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0244590.0

(22)申请日 2019.02.27

(73)专利权人 青岛腾远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址 266000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株洲路

78号国家（青岛）通信产业园2号楼9层

(72)发明人 王磊　信校阳　

(51)Int.Cl.

E04B 1/61(2006.01)

(ESM)同样的发明创造已同日申请发明专利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装配式剪力墙竖向机械连接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于建筑结构连接构造领域，特

别是涉及一种装配式剪力墙竖向机械连接结构，

上层剪力墙内部前后侧设置有上层剪力墙底部

竖向甩筋，下层剪力墙的内部设置有下层剪力墙

顶部竖向甩筋，并且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向

上延伸出下层剪力墙的上侧面，且与上层剪力墙

底部竖向甩筋的位置相对应，作为连接和支撑结

构的刚性金属盒预埋件预埋于上层剪力墙的下

端，其上下端面分别开有安装上层剪力墙底部竖

向甩筋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的上部穿筋

孔和底部穿筋孔，在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的

下端套有起固定和连接作用的套筒，其主体结构

简单，能够实现上层剪力墙和下层剪力墙的快速

连接，有效提高了施工速度，应用环境友好，市场

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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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剪力墙竖向机械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上层剪

力墙内部前后侧设置有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下层剪力墙的内部设置有下层剪力墙顶

部竖向甩筋，并且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向上延伸出下层剪力墙的上侧面，且与上层剪

力墙底部竖向甩筋的位置相对应，刚性金属盒预埋件预埋于上层剪力墙的下端，其上下端

面分别开有安装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的上部穿筋孔和底

部穿筋孔，其中刚性金属盒预埋件的预埋位置根据上层剪力墙和下层剪力墙竖向连接构造

的构件位置和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的位置确定；其中上层

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的下端穿过上部穿筋孔并位于刚性金属盒预埋件中，在上层剪力墙底

部竖向甩筋的下端套有起固定和连接作用的套筒，套筒的下端口用以与下层剪力墙顶部竖

向甩筋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剪力墙竖向机械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套筒选用

直螺纹套筒。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剪力墙竖向机械连接结构，其特征在于刚性金属

盒预埋件为前后侧敞口结构，敞口面与上层剪力墙和下层剪力墙内外墙面平行，且一侧紧

贴墙面，并在墙底部墙面形成方形洞口。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权利要求所述的一种装配式剪力墙竖向机械连接结构，其

特征在于进一步的，刚性金属盒预埋件的最佳长l为100mm，宽为c/2，其中c为剪力墙厚，高

度根据下式确定：

h＝L+2×a+2×b  (1)

式中：h为刚性金属盒预埋件的高度；L为套筒长度；a为套筒端部与邻近刚性金属盒预

埋件内壁的间距；b为刚性金属盒预埋件的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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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配式剪力墙竖向机械连接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建筑结构连接构造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装配式剪力墙竖向机械

连接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在房屋建筑领域的应用比较广泛，由于其有效

提高了建筑质量，施工效率；并且节约材料，节能减排环保，节省劳动力并改善劳动条件；缩

短工期，方便冬季施工等的效果，因此在我国建筑工业化当中扮演主要角色。

[0003] 在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构件中，剪力墙的竖向连接是关键技术之一。国内现阶段

对装配式剪力墙常用的竖向连接方式为套筒灌浆连接和浆锚搭接连接等。上述连接方式在

实践中应用广泛，抗震性能也能满足规范的要求。但对于剪力墙结构，竖向分布筋较多，过

多的连接接头造成施工难度加大，造价提高，同时对剪力墙的抗震性能也有不利的影响，且

现有连接方法均存在缺点:一、剪力墙竖向连接部位存在冷热桥降低建筑的保温性能；二、

剪力墙竖向钢筋连接难度较大，钢筋套筒灌浆连接的套筒及灌浆料成本高，施工质量验收

不方便进行；三、抽芯成孔箍筋约束钢筋浆锚搭接连接和金属波纹管成孔钢筋浆锚搭接连

接为竖向钢筋逐根连接，存在开孔数量多，安装难度大，灌浆料使用量大，开孔处保护层易

开裂等缺点；四、预制墙体竖向钢筋一般为双面筋，其根数较多搭接长度较长，上端均有较

长钢筋伸出墙外，不便于运输和施工。

[0004] 鉴于目前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竖向连接以套筒灌浆连接和浆锚搭接连接居多，本

实用新型拟结合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实际施工需要，通过利用机械套筒连接和埋置刚性预

埋件的方法寻求设计提供一种更为方便快捷且可靠的剪力墙竖向连接结构，实现可拆卸连

接。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竖向连接的不足与缺陷，根

据机械套筒连接和埋置刚性预埋件的方法，提出一种装配式剪力墙竖向机械连接结构，该

结构通过在剪力墙浇筑时交叉预埋带穿筋孔的刚性金属盒，上层剪力墙构件甩出有底部竖

向甩筋(长度不小于套筒长度)，下层剪力墙构件甩出有顶部竖向甩筋，竖向甩筋均穿过相

应的位置伸入刚性金属盒中，并通过在刚性金属盒中利用套筒螺纹连接。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涉及的一种装配式剪力墙竖向机械连接结构通过

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7] 上层剪力墙内部前后侧设置有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下层剪力墙的内部设置

有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并且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向上延伸出下层剪力墙的上侧

面，且与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的位置相对应，作为连接和支撑结构的刚性金属盒预埋

件预埋于上层剪力墙的下端，其上下端面分别开有安装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和下层剪

力墙顶部竖向甩筋的上部穿筋孔和底部穿筋孔，其中刚性金属盒预埋件的预埋位置根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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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剪力墙和下层剪力墙竖向连接构造的构件位置和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和下层剪力

墙顶部竖向甩筋的位置确定；其中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的下端穿过上部穿筋孔并位于

刚性金属盒预埋件中，在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的下端套有起固定和连接作用的套筒，

套筒的下端口用以与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连接，以实现上层剪力墙和下层剪力墙的机

械式连接。

[0008] 进一步的，本实用新型中钢筋机械连接用的套筒具体设计方式按照如下方式进

行，套筒选用直螺纹套筒，用以对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进

行机械连接，直螺纹套筒的类型，型号和尺寸(外径D和长度L)参照《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

(JG/T  163-2013)中的附录A进行设计。

[0009] 进一步的，本实用新型中刚性金属盒预埋件为前后侧敞口结构，敞口面与上层剪

力墙和下层剪力墙内外墙面平行，且一侧紧贴墙面，并在墙底部墙面形成方形洞口。

[0010] 进一步的，本实用新型中刚性金属盒预埋件的最佳长l为100mm，宽为c/2，其中c为

剪力墙厚，高度根据下式确定：

[0011] h＝L+2×a+2×b         (1)

[0012] 式中：h为刚性金属盒预埋件的高度；L为套筒长度；a为套筒端部与邻近刚性金属

盒预埋件内壁的间距；b为刚性金属盒预埋件的壁厚。

[0013]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具体操作步骤按照如下方式进行：

[0014] S1、剪力墙构件的设计和拆分

[0015] 根据结构荷载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对上层剪力墙和下层剪力墙的构

件进行设计和拆分，确定出上层剪力墙和下层剪力墙竖向连接构造的构件的位置，确定上

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的直径、间距和位置；

[0016] S2、刚性金属盒预埋件相关属性的确定

[0017] (1)刚性金属盒预埋件的定位

[0018] 刚性金属盒预埋件预埋于上层剪力墙的下端或者下层剪力墙的上端，其上下端面

分别开有安装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的上部穿筋孔和底部

穿筋孔，其中预埋位置根据S1确定的上层剪力墙和下层剪力墙竖向连接构造的构件位置和

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的信息，在上层剪力墙的端部位置对

刚性金属盒预埋件进行定位；

[0019] (2)刚性金属盒预埋件材料和尺寸的确定

[0020] 根据上层剪力墙和下层剪力墙的结构荷载和受力形式选择符合承载力要求的刚

性金属盒预埋件的材料和壁厚度，以保证刚性金属盒预埋件的承载力不小于上层剪力墙和

下层剪力墙构件的承载力，并设计出与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

筋相配合使用的套筒，其中套筒套在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

上以对其进行固定；

[0021] S3、将刚性金属盒预埋件与剪力墙内部钢筋利用拉结筋焊接或螺栓进行有效固

定，使刚性金属盒预埋件与上层剪力墙成为一个有效整体，然后采用平模法组装预制混凝

土的剪力墙构件的模具，浇筑剪力墙构件的混凝土，并对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和下层

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进行清理以及对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

筋的甩出端套丝外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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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S4、上层剪力墙和下层剪力墙构件的养护和脱模检查

[0023] 采用蒸汽养护法对浇筑完成的上层剪力墙和下层剪力墙构件进行养护，并对上层

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进行防锈漆的防腐蚀处理；养护完成后拆

除上层剪力墙和下层剪力墙构件的模具，并对上层剪力墙和下层剪力墙构件的表面、尺寸、

预埋件的位置进行检查、调整改进，然后将所有的上层剪力墙和下层剪力墙构件按照运输

方案依次运至安装使用处；

[0024] S5、吊装施工安装

[0025] 对下层剪力墙构件的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进行校正，确保下层剪力墙顶部竖

向甩筋穿过刚性金属盒预埋件底板的底部穿筋孔，按照吊装方案，吊装上层剪力墙构件至

下层剪力墙构件的预定位置对齐，将下层剪力墙构件的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穿过下层

剪力墙中刚性金属盒预埋件底板的底部穿筋孔，并且通过套筒与上层剪力墙构件的上层剪

力墙底部竖向甩筋进行紧固机械连接。

[0026] 本实用新型与现有技术相比，取得的有益效果如下：

[0027] 通过刚性金属盒预埋件来作为机械安装和连接中介，不仅保证了连接强度，同时

能够使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对接和安装方便，提高了安装

和施工效率，有效提高施工进度，减少现场的湿作业，提高了建筑结构的装配化水平，同时

采用套筒套在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的结构，能够有效增加

连接的稳固性和连接强度，刚性金属盒预埋件采用前后侧敞口结构，能够便于观察连接情

况，也便于后续施工，综述，其主体结构简单，设计构思巧妙，使用安全方便，能够实现上层

剪力墙和下层剪力墙的快速连接，有效提高了施工速度，应用环境友好，市场前景广阔。

附图说明：

[0028]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工艺流程示意框图。

[0029] 图2为本实用新型涉及的上、下层剪力墙构件竖向连接的结构拆原理分示意图。

[0030] 图3为本实用新型涉及的图2中的A-A剖面结构原理示意图。

[0031] 图4为本实用新型涉及的图2中的B-B剖面结构原理示意图。

[0032] 图5为本实用新型涉及的图2中的C-C剖面结构原理示意图。

[0033] 图6、上、下层剪力墙构件竖向连接的结构组合原理示意图。

[0034] 附图标记说明：上层剪力墙1、上部穿筋孔2、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3、套筒4、刚

性金属盒预埋件5、底部穿筋孔6、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7、下层剪力墙8。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下面通过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说明。

[0036] 实施例1：

[0037] 本实施例涉及的一种装配式剪力墙竖向机械连接结构通过如下技术方案实现：

[0038] 附图标记说明：上层剪力墙1、上部穿筋孔2、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3、套筒4、刚

性金属盒预埋件5、底部穿筋孔6、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7、下层剪力墙8。

[0039] 上层剪力墙1内部前后侧设置有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3，下层剪力墙8的内部

设置有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7，并且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7向上延伸出下层剪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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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的上侧面，且与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3的位置相对应，刚性金属盒预埋件5预埋于上层

剪力墙1的下端，其上下端面分别开有安装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3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

向甩筋7的上部穿筋孔2和底部穿筋孔6，其中刚性金属盒预埋件5的预埋位置根据上层剪力

墙1和下层剪力墙8竖向连接构造的构件位置和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3和下层剪力墙顶

部竖向甩筋7的位置确定；其中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3的下端穿过上部穿筋孔2并位于

刚性金属盒预埋件5中，在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3的下端套有起固定和连接作用的套筒

4，套筒4的下端口用以与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7连接，以实现上层剪力墙1和下层剪力

墙8的机械式连接。

[0040] 进一步的，本实施例中钢筋机械连接用的套筒具体设计方式按照如下方式进行，

套筒选用直螺纹套筒，用以对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进行机

械连接，直螺纹套筒的类型，型号和尺寸(外径D和长度L)参照《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JG/T 

163-2013)中的附录A进行设计。

[0041] 进一步的，本实施例中刚性金属盒预埋件为前后侧敞口结构，敞口面与上层剪力

墙和下层剪力墙内外墙面平行，且一侧紧贴墙面，并在墙底部墙面形成方形洞口。

[0042] 进一步的，本实施例中刚性金属盒预埋件的最佳长l为100mm，宽为c/2，其中c为剪

力墙厚，高度根据下式确定：

[0043] h＝L+2×a+2×b         (1)

[0044] 式中：h为刚性金属盒预埋件的高度；L为套筒长度；a为套筒端部与邻近刚性金属

盒预埋件内壁的间距；b为刚性金属盒预埋件的壁厚。

[0045] 本实施例在使用时，具体操作步骤按照如下方式进行：

[0046] S1、剪力墙构件的设计和拆分

[0047] 根据结构荷载和《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设计规程》对上层剪力墙1和下层剪力墙8的

构件进行设计和拆分，确定出上层剪力墙1和下层剪力墙8竖向连接构造的构件的位置，确

定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3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7的直径、间距和位置；

[0048] S2、刚性金属盒预埋件5相关属性的确定

[0049] (1)刚性金属盒预埋件5的定位

[0050] 刚性金属盒预埋件5预埋于上层剪力墙1的下端或者下层剪力墙8的上端，其上下

端面分别开有安装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3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7的上部穿筋孔2

和底部穿筋孔6，其中预埋位置根据S1确定的上层剪力墙1和下层剪力墙8竖向连接构造的

构件位置和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3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7的信息，在上层剪力墙

1的端部位置对刚性金属盒预埋件5进行定位；

[0051] (2)刚性金属盒预埋件5材料和尺寸的确定

[0052] 根据上层剪力墙1和下层剪力墙8的结构荷载和受力形式选择符合承载力要求的

刚性金属盒预埋件5的材料和壁厚度，以保证刚性金属盒预埋件5的承载力不小于上层剪力

墙1和下层剪力墙8构件的承载力，并设计出与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3和下层剪力墙顶

部竖向甩筋7相配合使用的套筒4，其中套筒4套在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3和下层剪力墙

顶部竖向甩筋7上以对其进行固定；

[0053] S3、将刚性金属盒预埋件5与剪力墙内部钢筋利用拉结筋焊接或螺栓进行有效固

定，使刚性金属盒预埋件5与上层剪力墙1成为一个有效整体，然后采用平模法组装预制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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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土的剪力墙构件的模具，浇筑剪力墙构件的混凝土，并对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3和下

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7进行清理以及对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3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

向甩筋7的甩出端套丝外螺纹；

[0054] S4、上层剪力墙1和下层剪力墙8构件的养护和脱模检查

[0055] 采用蒸汽养护法对浇筑完成的上层剪力墙1和下层剪力墙8构件进行养护，并对上

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3和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7进行防锈漆的防腐蚀处理；养护完成

后拆除上层剪力墙1和下层剪力墙8构件的模具，并对上层剪力墙1和下层剪力墙8构件的表

面、尺寸、预埋件的位置进行检查、调整改进，然后将所有的上层剪力墙1和下层剪力墙8构

件按照运输方案依次运至安装使用处；

[0056] S5、吊装施工安装

[0057] 对下层剪力墙8构件的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7进行校正，确保下层剪力墙顶部

竖向甩筋7穿过刚性金属盒预埋件5底板的底部穿筋孔6，按照吊装方案，吊装上层剪力墙1

构件至下层剪力墙8构件的预定位置对齐，将下层剪力墙8构件的下层剪力墙顶部竖向甩筋

7穿过下层剪力墙8中刚性金属盒预埋件5底板的底部穿筋孔6，并且通过套筒4与上层剪力

墙1构件的上层剪力墙底部竖向甩筋3进行紧固机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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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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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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