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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自复位的预应力胶合木框架结构

(57)摘要

一种可自复位的预应力胶合木框架结构，其

特征在于：它包括胶合木梁(1)，胶合木柱(2)，钢

筋混凝土基础(3)，预应力钢筋(4)，柱基础金属

连接件(5)和梁柱金属连接件(6)，所述胶合木柱

(2)利用柱基础金属连接件(5)固定装在所述钢

筋混凝土基础(3)上，所述胶合木梁(1)和胶合木

柱(2)利用梁柱金属连接件(6)形成框架结构；本

发明在胶合木框架中施加预应力，增大框架的水

平刚度，实现框架的震时自适应、震后自复位，减

小结构残余变形。利用胶合木优异的力学性能，

结合带肋外包钢板的梁柱连接形式，有效防止节

点出现脆性劈裂破坏，增强节点的转动能力和延

性性能，形成高效稳定的节点转动耗能机制，从

而改善常规胶合木框架结构的抗震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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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自复位的预应力胶合木框架结构，其特征在于：它包括胶合木梁(1)，胶合木

柱(2)，钢筋混凝土基础(3)，预应力钢筋(4)，柱基础金属连接件(5)和梁柱金属连接件(6)，

所述胶合木柱(2)利用柱基础金属连接件(5)固定装在所述钢筋混凝土基础(3)上，所述胶

合木梁(1)和胶合木柱(2)利用梁柱金属连接件(6)形成框架结构；

所述柱基础金属连接件(5)包括钢制柱靴(501)、连接螺栓(502)、柱靴与基础连接钢筋

(503)和柱脚加劲肋板(504)，所述胶合木柱(2)与钢制柱靴(501)通过连接螺栓(502)连接，

所述钢制柱靴(501)与钢筋混凝土基础(3)利用柱靴与基础连接钢筋(503)连接，所述胶合

木柱(2)与钢筋混凝土基础(3)之间还通过无粘结的预应力钢筋(4)拉结，所述钢制柱靴

(501)侧边设置肋板(504)；

所述梁柱金属连接件(6)包括外包钢板一(601) ,外包钢板二(602) ,节点连接螺栓

(603)，外部肋板(604)或内埋肋板(605)，所述胶合木梁(1)和胶合木柱(2)之间垂直设置，

所述胶合木梁(1)和胶合木柱(2)中段连接部用外包钢板一(601)包覆，所述外包钢板一

(601)利用节点连接螺栓(603)锁定在所述胶合木梁(1)和胶合木柱(2)的中段连接部，所述

胶合木梁(1)和胶合木柱(2)的顶部用外包钢板二(602)包覆，所述外包钢板二(602)利用节

点连接螺栓(603)锁定在所述胶合木梁(1)和胶合木柱(2)的顶端连接部；

所述胶合木梁(1)中设置水平的预留孔道一(101)，所述胶合木柱(2)中设置对应的过

孔(201)，所述预应力钢筋(4)从水平的预留孔道一(101)和过孔(201)穿过，所述预应力钢

筋(4)两端锚固在所述胶合木柱(2)外侧；

所述胶合木柱(2)中设置竖向预留孔道二(202)，预应力钢筋(4)从预留孔道二(202)中

穿过，所述预应力钢筋(4)上部锚固于所述胶合木柱(2)顶端，所述预应力钢筋(4)下部锚固

于所述钢筋混凝土基础(3)的开槽(301)内。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复位的预应力胶合木框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包

钢板一(601)和外包钢板二(602)上设有外部肋板(604)。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复位的预应力胶合木框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胶合

木梁(1)与所述外包钢板一(601)和外包钢板二(602)对应的位置设置有开槽(601a)，所述

开槽(601a)内装有内埋肋板(605)。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可自复位的预应力胶合木框架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包

钢板一(601)和外包钢板二(602)采用Q235等级的软钢制作，厚度不大于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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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自复位的预应力胶合木框架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土木工程技术领域，具体讲就是涉及一种具有自复位能力和延性耗能

能力的预应力胶合木框架，用于对抗震性能要求较高的多层木框架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正大力推动现代多层木结构的发展，以胶合木框架结构的应用最为普

遍。胶合木是以厚度为20mm～45mm的板材，沿顺纹方向叠层胶合而成的木制品，也称层板胶

合木。其具有较一般木材更优的力学性能。常规的木框架结构由于整体水平刚度较小，在地

震、风等水平荷载下易产生较大的变形，且地震作用后的残余变形较大，变形多集中在梁柱

节点和柱脚处，修复难度大，成本高。另一方面，水平荷载产生的节点弯矩使节点发生转动，

常规的钢填板螺栓节点在发生转动时，螺栓对木材的挤压易使木构件发生脆性劈裂破坏，

延性和耗能能力不佳，梁柱构件的强度和变形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有必要通过技术措施

防止木框架结构发生节点区的局部脆性破坏，减小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的残余变形，提升框

架结构的抗震性能。

[0003] 自复位结构是指以减少建筑震后残余变形为目标，达到震时自适应，震后变形自

回复效果的新型结构形式，是结构可恢复功能的重要实现方式之一，施加预应力是实现结

构自复位的重要技术手段。在胶合木框架结构中施加预应力，能够增大结构的水平刚度，实

现框架的震后自复位，减小残余变形；利用胶合木优异的力学性能，结合带肋外包钢板的梁

柱连接形式，则可以有效防止节点出现脆性劈裂破坏，增强节点的转动能力和延性性能，形

成高效稳定的节点转动耗能机制，从而改善常规胶合木框架结构的抗震性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克服现有木框架结构残余变形较大、节点易出现脆性劈裂破坏、耗能

能力不足的问题，提出一种可自复位的预应力胶合木框架结构，通过预应力技术和延性连

接件设计，实现胶合木框架的震后自复位，避免框架节点的脆性劈裂破坏。

[0005] 技术方案

[0006] 为了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本发明设计了一种可自复位的预应力胶合木框架结构，

其特征在于：它包括胶合木梁，胶合木柱，钢筋混凝土基础，预应力钢筋，柱基础金属连接件

和梁柱金属连接件，所述胶合木柱利用柱基础金属连接件固定装在所述钢筋混凝土基础

上，所述胶合木梁和胶合木柱利用梁柱金属连接件形成框架结构；

[0007] 所述柱基础金属连接件包括钢制柱靴、连接螺栓、柱靴与基础连接钢筋和柱脚加

劲肋板，所述胶合木柱与钢制柱靴通过连接螺栓连接，所述钢制柱靴与钢筋混凝土基础利

用柱靴与基础连接钢筋连接，所述胶合木柱与钢筋混凝土基础之间还通过无粘结的预应力

钢筋拉结，所述钢制柱靴侧边设置肋板；

[0008] 所述梁柱金属连接件包括外包钢板一,外包钢板二,节点连接螺栓，外部肋板或内

埋肋板，所述胶合木梁和胶合木柱之间垂直设置，所述胶合木梁和胶合木柱中段连接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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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钢板一包覆，所述外包钢板一利用节点连接螺栓锁定在所述胶合木梁和胶合木柱的中

段连接部，所述述胶合木梁和胶合木柱的顶部用外包钢板二包覆，所述外包钢板二利用节

点连接螺栓锁定在所述胶合木梁和胶合木柱的顶端连接部。

[0009] 进一步，所述外包钢板一和外包钢板二上设有外部肋板。

[0010] 进一步，所述胶合木梁与所述外包钢板一和外包钢板二对应的位置设置有开槽，

所述开槽内装有内埋肋板。

[0011] 进一步，所述胶合木梁中设置水平的预留孔道一，所述胶合木柱中设置对应的过

孔，所述预应力钢筋从水平的预留孔道一和过孔穿过，所述预应力钢筋两端锚固在所述胶

合木柱外侧。

[0012] 进一步，所述胶合木柱中设置竖向预留孔道二，预应力钢筋从预留孔道二中穿过，

所述预应力钢筋上部锚固于所述胶合木柱顶端，所述预应力钢筋4下部锚固于所述钢筋混

凝土基础的开槽内。

[0013] 进一步，所述外包钢板一和外包钢板二采用Q235等级的软钢制作，厚度不大于

12mm。

[0014] 有益效果

[0015]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可自复位的预应力胶合木框架结构，在胶合木框架中施加预应

力，增大框架的水平刚度，实现框架的震时自适应、震后自复位，减小结构残余变形。利用胶

合木优异的力学性能，结合带肋外包钢板的梁柱连接形式，有效防止节点出现脆性劈裂破

坏，增强节点的转动能力和延性性能，形成高效稳定的节点转动耗能机制，从而改善常规胶

合木框架结构的抗震性能。本发明提供了两种节点处的肋板布置方式，采用外设肋板时节

点的转动刚度更大，采用内埋肋板时则不占用结构的使用空间。本发明构造简单，施工方

便，便于推广。

附图说明

[0016] 附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胶合木柱和钢筋混凝土基础连接示意图。

[0018] 附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胶合木梁和胶合木柱中段连接示意图。

[0019] 附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1中胶合木梁和胶合木柱顶端连接示意图。

[0020] 附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2中胶合木梁和胶合木柱中段连接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说明。

[0022] 实施例1

[0023] 如附图1～4所示，一种可自复位的预应力胶合木框架结构，它包括胶合木梁1，胶

合木柱2，钢筋混凝土基础3，预应力钢筋4，柱基础金属连接件5和梁柱金属连接件6，所述胶

合木柱2利用柱基础金属连接件5固定装在所述钢筋混凝土基础3上，所述胶合木梁1和胶合

木柱2利用梁柱金属连接件6形成框架结构；

[0024] 所述柱基础金属连接件5包括钢制柱靴501、连接螺栓502、柱靴与基础连接钢筋

503和柱脚加劲肋板504，所述胶合木柱2与钢制柱靴501通过连接螺栓502连接，所述钢制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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靴501与钢筋混凝土基础3利用柱靴与基础连接钢筋503连接，所述胶合木柱2与钢筋混凝土

基础3之间还通过无粘结的预应力钢筋4拉结，所述钢制柱靴501侧边设置肋板504；

[0025] 所述梁柱金属连接件6包括外包钢板一601,外包钢板二602,节点连接螺栓  603，

外部肋板604，所述胶合木梁1和胶合木柱2之间垂直设置，所述胶合木梁1和胶合木柱2中段

连接部用外包钢板一601包覆，所述外包钢板一601利用节点连接螺栓603锁定在所述胶合

木梁1和胶合木柱2的中段连接部，所述述胶合木梁1和胶合木柱2的顶部用外包钢板二602

包覆，所述外包钢板二602  利用节点连接螺栓603锁定在所述胶合木梁1和胶合木柱2的顶

端连接部。

[0026] 所述外包钢板一601和外包钢板二602上设有外部肋板604。

[0027] 所述胶合木梁1中设置水平的预留孔道一101，所述胶合木柱2中设置对应的过孔

201，所述预应力钢筋4从水平的预留孔道一101和过孔201穿过，所述预应力钢筋4两端锚固

在所述胶合木柱2外侧。

[0028] 所述胶合木柱2中设置竖向预留孔道二202，预应力钢筋4从预留孔道二202  中穿

过，所述预应力钢筋4上部锚固于所述胶合木柱2顶端，所述预应力钢筋4下部锚固于所述钢

筋混凝土基础3的开槽301内。

[0029] 所述外包钢板一601和外包钢板二602采用Q235等级的软钢制作，厚度不大于

12mm。

[0030] 实施例2

[0031] 如附图5所示，所述胶合木梁1与所述外包钢板一601和外包钢板二602  对应的位

置设置有开槽601a，所述开槽601a内装有内埋肋板605。其它结构与实施例1相同。

[0032] 本发明提供的一种可自复位的预应力胶合木框架结构，在胶合木框架中施加预应

力，增大框架的水平刚度，实现框架的震时自适应、震后自复位，减小结构残余变形。利用胶

合木优异的力学性能，结合带肋外包钢板的梁柱连接形式，有效防止节点出现脆性劈裂破

坏，增强节点的转动能力和延性性能，形成高效稳定的节点转动耗能机制，从而改善常规胶

合木框架结构的抗震性能。本发明提供了两种节点处的肋板布置方式，采用外设肋板时节

点的转动刚度更大，采用内埋肋板时则不占用结构的使用空间。本发明构造简单，施工方

便，便于推广。

[0033] 本发明实施例所附图式所绘示的结构、比例、大小、数量等，均仅用以配合说明书

所揭示的内容，以供熟悉此技术的人士了解与阅读，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限定条

件，故不具技术上的实质意义，任何结构的修饰、比例关系的改变或大小的调整，在不影响

本发明所能产生的功效及所能达成的目的下，均应仍落在本发明所揭示的技术内容得能涵

盖的范围内。同时，本说明书中所引用的如“上”、“下”、“左”、“右”、“中间”、“顺时针”、“逆时

针”等的用语，亦仅为便于叙述的明了，而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可实施的范围，其相对关系的

改变或调整，在无实质变更技术内容下，当亦视为本发明可实施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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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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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8

CN 108385830 B

8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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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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