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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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0812743.7

(22)申请日 2018.07.2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894362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1.27

(73)专利权人 西安理工大学

地址 710048 陕西省西安市金花南路5号

(72)发明人 马辉　白恒宇　席嘉诚　张鹏　

董静　刘云贺　贾梦璐　

(74)专利代理机构 西安弘理专利事务所 61214

代理人 李娜

(51)Int.Cl.

E04B 2/60(2006.01)

E04B 2/66(2006.01)

E04G 21/14(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8777504 U,2019.04.23,权利要求6.

CN 104746773 A,2015.07.01,说明书第

0004-0009、0013、0020-0023段、附图1-3.

CN 205502303 U,2016.08.24,权利要求1、

2、6、7，说明书第0012-0013、0017、0028-0035段，

附图1-3.

CN 107829508 A,2018.03.23,说明书第

0007、0028-0038段、附图1-7.

CN 203866966 U,2014.10.08,全文.

CN 106836492 A,2017.06.13,全文.

CN 105908868 A,2016.08.31,全文.

审查员 孙歆硕

 

(54)发明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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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

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及装配方法，具体承载力

高和抗震性能好的优势；将再生混凝土材料应用

组合结构中，能够改善再生混凝土结构的力学性

能；另外，本发明的剪力墙还具有绿色环保的特

征，符合绿色建筑发展理念；本发明的一种装配

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装

配方法，所有构件皆工厂生产预制，在施工现场

焊接组装，再通过螺栓连接完成装配，有效地提

高了施工效率，适用于高层或超高层建筑或者受

力较大的建筑结构。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108894362 B

2020.05.22

CN
 1
08
89
43
62
 B



1.一种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装配方法，其特征在于，一种装配式

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包括两个平行且竖直设置有两个方钢管再生混凝

土柱(1)，两个所述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之间连接有平行设置的工字钢梁(2)，两个所述

工字钢梁(2)与两个所述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形成边框架，所述边框架内边连接钢与混

凝土组合剪力墙板；

所述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包括格栅钢板(4)，所述格栅钢板(4)每个格栅内浇筑有

再生混凝土(3)，所述格栅钢板(4)两竖侧面分别与两个所述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连接，

每个所述格栅钢板(4)的两横侧面与两个所述工字钢梁(2)连接；

所述格栅钢板(4)通过直角结构的墙梁连接耳板(5)连接工字钢梁(2)，所述格栅钢板

(4)通过直角结构的墙柱连接耳板(6)连接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

每个所述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包括方形钢管，每个所述方形钢管内浇筑有混凝土；

每个所述方形钢管的每个内壁上均设置至少两道加强竖肋；

所述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通过梁柱连接耳板(7)连接在工字钢梁(2)的腹板上；

具体装配过程如下：制作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将所述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

连接在边框架内边缘上；

所述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的制作方法为：先制作格栅钢板(4)，制作时格栅钢板

(4)边缘预留用于螺栓连接的孔洞；格栅钢板(4)每个格栅内浇筑有再生混凝土浆液，待再

生混凝土浆液干固后，形成再生混凝土(3)；

所述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连接在边框架内边缘上的过程为：选择四个直角结构的

墙梁连接耳板(5)，格栅钢板(4)靠近工字钢梁(2)边缘处两个面均焊接墙梁连接耳板(5)的

一个直角边，分别将墙梁连接耳板(5)另一个直角边通过螺栓连接在工字钢梁(2)上；

选择四个直角结构的墙柱连接耳板(6)，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靠近格栅钢板(4)边

缘处均焊接墙柱连接耳板(6)的一个直角边，每个墙柱连接耳板(6)的另一个直角边通过螺

栓连接于格栅钢板(4)上；

选择四对直角结构的梁柱连接耳板(7)，分别将每对梁柱连接耳板(7)焊接在方钢管再

生混凝土柱(1)上靠近工字钢梁(2)腹板的位置，之后再将两个相近的梁柱连接耳板(7)通

过螺栓连接于工字钢梁(2)腹板的两边，之后分别将两个工字钢梁(2)与方钢管再生混凝土

柱(1)接触边缘的外露部分进行施焊；

每个所述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包括方形钢管，每个所述方形钢管内浇筑有混凝土；

每个所述方形钢管的每个内壁上均焊接至少两道加强竖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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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及装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钢与混凝土组合结构技术领域，具体涉及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

混凝土组合剪力墙，还涉及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装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剪力墙是高层建筑结构中一种十分重要的抗侧力构件，在地震作用下其不仅承担

着较大的水平剪力，还起到耗散地震能量的重要作用，对高层结构的抗震设计至关重要。

[0003] 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就是其中一种剪力墙结构形式，它是一种主要由钢板、混

凝土及构造钢筋组成，该剪力墙由于采用了钢板，它具有延性好、地震耗能能力强的优势，

目前在高层抗侧力体系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普通

的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宽厚比较大，构件侧向刚度不足，在水较大平力作用下易局部屈

曲，有时还会出现很大的面外变形，这些变形会导致钢材的强度和延性不能充分的发挥作

用；再者，普通的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为现场施工，工序复杂，施工时间长，这与国家大

力提倡发展装配式建筑的理念不相契合；其次，普通的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边框柱多

采用钢筋混凝土柱，而两者的连接不仅有施工复杂，而且当竖向荷载过大将会导致边框柱

的轴压比增大，从而降低了剪力墙结构体系的整体抗震性能，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钢板-

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发展与应用。

[0004] 另外，再生混凝土材料充分利用了废弃混凝土破碎后的再生骨料，有效的减少了

天然骨料的使用，节约了自然资源，保护了生态环境，它是一种绿色环保的建筑材料，符合

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因此在结构工程中推广应用再生混凝土材料具有重要意

义。综上所述，为满足现代工程实际迫切需求，提出一种绿色环保、施工简便且受力性能优

良的新型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结构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这对促进我国钢与混凝土组合

结构的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目的在于提供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具有承载力

高、抗震性好的特点。

[0006] 本发明的另一个目的在于提供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

装配方法。

[0007] 本发明采用一个技术方案为，一种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

墙，包括两个平行且竖直设置有两个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两个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之间

连接有平行设置的工字钢梁，两个工字钢梁与两个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形成边框架，边框

架内边连接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

[0008] 每个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包括方形钢管，每个方形钢管内浇筑有混凝土；

[0009] 每个方形钢管的每个内壁上均设置至少两道加强竖肋。

[0010] 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包括格栅钢板，格栅钢板每个格栅内浇筑有再生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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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格栅钢板两竖侧面分别与两个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连接，每个薄壁钢板的两横侧面与

两个工字钢梁连接。

[0011] 格栅钢板通过直角结构的墙梁连接耳板连接工字钢梁，格栅钢板通过直角结构的

墙柱连接耳板连接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

[0012] 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通过梁柱连接耳板连接工字钢梁的腹板上。

[0013] 本发明采用另一个技术方案为，一种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

墙的装配方法，具体装配过程如下：制作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将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

墙板连接在边框架内内边缘上。

[0014] 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的制作方法为：先制作格栅钢板，制作时格栅钢板边缘

预留用于螺栓连接的孔洞；格栅钢板每个格栅内浇筑有再生混凝土浆液，待再生混凝土浆

液干固后，形成再生混凝土。

[0015] 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连接在边框架内内边缘上的过程为：选择四个直角结构

的墙梁连接耳板，格栅钢板靠近工字钢梁边缘处两个面均焊接墙梁连接耳板的一个直角

边，分别将墙梁连接耳板另一个直角边通过螺栓连接在工字钢梁上；

[0016] 选择四个直角结构的墙柱连接耳板，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靠近格栅钢板边缘处均

焊接均焊接墙柱连接耳板的一个直角边，每个墙柱连接耳板的另一个直角边通过螺栓连接

于格栅钢板上；

[0017] 选择四个直角结构的梁柱连接耳板，分别将每个梁柱连接耳板焊接在方钢管再生

混凝土柱上靠近工字钢梁腹板的位置，之后再将两个相近的梁柱连接耳板通过螺栓连接于

工字钢梁腹板的两边，之后分别将两个工字钢梁与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接触边缘的外露部

分进行施焊。

[0018] 每个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包括方形钢管，每个方形钢管内浇筑有混凝土柱；

[0019] 每个方形钢管的每个内壁上均焊接至少两道加强竖肋。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0] 本发明一种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具体承载力高和抗震

性能好的优势；将再生混凝土材料应用于组合结构中，能够改善再生混凝土结构的力学性

能；另外，本发明的剪力墙还具有绿色环保的特征，符合绿色建筑发展理念；

[0021] 本发明的一种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装配方法，所有构

件皆工厂生产预制，在施工现场焊接组装，再通过螺栓连接完成装配，有效地提高了施工效

率，适用于高层或超高层建筑或者受力较大的建筑结构。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一种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主视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一种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俯视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一种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立体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一种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爆炸图；

[0026] 图5是本发明中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结构示意图。

[0027] 图中，1.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2.工字钢梁，3.再生混凝土，4.  格栅钢板，5.墙梁

连接耳板，6.墙柱连接耳板，7.梁柱连接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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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29] 本发明是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如图1、图2、图3、图4及

图5所示，包括两个平行且竖直设置有两个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两个方钢管再生混凝土

柱1之间连接有平行设置的工字钢梁2，两个工字钢梁2与两个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形成边

框架，边框架内边连接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

[0030] 每个方钢管混凝土柱1包括方形钢管，每个方形钢管内浇筑有混凝土柱，每个方形

钢管的每个内壁上均焊接至少两道加强竖肋，每个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皆采用现浇的方

法在现场制作能够增加框架的抗侧移刚度和抗扭刚度。

[0031] 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包括格栅钢板4，格栅钢板4每个格栅内浇筑有再生混凝

土3，格栅钢板4两竖侧面分别与两个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连接，每个薄壁钢板4的两横侧

面与两个工字钢梁2连接。

[0032] 格栅钢板4通过直角结构的墙梁连接耳板5连接工字钢梁2，其中墙梁连接耳板5一

直角边焊接在格栅钢板4的侧面边缘，墙梁连接耳板5另一直角边通过螺栓连接在工字钢梁

2翼缘上。

[0033] 格栅钢板4与工字钢梁2翼缘焊接。

[0034] 格栅钢板4通过直角结构的墙柱连接耳板6连接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其中，墙柱

连接耳板6一直角边焊接于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  1上，墙柱连接耳板6另一直角边通过螺栓

连接在格栅钢板4上。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通过梁柱连接耳板7连接工字钢梁2的腹板上，

其中，梁柱连接耳板7一直角边焊接在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上，梁柱连接耳板7另一直角边

通过螺栓连接在工字钢梁2的腹板上。

[0035] 每个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包括方形钢管，每个方形钢管内浇筑有混凝土。

[0036] 每个方形钢管的每个内壁上均设置至少两道加强竖肋。

[0037] 墙梁连接耳板5、墙柱连接耳板6、梁柱连接耳板7的使用，便于本发明中各部件连

接可靠，并且便于拆卸与组装。

[0038] 工字钢梁2有自重轻、地震耗能能力强、施工简便的优点。

[0039] 工字钢梁2与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组合成的结构体

系，承载力高，抗震性能强。

[0040] 一种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装配方法，具体装配过程如

下：一种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装配方法，具体装配过程如下：制

作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将所述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连接在边框架内内边缘上。

[0041] 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的制作方法为：先制作格栅钢板4，制作时格栅钢板4边

缘预留用于螺栓连接的孔洞；格栅钢板4每个格栅内浇筑有再生混凝土浆液，待再生混凝土

浆液干固后，形成再生混凝土3。

[0042] 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连接在边框架内内边缘上的过程为：选择四个直角结构

的墙梁连接耳板5，格栅钢板4靠近工字钢梁2边缘处两个面均焊接墙梁连接耳板5的一个直

角边，分别将墙梁连接耳板  5另一个直角边通过螺栓连接在工字钢梁2上；

[0043] 选择四个直角结构的墙柱连接耳板6，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靠近格栅钢板4边缘

处均焊接均焊接墙柱连接耳板6的一个直角边，每个墙柱连接耳板6的另一个直角边通过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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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连接于格栅钢板4上；

[0044] 选择四个直角结构的梁柱连接耳板7，分别将每个梁柱连接耳板  7焊接在方钢管

再生混凝土柱1上靠近工字钢梁2腹板的位置，之后再将两个相近的梁柱连接耳板7通过螺

栓连接于工字钢梁2腹板的两边，之后分别将两个工字钢梁2与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接触

边缘的外露部分进行施焊。

[0045] 每个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包括方形钢管，每个所述方形钢管内浇筑有混凝土柱；

[0046] 每个方形钢管的每个内壁上均焊接至少两道加强竖肋。本发明一种装配式格栅式

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原理为：

[0047] 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为预留孔洞的格栅式预制构件，具有较强的抗弯曲刚度

和抗侧移刚度，格栅钢板4使得再生混凝土3处于三向受压的状态，能够提高钢与混凝土组

合剪力墙板受力性能。

[0048] 另外，通过设置方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作为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板的边框柱，方

钢管再生混凝土柱1有较大的抗扭转刚度和抗弯曲刚度，能够减少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板局部屈曲或者产生较大面外变形现象的发生，同时能够有效的提高钢与混凝土组合剪力

墙板的地震耗能能力。整个剪力墙框架体系的优势都可以发挥出来。

[0049] 采用格栅式的钢与混凝土剪力墙板能够增大与再生混凝土3的接触面积，从而保

证再生混凝土3与格栅钢板4之间有充足的粘结力。再者，再生混凝土的利用也符合国家对

于发展绿色建筑的提倡。所有构件皆工厂生产预制，在施工现场焊接组装，再通过螺栓连接

完成装配。还具有适用于高层或超高层建筑或者受力较大的建筑结构；节能、绿色；构造简

单，无需设置抗剪连接件；抗冻、抗渗性能好；无需支模，施工快；隔音、隔热性能好等多种优

点。

[0050] 通过上述方式，本发明一种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具体

承载力高和抗震性能好的优势；将再生混凝土材料应用组合结构中，能够改善再生混凝土

结构的力学性能；另外，本发明的剪力墙还具有绿色环保的特征，符合绿色建筑发展理念；

本发明的一种装配式格栅式薄壁钢板再生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装配方法，所有构件皆工厂

生产预制，在施工现场焊接组装，再通过螺栓连接完成装配，有效地提高了施工效率，适用

于高层或超高层建筑或者受力较大的建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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