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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维抗剪加固的混凝土剪力墙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三维抗剪加固的混

凝土剪力墙，包括L形截面剪力墙、T形截面剪力

墙和十字形截面剪力墙；所述L形截面剪力墙、T

形截面剪力墙和十字形截面剪力墙的本体墙肢

端部均采用U形型钢包裹，U形型钢通过在墙内钻

孔对穿螺栓锚固；所述剪力墙本体自上而下均分

成若干个相等的方形单元模块，每个方形单元模

块的中心采用钻孔的方式镶嵌一个方形钢板，方

形钢板与剪力墙本体之间采用高强螺栓对穿连

接；所述方形钢板通过斜向抗剪钢板与方形单元

模块的顶点以焊接的方式连接。本实用新型具有

构造简单、传力明确、节省钢材的特点，且能提高

混凝土剪力墙的抗剪承载能力并保持一定的整

体性和抗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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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维抗剪加固的混凝土剪力墙，其特征在于：包括L形截面剪力墙、T形截面剪力

墙和十字形截面剪力墙；

所述L形截面剪力墙、T形截面剪力墙和十字形截面剪力墙的本体墙肢端部均采用U形

型钢包裹，U形型钢通过在墙内钻孔对穿螺栓锚固；

所述L形截面剪力墙的阴角处设有L形角钢、阳角处设有背肢L形角钢，并通过螺栓锚

固；所述T形截面剪力墙的阴角处设有L形角钢、墙翼缘外侧设有竖向钢板，并通过螺栓锚

固；所述十字形截面剪力墙的阴角处设有L形角钢，并通过螺栓锚固；

所述剪力墙本体自上而下均分成若干个相等的方形单元模块，每个方形单元模块的中

心采用钻孔的方式镶嵌一个方形钢板，方形钢板与剪力墙本体之间采用高强螺栓对穿连

接；所述方形钢板通过斜向抗剪钢板与方形单元模块的顶点以焊接的方式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维抗剪加固的混凝土剪力墙，其特征在于：所述方形单

元模块的高度为每侧墙肢高度的1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维抗剪加固的混凝土剪力墙，其特征在于：所述抗剪钢

板、U形型钢、竖向钢板及L形角钢的厚度为10～30毫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维抗剪加固的混凝土剪力墙，其特征在于：所述U形型

钢的腹板高度不应小于剪力墙本体的墙肢厚度。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维抗剪加固的混凝土剪力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型钢或

钢板与混凝土表面的贴合应采用结构胶进行粘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维抗剪加固的混凝土剪力墙，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强螺

栓的螺杆在混凝土剪力墙中的锚固应采用植筋胶进行粘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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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维抗剪加固的混凝土剪力墙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结构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三维抗剪加固的混凝土剪力

墙。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各类大中型城市涌现出高层建筑热潮，其中混

凝土剪力墙结构作为抵抗水平荷载的一类重要结构体系，因其优异的抗侧能力而备受关

注，故而具有很强的抗剪承载能力和良好的抗震性能。震害调查和科学研究发现：若设计不

当，地震作用下的混凝土剪力墙易发生因抗剪能力不足而发生剪切型破坏的模式，导致整

体结构的抗震性能削弱，不能满足相应的性能需求。为解决上述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

种混凝土剪力墙抗剪加固技术，采用型钢或钢板对混凝土剪力墙进行抗剪加固，分担水平

荷载引起的结构内部剪力，从而改善混凝土剪力墙的抗剪能力。应用本技术能提高已建工

程质量，增强剪力墙结构的抗震性能，同时加固技术具有构造简单、快速建造/修复等优势，

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良好。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三维抗剪加固的混凝土剪

力墙，采用型钢或钢板加固混凝土剪力墙墙肢，具有施工操作简便、整体性好、抗震性能强

的优点，解决了抗震区混凝土剪力墙易于剪切开裂及抗剪能力差的问题。

[0004] 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三维抗剪加固的混凝土剪力墙，包括L形截面

剪力墙、T形截面剪力墙和十字形截面剪力墙；

[0005] 所述L形截面剪力墙、T形截面剪力墙和十字形截面剪力墙的本体墙肢端部均采用 

U形型钢包裹，U形型钢通过在墙内钻孔对穿螺栓锚固，此连接方式能提高剪力墙的整体抗

剪强度，对于外侧墙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0006] 所述L形截面剪力墙的阴角处设有L形角钢、阳角处设有背肢L形角钢，并通过螺栓

锚固；所述T形截面剪力墙的阴角处设有L形角钢、墙翼缘外侧设有竖向钢板，并通过螺栓锚

固；所述十字形截面剪力墙的阴角处设有L形角钢，并通过螺栓锚固；

[0007] 所述剪力墙本体自上而下均分成若干个相等的方形单元模块，每个方形单元模块

的中心采用钻孔的方式镶嵌一个方形钢板，方形钢板与剪力墙本体之间采用高强螺栓对穿

连接；所述方形钢板通过斜向抗剪钢板与方形单元模块的顶点以焊接的方式连接。

[0008] 作为优选，所述方形单元模块的高度为每侧墙肢高度的1倍。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抗剪钢板的厚度为10～30毫米。

[0010] 作为优选，所述U形型钢的腹板高度不应小于剪力墙本体的墙肢厚度。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型钢或钢板与混凝土表面的贴合应采用结构胶进行粘结。

[0012] 作为优选，所述高强螺栓的螺杆在混凝土剪力墙中的锚固应采用植筋胶进行粘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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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有益效果：本实用新型对剪力墙外表面采用型钢和钢板加固，从而改善剪力墙的

力学性能，对剪力墙1)配筋不足，2)出现开裂，3)地震后建筑物仍可使用，但剪力墙受到一

定程度的破坏等情况均可采取本措施进行剪力墙加固，可以极大地提高其抗剪承载能力。

通过设置螺栓锚固型钢和钢板的方式增强钢与混凝土剪力墙之间的粘结，采用焊接的方式

使型钢和钢板两端固定于剪力墙表面，能够对剪力墙的抗剪承载能力得到极大的改善。由

于这种连接方式的设定，它具有构造简单，节省钢材的特点，且显著提高了剪力墙的整体性

和抗震性能。

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L形截面剪力墙结构示意图一；

[0015] 图2为本实用新型L形截面剪力墙结构示意图二；

[0016] 图3为本实用新型L形截面剪力墙结构示意图三；

[0017] 图4为本实用新型T形截面剪力墙结构示意图一；

[0018] 图5为本实用新型T形截面剪力墙结构示意图二；

[0019] 图6为本实用新型T形截面剪力墙结构示意图三；

[0020] 图7为本实用新型十字形截面剪力墙结构示意图一；

[0021] 图8为本实用新型十字形截面剪力墙结构示意图二。

[0022] 图中1.剪力墙本体  2.U形型钢  3.L形角钢  4.抗剪钢板  5.矩形钢板  6.高强螺栓 

7.背肢L形角钢  8.螺栓  9.竖向钢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做进一步说明。

[0024] 如图1-8所示，一种三维抗剪加固的混凝土剪力墙，包括L形截面剪力墙、T形截面

剪力墙和十字形截面剪力墙；

[0025] 所述L形截面剪力墙、T形截面剪力墙和十字形截面剪力墙的本体1墙肢端部均采

用U形型钢2包裹，U形型钢2通过在墙内钻孔对穿螺栓8锚固，此连接方式能提高剪力墙的整

体抗剪强度，对于外侧墙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0026] 所述L形截面剪力墙的阴角处设有L形角钢3、阳角处设有背肢L形角钢7，并通过螺

栓8锚固；所述T形截面剪力墙的阴角处设有L形角钢3、墙翼缘外侧设有竖向钢板9，并通过

螺栓8锚固；所述十字形截面剪力墙的阴角处设有L形角钢3，并通过螺栓8锚固

[0027] 所述剪力墙本体1自上而下均分成若干个相等的方形单元模块，方形单元模块的

高度为每侧墙肢的高度，每个方形单元模块的中心采用钻孔的方式镶嵌一个方形钢板5，方

形钢板5与剪力墙本体1之间采用高强螺栓6对穿连接；所述方形钢板5通过斜向抗剪钢板4

与方形单元模块的顶点以焊接的方式连接，斜向抗剪钢板4的厚度为10～30  毫米。

[0028] 以上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实施方式做出详细说明，但本实用新型不局限于所

描述的实施方式。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在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和技术思想的范围

内，对这些实施方式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和变形仍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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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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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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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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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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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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