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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建筑整体结构的技术领域，尤其

是涉及一种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墙面节点

连接工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1）轻钢结

构装配建筑的楼板结构模块化生产；（2）轻钢结

构装配建筑的墙面结构模块化生产；（3）不同楼

板和墙面结构模块的连接形式；本发明节点结构

简单安装便捷，完成后整体性好，连接既牢固又

具有耐久性和稳定性；安装接缝部件隐蔽在接缝

内部，不影响表面装饰的美观，也可以将接缝设

置在墙面与楼板交接处；该节点不影响楼板内预

置的水电管线通过和连接；该节点的连接方法解

决了单个楼板面积较大时，长度和宽度超限无法

运输的问题。

权利要求书2页  说明书6页  附图8页

CN 109322411 A

2019.02.12

CN
 1
09
32
24
11
 A



1.一种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墙面节点连接工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轻钢结构装配建筑的楼板结构模块化生产；

楼板结构模块包括楼板钢结构，覆盖在此楼板钢结构表面的楼板装饰板结构，所述的

楼板钢结构包括两个楼板立边框，通过角连接件Ⅰ和角连接件Ⅱ与此两个楼板立边框相连

接的两个楼板横边框，横向设置在由所述楼板立边框和楼板横边框所组成框架内的一组横

梁，与此一组横梁交错布置且设置在由所述楼板立边框和楼板横边框所组成框架内的一组

口型型材Ⅰ，

所述的楼板立边框、所述的楼板横边框和所述的一组横梁均包括型材框架，设置在此

型材框架上的型材装配组件，

所述的型材框架包括平面中间腹板，连接在此平面中间腹板两侧的两个缓冲过渡带，

分别与此两个缓冲过渡带相连接的两个平面板，分别设置在此两个平面板上的两个平面板

压凹加强带，分别与所述两个平面板相连接的两个翼板，分别与此两个翼板相连接的两个

翼板加强筋，

所述的型材装配组件包括设置在所述两个平面板上的一组方孔，分别设置在所述两个

翼板上的两组连接孔，每个口型型材Ⅰ穿过相对应的方孔且通过螺钉与相应的楼板横边框

或横梁上两个翼板上的连接孔相连接，

供电电路Ⅰ、弱电通信装置Ⅰ、通风系统Ⅰ和给排水系统Ⅰ均可安装在楼板钢结构内，再配

合楼板保温填充层、楼板装饰板结构，形成一个完整的轻钢结构装配建筑的楼板；

（2）轻钢结构装配建筑的墙面结构模块化生产；

墙面结构模块包括外墙体装饰板结构，内墙体装饰板结构，设置在所述外墙体装饰板

结构和内墙体装饰板结构之间的墙体钢结构，所述的墙体钢结构包括墙面框架，设置在此

墙面框架上的装饰框架，所述的墙面框架包括两个墙面立边框，通过角连接件Ⅲ和角连接

件Ⅳ与此两个墙面立边框相连接的两个墙面横边框，竖直设置在由所述墙面立边框和墙面

横边框所组成框架内的一组口型型材Ⅱ，

所述的墙面立边框包括型材框架，所述的墙面横边框包括型材框架，设置在此型材框

架上的型材装配组件，

所述的型材框架包括平面中间腹板，连接在此平面中间腹板两侧的两个缓冲过渡带，

分别与此两个缓冲过渡带相连接的两个平面板，分别设置在此两个平面板上的两个平面板

压凹加强带，分别与所述两个平面板相连接的两个翼板，分别与此两个翼板相连接的两个

翼板加强筋，

所述的型材装配组件包括设置在所述两个平面板上的一组方孔，分别设置在所述两个

翼板上的两组连接孔，每个口型型材Ⅱ穿过相对应的方孔且通过螺钉与所述墙面横边框上

两个翼板上的连接孔相连接，

供电电路Ⅱ、弱电通信装置Ⅱ、通风系统Ⅱ和给排水系统Ⅱ均可安装在墙面轻钢结构

内，再配合墙内保温层、外墙体装饰板结构和内墙体装饰板结构，形成一个完整的轻钢结构

装配建筑的墙面结构模块，此模块可在工厂进行装配或者在施工现场装配；

（3）不同楼板和墙面结构模块的连接形式；

a、双侧楼板与上下墙面节点连接形式：将位于墙面两侧楼板边框的翼板与下墙面上部

边框的两侧平面板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分别安装在一起，使得墙面和楼板形成一个垂直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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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将上墙面下部边框的两侧平面板与两侧楼板边框的翼板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安装在一

起，使得双侧楼板与上下墙面的连接处将各墙面和楼板的边框形成矩形截面梁结构；相邻

的两侧楼板之间由楼板C型连接件固定连接，使得两块或多块楼板连接成一个整体建筑楼

板；在双侧楼板和上下墙壁的十字交接处形成方形空腔，在此方形空腔内设置钢筋混凝土

结构柱梁；该结构的稳定性好，安装方便还具有由良好的抗震缓冲能力；

b、单侧楼板与上下墙面节点连接形式：将位于墙面一侧楼板边框的翼板与下墙面上部

边框的一侧平面板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分别安装在一起，使得墙面和楼板形成一个垂直安装

关系；将上墙面下部边框的一侧平面板与一侧楼板边框的翼板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安装在一

起；上墙面和下墙面之间由墙面加固装置连接，使得上下墙面的边框与楼板边框形成矩形

截面梁结构；在单侧楼板、上下墙面和墙面加固装置的交接处形成方形空腔，在此方形空腔

内设置钢筋混凝土结构柱梁；该结构的稳定性好，安装方便还具有由良好的抗震缓冲能力；

c、双侧楼板与下墙面节点连接形式：将位于墙面两侧楼板边框的翼板与下墙面上部边

框的两侧平面板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分别安装在一起，使得墙面和楼板形成一个垂直安装关

系；相邻的两侧楼板之间由楼板C型连接件固定连接，使得两块或多块楼板连接成一个整体

建筑楼板；然后将楼板接缝盖板安装在两侧楼板边框的翼板处，使得双侧楼板与下墙面的

连接处将各墙面和楼板的边框形成矩形截面梁结构；在双层楼板、下墙面和楼板接缝盖板

的交接处形成方形空腔，在此方形空腔内设置钢筋混凝土结构柱梁；该结构的稳定性好，安

装方便还具有由良好的抗震缓冲能力；

d、单侧楼板与下墙面节点连接形式：将位于墙面一侧楼板边框的翼板与下墙面上部边

框的一侧平面板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分别安装在一起，使得墙面和楼板形成一个垂直安装关

系；使用侧封板连接下墙面上部边框的另一侧平面板，再用墙面C型连接件连接楼板边框和

侧封板，使得下墙面边框与楼板边框形成矩形截面梁结构；在单侧楼板、下墙面、侧封板和

墙面C型连接件交接处形成方形空腔，在此方形空腔内设置钢筋混凝土结构柱梁；该结构的

稳定性好，安装方便还具有由良好的抗震缓冲能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墙面节点连接工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墙面加固装置包括所述的型材框架，此型材框架的两侧翼板分别与所述上墙面下部边

框的一侧平面板和所述下墙面上部边框的一侧平面板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安装在一起。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墙面节点连接工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楼板接缝盖板包括所述的型材框架，此型材框架的两侧平面板分别与两侧楼板边框的

翼板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墙面节点连接工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侧封板包括所述的型材框架，此型材框架的一侧翼板与所述的下墙面上部边框的一侧

平面板螺纹连接，所述侧封板的一侧平面板与所述的墙面C型连接件螺纹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墙面节点连接工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墙内保温层安装硬质岩棉或硬质玻璃丝绵等无机保温材料时需要填充紧密、且没有松

动和空隙，保障在安装外侧外墙体装饰板结构后墙内保温填充无空隙，

墙内保温层采用发泡混凝土内包聚苯板的复合保温填充时，首先将聚苯板用混凝土垫

块固定于墙面结构中使苯板距离墙面龙骨、边框的距离均匀，然后浇筑发泡混凝土或安装

完外墙板再浇筑发泡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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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墙面节点连接工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整体结构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

墙面节点连接工法。

背景技术

[0002] 装配式建筑结构在建筑领域逐渐增多，其装配方法也逐步完善。例如，传统的装配

式钢结构建筑，均是以焊接H型钢、焊接方管、热轧H型钢等传统建筑型材为主构件，增加连

接板及连接螺栓孔等部件与其他结构连接。

[0003] 传统轻钢结构施工周期长，施工步骤繁琐，需要人工砌筑，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

对施工现场的要求比较高。

[0004] 在装配式建筑结构的施工中，多层建筑是指建筑高度大于10米、小于24米，且建筑

层数大于3层、小于7层的建筑。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墙面节点连接工法有其特殊的施

工方法。申请号为201820120420.7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基于混凝土梁及冷弯薄壁型钢梁

的组合楼盖体系，但该发明其主要结构为预制混凝土梁框架、压型钢板及若干C形冷弯薄壁

型钢梁；各C形冷弯薄壁型钢梁固定于轻混凝土梁框架内，压型钢板位于轻混凝土梁框架

内，压型钢板位于各C形冷弯薄壁型钢梁上，且压型钢板与各C形冷弯薄壁型钢梁的上翼缘

固定连接，压型钢板上浇注有石膏基自流平砂浆层。现场需要现浇湿法施工，未能集成装饰

面，仍需建筑完成后进行内外装修处理。施工装配率较低，周期较长。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适应现代化建筑需求，服务于装配式轻钢结构工艺特性

的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墙面节点连接工法。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下述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本发明的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墙面节点连接工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轻钢结构装配建筑的楼板结构模块化生产；

楼板结构模块包括楼板钢结构，覆盖在此楼板钢结构表面的楼板装饰板结构，所述的

楼板钢结构包括两个楼板立边框，通过角连接件Ⅰ和角连接件Ⅱ与此两个楼板立边框相连

接的两个楼板横边框，横向设置在由所述楼板立边框和楼板横边框所组成框架内的一组横

梁，与此一组横梁交错布置且设置在由所述楼板立边框和楼板横边框所组成框架内的一组

口型型材Ⅰ，

所述的楼板立边框、所述的楼板横边框和所述的一组横梁均包括型材框架，设置在此

型材框架上的型材装配组件，

所述的型材框架包括平面中间腹板，连接在此平面中间腹板两侧的两个缓冲过渡带，

分别与此两个缓冲过渡带相连接的两个平面板，分别设置在此两个平面板上的两个平面板

压凹加强带，分别与所述两个平面板相连接的两个翼板，分别与此两个翼板相连接的两个

翼板加强筋，

说　明　书 1/6 页

4

CN 109322411 A

4



所述的型材装配组件包括设置在所述两个平面板上的一组方孔，分别设置在所述两个

翼板上的两组连接孔，每个口型型材Ⅰ穿过相对应的方孔且通过螺钉与相应的楼板横边框

或横梁上两个翼板上的连接孔相连接，

供电电路Ⅰ、弱电通信装置Ⅰ、通风系统Ⅰ和给排水系统Ⅰ均可安装在楼板钢结构内，再配

合楼板保温填充层、楼板装饰板结构，形成一个完整的轻钢结构装配建筑的楼板。

[0007] （2）轻钢结构装配建筑的墙面结构模块化生产；

墙面结构模块包括外墙体装饰板结构，内墙体装饰板结构，设置在所述外墙体装饰板

结构和内墙体装饰板结构之间的墙体钢结构，所述的墙体钢结构包括墙面框架，设置在此

墙面框架上的装饰框架，所述的墙面框架包括两个墙面立边框，通过角连接件Ⅲ和角连接

件Ⅳ与此两个墙面立边框相连接的两个墙面横边框，竖直设置在由所述墙面立边框和墙面

横边框所组成框架内的一组口型型材Ⅱ，

所述的墙面立边框包括型材框架，所述的墙面横边框包括型材框架，设置在此型材框

架上的型材装配组件，

所述的型材框架包括平面中间腹板，连接在此平面中间腹板两侧的两个缓冲过渡带，

分别与此两个缓冲过渡带相连接的两个平面板，分别设置在此两个平面板上的两个平面板

压凹加强带，分别与所述两个平面板相连接的两个翼板，分别与此两个翼板相连接的两个

翼板加强筋，

所述的型材装配组件包括设置在所述两个平面板上的一组方孔，分别设置在所述两个

翼板上的两组连接孔，每个口型型材Ⅱ穿过相对应的方孔且通过螺钉与所述墙面横边框上

两个翼板上的连接孔相连接，

供电电路Ⅱ、弱电通信装置Ⅱ、通风系统Ⅱ和给排水系统Ⅱ均可安装在墙面轻钢结构

内，再配合墙内保温层、外墙体装饰板结构和内墙体装饰板结构，形成一个完整的轻钢结构

装配建筑的墙面结构模块，此模块可在工厂进行装配或者在施工现场装配；

（3）不同楼板和墙面结构模块的连接形式；

a、双侧楼板与上下墙面节点连接形式：将位于墙面两侧楼板边框的翼板与下墙面上部

边框的两侧平面板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分别安装在一起，使得墙面和楼板形成一个垂直安装

关系；将上墙面下部边框的两侧平面板与两侧楼板边框的翼板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安装在一

起，使得双侧楼板与上下墙面的连接处将各墙面和楼板的边框形成矩形截面梁结构；相邻

的两侧楼板之间由楼板C型连接件固定连接，使得两块或多块楼板连接成一个整体建筑楼

板；在双侧楼板和上下墙壁的十字交接处形成方形空腔，在此方形空腔内设置钢筋混凝土

结构柱梁；该结构的稳定性好，安装方便还具有由良好的抗震缓冲能力；

b、单侧楼板与上下墙面节点连接形式：将位于墙面一侧楼板边框的翼板与下墙面上部

边框的一侧平面板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分别安装在一起，使得墙面和楼板形成一个垂直安装

关系；将上墙面下部边框的一侧平面板与一侧楼板边框的翼板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安装在一

起；上墙面和下墙面之间由墙面加固装置连接，使得上下墙面的边框与楼板边框形成矩形

截面梁结构；在单侧楼板、上下墙面和墙面加固装置的交接处形成方形空腔，在此方形空腔

内设置钢筋混凝土结构柱梁；该结构的稳定性好，安装方便还具有由良好的抗震缓冲能力；

c、双侧楼板与下墙面节点连接形式：将位于墙面两侧楼板边框的翼板与下墙面上

部边框的两侧平面板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分别安装在一起，使得墙面和楼板形成一个垂直安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09322411 A

5



装关系；相邻的两侧楼板之间由楼板C型连接件固定连接，使得两块或多块楼板连接成一个

整体建筑楼板；然后将楼板接缝盖板安装在两侧楼板边框的翼板处，使得双侧楼板与下墙

面的连接处将各墙面和楼板的边框形成矩形截面梁结构；在双层楼板、下墙面和楼板接缝

盖板的交接处形成方形空腔，在此方形空腔内设置钢筋混凝土结构柱梁；该结构的稳定性

好，安装方便还具有由良好的抗震缓冲能力；

d、单侧楼板与下墙面节点连接形式：将位于墙面一侧楼板边框的翼板与下墙面上部边

框的一侧平面板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分别安装在一起，使得墙面和楼板形成一个垂直安装关

系；使用侧封板连接下墙面上部边框的另一侧平面板，再用墙面C型连接件连接楼板边框和

侧封板，使得下墙面边框与楼板边框形成矩形截面梁结构；在单侧楼板、下墙面、侧封板和

墙面C型连接件交接处形成方形空腔，在此方形空腔内设置钢筋混凝土结构柱梁；该结构的

稳定性好，安装方便还具有由良好的抗震缓冲能力。

[0008] 所述的墙面加固装置包括所述的型材框架，此型材框架的两侧翼板分别与所述上

墙面下部边框的一侧平面板和所述下墙面上部边框的一侧平面板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安装

在一起。

[0009] 所述的楼板接缝盖板包括所述的型材框架，此型材框架的两侧平面板分别与两侧

楼板边框的翼板相连接。

[0010] 所述的侧封板包括所述的型材框架，此型材框架的一侧翼板与所述的下墙面上部

边框的一侧平面板螺纹连接，所述侧封板的一侧平面板与所述的墙面C型连接件螺纹连接。

[0011] 所述的墙内保温层安装硬质岩棉或硬质玻璃丝绵等无机保温材料时需要填充紧

密、且没有松动和空隙，保障在安装外侧外墙体装饰板结构后墙内保温填充无空隙，

墙内保温层采用发泡混凝土内包聚苯板的复合保温填充时，首先将聚苯板用混凝土垫

块固定于墙面结构中使苯板距离墙面龙骨、边框的距离均匀，然后浇筑发泡混凝土或安装

完外墙板再浇筑发泡混凝土。

[0012] 本发明的优点：

（1）本发明的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墙面节点连接工法，所有部件均在厂房车间内

预制加工、装配，可实现工厂模块化生产，标准化连接，施工快，安装简便；通过螺钉安装，有

效率避免焊接变形，同时螺钉连接对工件防腐层没有破坏，提高建筑使用寿命，针对各种楼

板与墙面结构形式均能够灵活安装,  利用墙面与楼板形成中空柱梁结构后浇筑混凝土的

施工方法在浇筑时不用使用建筑模板，减少施工费用，加快施工进度；

（2）本发明的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墙面节点连接工法，节点结构简单安装便捷，完

成后整体性好，连接既牢固又具有耐久性和稳定性；安装接缝部件隐蔽在接缝内部，不影响

表面装饰的美观，也可以将接缝设置在墙面与楼板交接处；该节点不影响楼板内预置的水

电管线通过和连接；该节点的连接方法解决了单个楼板面积较大时，长度和宽度超限无法

运输的问题；

（3）本发明的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墙面节点连接工法，无论是楼板还是墙面均使

用了大量的装配式建筑冷弯型材作为结构主体受力部件，在减轻建筑用钢重量的同时提高

了建筑整体稳定性和抗震能力提高建筑使用寿命大大提高建筑经济性；中空结构骨架设计

可以方便安装电线、数据线、电话线、水管等预埋管线；

（4）本发明的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墙面节点连接工法，减少了传统轻钢建筑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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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的一系列工序，减少现场工人的劳动强度，缩短施工周期；

（5）本发明的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墙面节点连接工法，采用干法施工，无需焊接作

业，施工方法实现了像搭积木一样建造房屋的装配式建筑施工，并且无需现场建筑进行养

护处理。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4] 图2为本发明图1的Ⅰ部视图。

[0015] 图3为本发明图1的Ⅱ部视图。

[0016] 图4为本发明图1的Ⅲ部视图。

[0017] 图5为本发明图1的Ⅳ部视图。

[0018] 图6为本发明楼板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7为本发明楼板的结构剖图。

[0020] 图8为本发明楼板的供电电路、弱电通信装置和通风系统的安装结构示意图。

[0021] 图9为本发明墙面整体结构的结构视图。

[0022] 图10为本发明图9的剖视图。

[0023] 图11为本发明型材框架及型材装配组件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12为本发明型材框架的截面视图。

[0025] 图13为本发明口型型材的截面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如图1-13所示，本发明的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墙面节点连接工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如下步骤：

（1）轻钢结构装配建筑的楼板结构模块化生产；

楼板结构模块包括楼板钢结构，覆盖在此楼板钢结构表面的楼板装饰板结构13，所述

的楼板钢结构包括两个楼板立边框9，通过角连接件Ⅰ和角连接件Ⅱ与此两个楼板立边框9

相连接的两个楼板横边框10，横向设置在由所述楼板立边框9和楼板横边框10所组成框架

内的一组横梁11，与此一组横梁11交错布置且设置在由所述楼板立边框9和楼板横边框10

所组成框架内的一组口型型材Ⅰ12，

所述的楼板立边框9、所述的楼板横边框10和所述的一组横梁11均包括型材框架，设置

在此型材框架上的型材装配组件，

所述的型材框架包括平面中间腹板27，连接在此平面中间腹板27两侧的两个缓冲过渡

带28，分别与此两个缓冲过渡带28相连接的两个平面板29，分别设置在此两个平面板29上

的两个平面板压凹加强带30，分别与所述两个平面板29相连接的两个翼板31，分别与此两

个翼板31相连接的两个翼板加强筋32，

所述的型材装配组件包括设置在所述两个平面板29上的一组方孔33，分别设置在所述

两个翼板31上的两组连接孔，每个口型型材Ⅰ12穿过相对应的方孔33且通过螺钉与相应的

楼板横边框10或横梁11上两个翼板31上的连接孔34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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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电路Ⅰ16、弱电通信装置Ⅰ17、通风系统Ⅰ18和给排水系统Ⅰ均可安装在楼板钢结构

内，再配合楼板保温填充层15、楼板装饰板结构13，形成一个完整的轻钢结构装配建筑的楼

板。

[0028] （2）轻钢结构装配建筑的墙面结构模块化生产；

墙面结构模块包括外墙体装饰板结构26，内墙体装饰板结构24，设置在所述外墙体装

饰板结构26和内墙体装饰板结构24之间的墙体钢结构，所述的墙体钢结构包括墙面框架，

设置在此墙面框架上的装饰框架，所述的墙面框架包括两个墙面立边框19，通过角连接件

Ⅲ和角连接件Ⅳ与此两个墙面立边框19相连接的两个墙面横边框35，竖直设置在由所述墙

面立边框19和墙面横边框35所组成框架内的一组口型型材Ⅱ36，

所述的墙面立边框19包括型材框架，所述的墙面横边框35包括型材框架，设置在此型

材框架上的型材装配组件，

所述的型材框架包括平面中间腹板27，连接在此平面中间腹板27两侧的两个缓冲过渡

带28，分别与此两个缓冲过渡带28相连接的两个平面板29，分别设置在此两个平面板29上

的两个平面板压凹加强带30，分别与所述两个平面板29相连接的两个翼板31，分别与此两

个翼板31相连接的两个翼板加强筋32，

所述的型材装配组件包括设置在所述两个平面板29上的一组方孔33，分别设置在所述

两个翼板31上的两组连接孔34，每个口型型材Ⅱ36穿过相对应的方孔33且通过螺钉与所述

墙面横边框35上两个翼板31上的连接孔34相连接，

供电电路Ⅱ20、弱电通信装置Ⅱ21、通风系统Ⅱ22和给排水系统Ⅱ23均可安装在墙面

轻钢结构内，再配合墙内保温层25、外墙体装饰板结构26和内墙体装饰板结构24，形成一个

完整的轻钢结构装配建筑的墙面结构模块，此模块可在工厂进行装配或者在施工现场装

配；

（3）不同楼板和墙面结构模块的连接形式；

a、双侧楼板与上下墙面节点连接形式：将位于墙面两侧楼板边框的翼板31-1与下墙面

2上部边框的两侧平面板29-2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分别安装在一起，使得墙面和楼板3形成一

个垂直安装关系；将上墙面1下部边框的两侧平面板29-1与两侧楼板边框的翼板31-1用螺

钉通过预制孔安装在一起，使得双侧楼板3与上下墙面的连接处将各墙面和楼板3的边框形

成矩形截面梁结构；相邻的两侧楼板3之间由楼板C型连接件4固定连接，使得两块或多块楼

板3连接成一个整体建筑楼板；在双侧楼板3和上下墙壁的十字交接处形成方形空腔，在此

方形空腔内设置钢筋混凝土结构柱梁37；该结构的稳定性好，安装方便还具有由良好的抗

震缓冲能力；

b、单侧楼板与上下墙面节点连接形式：将位于墙面一侧楼板边框的翼板31-1与下墙面

2上部边框的一侧平面板29-2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分别安装在一起，使得墙面和楼板3形成一

个垂直安装关系；将上墙面1下部边框的一侧平面板29-1与一侧楼板边框的翼板31-1用螺

钉通过预制孔安装在一起；上墙面1和下墙面2之间由墙面加固装置5连接，使得上下墙面的

边框与楼板边框形成矩形截面梁结构；在单侧楼板3、上下墙面和墙面加固装置5的交接处

形成方形空腔，在此方形空腔内设置钢筋混凝土结构柱梁37；该结构的稳定性好，安装方便

还具有由良好的抗震缓冲能力；

c、双侧楼板与下墙面节点连接形式：将位于墙面两侧楼板边框的翼板31-1与下墙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09322411 A

8



面2上部边框的两侧平面板29-2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分别安装在一起，使得墙面和楼板3形成

一个垂直安装关系；相邻的两侧楼板3之间由楼板C型连接件4固定连接，使得两块或多块楼

板3连接成一个整体建筑楼板；然后将楼板接缝盖板6安装在两侧楼板边框的翼板31-1处，

使得双侧楼板3与下墙面2的连接处将各墙面和楼板3的边框形成矩形截面梁结构；在双层

楼板3、下墙面2和楼板接缝盖板6的交接处形成方形空腔，在此方形空腔内设置钢筋混凝土

结构柱梁37；该结构的稳定性好，安装方便还具有由良好的抗震缓冲能力；

d、单侧楼板与下墙面节点连接形式：将位于墙面一侧楼板边框的翼板31-1与下墙面2

上部边框的一侧平面板29-2用螺钉通过预制孔分别安装在一起，使得墙面和楼板3形成一

个垂直安装关系；使用侧封板8连接下墙面2上部边框的另一侧平面板29-2，再用墙面C型连

接件7连接楼板边框和侧封板8，使得下墙面边框与楼板边框形成矩形截面梁结构；在单侧

楼板3、下墙面2、侧封板8和墙面C型连接件7交接处形成方形空腔，在此方形空腔内设置钢

筋混凝土结构柱梁37；该结构的稳定性好，安装方便还具有由良好的抗震缓冲能力。

[0029] 所述的墙面加固装置5包括所述的型材框架，此型材框架的两侧翼板31-2分别与

所述上墙面下部边框的一侧平面板29-1和所述下墙面上部边框的一侧平面板29-2用螺钉

通过预制孔安装在一起。

[0030] 所述的楼板接缝盖板6包括所述的型材框架，此型材框架的两侧平面板29-3分别

与两侧楼板边框的翼板31-1相连接。

[0031] 所述的侧封板8包括所述的型材框架，此型材框架的一侧翼板31-3与所述的下墙

面上部边框的另一侧平面板29-2螺纹连接，所述侧封板8的一侧平面板29-4与所述的墙面C

型连接件7螺纹连接。

[0032] 所述的墙内保温层25安装硬质岩棉或硬质玻璃丝绵等无机保温材料时需要填充

紧密、且没有松动和空隙，保障在安装外侧外墙体装饰板结构26后墙内保温填充无空隙，

墙内保温层25采用发泡混凝土内包聚苯板的复合保温填充时，首先将聚苯板用混凝土

垫块固定于墙面结构中使苯板距离墙面龙骨、边框的距离均匀，然后浇筑发泡混凝土或安

装完外墙板再浇筑发泡混凝土。

[0033] 本发明的多层轻钢结构建筑楼板与墙面节点连接工法，所有部件均在厂房车间内

预制加工、装配，可实现工厂模块化生产，标准化连接，施工快，安装简便；通过螺钉安装，有

效率避免焊接变形，同时螺钉连接对工件防腐层没有破坏，提高建筑使用寿命，针对各种楼

板3与墙面结构形式均能够灵活安装，利用墙面与楼板3形成中空柱梁结构后浇筑混凝土的

施工方法在浇筑时不用使用建筑模板，减少施工费用，加快施工进度；节点结构简单安装便

捷，完成后整体性好，连接既牢固又具有耐久性和稳定性；安装接缝部件隐蔽在接缝内部，

不影响表面装饰的美观，也可以将接缝设置在墙面与楼板3交接处；节点不影响楼板3内预

置的水电管线通过和连接；此种节点的连接方法解决了单个楼板3面积较大时，长度和宽度

超限无法运输的问题；无论是楼板3还是墙面均使用了大量的装配式建筑冷弯型材作为结

构主体受力部件，在减轻建筑用钢重量的同时提高了建筑整体稳定性和抗震能力提高建筑

使用寿命大大提高建筑经济性；中空结构骨架设计可以方便安装电线、数据线、电话线、水

管等预埋管线；本发明减少了传统轻钢建筑现场施工的一系列工序，减少现场工人的劳动

强度，缩短施工周期；采用干法施工，无需焊接作业，施工方法实现了像搭积木一样建造房

屋的装配式建筑施工，并且无需现场建筑进行养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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