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〇AV

口口 (12)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所公布的国际申请
56o22111 (19) 世界知识 组织

国 际 局
(10) 国际公布号

(43) 国际公布日
2013 年 10月 31 日 （31.10.2013) WO 2013/159682 A 1

W P O P C T

国转 利分类号： BH, BN,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E04C 2/30 (2006.01) B28B 7/22 (2006.01) CU,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S, JP,
国际申请号： PCT/CN20 13/074493 KE, KG, KM,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T,

LU, LY, MA, MD, ME, MG, MK, MN, MW, MX, MY,国际申请日： 2013 年 4 月 22 日 （22.04.2013)
ML, NA, NG, NI, NO, NZ, OM, PA, PE, PG, PH, PL, PT,

中飾 言： 中文 QA, RO, RS, RU, RW, SC, SD, SE, SG, SK, SL, SM, ST,
SV, SY, TH,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公布语言： 中文 VC, VN, ZA, ZM, Z

优先权： (84) 指定国（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地区保
2012 10126921 .3 2012 年 4 月 27 日 （27.04.2012) CN 护）：ARIPO (BW, GH, GM, KE, LR, LS, MW, MZ, NA,

发明人；及 RW, SD, SL, SZ, TZ, UG, ZM, ZW), 喊亚 （AM, AZ,

申请人：初明进 （CHU, Mingjin) [CN/CN]; 中国山 BY, KG, KZ, RU, TJ, TM), 欧洲 (AL, AT, BE, BG, CH,

东省烟台市莱山区泉韵南路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R, HU, IE,2 号海洋花园 5 号楼
IS, IT, LT, LU, LV, MC, MK, MT, NL, NO, PL, PT, RO,1203, Shandong 264005 (CN )。
RS, SE, SI, SK, SM, TR), OAPI (BF, BJ, CF, CG, CI, CM,

(74) 代理人：北京中建联合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GA, GN, GQ, GW, ML, MR, NE, SN, TD, TG) 。
(ZJLH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FIRM); 本国际公布：中国北京市西城 区车公庄大街十九号朱丽岩 ,
Beijing 100044 (；CN )。 - 包括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 3》。

(81) 指定国（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国家保
护）：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54) Title: PREFABRICATED REINFORCED CONCRETE MEMBER HAVING GROOVE, AND MANUFACTURING METH
OD THEREOF

(54) 发明名称：一种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及其制作方法

(57) Abstract: A prefabricated reinforced concrete member
having a groove, comprising a reinforced concrete prefabric
ated slab; the prefabricated slab i s provided with longitudin
al openings (14) therein parallel with the surface; the lon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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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 凹槽 的预制钢 筋混凝土构件 ，包括钢 筋混凝土预制板 ，预制板 内开有与表面平行的纵 向孔洞 （14 ) ,
预制板 的纵 向边缘 间隔设置横 向凹槽 （12 ) ，该横 向凹槽 （12 ) 与靠近预制板边缘 的纵 向孔洞 （14 ) 相交 ；
还提供 了一种带 凹槽 的预制钢 筋混凝 土构件 的制作方法 ，包括在 预制板生产场地上组合底 模 （3 1 ) 、顶模
( 33 ) 、侧模 （32 ) 和钢 管 内模 （34 ) ，布置钢 筋 网，然后浇筑混凝土 ，在混凝土硬化前抽 出钢 管 ，在混凝

土达到预期强度后拆除模板 。该预制钢 筋混凝土构件可改善受力性能，应用于各种墙体承重结构 中。



说明书

发明名称：一种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及其制作 方法

技术领域

[1] 本发明属于预制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适用于装配整体

式 结构的纵向边缘带横向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空心构件及其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2] 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施工过程中现场制作多，湿作业多，有大量模板工程、脚

手架工程等中间环节，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从业人员素质、施工现场环境等

对建造质量影响很大，带来建筑性能、质量和耐久性等问题。要改变现浇钢筋

混凝土结构的现状，应大力发展预制混凝土结构。预制混凝土结构的主要结构

构件在工厂里制作，生产效率高、质量好，节省资源和能源，有利于可持续发

展。釆用预制混凝土结构是建筑工业化发展的方向，也是住宅产业化发展的方

向。

[3] 预制混凝土结构中预制构件间存在水平接缝、竖向接缝，接缝的受力性能决定

了结构整体性能。现有的预制混凝土结构接缝构造措施一般追求达到与现浇混

凝土一样的效果，但是由于接缝处新旧混凝土结合面是薄弱环节，影响了受力

性能，而且易于开裂，影响正常使用。

[4] 为了减少构件的重量，一般在预制构件内布置孔洞，形成预制空心板。现有的

技术中预制空心构件间的连接仍是薄弱环节。

对发明的公开

技术问题

[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高建筑结构的工业化水平，解决传统预制构件间接缝连接薄

弱的不足，提供一种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及其制作方法。本发明提出

的一种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可实现结构构件工厂化生产，降低造价，

节省资源和能源；可保证结构中预制构件间的整体性，提高建筑结构的性能。

问题的解决方案

[6] 本发明提出一种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该构件为钢筋混凝土预制板，



预制板内开有与表面平行的纵向孔洞，其特征在于，预制板的纵向边缘间隔布

置横向凹槽，与靠近预制板边缘的纵向孔洞相交。

[7] 墙体承重结构 （例如剪力墙结构）的承重体系一般由平面墙体、楼板，L型、T

型、十字型节点和洞口等组成，相应的整体结构可以分解为平板、T 型墙柱、L

性墙柱、十字形墙柱以及带洞口构件等单元，将每一种单元在工厂预制后到现

场组装可形成装配式结构。本发明提出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包括预制混凝土

平板 （用于墙体和楼板），预制混凝土L 型、T型、十字形墙柱，预制混凝土带

洞口墙板等，其中带洞口墙板包括洞口两侧边缘构件和上部连梁。在结构中一

些墙体端部有边柱，与墙体相连的部位釆用本发明提出的带横向凹槽的预制钢

筋混凝土墙板。

[8] 本发明提出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内开有与表面平行的纵向孔洞，减少预制单

元的重量，孔洞是圆孔、圆角矩形孔等。

[9] 本发明提出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的纵向边缘 （或至少一个纵向边缘）设置横

向凹槽，与靠近构件边缘的纵向孔洞相交。本发明提出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

设置凹槽后，构件边缘呈齿状，凹槽与突起间隔排列。为了减少现场的模板量

，所述凹槽在预制板的一侧板面保留混凝土，使预制板的一侧纵向边缘的一面

为齿状，另一面为直线。本发明提出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凹槽的横向边缘与

预制板纵向边缘斜交，或者与纵向边缘垂直。本发明提出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

件的横向凹槽在两个纵向边缘平行布置，即两侧的凹槽在同一水平线上；也可

以交错布置，即一侧纵向边缘的某一部位布置凹槽，另一侧相应的位置是突起

[10] 本发明提出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内布置钢筋网，钢筋网包括纵向钢筋、横向

箍筋和拉筋等。

[11] 为了进一步减少预制构件重量，增加结构整体性，可在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

土构件的横向方向制作孔洞，孔洞端部与纵向孔洞相连通。

[12] 在一些结构中会出现弧形、折角形等异形墙体构件，也可釆用本发明的带凹槽

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

[13] 本发明提出的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可用于剪力墙结构、框架- 剪力墙



结构、筒体结构等，也可用于地下室外墙、储料池侧壁等钢筋混凝土墙体承重

结构构件。

[ 14] 本发明提出一种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的制作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下

列步骤：

[ 15] ( 1) 在预制板生产场地上，釆用底模，顶模，侧模和用于制作预留孔的钢管

作为模板；其中，侧模每间隔一定距离向内凹，凹进部分顶部的形状与钢管外

形匹配；顶模上开有与钢管外形尺寸相同的孔洞；

[ 16] (2) 将侧模、顶模和底模组合在一起，布置钢筋网，将多跟钢管穿过一侧顶

模的孔洞，平行穿过钢筋网的间隙，穿过另一侧顶模的孔洞；侧模内凹部分的

端部与钢管贴合在一起；

[ 17] (3) 在侧模、顶模和底模组成的空间内浇筑混凝土，在混凝土硬化之前抽出

钢管形成纵向贯穿孔洞；

[ 18] (4) 待混凝土达到预期强度拆除底模，顶模，侧模，形成带凹槽的预制钢筋

混凝土平板构件。

[ 19] 一种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的制作方法，其特征是，包括下列步骤：

[20] ( 1) 釆用现有的预制空心板生产技术，生产出开有纵向孔洞的预制空心板；

[21] (2) 在预制空心板纵向边缘用切割锯开出凹槽，凹槽与至少一个纵向孔洞相

交，形成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

发明的有益效果

[22] ( 1) 工业化水平高：预制结构构件生产效率高、质量好、节省资源、有利于

可持续发展。

[23] (2) 标准化程度高：剪力墙结构以及其他墙体承重结构由平面墙体，L 型、T

型和十字型节点和洞口、楼板等组成；与此相对应，按照本发明提出的带凹槽

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制作方法在工厂按照统一的规格、构造制作混凝土平面

墙体构件、平面楼板构件、带洞口墙体构件，以及L 型、T 型、十字型墙柱构件

等 。

[24] (3) 运输、安装方便。本发明提出的预制构件内开有孔洞，重量轻，运输安

装方便。



[25] (4) 预制构件接缝连接方便、可靠。在预制构件间浇筑混凝土后，靠近边缘

的纵向孔洞内的后浇混凝土与预制构件间、凹槽内的后浇混凝土为一整体，大

大提高预制构件间连接的可靠性，施工方便。

对附图的简要说明

[26] 图1是本发明的预制平板构件示意图。

[27] 图2 是图1 中的截面示意图。

[28] 图3 是本发明的预制平板构件的模板示意图。

[29] 图4 是本发明的预制构件示意图，横向凹槽在预制板的一侧面保留混凝土。

[30] 图5 是图4 中的截面示意图。

[31] 图6 是本发明的预制构件示意图，构件两侧的凹槽交错布置。

[32] 图7 是图6 中的截面示意图。

[33] 图8 是本发明的预制T 形墙柱构件示意图。

[34] 图9 是本发明的预制T 形墙柱构件的模板示意图。

[35] 图10 是本发明的预制L 形墙柱构件示意图。

[36] 图11 是本发明的预制十字型墙柱构件示意图。

[37] 图12 是本发明的预制带洞口墙体构件示意图。

[38] 图13 是本发明的带边柱的预制构件示意图。

[39] 图14 是本发明的预制梁构件示意图。

[40] 图15 是本发明的梁支座处预制墙体构件示意图。

[41] 实施例 1是一种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平板构件，如图1、图2 所示，平板 11

的纵向边缘布置横向凹槽 12，与突起 13 交错布置；平板 11

开有若干个纵向孔洞 14，靠近纵向边缘的孔洞与横向凹槽 12 相交；平板 11 上设

置了安装吊环 15。预制钢筋混凝土平板构件用作墙体吋，长度一般取建筑物层

高，宽度一般取300 的模数，厚度等于墙体厚度。

[42] 实施例 1 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43] 1) 在生产场地上按照预制构件的尺寸布置平板底模3 1、两个侧模32 和两个顶

模33，如图3，在模板组成的空间内布置钢筋笼和吊环 15。其中侧模32 每间隔一



定距离向内凹，凹进部分端部321 与钢管内模34 贴合在一起 ;

[44] 2 ) 将多个钢管内模34 穿过两侧顶模的预留孔331 和两层钢筋网的中间，钢管

内模 34的外径与顶模 3 3 的预留孔331 的直径相同；

[45] 3 ) 在模板构成的空间内浇筑混凝土，在混凝土硬化之前，抽出钢管内模34 ，

形成纵向孔洞 14 ; 待混凝土达到预期强度后拆除模板3 1、 32 和33，形成一种带

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平板构件。

[46] 上述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平板构件还可釆用现有预制空心板的生产工艺制

作，即按照现有的预制空心板生产方法生产出有纵向孔洞的预制板，用切割锯

在纵向边缘开出凹槽，凹槽与至少一个纵向孔洞相交，形成带凹槽的预制钢筋

混凝土构件。

[47] 按照上述类似的方法还可以制作凹槽一侧保留混凝土的预制平板构件，如图4

、图5 ; 本实施例平板构件4 1 的纵向边缘布置的横向凹槽42 和突起43 ， 42 与43

交错布置，其中横向凹槽42 的一侧保留混凝土板44 ; 平板4 1 开有若干个纵向孔

洞45，靠近纵向边缘的孔洞与横向凹槽42 相交；平板4 1 上设置了安装吊环46。

[48] 按照上述类似的方法还可制作出构件两侧凹槽交错布置的预制平板构件，如图

6、图7。该平板6 1 的每一侧纵向边缘交错布置横向凹槽62 和突起63 ；平板6 1

两侧纵向边缘的横向凹槽交错布置，即一个纵向边缘布置凹槽，另一纵向边缘

相应位置布置突起；平板6 1 开有若干个纵向孔洞64，靠近纵向边缘的孔洞与横

向凹槽62 相交；平板6 1 上设置了安装吊环65。

[49] 实施例2 是一种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T 形墙柱构件，如图8 所示，该T 形墙

柱构件8 1 的纵向边缘布置横向凹槽82 (至少一个纵向边缘布置横向凹槽），与

纵向边缘的突起83 交错布置；T 形墙柱构件8 1 开有若干个纵向孔洞84，靠近纵

向边缘的孔洞与横向凹槽82 相交；T 形墙柱构件8 1 上设置了安装吊环85。实际

应用中T 形墙柱的三个肢釆用适应建筑结构要求的肢长。T 形墙柱构件的长度一

般取建筑物的层高，厚度一般与墙体等厚。

[50] 实施例2 的制作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 在生产场地上按照预制构件的尺寸要求，布置平板模板9 1、两个L形模板92

、两个顶模9 3 和三个侧模9 4 ，如图9 ，在模板组成的空间内布置钢筋笼和吊环85



，其中钢筋笼包括纵筋和箍筋。侧模94

每间隔一定距离向内凹，凹进部分端部941 与钢管内模95 贴合在一起；

[52] 2) 将多个钢管内模95 穿过两侧顶模的预留孔931 和两层钢筋网的中间，钢管

内模95的外径与顶模93 的预留孔931 的直径相同；

[53] 3) 在模板组成的空间内浇筑混凝土，在混凝土硬化之前，抽出钢管内模95，

形成纵向孔洞84 ; 待混凝土达到预期强度后拆除模板9 1、 92、 93 和94，形成一

种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 土T 形墙柱构件。

[54] 按照上述类似的方法还可以制作横截面为L形、十字形的预制墙柱构件，如图1

0、图11。 L形预制墙柱构件实施例如图10， L 形预制构件 101 的纵向边缘布置

横向凹槽 102 (至少一个纵向边缘布置横向凹槽）和突起 103， 102 与 103 交错布

置；墙柱构件 101 开有若干个纵向孔洞 104，靠近纵向边缘的孔洞与横向凹槽 102

相交；墙柱构件 101 上设置了安装吊环 105。实际应用中L 形墙柱两个肢釆用适

应建筑结构要求的肢长。L 形墙柱构件的长度一般取建筑物的层高，厚度与墙体

等厚。

[55] 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十字形墙柱构件如图11 所示，墙柱构件 111 的纵向边

缘布置横向凹槽 112 (至少一个纵向边缘布置横向凹槽）和突起 113， 112 与 113

交错布置；墙柱构件 111 开有若干个纵向孔洞 114，靠近纵向边缘的孔洞与横向

凹槽 112 相交；墙柱构件 111 上设置了安装吊环 115。实际应用中十字形墙柱四

个肢釆用适应建筑结构要求的肢长。十字形墙柱构件的长度一般取建筑物的层

高，厚度与墙体等厚。

[56] 按照上述类似的方法还可以制作凹槽一侧保留混凝土的预制L 形、T 形和十字

形墙柱构件；还可以制作出构件两侧的凹槽交错布置的L 形、T 形和十字形墙柱

构件。

[57] 本发明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带洞口墙体构件 121，构件实施例见图12，带

洞口预制混凝土平板 121 的纵向边缘布置横向凹槽 122 和突起 123， 122 与 123 交

错布置；墙体构件 121开有若干个贯穿纵向孔洞 124，靠近纵向边缘的孔洞与横

向凹槽 122 相交；洞口上部连梁开有若干不贯穿竖向孔洞 125，孔底距外表面一

般不小于20mm ; 洞口下部墙体 （当墙体上开有门洞吋，没有这部分墙体）开有



若干贯穿竖向孔洞126。墙体构件121上设置了安装吊环127。

[58] 本发明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带边柱墙体构件131，构件实施例见图13，包

括预制墙板132 和边柱133，在132的纵向边缘布置横向凹槽134和突起135， 134

与135交错布置；墙板132 开有若干个贯穿纵向孔洞136，靠近纵向边缘的孔洞与

横向凹槽134相交。带边柱墙体构件131上设置了安装吊环137。

[59] 本发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构件141，构件实施例见图14，梁141在梁端布置横向

凹槽142 和突起143， 142与143交错布置；梁141靠近端部开有若干个贯穿纵向孔

洞144 ，靠近梁端的孔洞与横向凹槽142相交；梁141 中部开有若干不贯穿竖向孔

洞145，孔底距外表面一般不小于20mm 。梁141上设置了安装吊环146。

[60] 本发明梁支座处预制墙体构件151，构件实施例见图15，墙体151在纵向边缘布

置横向凹槽152 和突起153， 152与153交错布置；墙体151开有若干个贯穿纵向孔

洞154 ，靠近纵向边缘的孔洞与横向凹槽152相交；墙体151

在梁支座部位内收155。墙体151上设置了安装吊环156。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该构件为钢筋混凝土预制板

，预制板内开有与表面平行的纵向孔洞，其特征在于，预制板的

纵向边缘间隔设置横向凹槽，所述横向凹槽与靠近预制板边缘的

纵向孔洞相交。

[权利要求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为用于墙体或楼 （屋）盖的平板；设

置在该预制钢筋混凝土板内的钢筋骨架包括多个横向箍筋。

[权利要求 3] 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为T形、L 性、十字形墙柱；设置在该预

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内的钢筋骨架包括多个横向箍筋。

[权利要求 4] 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其特征在于，

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为开有洞口的墙板，所述墙板包括洞口

、洞口上部连梁、洞口两侧墙体。

[权利要求 5] 据权利要求 1、 2、 3、 4 所述的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其

特征在于，所述凹槽在预制板的一侧板面保留混凝土。

[权利要求 6] 据权利要求 1、 2、 3、 4 所述的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其

特征在于，所述预制板的横向凹槽在两个纵向边缘交错布置。

[权利要求 7] 据权利要求 1、 2、 3、 4 所述的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其

特征在于，所述预制板内开有与表面平行的不贯通横向孔洞。

[权利要求 8] 一种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的制作方法，其特征是，包括

下列步骤：

(1) 在预制板生产场地上，釆用底模，顶模，侧模和多根用于制

作预留孔的钢管内模作模板；其中，侧模每间隔一定距离向内凹

，顶模上开有与钢管形状尺寸相同的孔洞；

(2) 将侧模、顶模和底模组合在一起，布置钢筋网，将多跟钢管

穿过一侧顶模的孔洞，穿过钢筋网的间隙，穿过另一侧顶模的孔

洞；侧模内凹部分的端部与钢管贴合在一起；



(3) 在侧模、顶模和底模组成的空间内浇筑混凝土，在混凝土硬

化之前抽出钢管形成纵向贯穿孔洞；

(4) 待混凝土达到预期强度拆除底模，顶模，侧模，形成带凹槽

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

[权利要求 9] 一种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的制作方法，其特征是，包括

下列步骤：

(1) 釆用现有的预制空心板生产技术，生产出开有纵向孔洞的预

制空心板；

(2) 在预制空心板纵向边缘用切割锯开出凹槽，凹槽与至少一个

纵向孔洞相交，形成带凹槽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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