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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包括底

座、横梁、立柱、中心节点和墙板，所述底座在竖

直方向与立柱连接，在水平方向与横梁连接，所

述中心节点在竖直方向连接相邻2根立柱，所述

盖板上均匀设置有若干连接孔，所述底板上设置

有若干用于与地基连接的固定孔，此上支撑部上

表面设置有一上安装板，所述下铁片下表面固定

有一下支撑部，此铁片上固定有若干用于嵌入底

座盖板连接孔或中心节点安装通孔的螺杆，所述

横梁由工字钢和固定于工字钢两端面的横梁连

接片组成，所述工字钢一侧中央设置有一加固

板，此加固板一端嵌入工字钢的凹槽内并与工字

钢侧表面固定连接，另一端开有若干加固孔，用

于与加固梁固定连接。本发明巧妙解决了房屋框

架立柱和横梁之间的连接，结构简单，稳定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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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其特征在于：包括底座（1）、横梁（2）、立柱（3）、中心节点（4）

和墙板（5），所述底座（1）在竖直方向与立柱（3）连接，在水平方向与横梁（2）连接，所述中心

节点（4）在竖直方向连接相邻2根立柱（3），在水平方向与横梁（2）连接，所述墙板（5）与横梁

（2）固定连接；

所述底座（1）进一步包括底板（101）、方管（102）和盖板（103），所述方管（102）设置于底

板（101）中央并与底板（101）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盖板（103）与方管（102）上表面固定连

接，所述方管（102）侧面分别均匀设置有若干安装孔（104），所述盖板（103）上均匀设置有若

干连接孔（105），所述底板（101）上设置有若干用于与地基连接的固定孔（106），此若干固定

孔（106）设置于方管（102）与底板（101）连接处的外侧；

所述中心节点（4）进一步包括中央立柱（401）、上铁片（402）和下铁片（403），所述中央

立柱（401）的四个侧面上分别均匀设置有若干用于与横梁（2）连接的通孔（404），所述上铁

片（402）和下铁片（403）分别固定于中央立柱（401）的上下表面，所述上铁片（402）上表面固

定连接有一上支撑部（407），此上支撑部（407）上表面设置有一上安装板（408），所述下铁片

（403）下表面固定有一下支撑部（409），此下支撑部（409）下表面设置有一下安装板（410），

所述上安装板（408）和下安装板（410）上均设置有若干均匀排列的安装通孔（411）；

所述立柱（3）两端分别焊接有一铁片（301），此铁片上固定有若干用于嵌入底座（1）盖

板（105）连接孔（110）或中心节点（4）安装通孔（411）的螺杆（302）；

所述横梁（2）由工字钢（201）和固定于工字钢（201）两端面的横梁连接片（202）组成，所

述横梁连接片（202）上分别开有若干与底座（1）安装孔（109）或中心节点（4）通孔（404）对应

的横梁安装孔（203），所述工字钢（201）一侧中央设置有一加固板（204），此加固板（204）一

端嵌入工字钢（201）的凹槽内并与工字钢（201）侧表面固定连接，另一端开有若干加固孔

（205），用于与加固梁（206）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固板（204）与工字钢

（201）之间通过焊接固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固孔（205）的数目为2个

或4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固孔（205）为螺纹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梁（2）的横梁安装孔

（203）与底座（1）的安装孔（104）之间通过攻丝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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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钢结构房屋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属于装配式建筑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在“绿色建筑行动”和“建筑工业化、住宅产业化”政策和经济发展的驱动

下，装配式建筑现已成为国内研究和探索的热点。装配式建筑包括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和装

配式钢结构两大体系。钢框架结构体系可采用焊接，螺栓连接，施工速度快，但其建造成本

高，防腐防火处理技术难，交付使用后维护成本高；装配式钢结构相对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具有轻质、高强、工业化程度高、施工周期短、设计、生产、施工全产业链技术体系成熟、规范

图集等标准体系配套完备、生产设施配套齐全等优点，但在设计施工中仍存在一些不足，节

点连接构造较为复杂，若未对其连接节点进行精心设计和专业化的施工，很容易出现结构

整体性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目的是提供一种装配式钢结构房屋，该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巧妙解决了房屋

框架立柱和横梁之间的连接，结构简单，稳定性好。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包括底座、

横梁、立柱、中心节点和墙板，所述底座在竖直方向与立柱连接，在水平方向与横梁连接，所

述中心节点在竖直方向连接相邻2根立柱，在水平方向与横梁连接，所述墙板与横梁固定连

接；

所述底座进一步包括底板、方管和盖板，所述方管设置于底板中央并与底板上表面固

定连接，所述盖板与方管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方管侧面分别均匀设置有若干安装孔，所述

盖板上均匀设置有若干连接孔，所述底板上设置有若干用于与地基连接的固定孔，此若干

固定孔设置于方管与底板连接处的外侧；

所述中心节点进一步包括中央立柱、上铁片和下铁片，所述中央立柱的四个侧面上分

别均匀设置有若干用于与横梁连接的通孔，所述上铁片和下铁片分别固定于中央立柱的上

下表面，所述上铁片上表面固定连接有一上支撑部，此上支撑部上表面设置有一上安装板，

所述下铁片下表面固定有一下支撑部，此下支撑部下表面设置有一下安装板，所述上安装

板和下安装板上均设置有若干均匀排列的安装通孔；

所述立柱两端分别焊接有一铁片，此铁片上固定有若干用于嵌入底座盖板连接孔或中

心节点安装通孔的螺杆；

所述横梁由工字钢和固定于工字钢两端面的横梁连接片组成，所述横梁连接片上分别

开有若干与底座安装孔或中心节点通孔对应的横梁安装孔，所述工字钢一侧中央设置有一

加固板，此加固板一端嵌入工字钢的凹槽内并与工字钢侧表面固定连接，另一端开有若干

加固孔，用于与加固梁固定连接。

[0005] 上述技术方案中进一步改进的方案如下：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109779014 A

3



1. 上述方案中，所述加固板与工字钢之间通过焊接固定。

[0006] 2. 上述方案中，所述加固孔的数目为2个或4个。

[0007] 3. 上述方案中，所述加固孔为螺纹孔。

[0008] 4. 上述方案中，所述横梁的横梁安装孔与底座的安装孔之间通过攻丝连接。

[0009] 由于上述技术方案运用，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下列优点和效果：

1.  本发明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其底部横梁由工字钢与设置于工字钢两端的安装板组

成，所述安装板上均匀开有用于与底座节点的安装孔连接的固定孔，所述平行设置的2根底

部横梁相对的一侧表面分别设置有若干加固版，此加固版一端与底部横梁固定连接，另一

端开有若干用于与所述加强筋梁连接的加固孔，安装板和加强筋梁的设置，为底部框架提

供了加固的扩展方式，提高了房屋底部结构的稳定性和强度，从而为房屋整体的强度与稳

定性提供保证。

[0010] 2.  本发明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其提供了一种新的连接方式，为钢结构建筑提供了

基础，保证钢结构建筑柱梁之间的连接，达到快速安装、调整简单、安全可靠等目的，真正实

现钢结构住宅全装配化。

[0011] 3 .  本发明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其扩展节点进一步包括中央立柱、上铁片和下铁

片，所述中央立柱的四个侧面上分别均匀设置有若干用于与横梁连接的通孔，所述上铁片

和下铁片分别固定于中央立柱的上下表面，所述上铁片上表面固定连接有一上支撑部，此

上支撑部上表面设置有一上安装板，所述下铁片下表面固定有一下支撑部，此下支撑部下

表面设置有一下安装板，所述上安装板和下安装板上均设置有若干均匀排列的安装通孔，

中央立柱侧面通孔的设置，用于与横梁的连接，上下铁片上安装孔的设置用于与上下立柱

连接，巧妙解决了房屋框架立柱和横梁之间的连接，结构简单，稳定性好；其次，上下支撑部

的设置，为安装板提供一定的空间，方便下一步对上下立柱以及四周横梁的安装。

附图说明

[0012] 附图1为本发明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结构示意图；

附图2为本发明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的底座结构示意图；

附图3为本发明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局部结构示意图；

附图4为本发明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的立柱局部结构示意图；

附图5为本发明装配式钢结构房屋的中心节点结构示意图。

[0013] 以上附图中：1、底座；101、底板；102、方管；103、盖板；104、安装孔；105、连接孔；

106、固定孔；2、横梁；201、工字钢；202、横梁连接片；203、横梁安装孔；204、加固板；205、加

固孔；206、加固梁；3、立柱；301、铁片；302、螺杆；4、中心节点；401、中央立柱；402、上铁片；

403、下铁片；404、通孔；407、上支撑部；408、上安装板；409、下支撑部；410、下安装板；411、

安装通孔；5、墙板；21、微调螺母；22、垫片；23、弹簧垫片；24、锁紧螺母。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实施例1：一种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包括底座1、横梁2、立柱3、中心节点4和墙板5，所述

底座1在竖直方向与立柱3连接，在水平方向与横梁2连接，所述中心节点4在竖直方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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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2根立柱3，在水平方向与横梁2连接，所述墙板5与横梁2固定连接；

所述底座1进一步包括底板101、方管102和盖板103，所述方管102设置于底板101中央

并与底板101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盖板103与方管102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方管102侧面

分别均匀设置有若干安装孔104，所述盖板103上均匀设置有若干连接孔105，所述底板101

上设置有若干用于与地基连接的固定孔106，此若干固定孔106设置于方管102与底板101连

接处的外侧；

所述中心节点4进一步包括中央立柱401、上铁片402和下铁片403，所述中央立柱401的

四个侧面上分别均匀设置有若干用于与横梁2连接的通孔404，所述上铁片402和下铁片403

分别固定于中央立柱401的上下表面，所述上铁片402上表面固定连接有一上支撑部407，此

上支撑部407上表面设置有一上安装板408，所述下铁片403下表面固定有一下支撑部409，

此下支撑部409下表面设置有一下安装板410，所述上安装板408和下安装板410上均设置有

若干均匀排列的安装通孔411；

所述立柱3两端分别焊接有一铁片301，此铁片上固定有若干用于嵌入底座1盖板105连

接孔110或中心节点4安装通孔411的螺杆302；

所述横梁2由工字钢201和固定于工字钢201两端面的横梁连接片202组成，所述横梁连

接片202上分别开有若干与底座1安装孔109或中心节点4通孔404对应的横梁安装孔203，所

述工字钢201一侧中央设置有一加固板204，此加固板204一端嵌入工字钢201的凹槽内并与

工字钢201侧表面固定连接，另一端开有若干加固孔205，用于与加固梁206固定连接。

[0015] 上述加固板204与工字钢201之间通过焊接固定；上述加固孔205的数目为2个。

[0016] 实施例2：一种装配式钢结构房屋，包括底座1、横梁2、立柱3、中心节点4和墙板5，

所述底座1在竖直方向与立柱3连接，在水平方向与横梁2连接，所述中心节点4在竖直方向

连接相邻2根立柱3，在水平方向与横梁2连接，所述墙板5与横梁2固定连接；

所述底座1进一步包括底板101、方管102和盖板103，所述方管102设置于底板101中央

并与底板101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盖板103与方管102上表面固定连接，所述方管102侧面

分别均匀设置有若干安装孔104，所述盖板103上均匀设置有若干连接孔105，所述底板101

上设置有若干用于与地基连接的固定孔106，此若干固定孔106设置于方管102与底板101连

接处的外侧；

所述中心节点4进一步包括中央立柱401、上铁片402和下铁片403，所述中央立柱401的

四个侧面上分别均匀设置有若干用于与横梁2连接的通孔404，所述上铁片402和下铁片403

分别固定于中央立柱401的上下表面，所述上铁片402上表面固定连接有一上支撑部407，此

上支撑部407上表面设置有一上安装板408，所述下铁片403下表面固定有一下支撑部409，

此下支撑部409下表面设置有一下安装板410，所述上安装板408和下安装板410上均设置有

若干均匀排列的安装通孔411；

所述立柱3两端分别焊接有一铁片301，此铁片上固定有若干用于嵌入底座1盖板105连

接孔110或中心节点4安装通孔411的螺杆302；

所述横梁2由工字钢201和固定于工字钢201两端面的横梁连接片202组成，所述横梁连

接片202上分别开有若干与底座1安装孔109或中心节点4通孔404对应的横梁安装孔203，所

述工字钢201一侧中央设置有一加固板204，此加固板204一端嵌入工字钢201的凹槽内并与

工字钢201侧表面固定连接，另一端开有若干加固孔205，用于与加固梁206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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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 上述加固孔205为螺纹孔；上述横梁2的横梁安装孔203与底座1的安装孔104之间

通过攻丝连接。

[0018] 采用上述装配式钢结构房屋时，通过新的连接方式，为钢结构建筑提供了基础，保

证钢结构建筑柱梁之间的连接，达到快速安装、调整简单、安全可靠等目的，真正实现钢结

构住宅全装配化；其次，中央立柱侧面通孔的设置，用于与横梁的连接，上下铁片上安装孔

的设置用于与上下立柱连接，巧妙解决了房屋框架立柱和横梁之间的连接，结构简单，稳定

性好；再次，上下支撑部的设置，为安装板提供一定的空间，方便下一步对上下立柱以及四

周横梁的安装；再次，安装板和加强筋梁的设置，为底部框架提供了加固的扩展方式，提高

了房屋底部结构的稳定性和强度，从而为房屋整体的强度与稳定性提供保证。

[0019] 上述实施例只为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构思及特点，其目的在于让熟悉此项技术的人

士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并不能以此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根据本发明

精神实质所作的等效变化或修饰，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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