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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可拆卸重复使用全螺栓‑

销轴连接钢结构梁柱节点，包括上、下法兰钢柱、

柱座、耳板、销轴、主梁、狗骨式耗能连接板。所述

上、下法兰钢柱与柱座全螺栓连接，主梁通过耳

板和销轴与柱座铰接，所述狗骨式耗能连接板通

过高强螺栓分别与主梁和柱座连接，采用全螺

栓‑销轴连接具有可拆卸性能；采用集中耗能塑

性可控的狗骨式耗能连接板，实现主体梁柱构件

在地震作用下保持弹性，震后实现拆卸下的梁柱

构件可重复使用，拆卸的梁柱构件可再次应用到

下次建造过程中；狗骨式耗能连接件根据设计要

求采用耗能能力强，保证节点的抗震承载力要

求；本发明的梁、柱及柱座构件均可工厂预制加

工，现场模块化安装，可以提高施工效率和施工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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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拆卸重复使用全螺栓‑销轴连接钢结构梁柱节点，其特征在于：包括上法兰钢

柱(1)、柱法兰板(2)、柱座(3)、下法兰钢柱(4)、连接板(5)、狗骨式耗能连接钢板(6)、H型钢

梁(7)、耳板端板(8)、耳板(9)、销轴(10)、主梁端板(11)和柱座法兰板(12)；

上法兰钢柱(1)和下法兰钢柱(4)的端部为柱法兰板(2)，上法兰钢柱(1)与柱座(3)之

间，以及下法兰钢柱(4)与柱座(3)之间均通过法兰板(2)对接，法兰板(2)与柱座法兰板

(12)之间采用高强螺栓连接；H型钢梁(7)通过耳板(9)、狗骨式耗能连接板(6)、主梁端板

(11)与柱座(3)采用高强螺栓和销轴(10)形成铰接连在一起；柱座(3)的上下侧部均设有连

接板(5)，连接板(5)与狗骨式耗能连接板(6)的端部一侧通过高强螺栓连接；H型钢梁(7)的

端部设有主梁端板(11)，主梁端板(11)与耳板(9)之间通过销轴(10)铰接，H型钢梁(7)的上

下两侧通过高强螺栓与狗骨式耗能连接板(6)的端部另一侧连接；耳板(9)通过耳板端板

(8)焊接在柱座(3)的侧部。

2.根据权利1所述的一种可拆卸重复使用全螺栓‑销轴连接钢结构梁柱节点，其特征在

于：所述上法兰钢柱(1)、柱法兰板(2)、柱座(3)、下法兰钢柱(4)、连接板(5)、狗骨式耗能连

接钢板(6)、H型钢梁(7)、耳板端板(8)、耳板(9)、销轴(10)、主梁端板(11)和柱座法兰板

(12)均为加工厂预制，并在现场进行组装。

3.根据权利1所述的一种可拆卸重复使用全螺栓‑销轴连接钢结构梁柱节点，其特征在

于：上、下两侧的狗骨式耗能连接板(6)由钢材制成；钢结构的变形和耗能集中在所述狗骨

式耗能连接板(6)上，所述上法兰钢柱(1)、下法兰钢柱(4)及所述H型钢梁(7)在地震中基本

保持弹性；地震作用后，所述H型钢梁(7)和上法兰钢柱(1)、下法兰钢柱(4)能够被拆卸并再

次使用到下次建造中，实现全生命周期。

4.根据权利1所述的一种可拆卸重复使用全螺栓‑销轴连接钢结构梁柱节点，其特征在

于：所述柱座(3)为带法兰板结构，柱座法兰板(12)与连接板(5)为一体化结构，带法兰板结

构、柱座法兰板(12)和连接板(5)上均预留有螺栓连接孔；所述柱座(3)能配合不同的梁高，

通过不同梁高确定柱座(3)的高度。

5.根据权利1所述的一种可拆卸重复使用全螺栓‑销轴连接钢结构梁柱节点，其特征在

于：所述上法兰钢柱(1)和下法兰钢柱(4)为方钢管柱、圆钢管柱或异形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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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拆卸重复使用全螺栓‑销轴连接钢结构梁柱节点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结构技术领域，具体是一种可拆卸重复使用全螺栓‑销轴连接钢

结构梁柱节点。

背景技术

[0002] 钢结构凭借强度高、自重轻、工业化程度高等诸多优势，在建筑行业占据着重要的

地位。钢结构连接节点是保证梁与柱协同工作、形成整体结构的关键部件，它的力学性能将

直接影响整体结构的刚度、稳定性和承载能力。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是全寿命周期内的绿色

建筑，具有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装配化施工、一体化装修，信息化管理等特点。可拆卸

钢结构体系属于新型绿色工业化建筑结构体系，是未来工程结构形式的主要发展方向之

一。首先，可拆卸钢结构体系结构构件均采用工厂预制生产，施工现场采用全螺栓连接避免

了焊接作业，符合国家的绿色环保理念；其次，该体系具备全生命周期的可拆卸性，在某个

构件损坏后，通过更换此构件保证整体结构可以继续使用，而且在结构其服役期满后或者

震后可以轻易拆卸，拆卸下的构件可重复使用，减少资源的浪费；可拆卸的结构体系具有施

工速度快、工业化程度高等优点，其在可持续发展、经济效益和拆除后的资源回收利用等方

面具有显著的优势。

[0003] 目前钢结构的梁柱节点主要采用焊接或者栓焊连接节点，这种节点形式能够很好

地传递荷载作用，但是对于可拆卸钢结构建筑来说，存在现场焊接、后期拆卸难的问题。现

有的钢结构公共建筑及住宅建筑，一旦发生地震，结构主要抗侧力构件发生塑性变形以耗

散输入结构中的地震能量，但这会导致结构构件产生损伤和残余变形，最终使结构发生难

以修复的破坏进而失去使用功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可拆卸重复使用全螺栓‑销轴连接钢结构梁柱节点。该新型节

点能够实现梁‑柱的快捷拼装；在地震作用下，结构的变形和耗能集中在本发明的耗能节点

上，仅耗能连接钢板进入塑性耗能，其余部分和结构主体处于弹性范围；地震作用后或者正

常使用结束后，钢结构构件可以顺利拆卸，除更换少量组件后可重复使用再次安装，且不降

低结构性能。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可拆卸重复使用全螺栓‑销轴连接钢结构梁柱节点，其包括，包括上法兰钢

柱、下法兰钢柱、柱座、带端板耳板、销轴，主梁和狗骨式耗能连接钢板，其中上、下法兰钢柱

均由钢管柱和法兰板工厂焊接而成，柱座由法兰柱、上拼接板、下拼接板工厂焊接而成，带

端板耳板由耳板和端板工厂焊接而成，主梁由带端板耳板、主梁端板和H型钢梁工厂焊接而

成。所述上、下法兰钢柱的法兰板均设有螺栓孔，所述柱座的法兰板和拼接板均设有螺栓

孔，所述主梁端板上下两侧均设有与耗能连接板连接的螺栓孔，带端板耳板上设置有定位

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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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所述柱座与带端板耳板工厂焊接固定，主梁端部与带端板耳板工厂焊接固定，所

述下法兰钢柱与柱座带螺栓孔的下法兰板采用高强螺栓固定连接，上法兰钢柱与柱座带螺

栓孔的上法兰板采用高强螺栓固定连接，所述柱座中焊接的耳板有两块，所述梁端耳板设

置在两块所述柱座耳板之间，所述梁端耳板和所述柱端耳板上均设置相互配合的定位销

孔，定位销轴通过插入所述梁端耳板和所述柱座耳板上设置的所述定位销孔实现梁端耳板

与所述柱端耳板之间的连接，所述狗骨式耗能连接钢板与主梁端板、柱座上拼接板固定连

接，其中耗能连接板采用狗骨式形状，构造形式为两端尺寸同连接主梁翼缘宽，中间为圆弧

削弱区，削弱区宽度宜为(0.65～0.85)主梁高，深度宜为(0.2～0.25)主梁翼缘宽。

[0008] 大量研究表明，削弱梁构件截面可以使得在梁构件上形成薄弱区，从而很好地在

削弱区形成塑性较，从而可以提高节点的转动能力和耗能能力，常见的削弱截面方式有在

翼缘处设置狗骨削弱区或在腹板处开洞。因此，本发明提出的节点中，采用的是狗骨式耗能

连接板，可以更好的达到以上目的。

[0009] 本发明的一种可拆卸重复使用全螺栓‑销轴连接钢结构梁柱节点具有以下的有益

效果：

[0010] (1)把可能发生在梁、柱或节点域的破坏转移并限制在局部可更换的狗骨式耗能

连接板，利用其塑性变形耗能，其余部分和结构主体处于弹性范围，从而能够达到保护梁、

柱目的，从而有效减少地震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

[0011] (2)受力合理明确，结构竖向荷载由销轴承受，耗能连接钢板仅传递弯矩并提供转

动刚度。

[0012] (3)此节点构造形式简单，结构构件全部为预制构件，在工厂内加工完成，其精度

和质量更加容易控制；由于上、下钢柱通过带法兰的柱座连接，结构构件可模块化生产加

工，有利于运输和存放，减少运输成本。现场采用全螺栓连接，安装速度快，节省施工安装成

本。

[0013] (4)安装方便、快捷，现场采用吊装设备，将主梁吊装至预定位置，通过销轴即可起

到初步定位和临时固定作用，再通过上下连接板螺栓连接，即可完成主梁和钢柱的连接。

[0014] (5)拆卸方便，拆卸后未损坏的构件可重复使用，构件的可回收再利用可减少建筑

垃圾的产生，符合生态环保理念，符合全生命周期设计理念。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一种可拆卸重复使用全螺栓‑销轴连接钢结构梁柱节点组装示意图；

[0016] 图2为一种可拆卸重复使用全螺栓‑销轴连接钢结构梁柱节点拆分示意图；

[0017] 图3为本发明中的正视图；

[0018] 图4为本发明主梁端板示意图；

[0019] 图5为本发明柱座示意图。

[0020] 图中：1：上法兰钢柱；2：柱法兰板；3：柱座；4：下法兰钢柱；5：连接板；6：狗骨式耗

能连接钢板；7：H型钢梁；8：耳板端板；9：耳板；10：销轴；11：主梁端板；12：柱座法兰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为使本发明实施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附图，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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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更加详细的描述。

[0022] 如图1‑5所示，本发明包括上法兰钢柱(1)，柱法兰板(2)，柱座(3)，下法兰钢柱

(4)，连接板(5)，狗骨式耗能连接钢板(6)，H型钢梁(7)，耳板端板(8)，耳板(9)，销轴(10)，

主梁端板(11)，柱座法兰板(12)；

[0023] 所述柱座3为配合上法兰钢柱(1)、下法兰钢柱(4)形状的柱座，可以为圆柱、方柱

或异形柱；所述柱座(3)为带法兰板柱座，其中柱座法兰板为带连接板(5)的法兰板，且在工

厂预留高强螺栓孔；所述柱座(3)能配合不同的梁高，通过不同的梁高来确定柱座(3)的高

度。

[0024] 所述法兰板与柱端全熔透焊接，并按照设计设置与柱座(3)相对应连接螺栓孔；将

柱座(3)与主梁连接一侧，焊接耳板端板(8)和耳板(9)，其中柱座耳板(9)包括两块耳板；主

梁为H型钢梁(7)端部焊接端板(11)、耳板端板(8)和一块耳板(9)；

[0025] 所述的一种可拆卸重复使用全螺栓‑销轴连接钢结构梁柱节点的使用方法，具体

步骤如下：

[0026] 1、所述柱法兰板(2)板按照设计预先设置螺栓孔，再分别焊接到上、下柱端；

[0027] 2、所述柱座(3)上、下自带法兰盘，其中法兰盘螺栓孔分别与上法兰钢柱(1)和下

法兰钢柱(4)的螺栓孔相对应，柱座法兰板为带连接板(5)的法兰板，且在工厂预留高强螺

栓孔；

[0028] 3、所述主梁为H型钢梁(7)端部焊接端板(11)、耳板端板(8)和耳板(9)，端板(11)

上下侧预留螺栓孔；

[0029] 4、具体施工现场装配时，上法兰钢柱(1)、下法兰钢柱(4)、柱座(3)、耳板(9)、H型

钢梁(7)、端板(11)均可在工厂预制并完成相关焊接连接工作，现场只需完成上法兰钢柱

(1)和下法兰钢柱(4)之间通过柱座(3)采用高强螺栓连接，H型钢梁通过耳板(9)、狗骨式耗

能连接板(6)、主梁端板(11)与柱座(3)采用高强螺栓和销轴(10)连接在一起，至此该梁柱

节点装配完成。具体步骤如下：

[0030] 1)、下法兰柱(4)通过柱法兰盘(2)与柱座(3)下法兰盘高强螺栓连接；

[0031] 2)、上法兰柱(1)通过柱法兰盘(2)与柱座(3)上法兰盘高强螺栓连接，主梁(7)通

过耳板(9)和销轴(10)与柱座(3)上的耳板(9)铰接；

[0032] 3)、第一块狗骨式耗能连接板(6)与柱座上法兰板连接板(5)、主梁上侧端板(11)

螺栓连接，第二块狗骨式耗能连接板(6)与柱座下法兰板连接板(5)、主梁下侧端板(11)螺

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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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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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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