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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
包括：
箱型柱；
两个工字梁，
对称焊接于箱型柱两
侧，
且工字梁的上翼缘和下翼缘沿箱型柱的柱轴
方向设置；
及两个隔板，
于箱型柱与两个工字梁
的上翼缘和下翼缘的接头处焊接于箱型柱内部；
在两个工字梁中，
分别设有翼缘加宽部和翼缘削
弱部，
且翼缘加宽部设于工字梁与箱型柱的接头
处，
翼缘削弱部紧接翼缘加宽部削弱设置。与传
统的梁柱节点相比 ，
该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中
翼缘加宽部和翼缘削弱部的设置能够有效实现
塑性铰的外移 ，
从而大大提高了节点的抗震性
能。此外，
工字梁与箱型柱接头处设置的折板加
大了工字型梁翼缘的截面面积，
使得节点处的梁
抗弯能力得到提高 ，进一步提高了节点的承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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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
其特征在于，
包括：
箱型柱；
两个工字梁，
对称焊接于箱型柱两侧，
且所述工字梁的上翼缘和下翼缘沿箱型柱的柱
轴方向设置；
及
两个隔板，
于箱型柱与所述两个工字梁的上翼缘和下翼缘的接头处焊接于所述箱型柱
内部；
在所述两个工字梁中，
分别设有翼缘加宽部和翼缘削弱部，
且所述翼缘加宽部设于工
字梁与箱型柱的接头处，
翼缘削弱部紧接翼缘加宽部削弱设置。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两个工字梁中，
翼
缘加宽部上翼缘和下翼缘的两侧分别加宽10％～30％，
且翼缘加宽部占工字梁总长度的
5％～10％。
3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两个工字梁中，
翼
缘加宽部上翼缘和下翼缘的两侧分别加宽20％，
且翼缘加宽部占工字梁总长度的8％。
4 .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两个工字梁中，
翼缘削弱部上翼缘和下翼缘的两侧呈弧形削弱，
且削弱最深处占工字梁宽度的5％～15％，
翼缘削弱部占工字梁总长度的15％～20％。
5 .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
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两个工字梁中，
翼
缘削弱部上翼缘和下翼缘的两侧削弱最深处占工字梁宽度的10％，
且翼缘削弱部占工字梁
总长度的17％。
6 .如权利要求1或2或3或5所述的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
其特征在于，
所述钢框架梁
柱十字形节点中还包括两对折板，
分别通过螺栓固定于工字梁与箱型柱的接头处。
7 .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
其特征在于，
所述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
点中还包括多个剪切板，
于工字梁与箱型柱的接头处通过螺栓固定于工字梁的腹板上。

2

CN 111119333 A

说

明

书

1/3 页

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结构技术领域，
尤其涉及一种梁柱十字形节点。
背景技术
[0002] 众所周知，
在地震期间，
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动态惯性载荷会施加到建筑物上，
从而
对框架的柱梁连接节点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大地震或反复地震的高载荷和高应力条件下，
梁与柱之间的连接会发生退化，
严重可导致结构倒塌和生命损失。
[0003]
钢结构建筑物由于其良好的抗震性能而受到越来越多的结构设计师的关注，
其中
的钢框架结构是多层高层建筑常见的结构形式之一，
其具有强度高、
重量轻、
抗震性能好等
一系列优点。传统的钢框架梁柱刚性节点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种为栓焊混合连接，
另一种为
焊接短梁式。长久以来，
人们都认为这两种传统的刚接节点在屈服后会在梁上产生塑性铰，
用以在地震中消耗能量。但是，
在1994年美国的北岭地震和1995年的日本阪神地震中，
传统
的钢结构梁和柱的焊接接头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并没有发挥预期的延性和耗能能
力。可见，
改进钢框架梁柱节点的抗震性能，
进而改善钢结构的抗震性能，
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
有效解决
现有梁柱节点抗震性能不佳的技术问题。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6] 一种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
包括：
[0007] 箱型柱；
[0008] 两个工字梁，
对称焊接于箱型柱两侧，
且所述工字梁的上翼缘和下翼缘沿箱型柱
的柱轴方向设置；
及
[0009] 两个隔板，
于箱型柱与所述两个工字梁的上翼缘和下翼缘的接头处焊接于所述箱
型柱内部；
[0010] 在所述两个工字梁中，
分别设有翼缘加宽部和翼缘削弱部，
且所述翼缘加宽部设
于工字梁与箱型柱的接头处，
翼缘削弱部紧接翼缘加宽部削弱设置。
[0011] 进一步优选地，
在所述两个工字梁中，
翼缘加宽部上翼缘和下翼缘的两侧分别加
宽10％～30％，
且翼缘加宽部占工字梁总长度的5％～10％。
[0012] 进一步优选地，
在所述两个工字梁中，
翼缘加宽部上翼缘和下翼缘的两侧分别加
宽20％，
且翼缘加宽部占工字梁总长度的8％。
[0013] 进一步优选地，
在所述两个工字梁中，
翼缘削弱部上翼缘和下翼缘的两侧呈弧形
削弱，且削弱最深处占 工字梁宽度的5％～15％ ，翼缘削弱部占 工字梁总长度的15％～
20％。
[0014] 进一步优选地，
在所述两个工字梁中，
翼缘削弱部上翼缘和下翼缘的两侧削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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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占工字梁宽度的10％，
且翼缘削弱部占工字梁总长度的17％。
[0015] 进一步优选地，
所述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中还包括两对折板，
分别通过螺栓固
定于工字梁与箱型柱的接头处。
[0016] 进一步优选地，
所述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中还包括多个剪切板，
于工字梁与箱
型柱的接头处通过螺栓固定于工字梁的腹板上。
[0017] 与传统的梁柱节点相比 ，
本发明提供的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中翼缘加宽部和翼
缘削弱部的设置能够有效实现塑性铰的外移，
从而大大提高了节点的抗震性能。此外，
工字
梁与箱型柱接头处设置的折板加大了工字型梁翼缘的截面面积，
使得节点处的梁抗弯能力
得到提高，
进一步提高了节点的承载力。
附图说明
[0018] 结合附图 ，
并通过参考下面的详细描述，
将会更容易地对本发明有更完整的理解
并且更容易地理解其伴随的优点和特征，
其中：
[0019] 图1为本发明中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的结构示意图。
[0020] 附图标记：
[0021] 1-箱型柱，
2-工字梁，
21-翼缘加宽部，
22-翼缘削弱部，
3-折板，
4-剪切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为使本发明的内容更加清楚易懂，
以下结合说明书附图 ，
对本发明的内容作进一
步说明。当然本发明并不局限于该具体实施例，
本领域内的技术人员所熟知的一般替换也
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0023]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提供的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结构示意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
该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中包括：
箱型柱1；
对称焊接于箱型柱1两侧的两个工字梁2及两个
隔板。具体，
箱型柱1内部中空；
两个工字梁2于箱型柱1的中心位置对称焊接箱型柱1两侧，
且工字梁2上翼缘和下翼缘沿箱型柱1的柱轴方向设置。隔板(图中未示出)于箱型柱1与两
个工字梁2的上翼缘和下翼缘的接头处焊接于箱型柱1内部，
即其中一个隔板于箱型柱1内
部相抵于两个工字梁2的上翼缘之间，
另一个隔板于箱型柱1内部相抵于两个工字梁2的下
翼缘之间，
且隔板的大小与箱型柱1的内部中空匹配，
以加强工字梁2与箱型柱1接头处的刚
性。
[0024] 进一步来说，
在两个工字梁2中，
分别设有翼缘加宽部21和翼缘削弱部22，
且翼缘
加宽部21设于工字梁2与箱型柱1的接头处，
翼缘削弱部22紧接翼缘加宽部21削弱设置。具
体，
翼缘加宽部21上翼缘和下翼缘的两侧分别加宽10％～30％，
且翼缘加宽部21占工字梁2
总长度的5％～10％，
即在两个工字梁2的翼缘加宽部21，
上翼缘和下翼缘的两侧对称加宽，
加宽后工字梁2的结构仍然对称。在与翼缘加宽部21紧邻的翼缘削弱部22，
上翼缘和下翼缘
的两侧呈弧形对称削弱，
且削弱最深处占工字梁2宽度的5％～15％，
翼缘削弱部22占工字
梁2总长度的15％～20％。与传统的梁柱节点相比 ，
该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中翼缘加宽部
和翼缘削弱部的设置能够有效实现塑性铰的外移，
从而大大提高了节点的抗震性能。
[0025] 在一实例中，
箱型柱高3m，
工字梁长1 .8m，
翼缘加宽部上翼缘和下翼缘的两侧分别
加宽20％，
且翼缘加宽部占工字梁总长度的8％；
翼缘削弱部上翼缘和下翼缘的两侧削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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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占工字梁宽度的10％，
且翼缘削弱部占工字梁总长度的17％。
[0026] 如图示，
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中还包括两对折板3，
分别通过螺栓固定于工字梁
2与箱型柱1的接头处。如图示，
该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中的四个折板3分别设置于两个工
字梁2与箱型柱1的接头处，
对接头处进一步加固。这里对于折板3的具体形式不做限定，
只
要其能固设于工字梁2与箱型柱1的接头处即包括在本发明的内容中，
优选选用钢结构折
板。折板的设置加大了工字型梁翼缘的截面面积，
使得节点处的梁抗弯能力得到提高，
进一
步提高了节点的承载力。
[0027] 此外，
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中还包括多个剪切板4，
于工字梁2与箱型柱1的接头
处通过螺栓固定于工字梁2的腹板上。在一实例中，
钢框架梁柱十字形节点中包括2个剪切
板4，
于工字梁2与箱型柱1的接头处通过螺栓分别固定于两个工字梁2的腹板上，
且与箱型
柱1的相接处焊接连接。在其他实例中，
还可以包括更多数量的剪切板，
如包括4个，
每个工
字梁上设置2个等。
这里对于剪切板的具体形式不做限定，
优选选用钢结构剪切板。
[0028] 应当说明的是，
上述实施例均可根据需要自由组合。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
实施例，
应当指出，
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
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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