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2110878645.5

(22)申请日 2021.08.02

(71)申请人 三明学院

地址 365000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荆东路

25号

(72)发明人 张仁巍　曾武华　田尔布　郑仁亮　

王军芳　

(74)专利代理机构 厦门智慧呈睿知识产权代理

事务所(普通合伙) 35222

代理人 杨唯

(51)Int.Cl.

E04B 2/64(2006.01)

E04B 1/98(2006.01)

E04H 9/02(2006.01)

E04B 1/94(2006.01)

E04B 1/64(2006.01)

B28B 23/00(2006.01)

B28B 23/02(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及其制备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

墙组合结构，其包括下端梁、剪力柱和上端梁。所

述剪力柱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所述下端梁和所

述上端梁；所述剪力柱包括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

和填充于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的内部空间

中的素混凝土。RPC‑PC束剪力墙一方面利用RPC

的材料优势，可提高剪力墙的受力性能和抗震性

能，同时还能提高剪力墙的耐火性、抗冲击和抗

腐蚀性能等，另一方面将RPC预制成剪力墙的外

模板，形成RPC‑PC束剪力墙外模，该组合形式可

以节省大量的木模板和钢模板，对周围环境影响

小，提高工效，特别是可降低后期的维护费用，具

有广阔的工程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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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其特征在于：包括下端梁(9)、剪力柱和上端梁

(8)；所述剪力柱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所述下端梁(9)和所述上端梁(8)；所述剪力柱包括活

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和填充于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的内部空间中的素混凝土

(4)。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其特征在于：所述活性粉末混凝

土外模(3)包括外框和多个隔板(10)，每个所述隔板(10)均设置在所述外框内部空间中，将

所述外框的内部空间分隔为多个空腔，每个空腔均填充所述素混凝土(4)。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其特征在于：每个所述隔板(10)

上均设置有孔洞(11)。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其特征在于：所述剪力柱垂直于

所述下端梁(9)和所述上端梁(8)；以所述剪力柱的轴向为纵向，所述下端梁(9)和所述上端

梁(8)的轴向为横向，所述剪力柱还包括多根纵向钢筋(1)和多根箍筋(2)；所述活性粉末混

凝土外模(3)的外框和隔板(10)本体中均埋设有所述纵向钢筋(1)；每根所述箍筋(2)横向

设置，多根所述箍筋(2)将每个所述空腔的腔壁中的多根纵向钢筋(1)从上端至下端进行箍

紧。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其特征在于：每根所述纵向钢筋

(1)的两端分别伸入所述下端梁(9)和所述上端梁(8)中。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其特征在于：所述下端梁(9)中

设置有多个灌浆波纹管(7)，每个灌浆波纹管(7)内插入一根纵向钢筋(1)的下端，并通过所

述灌浆波纹管(7)内填充的混凝土进行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钢筋(1)

的上端和所述上端梁(8)中的钢筋绑扎连接，并通过浇筑入所述上端梁(8)中的素混凝土

(4)相互固定。

8.一种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的制备方法，应用于制备权利要求7所述的半装配

式的RPC‑PC束剪力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一、先预制所述下端梁(9)，下端梁(9)内提前预埋灌浆波纹管(7)；

二、加工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施工时纵向钢筋(1)的两端均延伸出活性粉末

混凝土外模(3)，同时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内部的隔板(10)上开设孔洞(11)；最后浇筑

素混凝土(4)于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的内部空间中，并进行养护；

三、待养护时间结束后，将混凝土砂浆灌入预埋的灌浆波纹管(7)内，再将纵向钢筋(1)

的下端插入灌浆波纹管(7)内，进行养护后完成下端梁(9)与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的拼

装；

四、将纵向钢筋(1)的上端与上端梁(8)内的钢筋进行绑扎，完成后向上端梁(8)内浇筑

素混凝土(4)，养护后完成RPC‑PC束剪力墙的制备。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一

具体为在预制场中先制作好下端梁(9)，包括绑扎钢筋时提前将灌浆波纹管(7)定位好，用

于与上部剪力柱进行拼装。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

二中，加工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包括：在预制场中，将多根纵向钢筋(1)和多根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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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绑扎成钢筋笼放入外模板中，且纵向钢筋(1)的两端伸出外模板，并对中间的隔板每间

距300mm预留一个孔洞(11)，最后浇筑活性粉末混凝土，养护后得到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外

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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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混凝土剪力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组

合结构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装配式建筑的快速发展对建筑行业产生了巨大影响，采用装配式技术能够高效的

利用资源和能源，具有施工快速、提高施工效率、质量可控和保护环境等优势。然而，当前国

内混凝土剪力墙多数是以传统现浇为主，施工时需要大量的木模板、钢模板等，生产方式较

为粗犷，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与国家提倡的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理念相悖。

发明内容

[0003] 为解决上述背景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半装配式的活性粉末混凝土

(Reactive  powder  concrete，以下简称RPC)‑素混凝土(Plain  concrete，以下简称PC)束

剪力墙组合构造，其结构和制备方法叙述如下。

[0004] 一种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包括下端梁、剪力柱和上端梁。所述剪力柱的两

端分别固定连接所述下端梁和所述上端梁；所述剪力柱包括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和填充于

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的内部空间中的素混凝土。

[0005] RPC‑PC束剪力墙一方面利用RPC的材料优势，可提高剪力墙的受力性能和抗震性

能，同时还能提高剪力墙的耐火性、抗冲击和抗腐蚀性能等，另一方面将RPC预制成剪力墙

的外模板，形成RPC‑PC束剪力墙外模，该组合形式可以节省大量的木模板和钢模板，对周围

环境影响小，提高工效，特别是可降低后期的维护费用，具有广阔的工程应用前景。

[0006] 作为本发明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的进一步改进，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外

模包括外框和多个隔板，每个所述隔板均设置在所述外框内部空间中，将所述外框的内部

空间分隔为多个空腔，每个空腔均填充所述素混凝土。

[0007] 作为本发明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的进一步改进，每个所述隔板上均设置

有孔洞。

[0008] 作为本发明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的进一步改进，所述剪力柱垂直于所述

下端梁和所述上端梁；以所述剪力柱的轴向为纵向，所述下端梁和所述上端梁的轴向为横

向，所述剪力柱还包括多根纵向钢筋和多根箍筋；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的外框和隔板

本体中均埋设有所述纵向钢筋；每根所述箍筋横向设置，多根所述箍筋将每个所述空腔的

腔壁中的多根纵向钢筋从上端至下端进行箍紧。

[0009] 作为本发明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的进一步改进，每根所述纵向钢筋的两

端分别伸入所述下端梁和所述上端梁中。

[0010] 作为本发明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的进一步改进，所述下端梁中设置有多

个灌浆波纹管，每个灌浆波纹管内插入一根纵向钢筋的下端，并通过所述灌浆波纹管内填

充的混凝土进行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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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作为本发明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的进一步改进，所述纵向钢筋的上端和

所述上端梁中的钢筋绑扎连接，并通过浇筑入所述上端梁中的素混凝土相互固定。

[0012] 一种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的制备方法，应用于如上所述的半装配式的RPC‑

PC束剪力墙，包括以下步骤：

[0013] 一、先预制所述下端梁，下端梁内提前预埋灌浆波纹管；

[0014] 二、加工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施工时纵向钢筋的两端均延伸出活性粉末混

凝土外模，同时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内部的隔板上开设孔洞；最后浇筑素混凝土于活性粉

末混凝土外模的内部空间中，并进行养护；

[0015] 三、待养护时间结束后，将混凝土砂浆灌入预埋的灌浆波纹管内，再将纵向钢筋的

下端插入灌浆波纹管内，进行养护后完成下端梁与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的拼装；

[0016] 四、将纵向钢筋的上端与上端梁内的钢筋进行绑扎，完成后向上端梁内浇筑素混

凝土，养护后完成RPC‑PC束剪力墙的制备。

[0017] 本方法采用半装配式施工技术，可以节省大量的木模板和钢模板，对周围环境影

响小，提高工效，特别是可降低后期的维护费用。RPC‑PC束剪力墙不仅能够快速、简洁、高效

的满足建筑需求，还符合国家大力提倡的“低碳、绿色、环保”理念，具有广阔的工程应用前

景。

[0018] 作为本发明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的制备方法的进一步改进，步骤一具体

为在预制场中先制作好下端梁，包括绑扎钢筋时提前将灌浆波纹管定位好，用于与上部剪

力柱进行拼装。

[0019] 作为本发明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的制备方法的进一步改进，步骤二中，

加工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包括：在预制场中，将多根纵向钢筋和多根箍筋绑扎成钢筋

笼放入外模板中，且纵向钢筋的两端伸出外模板，并对中间的隔板每间距300mm预留一个孔

洞，最后浇筑活性粉末混凝土，养护后得到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

[0020] 本发明方案的技术优势在于：

[0021] (1)将配筋的RPC预制成剪力墙的外模板，形成RPC‑PC束剪力墙外模，该组合形式

可以节省大量的模板工程，同时RPC束可起到钢材的作用，提高组合剪力墙的承载性能、抗

震性能等。

[0022] (2)利用活性粉末混凝土(RPC)可提高组合剪力墙的耐久性、耐腐蚀性、耐火性和

抗侵蚀性能等。

[0023] (3)RPC‑PC组合剪力墙结构采用灌浆波纹管连接，施工快速，节约工期，对周围环

境的影响较小，同时质量可控，安全性能高。

[0024] (4)内部RPC束隔板预留孔洞，有利于活性粉末混凝土(RPC)与素混凝土(PC)之间

的结合，避免两者剥离。

[0025] (5)RPC‑PC束剪力墙仅在外部采用少量的RPC，一般厚度控制在25～50mm，实际工

程中最大不超过100mm，成本低。基于剪力墙的全寿命周期成本，RPC‑PC组合剪力墙具有经

济合理，有效降低剪力墙的后期养护费用的优点。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的主视角剖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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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2是图1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的A‑A截面的俯视图。

[0028] 图3是图1的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中的隔板上预留孔洞示意图。

[0029] 附图标记：纵向钢筋1、箍筋2、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素混凝土4、下延伸段钢筋5、

超高性能混凝土砂浆6、灌浆波纹管7、上端梁8、下端梁9、隔板10、孔洞11、上延伸段钢筋12。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使本发明实施方式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

方式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方式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

施方式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方式，而不是全部的实施方式。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方式，本领

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发明

保护的范围。

[0031] 如图1～2所示，一种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包括下端梁9、剪力柱和上端梁

8。所述剪力柱的两端分别固定连接所述下端梁9和所述上端梁8。所述剪力柱包括活性粉末

混凝土外模3和填充于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的内部空间中的素混凝土4。

[0032] RPC‑PC束剪力墙一方面利用RPC的材料优势，可提高剪力墙的受力性能和抗震性

能，同时还能提高剪力墙的耐火性、抗冲击和抗腐蚀性能等，另一方面将RPC预制成剪力墙

的外模板，形成RPC‑PC束剪力墙外模，该组合形式可以节省大量的木模板和钢模板，对周围

环境影响小，提高工效。RPC‑PC束剪力墙仅在外部采用少量的RPC，一般厚度控制在25～

50mm，实际工程中最大不超过100mm，成本低。基于剪力墙的全寿命周期成本，RPC‑PC组合剪

力墙具有经济合理，有效降低剪力墙的后期养护费用的优点，具有广阔的工程应用前景。

[0033] 如图2所示，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包括外框和多个隔板10(图2中示出了两个

隔板10，实际工程中可依情况增加或减少)，每个所述隔板10均设置在所述外框内部空间

中，将所述外框的内部空间分隔为多个空腔(图2中为3个空腔)，每个空腔均填充所述素混

凝土4。在图2中，所有隔板10均相互平行，厚度相同，外框和隔板10一体成型，均为RPC材质；

外框可以为如图2的方柱形，在其他实施例中，外框也可以是弧形柱形等。

[0034] 如图3所示，为隔板10端面截取一部分区域的示意图，每个所述隔板10上均设置有

孔洞11，可以是每间距200～400mm预留一个孔洞11，孔洞11的间距也可依情况具体而定。孔

洞11连通相邻的两个空腔，孔洞11渗入素混凝土4后，能增强素混凝土4与活性粉末混凝土

外模3(RPC外模)之间的连接，避免RPC外膜与内部混凝土出现剥离现象。

[0035] 如图1，所述剪力柱垂直于所述下端梁9和所述上端梁8。以所述剪力柱的轴向为纵

向，所述下端梁9和所述上端梁8的轴向为横向，所述剪力柱还包括多根纵向钢筋1和多根箍

筋2。如图1～2，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的外框和隔板10本体中均埋设有所述纵向钢筋

1。每根所述箍筋2横向设置，多根所述箍筋2将每个所述空腔的腔壁中的多根纵向钢筋1从

上端至下端进行箍紧。

[0036] 将配筋的RPC预制成剪力墙的外模板，形成RPC‑PC束剪力墙外模，该组合形式可以

节省大量的模板工程，同时RPC束可起到钢材的作用，提高组合剪力墙的承载性能、抗震性

能等。

[0037] 如图1所示，每根所述纵向钢筋1的两端分别伸入所述下端梁9和所述上端梁8中，

分别形成上延伸段钢筋12和下延伸段钢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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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如图1所示，所述下端梁9中设置有多个灌浆波纹管7，每个灌浆波纹管7内插入一

根纵向钢筋1的下端，即下延伸段钢筋5，并通过所述灌浆波纹管7内填充的混凝土进行固定

连接，灌浆波纹管7内填充的混凝土可以是超高性能混凝土砂浆6。

[0039] 所述纵向钢筋1的上端，即上延伸段钢筋12，和所述上端梁8中的钢筋绑扎连接，并

通过浇筑入所述上端梁8中的素混凝土4相互固定。

[0040] 该半装配式的RPC‑PC束剪力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一、先预制所述下端梁9，下端梁9内提前预埋灌浆波纹管7；

[0042] 二、加工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施工时纵向钢筋1的两端均延伸出活性粉末

混凝土外模3，同时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内部的隔板10上开设孔洞11；最后浇筑素混凝土4

于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的内部空间中，并进行养护；

[0043] 三、待养护时间结束后，将混凝土砂浆灌入预埋的灌浆波纹管7内，再将纵向钢筋1

的下端插入灌浆波纹管7内，进行养护后完成下端梁9与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的拼装；

[0044] 四、将纵向钢筋1的上端与上端梁8内的钢筋进行绑扎，完成后向上端梁8内浇筑素

混凝土4，养护后完成RPC‑PC束剪力墙的制备。

[0045] 本方法采用半装配式施工技术，可以节省大量的木模板和钢模板，对周围环境影

响小，提高工效，特别是可降低后期的维护费用。RPC‑PC束剪力墙不仅能够快速、简洁、高效

的满足建筑需求，还符合国家大力提倡的“低碳、绿色、环保”理念，具有广阔的工程应用前

景。

[0046] 其中，步骤一具体为在预制场中先制作好下端梁9，包括绑扎钢筋时提前将灌浆波

纹管7定位好，用于与上部剪力柱进行拼装。下端梁9内浇筑的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可以和素

混凝土4相同，或者直接采用素混凝土4。RPC‑PC组合剪力墙结构采用灌浆波纹管7连接，施

工快速，节约工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同时质量可控，安全性能高。

[0047] 其中，步骤二中，加工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包括：在预制场中，将多根纵向钢

筋1和多根箍筋2绑扎成钢筋笼放入外模板中，且纵向钢筋1的两端伸出外模板，并对中间的

隔板每间距300mm预留一个孔洞11，最后浇筑活性粉末混凝土，养护后得到所述活性粉末混

凝土外模3。在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所述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在浇筑内部混凝土(素混凝土

4)前，应该对RPC外模(活性粉末混凝土外模3)的内表面和上下端表面进行适当的凿毛，增

大表面粗糙度，提高内部混凝土和RPC外模的附着力。

[0048] 在一个优选实施例中，步骤三下端梁与上部剪力柱(RPC束)拼装前，先在下端梁9

的上表面进行适当的凿毛，然后将超高性能混凝土砂浆6灌入灌浆波纹管7内，再将剪力柱

下端延伸的钢筋插入，施工时要注意防止RPC外模倾倒，可采用支架支撑。

[0049] 本实施方案的RPC‑PC束剪力墙不仅能够快速、简洁、高效的满足建筑需求，还符合

国家大力提倡的“低碳、绿色、环保”理念，具有广阔的工程应用前景。

[0050] 以上对在附图中提供的本发明的实施方式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本发明要求

保护的范围，而仅仅表示本发明的选定实施方式。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方式，本领域普通技

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方式，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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