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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Provided are steel structure and concrete structure combination assembled type building wall body and building house.
The assembled type building wall body comprises a wall plate body (1), wherein the wall plate body (1) is equipped with at least two
structure supporting steel pipes (2) which are arrayed in the left-right transverse direction and are arranged in the up-down vertical
direction and transverse tie bars (3) which are fixedly connected with each of the structure supporting steel pipes (2) in the left-right

〇transverse direction to tie each of the structure supporting steel pipes (2) together. The building house comprises the assembled type

［见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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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wall body. By the arrangement of the transverse tie bars (3) for tying the structure supporting steel pipes (2) in the wall body

together, the structure supporting steel pipes (2) form an integrated structure, so that the load bearing capacity and the supporting

strength of the building wall body are improved, so that the cost is reduced, and the production benefit is increased.

(57)
摘要：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及建筑房屋，该装配式建筑墙体包括墙板体

(1)
，

墙板体
(1)
内设有至少两根沿左右横向排列且沿上下竖向布置的结构支撑钢管

(2)
以及沿左右横向与各个结

构支撑钢管
(2)
相固接从而将各个结构支撑钢管

(2)
拉结在一起的横向拉结筋

(3)
。该建筑房屋包括该装配式

建筑墙体。通过设置横向拉结筋
(3)
将墙体内的结构支撑钢管

(2)
拉结在一起，使结构支撑钢管

(2)
形成一体

结构，从而保证甚至提高了墙体的承重性能和支撑强度，降低了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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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名称: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及建筑房
屋

[0001]

技术领域
[0002]

本申请涉及建筑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
建筑墙体及建筑房屋。

[0003]

背景技术
[0004]

现有的一些应用于装配式建筑领域的建筑墙体，为了保证或提高墙体的支撑强
度和稳定性，需要在墙体内设置较多建筑材料如设置较多的钢筋或浇注较多的
混凝土，这样不利于降低建造成本。
发明概述
技术问题

[0005]
为了在节省建筑材料从而节省建造成本的同时仍能保持甚至提高建筑墙体的承
重性能和支撑强度，本申请提供了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
体及应用该墙体的建筑房屋。

[0006]

问题的解决方案
技术解决方案

[0007]
本申请由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8]
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包括墙板体，所述墙板体内设
有至少两根沿左右横向排列且沿上下竖向布置的结构支撑钢管以及沿左右横向
与各个结构支撑钢管相固接从而将各个结构支撑钢管拉结在一起的横向拉结筋

[0009]
所述横向拉结筋至少有两根，且分别固接于所述结构支撑钢管的上端和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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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两相邻的结构支撑钢管之间固接有斜拉筋，所述斜拉筋的一端固接于一结构支
撑钢管的上端，所述斜拉筋的另一端固接于另一结构支撑钢管的下端。

[0011]
两相邻结构支撑钢管之间的斜拉筋至少有两根，且在两相邻结构支撑钢管之间
形成交叉结构。

[0012]
所述结构支撑钢管的上端和下端均固接有钢管筋板，所述横向拉结筋和所述斜
拉筋均固接于所述钢管筋板上。

[0013]
所述墙板体的左端和/或右端设有沿上下竖向设置的墙端连接槽，两墙板体的
墙端连接槽对接形成连接空腔，且通过在连接空腔内淺灌混凝土使两墙端连接
槽相连接，所述墙端连接槽的侧壁自上而下设有若干个卡口，所述墙端连接槽
上设有卡设入所述卡口内且两端向所述墙板体内延伸的

II
形加强筋。

[0014]
所述墙板体内靠近所述墙端连接槽处设有所述结构支撑钢管，所述墙板体内还
设有若干个一端套紧在靠近所述墙端连接槽的结构支撑钢管上的钢丝套绳，所
述钢丝套绳的另一端穿过所述墙端连接槽延伸至所述墙板体外并形成环形套口

[0015]
所述墙板体的前侧和/或后侧上与所述结构支撑钢管相对应的位置处设有能与
另一墙板体上的墙端连接槽对接形成连接空腔的墙面连接槽，通过在连接空腔
内浇灌混凝土使墙端连接槽与所述墙面连接槽相连接，与所述墙面连接槽相对
应的结构支撑钢管自上而下套设有穿过所述墙面连接槽延伸至墙板体外侧并形
成环形套口的钢丝套绳。

[0016]
所述墙板体内还包括设于所述结构支撑钢管前侧和/或后侧的钢筋网，所述钢
筋网上设有沿所述结构支撑钢管高度方向延伸的桁架钢筋。

[0017]
本申请还提供了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房屋，包括如上所述
的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

[0018]

发明的有益效果
有益效果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申请有如下优点：

[0020]
本申请通过设置横向拉结筋将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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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支撑钢管拉结在一起，使结构支撑钢管通过横向拉结筋形成一体结构，
从而提高了建筑墙体的承重性能和支撑强度。与传统的装配式建筑墙体相比，
本墙体在生产时厂家可以在墙体内设置更少的钢筋或浇注更少的混凝土也能保
证甚至提髙墙体的承重性能和支撑强度，有利于降低建造成本，提髙生产效益

对附图的简要说明
附图说明

[0021]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申请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
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

[0022]
图1是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内部结构的局部放大示意

图一；

[0024] 图3是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内部结构的局部放大示意
图二；

[0025] 图4是图1分离一层钢筋网的示意图；

[0026]
图5是图1浇注混凝土后墙体成型的示意图。
实施该发明的最佳实施例
本发明的最佳实施方式

[0027]
如附图所示的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包括墙板体1
所述墙板体1内设有至少两根沿左右横向排列且沿上下竖向布置的结构支撑钢管
2以及沿左右横向与各个结构支撑钢管2相固接从而将各个结构支撑钢管2拉结在
一起的横向拉结筋3。通过设置横向拉结筋将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
式建筑墙体内的结构支撑钢管拉结在一起，使结构支撑钢管通过横向拉结筋形
成一体结构，从而提高了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的承重
性能和支撑强度，且与传统的装配式建筑墙体相比，本墙体在生产吋厂家可以
在墙体内设置更少的钢筋或浇注更少的混凝土也能保证甚至提高墙体的承重性
能和支撑强度，有利于降低建造成本，提高生产效益。

[0028]
具体的，所述横向拉结筋3至少有两根，且分别固接于所述结构支撑钢管2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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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和下端，固接于结构支撑钢管2上端和下端的横向拉结筋3可与结构支撑钢管2
形成框架结构，从而进一步提高墙体整体的承重性能和支撑强度以及提高墙体
整体的稳定性。

[0029]
为了进一步提高墙体整体的承重性能和支撑强度，两相邻的结构支撑钢管2之
间固接有斜拉筋

4 ,
所述斜拉筋4的一端固接于一结构支撑钢管2的上端，所述斜

拉筋4的另一端固接于另一结构支撑钢管2的下端，优选的，两相邻结构支撑钢
管2之间的斜拉筋4至少有两根，且在两相邻结构支撑钢管2之间形成交叉结构，
在两相邻结构支撑钢管2之间形成交叉结构的斜拉筋4能进一步提高墙体整体的
支撑稳定性。

[0030]
为了便于将横向拉结筋3和斜拉筋4固接于结构支撑钢管2上，所述结构支撑钢
管2的上端和下端均固接有钢管筋板5 ,

通过将横向拉结筋3焊接在钢管筋板5的
下侧以及将斜拉筋4焊接在钢管筋板5的前侧或后侧上从而将所述横向拉结筋3和
所述斜拉筋4固接于所述钢管筋板5上。

[0031]
为了在房屋装配时便于两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装配连
接，所述墙板体1的左端和/或右端设有沿上下竖向设置的墙端连接槽6 ,

两墙板
体1在装配时通过将墙端连接槽6对接形成连接空腔，且通过在连接空腔内浇灌
混凝土使两墙端连接槽6相连接，结构简单，便于墙体之间的连接装配且连接效
果稳固。另外，为了提高墙端连接槽6在墙板体1上的安装稳定性，所述墙端连
接槽6的侧壁自上而下设有若干个卡口61

，所述墙端连接槽6上设有卡设入所述
卡口

61
内且两端向所述墙板体1内延伸的I；形加强筋62

，通过
11
性加强筋

62
卡设在

墙端连接槽6上并延伸如墙板体1内从而将墙端连接槽6稳定的安装在墙板体1内
，同时

II
形加强筋

62
还与墙端连接槽6形成加强筋套口。

[0032]
为了能进一步提高两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之间的连接
稳定性，所述墙板体1内靠近所述墙端连接槽6处设有所述结构支撑钢管2 ,

所述
墙板体1内还设有若干个一端套紧在靠近所述墙端连接槽6的结构支撑钢管2上的
钢丝套绳

7
所述钢丝套绳7的另一端穿过所述墙端连接槽6延伸至所述墙板体1

外并形成环形套口，两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的墙端连
接槽6在对接形成连接空腔吋，钢丝套绳7可与11

形加强筋
62
与墙端连接槽6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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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加强筋套口竖向错位分布形成竖向插孔，通过一竖向插筋插设入竖向插孔
内使两墙体稳固的相互连接。

[0033]
另外，为了装配时使墙板体1能多向的与其他墙板体1进行装配连接，所述墙板
体1的前侧和/或后侧上与所述结构支撑钢管2相对应的位置处设有能与另一墙板
体1上的墙端连接槽6对接形成连接空腔的墙面连接槽8,通过在墙板体1的前侧
和/或后侧设置墙面连接槽8使得墙板体1除了左右两端的墙端连接槽6外还能通过
墙面连接槽与另一墙板体进行连接，提高装配的灵活性，另外，通过在连接空
腔内浇灌混凝土使墙端连接槽6与所述墙面连接槽8相连接，同时，为了进一步
提高墙面连接槽8和墙端连接槽6的连接稳定性，与所述墙面连接槽8相对应的结
构支撑钢管2自上而下也套设有穿过所述墙面连接槽8延伸至墙板体1外侧并形成
环形套口的钢丝套绳7。

[0034]
为了进一步提高墙板体1整体的支撑强度和承重性能，所述墙板体1内还包括设
于所述结构支撑钢管2前侧和/或后侧的钢筋网9 ,

由于在结构支撑钢管2上设置了
横向拉结筋

3 ,
因此与传统的装配式墙体相比，本墙体内的钢筋网9密度可以设

置得更低，从而有利于节省建筑材料，进一步的，所述钢筋网9上设有沿所述结
构支撑钢管2高度方向延伸的桁架钢筋10

。
[0035]

本实施例还公开了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房屋，包括如上所
述的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

[0036] 本实施例工作原理如下：

[0037]
通过在结构支撑钢管上设置横向拉结筋从而将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
配式建筑墙体内的结构支撑钢管拉结在一起，使结构支撑钢管通过横向拉结筋
形成一体结构，从而提高了建筑墙体的承重性能和支撑强度。与传统的装配式
墙体相比，本墙体在生产吋厂家可以在墙体内设置更少的钢筋或浇注更少的混
凝土也能保证甚至提高墙体的承重性能和支撑强度，有利于降低建造成本，提
高生产效益。

[0038]
如上所述是结合具体内容提供的一种实施方式，并不认定本申请的具体实施只
局限于这些说明。凡与本申请的方法、结构等近似、雷同，或是对于本申请构
思前提下做出若干技术推演或替换，都应当视为本申请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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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1] 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包括墙板体（1）

其特征在于，所述墙板体（1）内设有至少两根沿左右横向排列且沿
上下竖向布置的结构支撑钢管（2）以及沿左右横向与各个结构支撑
钢管（2）相固接从而将各个结构支撑钢管（2）拉结在一起的横向拉
结筋（3）。

[权利要求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
，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拉结筋（3）至少有两根，且分别固接于所
述结构支撑钢管（2）的上端和下端。

[权利要求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
，其特征在于，两相邻的结构支撑钢管（2）之间固接有斜拉筋（4）
，所述斜拉筋（4）的一端固接于一结构支撑钢管（2）的上端，所述
斜拉筋（4）的另一端固接于另一结构支撑钢管（2）的下端。

[权利要求4]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
，其特征在于，两相邻结构支撑钢管（2）之间的斜拉筋（4）至少有
两根，且在两相邻结构支撑钢管（2）之间形成交叉结构。

[权利要求5] 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
，其特征在于，所述结构支撑钢管（2）的上端和下端均固接有钢管
筋板（5）所述横向拉结筋（3）和所述斜拉筋（4）均固接于所述
钢管筋板（5）上。

[权利要求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
其特征在于，所述墙板体（1）的左端和/或右端设有沿上下竖向设

置的墙端连接槽（6），两墙板体（1）的墙端连接槽（6）对接形成
连接空腔，且通过在连接空腔内浇灌混凝土使两墙端连接槽（6）相
连接，所述墙端连接槽（6）的侧壁自上而下设有若干个卡口（

6 1
）

，所述墙端连接槽（6）上设有卡设入所述卡口（
6 1
）内且两端向所

述墙板体（1）内延伸的11
形加强筋（

62
）。

[权利要求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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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征在于，所述墙板体（1）内靠近所述墙端连接槽（6）处设有
所述结构支撑钢管（2），所述墙板体（1）内还设有若干个一端套紧
在靠近所述墙端连接槽（6）的结构支撑钢管（2）上的钢丝套绳（7
）所述钢丝套绳（7）的另一端穿过所述墙端连接槽（6）延伸至所
述墙板体（1）外并形成环形套口。

[权利要求8]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
，其特征在于，所述墙板体（1）的前侧和/或后侧上与所述结构支撑
钢管（2）相对应的位置处设有能与另一墙板体（1）上的墙端连接槽
（6）对接形成连接空腔的墙面连接槽（8），通过在连接空腔内浇灌
混凝土使墙端连接槽（6）与所述墙面连接槽（8）相连接，与所述墙
面连接槽（8）相对应的结构支撑钢管（2）自上而下套设有穿过所述
墙面连接槽（8）延伸至墙板体（1）外侧并形成环形套口的钢丝套绳
⑺ 。

[权利要求9]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墙体
，其特征在于，所述墙板体（1）内还包括设于所述结构支撑钢管（2
）前侧和/或后侧的钢筋网（9），所述钢筋网（9）上设有沿所述结
构支撑钢管（2）高度方向延伸的桁架钢筋（

10
）。

[权利要求 10] 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房屋，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权利要求

1-9
任一项所述的钢结构与混凝土结构相结合的装配式建筑

墙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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