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811565.0

(22)申请日 2019.08.30

(71)申请人 浙江中清大建筑产业化有限公司

地址 312000 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新三江

闸西

    申请人 绍兴文理学院

(72)发明人 应森源　李健　李娜　汪青磊　

周航　安栋梁　

(74)专利代理机构 杭州君度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33240

代理人 徐锋

(51)Int.Cl.

E04B 1/21(2006.01)

E04B 1/41(2006.01)

E04B 1/98(2006.01)

E04H 9/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减震的暗牛腿型梁柱节点连接方

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装配式梁柱节点施工技术领域，

具体公开了一种用于减震的暗牛腿型梁柱节点

连接方法，包括如下步骤：(1)预制柱制成；(2)预

制梁制成；(3)梁柱拼装；(4)竖向节点固定；(5)

横向节点固定；(6)缺口与缝隙填补。本发明的梁

柱节点连接采用了暗牛腿，这既保证了建筑物美

观，又提高了梁柱节点整体的稳定性；并且本发

明的梁柱节点连接采用干湿连接相结合，避免了

现场大规模二次浇筑混凝土带来的梁柱之间连

接薄弱、性能不稳定的现象，减少了现场的湿作

业工作量，便于施工，有利于缩短工期。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5页

CN 110565797 A

2019.12.13

CN
 1
10
56
57
97
 A



1.一种用于减震的暗牛腿型梁柱节点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预制柱、T型钢板、暗

牛腿和预制梁，所述T型钢板包括竖向连接板和插入板；所述连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预制柱制成：将T型钢板的竖向连接板预埋在预制柱中，使插入板从预制柱侧面水

平伸出预制柱外；将预制柱和暗牛腿整体预制，所述暗牛腿位于插入板下方，所述暗牛腿远

离预制柱的一面设为斜面，斜面上设有三角拼接板；在所述插入板和暗牛腿上分别预留上

下贯穿的插入板螺栓孔和牛腿螺栓孔，在三角拼接板上预留左右贯穿的三角拼接板螺栓

孔；

(2)预制梁制成：所述预制梁靠近预制柱的一侧下方设有与暗牛腿形状相匹配的缺口，

使得预制梁连接在预制柱上时其下表面与暗牛腿下表面齐平；在所述预制梁有缺口的一侧

面开设与插入板相匹配的方形凹槽，在所述预制梁与暗牛腿的斜面的接触面上向内设置与

三角拼接板相匹配的三角凹槽；在预制梁上的高度方向上预留与插入板螺栓孔对应的梁高

强螺栓孔，在预制梁的宽度方向上预留与三角拼接板螺栓孔对应的梁注浆螺栓孔；

(3)梁柱拼装：将插入板插接在方形凹槽中，将三角拼接板插接在三角凹槽中，完成梁

柱拼装；

(4)竖向节点固定：通过高强螺栓依次穿过梁高强螺栓孔、插入板螺栓孔、牛腿螺栓孔，

完成预制梁、插入板、暗牛腿的竖向锚固连接；

(5)横向节点固定：通过注浆螺栓依次穿过梁注浆螺栓孔和三角拼接板螺栓孔，完成对

预制梁和三角拼接板的横向锚固连接；所述注浆螺栓包括对拉螺母和空心螺杆，所述空心

螺杆两端分别设有注浆孔和出浆孔，表面设有若干渗浆孔；从注浆孔处注入高强度无收缩

浆液，浆液从渗浆孔渗透到注浆螺栓与孔洞的缝隙中，填充缝隙和空心螺杆。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减震的暗牛腿型梁柱节点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预制柱内设有竖向受力筋和箍筋，所述箍筋用于固定竖向受力筋；所述步骤(1)具体步骤

如下：

(1-1)钢筋布设：按设计要求布设预制柱内竖向受力筋，用箍筋固定柱竖向受力筋；按

设计要求布设暗牛腿中的钢筋；

(1-2)钢板焊接：将T型钢板的竖向连接板分别和柱竖向受力筋、箍筋进行焊接；

(1-3)模板支设：按预制柱和暗牛腿形状支设模板、预留孔洞；

(1-4)混凝土浇筑：对预制柱和暗牛腿进行混凝土的浇筑，将T型钢板预埋在预制柱中，

完成预制柱和暗牛腿的整体预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减震的暗牛腿型梁柱节点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2)具体步骤如下：

(2-1)钢筋布设：按设计要求绑扎钢筋；

(2-2)模板支设：按预制梁形状支设模板、预留孔洞；

(2-3)混凝土浇筑：对预制梁进行混凝土的浇筑。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减震的暗牛腿型梁柱节点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暗牛腿上表面设有橡胶垫片，所述橡胶垫片上设有与牛腿螺栓孔相对应的橡胶垫片螺栓

孔。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用于减震的暗牛腿型梁柱节点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3)的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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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垫片安装：将橡胶垫片安装在暗牛腿的上表面和预制梁接触处；

(3-2)预制梁吊装：起吊预制梁，预制梁的方形凹槽对准T型钢板前端的插入板；预制梁

的三角凹槽对准暗牛腿上的三角拼接板；

(3-3)梁柱拼接：移动预制梁，使得插入板和方形凹槽完成拼接，三角凹槽和三角拼接

板完成拼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减震的暗牛腿型梁柱节点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暗牛腿下表面沿着螺栓孔开设有牛腿梯形缺口，所述预制梁上表面沿着螺栓孔开设有梁

梯形缺口，所述牛腿梯形缺口和梁梯形缺口中分别设有矩形承压板，所述矩形承压板上开

设有矩形承压板螺栓孔。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减震的暗牛腿型梁柱节点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4)的具体步骤如下：

(4-1)矩形承压板安装：将矩形承压板分别安装在梁梯形缺口和牛腿梯形缺口处；

(4-2)高强螺栓安装：将高强螺栓从梁梯形缺口上的矩形承压板上方插入，依次穿过梁

高强螺栓孔、插入板螺栓孔、梁高强螺栓孔、橡胶垫片螺栓孔、牛腿螺栓孔及暗牛腿下表面

的另一块矩形承压板；

(4-3)高强螺栓锚固：固定高强螺栓的螺帽，旋转螺母至无法拧动为止。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减震的暗牛腿型梁柱节点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预制梁两侧分别设有与三角凹槽位置相对应的三角缺口，所述三角缺口中设有三角承压

板，所述三角承压板上设有供注浆螺栓穿过的三角承压板螺栓孔。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用于减震的暗牛腿型梁柱节点连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步骤(5)具体步骤如下：

(5-1)三角承压板安装：将两块三角承压板分别安装在预制梁两侧的三角缺口处；

(5-2)注浆螺栓安装：将空心螺杆从三角承压板前方插入，依次穿过预制梁一侧的三角

承压板螺栓孔、梁注浆螺栓孔、三角拼接板螺栓孔、梁注浆螺栓孔及预制梁另一侧的三角承

压板螺栓孔；

(5-3)注浆螺栓锚固：使用扳手同时旋转注浆螺栓两端的对拉螺母，直至无法拧动为

止；

(5-4)空心螺杆注浆：从注浆孔处开始注入高强度无收缩浆液，浆液从渗浆孔渗透到注

浆螺栓与孔洞的缝隙中，填充缝隙和空心螺杆，当出浆孔处有浆液冒出时停止注浆。

10.根据权利要求6或8所述的一种用于减震的暗牛腿型梁柱节点连接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连接方法还包括步骤(6)缺口与缝隙填补：

(6-1)缺口补平：用砂浆将梁梯形缺口、牛腿梯形缺口或三角缺口补平，将螺栓掩盖；

(6-2)缝隙填充：用砂浆填充预制梁和预制柱之间的缝隙，形成填充层。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565797 A

3



一种用于减震的暗牛腿型梁柱节点连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装配式梁柱节点施工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减震的暗牛腿型梁

柱节点连接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装配式是新兴起的建筑生产模式，它是先将建造房屋需要的构件提前在工厂预制

好，然后在工作现场将预制好的构件进行拼接。与传统的现浇混凝土生产模式相比，装配式

建筑生产模式减少了施工现场湿工作的工作量，为项目节约工期和建筑材料。目前装配式

建筑的梁柱节点连接方式方面的施工技术，仍存在以下缺点：

[0003] (1)湿式连接在梁柱节点处需要现场大规模湿作业，构造复杂，施工工序繁杂，施

工过程易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0004] (2)装配式建筑节点采用干式连接时无需现浇混凝土，但是建筑物会拥有较低的

延展性和抗震性。

[0005] (3)明牛腿连接方式会影响建筑物空间的使用和外表美观。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针对现有的装配式梁柱节点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用于减震的

暗牛腿型梁柱节点连接方法，以解决湿作业量大、抗震性不足及建筑外表美观不足等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用于减震的暗牛腿型梁柱节点

连接方法，包括预制柱、T型钢板、暗牛腿和预制梁，所述T型钢板包括竖向连接板和插入板；

所述连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预制柱制成：将T型钢板的竖向连接板预埋在预制柱中，使插入板从预制柱侧

面水平伸出预制柱外；将预制柱和暗牛腿整体预制，所述暗牛腿位于插入板下方，所述暗牛

腿远离预制柱的一面设为斜面，斜面上设有三角拼接板；在所述插入板和暗牛腿上分别预

留上下贯穿的插入板螺栓孔和牛腿螺栓孔，在三角拼接板上预留左右贯穿的三角拼接板螺

栓孔；

[0009] (2)预制梁制成：所述预制梁靠近预制柱的一侧下方设有与暗牛腿形状相匹配的

缺口，使得预制梁连接在预制柱上时其下表面与暗牛腿下表面齐平；在所述预制梁有缺口

的一侧面开设与插入板相匹配的方形凹槽，在所述预制梁与暗牛腿的斜面的接触面上向内

设置与三角拼接板相匹配的三角凹槽；在预制梁上的高度方向上预留与插入板螺栓孔对应

的梁高强螺栓孔，在预制梁的宽度方向上预留与三角拼接板螺栓孔对应的梁注浆螺栓孔；

[0010] (3)梁柱拼装：将插入板插接在方形凹槽中，将三角拼接板插接在三角凹槽中，完

成梁柱拼装；

[0011] (4)竖向节点固定：通过高强螺栓依次穿过梁高强螺栓孔、插入板螺栓孔、牛腿螺

栓孔，完成预制梁、插入板、暗牛腿的竖向锚固连接；

[0012] (5)横向节点固定：通过注浆螺栓依次穿过梁注浆螺栓孔和三角拼接板螺栓孔，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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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对预制梁和三角拼接板的横向锚固连接；所述注浆螺栓包括对拉螺母和空心螺杆，所述

空心螺杆两端分别设有注浆孔和出浆孔，表面设有若干渗浆孔；从注浆孔处注入高强度无

收缩浆液，浆液从渗浆孔渗透到注浆螺栓与孔洞的缝隙中，填充缝隙和空心螺杆。

[0013] 进一步的，所述预制柱内设有竖向受力筋和箍筋，所述箍筋用于固定竖向受力筋；

所述步骤(1)具体步骤如下：

[0014] (1-1)钢筋布设：按设计要求布设预制柱内竖向受力筋，用箍筋固定柱竖向受力

筋；按设计要求布设暗牛腿中的钢筋；

[0015] (1-2)钢板焊接：将T型钢板的竖向连接板分别和柱竖向受力筋、箍筋进行焊接；

[0016] (1-3)模板支设：按预制柱和暗牛腿形状支设模板、预留孔洞；

[0017] (1-4)混凝土浇筑：对预制柱和暗牛腿进行混凝土的浇筑，将T型钢板预埋在预制

柱中，完成预制柱和暗牛腿的整体预制。

[0018]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2)具体步骤如下：

[0019] (2-1)钢筋布设：按设计要求绑扎钢筋；

[0020] (2-2)模板支设：按预制梁形状支设模板、预留孔洞；

[0021] (2-3)混凝土浇筑：对预制梁进行混凝土的浇筑。

[0022] 进一步的，所述暗牛腿上表面设有橡胶垫片，所述橡胶垫片上设有与牛腿螺栓孔

相对应的橡胶垫片螺栓孔。

[0023]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3)的具体步骤如下：

[0024] (3-1)垫片安装：将橡胶垫片安装在暗牛腿的上表面和预制梁接触处；

[0025] (3-2)预制梁吊装：起吊预制梁，预制梁的方形凹槽对准T型钢板前端的插入板；预

制梁的三角凹槽对准暗牛腿上的三角拼接板；

[0026] (3-3)梁柱拼接：移动预制梁，使得插入板和方形凹槽完成拼接，三角凹槽和三角

拼接板完成拼接。

[0027] 进一步的，所述暗牛腿下表面沿着螺栓孔开设有牛腿梯形缺口，所述预制梁上表

面沿着螺栓孔开设有梁梯形缺口，所述牛腿梯形缺口和梁梯形缺口中分别设有矩形承压

板，所述矩形承压板上开设有矩形承压板螺栓孔。

[0028]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4)的具体步骤如下：

[0029] (4-1)矩形承压板安装：将矩形承压板分别安装在梁梯形缺口和牛腿梯形缺口处；

[0030] (4-2)高强螺栓安装：将高强螺栓从梁梯形缺口上的矩形承压板上方插入，依次穿

过梁高强螺栓孔、插入板螺栓孔、梁高强螺栓孔、橡胶垫片螺栓孔、牛腿螺栓孔及暗牛腿下

表面的另一块矩形承压板；

[0031] (4-3)高强螺栓锚固：固定高强螺栓的螺帽，旋转螺母至无法拧动为止。

[0032] 进一步的，所述预制梁两侧分别设有与三角凹槽位置相对应的三角缺口，所述三

角缺口中设有三角承压板，所述三角承压板上设有供注浆螺栓穿过的三角承压板螺栓孔。

[0033] 进一步的，所述步骤(5)具体步骤如下：

[0034] (5-1)三角承压板安装：将两块三角承压板分别安装在预制梁两侧的三角缺口处；

[0035] (5-2)注浆螺栓安装：将空心螺杆从三角承压板前方插入，依次穿过预制梁一侧的

三角承压板螺栓孔、梁注浆螺栓孔、三角拼接板螺栓孔、梁注浆螺栓孔及预制梁另一侧的三

角承压板螺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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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5-3)注浆螺栓锚固：使用扳手同时旋转注浆螺栓两端的对拉螺母，直至无法拧动

为止；

[0037] (5-4)空心螺杆注浆：从注浆孔处开始注入高强度无收缩浆液，浆液从渗浆孔渗透

到注浆螺栓与孔洞的缝隙中，填充缝隙和空心螺杆，当出浆孔处有浆液冒出时停止注浆。

[0038]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方法还包括步骤(6)缺口与缝隙填补：

[0039] (6-1)缺口补平：用砂浆将梁梯形缺口、牛腿梯形缺口或三角缺口补平，将螺栓掩

盖；

[0040] (6-2)缝隙填充：用砂浆填充预制梁和预制柱之间的缝隙，形成填充层。

[0041]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对比，其有益效果在于：

[0042] 1.本发明的梁柱节点连接采用干湿连接相结合，避免了现场大规模二次浇筑混凝

土带来的梁柱之间连接薄弱、性能不稳定的现象，减少了现场的湿作业工作量，便于施工，

有利于缩短工期。

[0043] 2.本发明通过在预制梁和暗牛腿的搭接处设置橡胶垫，三角凹槽拼装处设置注浆

螺栓以及预制梁和预制柱之间浇筑砂浆层，能够有效提高梁柱节点处的延展性和抗震性。

[0044] 3.本发明暗牛腿和预埋T型钢板同时作为抗剪件，能够有效增加梁柱节点处的抗

剪强度。

[0045] 4.本发明的梁柱节点连接采用了暗牛腿，这既保证了建筑物美观，又提高了梁柱

节点整体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46]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47] 图2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剖面示意图。

[0048] 图3是本发明中预制柱的结构示意图。

[0049] 图4是本发明中T型钢板的结构示意图。

[0050] 图5是本发明中高强螺栓的结构示意图。

[0051] 图6是本发明中注浆螺栓的结构示意图。

[0052] 图7是本发明中预制梁的结构示意图。

[0053] 图8是本发明中暗牛腿的结构示意图。

[0054] 图中：1、预制柱，11、竖向受力筋，12、箍筋；

[0055] 2、T型钢板，21、竖向连接板，22、插入板，23、插入板螺栓孔；

[0056] 3、高强螺栓，31、螺杆，32、螺帽，33、圆形垫片，34、螺母；

[0057] 4、注浆螺栓，41、对拉螺母，42、空心螺杆，43、渗浆孔，44、注浆孔，45、出浆孔；

[0058] 5、预制梁，51、混凝土梁，52、方形凹槽，53、梁高强螺栓孔，54、梁梯形缺口，55、三

角凹槽，56、梁注浆螺栓孔，57、三角缺口；

[0059] 6、暗牛腿，61、混凝土牛腿，62、牛腿螺栓孔，63、三角拼接板，64、拼接板螺栓孔，

65、牛腿梯形缺口；

[0060] 7、三角承压板；

[0061] 8、矩形承压板；

[0062] 9、橡胶垫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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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10、填充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64]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

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具体的说明。

[0065] 实施例：结合图1-8，一种用于减震的暗牛腿型梁柱节点连接方法所涉及部件包括

预制柱1、T型钢板2、暗牛腿6、预制梁5、橡胶垫片9、矩形承压板8和三角承压板7，其中T型钢

板2和暗牛腿6分别从上至下固定设置在预制柱1一侧，预制梁5通过分别与T型钢板2和暗牛

腿6连接的方式与预制柱1连接，预制梁5靠近预制柱的一侧下方设有与暗牛腿6形状匹配的

缺口，连接时暗牛腿6嵌入至预制梁5下方的缺口中，达到完成连接后隐藏暗牛腿6的目的，

使得梁柱节点处从外观上来看更加美观。

[0066] 预制柱1和暗牛腿6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并且预制时预制柱1和暗牛腿6为整体浇

筑；预制柱1内设有四根竖向受力筋11和用于固定竖向受力筋11的多道箍筋12。

[0067] T型钢板2包括竖向连接板21和插入板22，竖向连接板21焊接在竖向受力筋11和箍

筋12上，并在浇筑时预埋在预制柱1内，使得插入板22水平伸出预制柱1的一个侧面外；竖向

连接板21为矩形钢板，其宽度为预制柱1宽度的2/3，高度为预制梁5高度的1/2；插入板22为

矩形钢板，其宽度为预制柱1宽度的2/3，长度与宽度相同，厚度为预制梁5高度的1/8；插入

板22表面设有两个插入板螺栓孔23，插入板螺栓孔23均匀分布在插入板22表面。

[0068] 暗牛腿6包括混凝土牛腿61和三角拼接板63，混凝土牛腿61是剖面为直角梯形的

直四棱柱，其远离预制柱1的一面为斜面，三角拼接板63固定设置在斜面上；混凝土牛腿61

上沿高度方向贯穿设有牛腿螺栓孔62，牛腿螺栓孔62的位置、尺寸与插入板螺栓孔23相对

应；混凝土牛腿61底部设有牛腿梯形缺口65，牛腿梯形缺口65的宽度不大于插入板22的宽

度，位置与牛腿螺栓孔62匹配，用于放置矩形承压板8；三角拼接板63为等腰直角的三棱柱，

其上设有呈三角形均匀分布的六个拼接板螺栓孔64。

[0069] 预制梁5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包括混凝土梁51，混凝土梁51靠近预制柱1的一端有

与暗牛腿6形状、尺寸相匹配的缺口；混凝土梁51有缺口的一端开设有与插入板22相匹配的

方形凹槽52，供插入板22插入其中，用于混凝土梁51与T型钢板2的拼装；混凝土梁51上沿高

度方向设有两个梁高强螺栓孔53，梁高强螺栓孔53的位置、尺寸与插入板螺栓孔23相对应；

混凝土梁51的上表面设有梁梯形缺口54，梁梯形缺口54的尺寸与牛腿梯形缺口65相同，位

置与梁高强螺栓孔53相对应，用于放置矩形承压板8；混凝土梁51与暗牛腿6的斜面的接触

面上向内凹陷形成三角凹槽55，三角凹槽55的形状、尺寸与三角拼接板63相匹配；混凝土梁

51沿着宽度方向贯穿设有六个梁注浆螺栓孔56，梁注浆螺栓孔56的位置与拼接板螺栓孔64

相匹配；混凝土梁51两侧分别开设有与三角凹槽55位置、尺寸相对应的三角缺口57，用于放

置三角承压板7。

[0070] 矩形承压板8为矩形钢板，尺寸与梁梯形缺口54和牛腿梯形缺口65相匹配，数量为

两个，其上设有两个矩形承压板螺栓孔，矩形承压板螺栓孔的位置和尺寸与插入板螺栓孔

23相对应。

[0071] 三角承压板7为三角形钢板，其上设有呈三角形均匀分布的六个三角承压板螺栓

孔，位置和尺寸与梁注浆螺栓孔56相匹配，三角承压板7的数量为两个，安装在预制梁5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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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角缺口57处，保护混凝土外层不被破坏。

[0072] 橡胶垫片9为矩形垫片，宽度与预制梁5宽度相同，长度与暗牛腿6的上表面长度相

同，其上设有与插入板螺栓孔23相匹配的两个孔洞；橡胶垫片9安装在暗牛腿6的上表面处，

用于增加预制梁5和暗牛腿6之间的耗能减震能力。

[0073] 本发明的一种用于减震的暗牛腿型梁柱节点连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74] (1)预制柱制成：

[0075] (1-1)钢筋布设：按设计要求布设预制柱1内竖向受力筋11，用箍筋12固定柱竖向

受力筋；按设计要求布设暗牛腿6中的钢筋。

[0076] (1-2)钢板焊接：将T型钢板2的竖向连接板21分别和柱竖向受力筋11、箍筋12进行

焊接。

[0077] (1-3)模板支设：按预制柱1和暗牛腿6形状支设模板、预留孔洞。

[0078] (1-4)混凝土浇筑：对预制柱1和暗牛腿6进行混凝土的浇筑，将T型钢板2预埋在预

制柱1中，完成预制柱1和暗牛腿5的整体预制。

[0079] (2)预制梁制成：

[0080] (2-1)钢筋布设：按设计要求绑扎钢筋。

[0081] (2-2)模板支设：按预制梁5形状支设模板、预留孔洞。

[0082] (2-3)混凝土浇筑：对预制梁5进行混凝土的浇筑。

[0083] (3)梁柱拼装：

[0084] (3-1)垫片安装：将橡胶垫片9安装在暗牛腿6的上表面和预制梁5接触处。

[0085] (3-2)预制梁吊装：起吊预制梁5，预制梁5的方形凹槽52对准T型钢板2前端的插入

板22；预制梁5的三角凹槽55对准暗牛腿6上的三角拼接板63。

[0086] (3-3)梁柱拼接：移动预制梁5，使得插入板22和方形凹槽52完成拼接，三角凹槽55

和三角拼接板63完成拼接。

[0087] (4)竖向节点固定：

[0088] (4-1)矩形承压板安装：将矩形承压板8分别安装在梁梯形缺口54和牛腿梯形缺口

65处。

[0089] (4-2)高强螺栓安装：将螺杆31从梁梯形缺口54上的矩形承压板8上方插入，依次

穿过梁高强螺栓孔53、插入板螺栓孔23、梁高强螺栓孔53、橡胶垫片9、牛腿螺栓孔62及暗牛

腿下表面的另一块矩形承压板8。

[0090] (4-3)高强螺栓锚固：固定高强螺栓3的螺帽32，旋转螺母34至无法拧动为止。

[0091] (5)横向节点固定：

[0092] (5-1)三角承压板安装：将两块三角承压板7分别安装在预制梁5两侧的三角缺口

57处。

[0093] (5-2)注浆螺栓安装：将空心螺杆42从三角承压板7前方插入，依次穿过梁注浆螺

栓孔53、三角拼接板螺栓孔21、梁注浆螺栓孔53及预制梁5另一侧的三角承压板7。

[0094] (5-3)注浆螺栓锚固：使用扳手同时旋转注浆螺栓4两端的对拉螺母41，直至无法

拧动为止。

[0095] (5-4)空心螺杆注浆：从注浆孔44处开始注入高强度无收缩浆液，浆液从渗浆孔43

渗透到注浆螺栓4与孔洞的缝隙中，填充缝隙和空心螺杆42，当出浆孔45处有浆液冒出时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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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注浆。

[0096] (6)缺口与缝隙填补：

[0097] (6-1)缺口补平：用砂浆将梁梯形缺口54、牛腿梯形缺口65和预制梁5两侧的三角

缺口57补平，将螺栓掩盖。

[0098] (6-2)缝隙填充：用砂浆填充预制梁5和预制柱1之间的缝隙，形成填充层10。

[0099]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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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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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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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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