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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层装配式板式建筑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多层装配式板式建筑，

包括基础、板式承重墙、构造柱、楼/屋盖板、女儿

墙以及楼梯和/或电梯。所述板式承重墙、女儿墙

采用加气混凝土板或轻集料混凝土板，并根据设

计需要在外墙四角和对应转角，楼/电梯间四角、

纵横墙交接处等部位设置混凝土构造柱，在每层

楼盖和屋盖处设置混凝土圈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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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层装配式板式建筑，包括基础、板式承重墙(110)、构造柱(120)、楼/屋盖板、

女儿墙以及楼梯和/或电梯，其中：

所述板式承重墙(110)包括多块混凝土墙板(112)，其侧立应用并且顶面加工有通长或

间断凹槽(111)，水平相邻墙板之间的竖向拼缝(114a)一般错开布置，所述墙板(112)侧面

在竖向拼缝处(114a)设有半圆形或多边形凹沟(119)；

所述墙板(112)与所述构造柱(120)连接，并且在连接处所述墙板(112)设置马牙槎

(140)；

上下层所述墙板(112)之间的水平拼缝(114b)内设有水平拉筋钢筋与所述构造柱

(120)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板式建筑，其中所述墙板(112)顶面的所述凹槽(111)深5-

25mm，凹槽(111)宽度比墙板厚度小40-100mm；所述墙板(112)侧面的所述凹沟(119)宽30-

150mm，凹沟(119)深30-150m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板式建筑，其中在上下层以及水平相邻的所述墙板(112)之

间，采用与所述墙板(112)材料强度等级相适应的专用砂浆连接，连接方法包括砌筑连接和

表面封闭预留的板缝后灌浆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板式建筑，其中在水平相邻的所述墙板之间的竖向拼缝

(114a)一般错开布置，错开距离不小于墙板高度的一半，但因工程实施的需要，当所述竖向

拼缝(114a)形成通缝时，可在所述水平拼缝(114b)内设置搭接连接钢筋，并在所述墙板

(112)侧面的所述凹沟(119)内设竖向贯通钢筋，所述搭接连接钢筋采用光圆钢筋或带肋钢

筋，所述竖向贯通钢筋采用带肋钢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板式建筑，其中，根据设计需要，在所述板式承重墙(110)的包

括外墙四角和对应转角、楼/电梯间四角以及纵横墙交接处的拐角部位设置现浇混凝土构

造柱(120)。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板式建筑，其中所述构造柱(120)的截面为正方形、长方形、L

形、T形或十字形，其主边尺寸不小于190mm；对有保温隔热要求的外墙，墙厚大于所述构造

柱(120)的截面宽度，所述构造柱(120)设置在外墙的内侧，所述构造柱(120)的外侧为局部

厚度减小的所述墙板(112)，从而形成所述构造柱(120)处防热桥构造(12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板式建筑，其中所述板式承重墙(110)的水平拼缝(114b)内所

设的水平拉筋钢筋采用光圆钢筋或带肋钢筋，直径6-10mm，沿墙厚方向根数为2-3根，沿所

述板式承重墙(110)高度方向的间距为300mm、600mm，钢筋锚入所述板式承重墙(110)的长

度不小于1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板式建筑，其中所述板式承重墙(110)，在每层楼/屋盖处设置

混凝土圈梁(116)，其截面宽度不小于190mm，截面高度不小于120mm。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板式建筑，其中所述马牙槎(140)的高度为300或600mm，净距

为300或600mm，马牙槎(140)凹凸错开尺寸为60mm。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板式建筑，其中在所述墙板(112)与所述构造柱(120)连接

处，可通过安装错开约60mm以形成高度与所述墙板(112)相同、净距与所述墙板(112)相同

的马牙槎(140)；或者在所述墙板(112)与所述构造柱(120)连接处预先加工出马牙槎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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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板式建筑，其中在所述混凝土圈梁(116)处，所述混凝土圈梁

(116)下方的所述墙板(112)的顶面加工有通长凹槽(111)以形成所述混凝土圈梁(116)的

下部轮廓，凹槽(111)宽度与所述混凝土圈梁(116)截面宽度一致，凹槽(111)深度由所述圈

梁(116)截面高度和楼/屋盖板的厚度确定；当所述板式承重墙(110)为内墙时，凹槽(111)

位于墙体厚度中部，当所述板式承重墙(110)为外墙时，凹槽(111)位于墙体内侧，从而在墙

顶部形成L形构造。

1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板式建筑，其中所述板式承重墙(110)在门洞(117)或窗洞

(118)上方设置过梁(130)，所述过梁(130)可为普通预制混凝土过梁、加强配筋的所述墙板

(112)兼作的过梁或者现浇混凝土过梁；所述过梁(130)下方的所述墙板(112)的顶面可加

工成通长凹槽(111)以形成所述过梁(130)的下部轮廓，凹槽(111)宽度与所述过梁(130)截

面宽度一致，凹槽(111)深度由所述过梁(130)截面高度和楼/屋盖板的厚度确定。

1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板式建筑，其中所述女儿墙采用普通现浇混凝土、加气混凝

土板或轻集料混凝土板，其中当采用加气混凝土板或轻集料混凝土板时，所述加气混凝土

板或所述轻集料混凝土板通过连接钢筋与所述构造柱(120)或屋盖圈梁(116)连接。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板式建筑，其中所述楼/屋盖板，根据需要采用木结构板、加

气混凝土板、轻集料混凝土板、混凝土预制叠合板或现场浇筑混凝土的钢筋桁架固模楼承

板。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板式建筑，其中所述墙板(112)、所述楼/屋盖板所采用的加

气混凝土板或轻集料混凝土板，根据设计需要配置有普通光圆钢筋或带肋钢筋；所述墙板

(112)所采用的加气混凝土板或轻集料混凝土板，配筋一般为双层双向构造；所述楼/屋盖

板所采用的加气混凝土板或轻集料混凝土板，配筋为双层双向构造或单层双向构造。

1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板式建筑，其中的设备管线可预先在构件内留设所述管线的

孔洞和所述管线的线盒洞口，现场铺设所述管线；或者可选地，所述管线通过连接管线卡具

固定于墙体侧面、楼/屋盖板的下表面，并通过装配式墙面、吊顶饰面覆盖。

1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板式建筑，其中所述楼梯为混凝土楼梯、钢楼梯或木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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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层装配式板式建筑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的发明属于建筑构件和结构及其建造技术领域，涉及一种板式承重墙

和构造柱，以及相应的多层装配式板式建筑。

背景技术

[0002] 2019年2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农村住房建设试点工作的

通知》，提出推广应用农房现代建造方式，要求“因地制宜推广农房现代建造方式。要应用绿

色节能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探索装配式建筑、被动式阳光房等建筑应用技术”。装配

式农房建设已经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0003] 目前在城市住宅中广为应用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内承重墙采用预制混凝土墙

板、外承重墙采用预制混凝土夹心保温外墙板、楼板采用混凝土预制叠合板。构件大、重量

重，农村道路基础设计难以满足构件运输和安装的要求。此外，预制混凝土结构的技术要求

高、建造成本高，在农村难以批量推广。

[0004] 多年以来，砌体结构建筑由于技术要求低、经济性好、应用灵活方便而在我国广大

农村地区得到广泛应用。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的砌体结构建筑也面临挑战：

普通粘土砖的生产破坏耕地且建筑保温性能差；建筑工人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现场

施工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高；施工现场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传统的砌体结构已经难以适应

我国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0005] 本发明所采用的加气混凝土板或轻集料混凝土板，标准化程度高，工业化生产效

率高。构件二次加工过程全干法化、技术简单、污染小。本发明建筑构件自重轻，方便运输和

安装，可满足建筑自保温和建筑防火要求，符合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的要求，尤其适合我国

广大农村地区住房建设的需要。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的发明提供了一种板式承重墙和构造柱，以及相应的多层装配式板式

建筑及其建造方法。

[0007] 在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多层装配式板式建筑，包括基础、板式承重墙、构造

柱、楼/屋盖板、女儿墙以及楼梯和/或电梯，其中：

[0008] 所述板式承重墙包括多块混凝土墙板，其侧立应用并且顶面加工有通长或间断凹

槽，水平相邻墙板之间的竖向拼缝一般错开布置，所述墙板侧面在竖向拼缝处设有半圆形

或多边形凹沟；

[0009] 所述墙板与所述构造柱连接，并且在连接处所述墙板设置马牙槎；

[0010] 上下层所述墙板之间的水平拼缝内设有水平拉筋钢筋与所述混凝土构造柱连接。

[0011] 所述基础为普通混凝土基础或普通砌体基础。

[0012] 所述墙板采用加气混凝土或轻集料混凝土制备。

[0013] 所述水平相邻的所述墙板之间的竖向拼缝一般错开布置，错开距离不小于墙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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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一半，但因工程实施的需要当所述竖向拼缝形成通缝时，可在所述水平拼缝内设置搭

接连接钢筋，并在所述侧面凹沟内设竖向贯通钢筋。

[0014] 根据设计需要，在所述板式承重墙的包括外墙四角和对应转角、楼/电梯间四角以

及纵横墙交接处的拐角部位设置现浇混凝土构造柱。

[0015] 在所述墙板与所述构造柱连接处可通过安装错开形成马牙槎，或者在所述墙板与

所述构造柱连接处预先加工出马牙槎。

[0016] 在所述混凝土圈梁处，所述混凝土圈梁下方的所述墙板的顶面加工有通长凹槽以

形成所述混凝土圈梁的下部轮廓，凹槽宽度与所述混凝土圈梁截面宽度一致，凹槽深度由

所述圈梁截面高度和楼/屋盖板的厚度确定；当所述板式承重墙为内墙时，凹槽位于墙体厚

度中部，当所述板式承重墙为外墙时，凹槽位于墙体内侧，从而在墙顶部形成L形构造。

[0017] 所述多层装配式加气混凝土板式建筑，可用于住宅、民宿和乡村旅店等居住建筑。

[0018] 本发明所采用的加气混凝土板或轻集料混凝土板，标准化程度高，工业化生产效

率高。构件二次加工过程全干法化、技术简单、污染小。本发明建筑构件自重轻，方便运输和

安装，可满足建筑自保温和建筑防火要求，符合我国装配式建筑发展的要求，尤其适合我国

广大农村地区住房建设的需要。

附图说明

[0019] 有关本发明的上述简要介绍以及下述的详细描述，结合附图会得到更好的理解。

[0020] 图1为根据本发明一种实施方式的多层装配式板式建筑示意图。

[0021] 图2A为根据本发明一种实施方式的装配式板式建筑中保温隔热外墙阳角示意图。

[0022] 图2B为根据本发明一种实施方式的装配式板式建筑中保温隔热外墙阴角示意图。

[0023] 图3为根据本发明一种实施方式的600mm高普通墙板示意图。

[0024] 图4为根据本发明一种实施方式的600mm高保温隔热外墙板示意图。

[0025] 图5为根据本发明一种实施方式的圈梁下内墙板示意图。

[0026] 图6为根据本发明一种实施方式的圈梁下外墙板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为了使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创新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合具

体图示并通过以下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

[0028]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如图1至图6所示，本发明的多层装配式板式建筑，包括基础、

板式承重墙110、构造柱120、楼/屋盖板、女儿墙以及楼梯和/或电梯，其中：

[0029] 所述板式承重墙110包括多块混凝土墙板112，其侧立应用并且顶面加工有通长或

间断凹槽111，水平相邻墙板112之间的竖向拼缝114a一般错开布置，所述墙板112  侧面在

竖向拼缝处114a设有半圆形或多边形凹沟119；

[0030] 所述墙板112与所述构造柱120连接，并且在连接处所述墙板112设置马牙槎140；

[0031] 上下层所述墙板112之间的水平拼缝114b内设有水平拉筋钢筋与所述混凝土构造

柱120连接。

[0032] 所述多层装配式加气混凝土板式建筑，可用于住宅、民宿和乡村旅店等居住建筑。

例如，建筑层数不多于8层，层高不大于3.6m，房间开间不大于4.8m。

说　明　书 2/4 页

5

CN 211200692 U

5



[0033] 在一种实施方式中，所述基础为普通混凝土基础或普通砌体基础。

[0034] 所述墙板112采用加气混凝土或轻集料混凝土制备，板材强度等级为LC2.5-LC15。

板长一般不超过4.2m，板厚200-400mm，板高为200mm-600mm，常用板高为300mm和600mm。

[0035] 所述墙板112顶面的所述凹槽111深5-25mm，凹槽111宽度比墙板112厚度小  40-

100mm。

[0036] 在上下层以及水平相邻的所述墙板112之间，采用与所述墙板112材料强度等级相

适应的专用砂浆连接，连接方法包括砌筑连接和表面封闭预留的板缝后灌浆连接，例如，板

缝净宽度3mm-20mm。

[0037] 在水平相邻的所述墙板112之间的竖向拼缝114a一般错开布置，错开距离不小于

墙板112高度的一半，但因工程实施的需要当所述竖向拼缝114a形成通缝时，可在所述水平

拼缝114b内设置搭接连接钢筋，所述搭接连接钢筋采用光圆钢筋或带肋钢筋。例如，所述钢

筋直径为6-10mm，沿墙厚方向根数为2-3根，钢筋锚入所述板式承重墙  110通缝两侧的长度

为150-600mm。

[0038] 根据设计需要，在所述板式承重墙110的包括外墙四角和对应转角、楼/电梯间四

角以及纵横墙交接处的拐角部位设置现浇混凝土构造柱120。

[0039] 所述构造柱120截面为正方形、长方形、L形、T形或十字形，其主边尺寸不小于 

190mm；对有保温隔热要求的外墙，墙厚大于所述构造柱120的截面宽度，所述构造柱  120设

置在外墙的内侧，所述构造柱120的外侧为局部厚度减小的所述墙板112，从而形成构造柱

120处防热桥构造125(见图6)。

[0040] 所述板式承重墙110的水平拼缝114b内所设的水平拉筋钢筋采用光圆钢筋或带肋

钢筋，直径6-10mm，沿墙厚方向根数为2-3根，沿所述板式承重墙110高度方向的间距为

300mm、600mm，钢筋锚入所述板式承重墙110的长度不小于1m。

[0041] 所述板式承重墙110，在每层楼/屋盖处设置混凝土圈梁116，其截面宽度不小于 

190mm，截面高度不小于120mm。

[0042] 所述马牙槎140的高度为300或600mm，净距为300或600mm，马牙槎140凹凸错开尺

寸为60mm。

[0043] 根据本发明一种实施方式的板式建筑，当所述墙板112的板高为300mm时，在所述

墙板112与所述构造柱120连接处可通过安装错开约60mm以形成300mm高马牙槎140；当所述

墙板112的板高为600mm时，在所述墙板112与所述构造柱120连接处可通过安装错开约60mm

以形成600mm高马牙槎140，也可预先加工出300mm高马牙槎140。

[0044] 在所述混凝土圈梁116处，所述混凝土圈梁116下方的所述墙板112的顶面加工有

通长凹槽111以形成所述混凝土圈梁116的下部轮廓，凹槽111宽度与所述混凝土圈梁  116

截面宽度一致，凹槽111深度由所述圈梁116截面高度和楼/屋盖板的厚度确定；当所述板式

承重墙110为内墙时，凹槽111位于墙体厚度中部，当所述板式承重墙110为外墙时，凹槽111

位于墙体内侧，从而在墙顶部形成L形构造。

[0045] 所述板式承重墙110在门洞117或窗洞118上方设置过梁130，所述过梁130可为普

通预制混凝土过梁、加强配筋的墙板112兼作的过梁或者现浇混凝土过梁；所述过梁  130下

方的所述墙板112的顶面可加工成通长凹槽111以形成所述过梁130的下部轮廓，凹槽111宽

度与所述过梁130截面宽度一致，凹槽111深度由所述过梁130截面高度和楼/屋盖板的厚度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211200692 U

6



确定。

[0046] 所述女儿墙采用普通现浇混凝土、加气混凝土板或轻集料混凝土板，其中当采用

加气混凝土板或轻集料混凝土板时，所述加气混凝土板或所述轻集料混凝土板通过连接钢

筋与所述构造柱120或屋盖圈梁116连接。

[0047] 所述楼/屋盖板，根据需要采用木结构板、加气混凝土板、轻集料混凝土板、混凝土

预制叠合板或现场浇筑混凝土的钢筋桁架固模楼承板。

[0048] 所述墙板112、所述楼/屋盖板所采用的加气混凝土板或轻集料混凝土板，根据设

计需要配置有普通光圆钢筋或带肋钢筋；钢筋直径6-14mm，双方向间距50-400mm。所述墙板

112所采用的加气混凝土板或轻集料混凝土板，配筋一般为双层双向构造；所述楼  /屋盖板

所采用的加气混凝土板或轻集料混凝土板，配筋为双层双向构造或单层双向构造。根据工

程需要，所述钢筋可进行防腐处理。

[0049] 所述板式建筑中的设备管线可预先在构件内留设所述管线的孔洞和所述管线的

线盒洞口，现场铺设所述管线；或者可选地，所述管线通过连接管线卡具固定于墙体侧面、

楼/屋盖板的下表面，并通过装配式墙面、吊顶饰面覆盖。

[0050] 所述加气混凝土板或所述轻集料混凝土板，可根据设计需要采用工厂定制生产的

板型；或采购标准板型的所述加气混凝土板或所述轻集料混凝土板，并在此标准板型的基

础上通过简易的加工工具二次加工制作。

[0051] 对保温要求较高的建筑，建筑外墙厚度大于圈梁和构造柱120的宽度以避免建筑

外墙形成热桥，并根据圈梁和构造柱120的构造要求在工厂预先加工好相关墙板112。可选

的，建筑外墙也可采用后置的保温装饰一体板。

[0052] 所述楼板和所述屋面板，根据需要采用木结构板、加气混凝土板、轻集料混凝土

板、混凝土预制叠合板或现场浇筑混凝土的钢筋桁架固模楼承板等。

[0053] 所述板式承重墙110和所述楼板(屋面板)所采用的加气混凝土板或轻集料混凝土

板，根据设计需要配置有普通光圆钢筋或带肋钢筋。

[0054] 所述楼梯为混凝土楼梯、钢楼梯或木楼梯。

[0055] 在本文的描述以及附图中，对本发明的产品和方法描述为特殊的形状、材料或工

艺顺序，并且针对一些具体的实施例为了说明的目的提供了一些详细的参数。然而，应该理

解这些具体描述并不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产生限制作用；也就是说，有关形状、材料或工艺

顺序的更改和变通仍然被包含在本发明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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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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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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