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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钢结构梁柱连接的耗

能框架节点，包括钢柱和与钢柱侧缘连接的水平

的钢梁，钢梁的端部与钢柱侧缘之间连接有T形

耗能板，钢柱的内部与钢梁连接节点对应的位置

设有加强支承结构，T形耗能板包括与钢柱的侧

缘螺栓连接的端板和与钢梁水平方向的外缘螺

栓连接的横板，端板与横板之间双侧焊接固定，

横板从连接端向外侧依次设有扩翼段、板宽缩小

的防屈曲约束段和外翼连接段，外翼连接段设有

若干连接孔，扩翼段与端板同宽度并且扩翼段的

宽度大于外翼连接段的宽度，防屈曲约束段的宽

度小于外翼连接段的宽度，扩翼段的宽度向防屈

曲约束段方向逐减，并且防屈曲约束段两端的外

缘分别与扩翼段未端外缘和外翼连接段前端的

外缘凹弧过渡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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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钢结构梁柱连接的耗能框架节点，包括竖向设置的钢柱和与钢柱侧缘连接

的水平的钢梁，所述钢梁的端部与钢柱侧缘之间连接有T形耗能板，所述钢柱的内部与钢梁

连接节点对应的位置设有加强支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T形耗能板包括与钢柱的侧缘螺

栓连接的端板和与钢梁水平方向的外缘螺栓连接的横板，所述端板与横板之间双侧焊接固

定，所述横板从连接端向外侧依次设有扩翼段、板宽缩小的防屈曲约束段和外翼连接段，所

述外翼连接段设有若干连接孔，所述扩翼段与端板同宽度并且扩翼段的宽度大于外翼连接

段的宽度，所述防屈曲约束段的宽度小于外翼连接段的宽度，所述扩翼段的宽度向防屈曲

约束段方向逐减，并且防屈曲约束段两端的外缘分别与扩翼段未端外缘和外翼连接段前端

的外缘凹弧过渡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钢结构梁柱连接的耗能框架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防屈

曲约束段的外表面设有盖板，所述防屈曲约束段外侧缘对应的盖板与钢梁的侧缘之间螺栓

连接，并且盖板与钢梁的螺栓连接部位设有垫块。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钢结构梁柱连接的耗能框架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梁

沿长度方向设有至少两排连接孔，两排连接孔之间交错等间距排布。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钢结构梁柱连接的耗能框架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柱

与钢梁连接的竖侧的宽度为D0，扩翼段和端板的宽度为D，防屈曲约束段的最小宽度为D1，外

翼连接段的宽度为D2，则:  D=(0.8～1)D0，  D1=(0.4～0.6)D,D2=(0.7～0.8)D；所述横板的

长度L1=(3～6)D  ，所述扩翼段的长度L2=（0.6～1）D1，所述防屈曲约束段的长度L3=（2～4) 

L2，所述T形耗能板的端板和横板厚度t相同，并且厚度t为钢梁型钢厚度的1.5～2倍。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钢结构梁柱连接的耗能框架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端板

与横板连接的直角转角处焊固有厚度大于T形耗能板厚度的加强筋板。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用于钢结构梁柱连接的耗能框架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钢梁

与钢柱采用H型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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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钢结构梁柱连接的耗能框架节点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用钢结构框架梁柱节点连接技术，特别涉及一种用于钢结构梁柱

连接的耗能框架节点。

背景技术

[0002] 钢框架结构梁柱节点用于框架中连接钢梁和钢柱，并承受由钢梁和钢柱传递来的

弯矩剪力，受力相对集中，在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它还直接影响到整个结构的安全

性、可靠性及经济指标。由于早先钢结构建筑的节点多使用纯焊接连接节点或栓焊混合连

接节点。这类节点具有延性小，对焊接质量要求高等特点，在强震作用下，上下缘的焊缝一

旦出现断裂，大量梁柱节点和部分构件会发生屈服、屈曲、破坏，使钢框架恢复力退化，产生

无法恢复的塑性变形，再加上P-Δ效应，导致结构失去承受竖向荷载的能力，发生部分动力

失稳，局部乃至整体倒塌。因此，对于目前钢结构建筑来说，通过对钢结构梁柱连接处节点

的研究，设计出耗能更高、稳定性更好的节点来防止节点在地震作用下发生脆性断裂破坏

和其它方式的破坏，从而改良节点的抗震性能是很有必要的。基于此现象，研究人员对震后

节点的破坏形式及破坏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各种类型的新型抗震梁柱连接节

点，其中最主要的手段是将梁柱连接节点处塑性铰外移，将损伤控制在节点连接区域以外，

以免造成复杂的梁柱连接区域发生脆性破坏。人为改变塑性铰的位置，将塑性铰外移至节

点连接区域以外的节点是目前国内外研究较多的损伤控制梁柱节点，在节点形式上主要分

为加强型节点和削弱型节点。其目的均为将节点损伤控制在节点薄弱区域以外，避免节点

发生脆性破坏。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中钢框架结构连接节点处容易地震失效的问题，提供一种用

于钢结构梁柱连接的耗能框架节点，在连接节点处的连接板结构中设置防屈曲约束结构，

以提高梁柱节点耗能并实现塑性铰外移。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用于钢结构梁柱连接的耗能框架节点，包括竖

向设置的钢柱和与钢柱侧缘连接的水平的钢梁，所述钢梁的端部与钢柱侧缘之间连接有T

形耗能板，所述钢柱的内部与钢梁连接节点对应的位置设有加强支承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T形耗能板包括与钢柱的侧缘螺栓连接的端板和与钢梁水平方向的外缘螺栓连接的横

板，所述端板与横板之间双侧焊接固定，所述横板从连接端向外侧依次设有扩翼段、板宽缩

小的防屈曲约束段和外翼连接段，所述外翼连接段设有若干连接孔，所述扩翼段与端板同

宽度并且扩翼段的宽度大于外翼连接段的宽度，所述防屈曲约束段的宽度小于外翼连接段

的宽度，所述扩翼段的宽度向防屈曲约束段方向逐减，并且防屈曲约束段两端的外缘分别

与扩翼段未端外缘和外翼连接段前端的外缘凹弧过渡连接。

[0005] 本发明的钢结构梁柱连接的耗能框架节点，将T形耗能板设置成扩翼段、防屈曲约

束段和外翼连接段，扩翼段直接用于加强钢梁和钢柱连接节点处的连接强度以防止强震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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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下发生破坏性塑性变形或断裂，外翼连接段用于T形耗能板与钢梁的加固连接，板宽缩小

的防屈曲约束段为T形耗能板的强度削弱段，实现塑性铰外移的目的，T形耗能板从连接节

点处向外侧宽度逐渐缩小并过渡至宽度最小的防屈曲约束段，实现塑性铰的平稳外移，有

效防止强震冲击作用下，塑性铰提前发生。

[0006] 为有效防止T形耗能板提前屈曲失效，所述防屈曲约束段的外表面设有盖板，所述

防屈曲约束段外侧缘对应的盖板与钢梁的侧缘之间螺栓连接，并且盖板与钢梁的螺栓连接

部位设有垫块。

[0007] 为降低外翼连接段螺栓连接孔对板面强度的消弱作用，所述钢梁沿长度方向设有

至少两排连接孔，两排连接孔之间交错等间距排布。

[0008] 为进一步优化T形耗能板的结构尺寸，所述钢柱与钢梁连接的竖侧的宽度为D0，扩

翼段和端板的宽度为D，防屈曲约束段的最小宽度为D1，外翼连接段的宽度为D2，则:  D=(0.8

～1)D0，  D1=(0.4～0.6)D,D2=(0.7～0.8)D；所述横板的长度L1=(3～6)D  ，所述扩翼段的长

度L2=（0.6～1）D1，所述防屈曲约束段的长度L3=（2～4)  L2，所述T形耗能板的端板和横板厚

度t相同，并且厚度t为钢梁型钢壁厚的1.5～2倍。

[0009] 为进一步加强梁、柱连接节点处的连接强度，所述端板与横板连接的直角转角处

焊固有厚度大于T形耗能板厚度的加强筋板。

[0010]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所述钢梁与钢柱采用H型钢。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发明用于钢结构梁柱连接的耗能框架节点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12] 图2为图1的俯视图。

[0013] 图3为化T形耗能板的立体图。

[0014] 图4为化T形耗能板俯视图。

图5为实施例2中的钢结构框架的梁柱连接示意图。

图6、图7、图8、图9分别为图5中的节点a、b、c、d采用本发明的钢结构梁柱连接的耗能框

架节点结构的示意图。

[0015] 其中，1钢柱；2钢梁；3T形耗能板；301横板；301A扩翼段；301B防屈曲约束段；301C

外翼连接段；302端板；303加强筋板；4盖板；5垫块；6抗剪板；7、7’加强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实施例1

如图1—4所示，为本发明的用于钢结构梁柱连接的耗能框架节点，包括竖向设置的钢

柱1和与钢柱1侧缘连接的水平的钢梁2，钢梁的端部与钢柱1侧缘之间连接有T形耗能板3，

钢柱1的内部与钢梁2连接节点对应的位置设有加强支承结构，本实施例中的钢梁和钢柱均

采用符合《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10）、《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 

99-2015）、《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2017）的Q235B的H型钢，在钢柱1内部与钢梁2连接

节点对应的钢柱1的H型钢内部设置的加强支承结构包括H型钢的腹板两侧垂直支承的横向

的强加板7和贴合在腹板两侧的竖向的加强板7’；本实施例的T形耗能板3包括与钢柱1的侧

缘螺栓连接的端板302和与钢梁2水平方向的外缘螺栓连接的横板301，端板302与横板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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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双侧焊接固定，这确保焊接强度，焊缝高度须大于10mm，301横板从连接端向外侧依次

设有扩翼段301A、板宽缩小的防屈曲约束段301B和外翼连接段301C，外翼连接段301C设有

若干连接孔，扩翼段301C与端板302同宽度并且扩翼段301A的宽度大于外翼连接段301C的

宽度，防屈曲约束段301B的宽度小于外翼连接段301C的宽度，扩翼段301A的宽度向防屈曲

约束段301B方向逐减，并且防屈曲约束段301B两端的外缘分别与扩翼段301A未端外缘和外

翼连接段301C前端的外缘凹弧过渡连接。

[0017] 本发明的钢结构梁柱连接的耗能框架节点，将T形耗能板3设置成扩翼段301A、防

屈曲约束段301B和外翼连接段301C，扩翼段301A直接用于加强钢梁2和钢柱1连接节点处的

连接强度以防止强震作用下发生破坏性塑性变形或断裂，外翼连接段301C用于T形耗能板3

与钢梁2的加固连接，板宽缩小的防屈曲约束段301B为T形耗能板3的强度削弱段，实现塑性

铰外移的目的，T形耗能板3从连接节点处向外侧宽度逐渐缩小并过渡至宽度最小的防屈曲

约束段，实现塑性铰的平稳外移，有效防止强震冲击作用下，塑性铰提前发生。

[0018] 为有效防止T形耗能板3提前屈曲失效，防屈曲约束段301B的外表面设有盖板4，防

屈曲约束段301B外侧缘对应的盖板4与钢梁2的侧缘之间螺栓连接，并且盖板4与钢梁2的螺

栓连接部位设有垫块5。

[0019] 为降低外翼连接段301C螺栓连接孔对板面强度的消弱作用，钢梁沿长度方向设有

至少两排连接孔，两排连接孔之间交错等间距排布。

[0020] 为进一步优化T形耗能板3的结构尺寸，钢柱1与钢梁2连接的竖侧的宽度为D0，扩

翼段301A  和端板302的宽度为D，防屈曲约束段301B的最小宽度为D1，外翼连接段301C的宽

度为D2，则:  D=(0.8～1)D0，  D1=(0.4～0.6)D,D2=(0.7～0.8)D；横板301的长度L1=(3～6)D 

，扩翼段301A的长度L2=（0.6～1）D1，防屈曲约束段301B的长度L3=（2～4)  L2，T形耗能板3的

端板302和横板301厚度t相同，并且厚度t为钢梁型钢厚度的1.5～2倍。

[0021] 为进一步加强梁、柱连接节点处的连接强度，端板302与横板301连接的直角转角

处焊固有厚度大于T形耗能板3厚度的加强筋板303。另外，为提高连接节点处的抗剪能力，

在钢梁2端部的腹板处设置抗剪板6，该抗剪板6与钢梁螺栓连接，抗剪板6的端部与钢柱焊

接连接。

[0022] 实施例2

本实施例为实施例1的用于钢结构梁柱连接的耗能框架节点在如图5所示的钢结构框

架结构中不同位置处的梁柱连接节点a、b、c、d处的具体连接形式，如图6～9所示，分别依次

示出了图5中a、b、c、d处节点的具体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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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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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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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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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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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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