单体，在次梁两侧预制夹芯楼板单体之间铺设工

程竹连接板，次梁与其两侧的预制夹芯楼板单体在上部通过工程竹连接板以及每隔一定间

距钉入的板钉进行连接；板钉的长度大于T形轻质混凝土板翼缘厚度与上覆面工程竹板厚

度之和，以保证板钉能够打入次梁，从而保证次梁与预制夹芯楼板单体的可靠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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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装配的工程竹‑轻质混凝土夹芯楼板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结构工程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可装配的工程竹‑轻质混凝土

夹芯楼板构造及其施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150多年的工业化发展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对生态系统和地球气候系统造成了

不可逆的破坏。建筑行业是全球碳减排的重点领域，其能源消费占全球能源消费的36％，对

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低碳、绿色、生态建筑已成为建筑发

展的主流趋势。

[0003] 竹材是一种碳负性材料，在生长过程中能够吸收大量的CO2，同时竹子生长速度

快、成材周期短、再生能力强，将其作为建筑材料能够有效减少CO2排放。我国竹材资源丰

富，竹子种类约有39属500余种，占世界竹种的30％以上，竹林总面积约601万公顷，居世界

首位。因而竹结构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0004] 公开号为CN  108360720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网状原竹骨架‑轻骨料混凝土组

合楼板。该组合楼板通过网状原竹骨架代替钢筋，改善了普通钢筋混凝土楼板的不足，但原

竹骨架绑扎工艺复杂，且不易装配。

[0005] 公开号为CN  108222348A的发明专利公开了一种原竹混凝土组合楼板及其浇筑方

法。该组合楼板将多根并排设置的横截面为半圆形的竹秆连接成竹排，在竹排上方垂直布

置多根连接钢条并固定，后在竹秆内浇筑混凝土。该组合楼板充分发挥了原竹受拉、混凝土

受压的特点，但混凝土需要现场浇筑，可能造成较大环境污染。

[0006] 上述专利均采用原竹与混凝土材料形成组合楼板，但原竹是一种天然生物质材

料，存在虫蛀、发霉等问题，耐久性能较差。同时采用混凝土现浇的方式制作楼板极易造成

环境污染。工程竹是一种通过一定物理、化学手段将竹子单元与胶黏剂组合而成的工程复

合材料，能够有效改善竹材性质，同时具有标准的规格和优良的力学性能，便于制作可装配

的结构构件。轻质混凝土板是一种结构稳定、轻质高强、隔音防火性能俱佳的成熟工业化产

品，工艺成熟造价低廉且易于装配。将工程竹材与轻质混凝土板进行组合，或可有效解决目

前竹‑混凝土组合楼板存在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目的是提出一种可装配的工程竹‑轻质混凝土夹芯楼板，并给出其具体施

工方法。该新型夹芯组合楼板能够充分发挥工程竹材和轻质混凝土材料特性，同时成本较

低、易于装配，是一种承载装饰一体化的组合楼板。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8] 一种可装配的工程竹‑轻质混凝土夹芯楼板，包括预制夹芯楼板单体，次梁、工程

竹连接板、薄壁角钢、板钉、自攻螺钉。其中，

[0009] 预制夹芯楼板单体包括T形轻质混凝土板以及与T形轻质混凝土板腹板等宽的上

覆面工程竹板和下部受拉工程竹板，三者通过结构胶粘结的形式固定连接，上覆面工程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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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和下部受拉工程竹板的长边方向与竹材顺纹方向保持一致；

[0010] 次梁与其两侧的预制夹芯楼板单体在上部通过工程竹连接板以及每隔一定间距

钉入的板钉进行连接，次梁与其两侧的预制夹芯楼板单体通过薄壁角钢以及自攻螺钉进行

连接；薄壁角钢的一肢与次梁侧面重合，另一肢与预制夹芯楼板单体下侧重合。

[0011] 进一步地，工程竹连接板的材质与上覆面工程竹板和下部受拉工程竹板保持一

致，工程竹连接板的长度及宽度与次梁的长度及宽度保持一致，工程竹连接板的厚度与上

覆面工程竹板的厚度相同。薄壁角钢的肢长不大于预制夹芯楼板单体下侧至次梁底部的距

离，薄壁角钢的长度与次梁的长度相同。所述的T形轻质混凝土板材质为蒸压加气混凝土

板、泡沫混凝土板或陶粒混凝土板。所述的上覆面工程竹板和下部受拉工程竹板材质为层

积竹板、胶合竹板或重组竹板。

[0012] 所述的轻质混凝土夹芯楼板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的步骤：

[0013] (1)预制夹心楼板单体：上覆面工程竹板和下部受拉工程竹板的长边方向与竹材

顺纹方向保持一致。在T形轻质混凝土板上翼缘表面及腹板下表面涂抹环氧树脂结构胶，之

后将上覆面工程竹板和下部受拉工程竹板短边与T形轻质混凝土板腹板边缘对齐铺设并压

实，常温静置待结构胶达到强度，形成预制夹心楼板单体；

[0014] (2)次梁两侧依次放置预制夹芯楼板单体，在次梁两侧预制夹芯楼板单体之间铺

设工程竹连接板，次梁与其两侧的预制夹芯楼板单体在上部通过工程竹连接板以及每隔一

定间距钉入的板钉进行连接；板钉的长度大于T形轻质混凝土板翼缘厚度与上覆面工程竹

板厚度之和，以保证板钉能够打入次梁，从而保证次梁与预制夹芯楼板单体的可靠连接。

[0015] 本发明能达到的有益效果是：

[0016] 1.构成本发明所提出的夹芯楼板的材料均为轻质绿色环保材料，受力性能好且可

有效降低结构自重。将两种材料相结合，充分发挥了工程竹材美观、受拉性能好以及轻质混

凝土受压强度高、保温隔热隔声性能好的优势。同时两种材料成本和造价较低，利于在村镇

住宅中推广使用。

[0017] 2.在轻质混凝土板下部设置受拉工程竹板，可以充分发挥工程竹材良好的受拉特

性，可在不设置钢筋的同时有效改善轻质混凝土板开裂问题，提高组合楼板承载能力。在轻

质混凝土板上部设置上覆面工程竹板，便于预制夹芯楼板之间通过板钉进行连接。同时工

程竹板耐磨性好，且具有生态材料的观感，施工完成后可直接作为地板使用，不再需要额外

的装饰处理。本发明所提出的夹芯楼板是一种具有承载装饰一体化效果的新型组合楼板。

[0018] 3.本发明提出的夹芯楼板单体可在工厂预制，规格及质量可以得到良好保证。现

场安装时，仅需要将夹芯楼板单体依次搭在次梁上，并通过连接工程竹板、薄壁角钢、板钉

和自攻螺钉进行装配化连接，施工安装简便、难度较低，对工人的专业性要求较低，适用于

村镇住宅建设。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安装后的工程竹‑轻质混凝土夹芯楼板示意图；

[0020] 图2为预制夹芯楼板单体1构成图；

[0021] 图3为安装后的工程竹‑轻质混凝土夹芯楼板正视图；

[0022] 图4为安装后的工程竹‑轻质混凝土夹芯楼板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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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5为安装后的工程竹‑轻质混凝土夹芯楼板俯视图；

[0024] 图6为与图5所对应的A‑A剖面图。

[0025] 图7为与图6所对应的B局部剖面图。

[0026] 图中标号说明：1‑预制夹芯楼板单体、11—上覆面工程竹板、12—T形轻质混凝土

板、13—下部受拉工程竹板、2—次梁、3—工程竹连接板、4—薄壁角钢、5—板钉、6—自攻螺

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描述：

[0028] 参见图1、图3、图4和图5，本发明提出的一种可装配的工程竹‑轻质混凝土夹芯楼

板，包括依次摆放的预制夹芯楼板单体1、次梁2、工程竹连接板3、薄壁角钢4、板钉5、自攻螺

钉6。在工厂采用结构胶粘结形成预制夹芯楼板单体1，工程竹连接板3根据次梁2的宽度在

工厂预制，工程竹连接板3的材质与上覆面工程竹板11和下部受拉工程竹板13保持一致。次

梁2两侧的预制夹芯楼板单体1通过工程竹连接板3以及板钉5进行连接，次梁2与其两侧的

预制夹芯楼板单体1通过薄壁角钢4以及自攻螺钉6进行连接。

[0029] 参见图2，预制夹芯楼板单体1由上覆面工程竹板11、T形轻质混凝土板12、下部受

拉工程竹板13组成。上覆面工程竹板11和下部受拉工程竹板13的长边方向与竹材顺纹方向

保持一致。在T形轻质混凝土板12上翼缘表面及腹板下表面涂抹环氧树脂结构胶，之后将上

覆面工程竹板11和下部受拉工程竹板13短边与T形轻质混凝土板腹板边缘对齐铺设并压

实，常温静置待结构胶达到强度，形成预制夹心楼板单体1。

[0030] 参见图3，现场安装时，次梁2与其两侧的预制夹芯楼板单体1在上部通过工程竹连

接板3以及每隔一定间距钉入的板钉5进行连接。工程竹连接板3的长度及宽度与次梁2的长

度及宽度保持一致，工程竹连接板3的厚度与上覆面工程竹板11的厚度相同。

[0031] 参见图4，现场安装时，次梁2与其两侧的预制夹芯楼板单体1在梁侧通过薄壁角钢

4以及每隔一定间距在薄壁角钢4两肢上拧入的自攻螺钉6进行连接。薄壁角钢4的一肢与次

梁2侧面重合，另一肢与预制夹芯楼板单体1下侧重合。薄壁角钢4的肢长不大于预制夹芯楼

板单体1下侧至次梁2底部的距离。薄壁角钢4的长度与次梁2的长度相同。

[0032] 参见图5，在次梁2两侧依次放置预制夹芯楼板单体1，在两侧预制夹芯楼板单体1

之间铺设工程竹连接板3，工程竹连接板3的长边与次梁2长边平行，之后每隔一定间距沿工

程竹连接板3长边方向打入2列板钉5。

[0033] 参见图6和图7，沿次梁2的长边依次铺设的预制夹芯楼板单体1通过工程竹连接板

3与板钉5、薄壁角钢4与自攻螺钉6与次梁2保持可靠连接。板钉5的长度大于T形轻质混凝土

板12翼缘厚度与上覆面工程竹板11厚度之和，以保证板钉5能够打入次梁2，从而保证次梁2

与预制夹芯楼板单体1的可靠连接。

[0034] 施工方法如下：

[0035] (1)预制夹芯楼板单体1，根据设计图纸，将15mm厚工程竹板切割成尺寸为600mm×

1800mm的单块工程竹板作为上覆面工程竹板1，将25mm厚工程竹板切割成尺寸为600mm×

1800mm的单块工程竹板作为下部受拉工程竹板13，切割时保证上覆面工程竹板11与下部受

拉工程竹板13的长边方向与工程竹材的顺纹方向一致。将100mm厚不加钢筋的轻质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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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切割成长度为600mm的T形板材12，T形上翼缘尺寸为1800mm×25mm，腹板尺寸为1700mm×

75mm。在T形轻质混凝土板12上翼缘表面及腹板下表面涂抹环氧树脂结构胶，之后将上覆面

工程竹板11和下部受拉工程竹板13的短边与T形轻质混凝土板腹板边缘对齐铺设并压实。

常温静置，待结构胶完全凝固。

[0036] (2)预制工程竹连接板3，将15mm厚工程竹板切割成尺寸为100mm×1800mm的单块

工程竹板作为工程竹连接板3，切割时保证工程竹连接板3的短边方向与竹材的顺纹方向一

致。

[0037] (3)现场安装方法：

[0038] 步骤1：将夹芯楼板单体1沿次梁2的两侧依次安装。

[0039] 步骤2：将工程竹连接板3铺设于次梁2上部的夹芯楼板单体1连接处，工程竹连接

板3的长边与次梁2长度方向保持一致，从工程竹连接板3上部打入直径为3mm的板钉5将相

邻夹芯楼板单体1与次梁2固定，板钉行间距为100mm，列间距为50mm。

[0040] 步骤3：在夹芯楼板单体1的下部与次梁2接触的位置安装截面尺寸为25mm×3mm，

长度为1800mm的等肢薄壁角钢4，薄壁角钢4的一肢与次梁2侧面重合，另一肢与预制夹芯楼

板单体1下侧重合。在薄壁角钢4与次梁2的重合面以及薄壁角钢4与夹芯楼板单体1的重合

面上每隔200mm拧入直径为3mm的自攻螺钉4，使夹芯楼板单体1与次梁2可靠连接。

[0041] 步骤4：按照上述步骤安装好之后，完成工程竹‑轻质混凝土夹芯楼板的装配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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