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 106760036 B
(45)授权公告日 2019.04.26
(56)对比文件

(21)申请号 201611243912 .7
(22)申请日 2016 .12 .2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6760036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 .05 .31
(73)专利权人 中通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52000 山东省聊城市新南环路176号
(72)发明人 关巧英 王培军 胡树青
马国润

CN
CN
CN
CN
CN
US

103981981 A ,2014 .08 .13 ,
105544801 A ,2016 .05 .04 ,
103924687 A ,2014 .07 .16 ,
103883034 A ,2014 .06 .25 ,
106168057 A ,2016 .11 .30 ,
3867805 A ,1975 .02 .25 ,

审查员 苏洁

李阳

(74)专利代理机构 济南诚智商标专利事务所有
限公司 37105
代理人 李潇潇
(51)Int .Cl .

CN 106760036 B

E04B 2/00(2006 .01)
E04B 1/14(2006 .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57)摘要
一种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剪力墙
包括中间钢板、混凝土层、连续弯折钢筋、加劲
板；
在中间钢板两侧有混凝土层，
中间钢板边缘
伸出两侧的混凝土层一定长度，
所述连续弯折钢
筋同向布置，
焊固在中间钢板两侧；
中间钢板在
楼层处预留槽口，
槽口处中间钢板外伸部分上焊
有所述加劲板。该发明承载力高 ，
剪力墙截面均
匀，
没有漏柱的问题，
保证混凝土和钢板的粘结，
防止裂缝产生。
连续弯折钢筋在预留槽口处是断
开的 ，
避免了竖向钢筋的连接，
免去了灌浆套筒
连接费用，
降低工程造价。现场拼接通过螺栓或
焊接完成，
方便快捷节省工期。工厂预制减少了
施工阶段模板用量，
方便施工。连续弯折钢筋和
加劲板外有混凝土层保护，
解决了防火防腐问题
和冷热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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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其特征在于，
剪力墙包括：
中间钢板、混凝土层、
连续弯折钢筋、加劲板；
在中间钢板两侧有混凝土层，
中间钢板边缘从两侧的混凝土层伸
出，
所述连续弯折钢筋同向布置，
焊固在中间钢板两侧；
中间钢板在楼层处预留槽口，
槽口
处中间钢板外伸部分上焊有所述加劲板；
所述加劲板需埋入混凝土层至少50mm；
所述槽口处仅保留钢板，
无混凝土层；
所述连续弯折钢筋弯折形状可为三角形或矩形；
在垂直于连续弯折钢筋的方向绑扎分
布钢筋；
连续弯折钢筋在楼层预留槽口处断开；
钢板剪力墙现场横向拼接位置取在楼层标高以上一米高度处。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中间钢
板在楼层预留槽口处预制等间距孔，
楼板支座负弯筋穿过所述等间距孔。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其特征在于，
所述剪力墙
边缘设有约束边缘构件，
所述约束边缘构件包括纵向焊固在中间钢板两侧的纵向通长劲板
和焊接在中间钢板外侧的箍筋，
纵向通长劲板在楼层预留槽口处不断开。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其特征在于，
预制钢板-混
凝土组合剪力墙现场拼接时，
中间钢板采用焊接或栓接连接。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其特征在于，
预制钢板-混
凝土组合剪力墙可做成横截面为一字形，
L形，
十字形，
T形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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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工程技术领域，
特别涉及一种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
剪力墙有混凝土剪力墙和钢板剪力墙。
[0003] 混凝土剪力墙又分现浇混凝土剪力墙和预制装配式剪力墙。
现浇混凝土剪力墙现
场绑扎钢筋工作量大，
现场湿作业量大，
施工效率低，
施工成本高；
预制装配式剪力墙的墙
板部分在工厂预制，
预留钢筋现场与边缘构件柱等绑扎在一起后浇筑混凝土。预制装配式
剪力墙结构实现了预制部分工业化生产，
可减少支模和混凝土施工湿作业量，
相对缩短施
工周期。但现场拼装时，
纵向钢筋需采用灌浆套筒连接，
受纵筋位置偏差影响，
上下连接困
难，
存在较大的施工隐患。
[0004]
钢板剪力墙又分普通组合钢板剪力墙和预制钢板组合剪力墙。普通组合钢板剪力
墙是在中间钢板焊栓钉，
外侧绑扎钢筋网，
再浇筑混凝土。
目前这种剪力墙结构多数采用工
地绑扎钢筋，
工地浇筑混凝土。这种剪力墙虽然整体性比较好，
但现场湿作业量大，
施工周
期长，
且对环境污染严重。如果将此种剪力墙改成工厂预制，
由于竖向钢筋的存在，
竖向钢
筋搭接存在很大问题，
需要预埋套筒，
因此造价会增大。还有一种内填混凝土双层钢板组合
剪力墙结构，
属预制剪力墙，
是将混凝土内填与双层钢板之间，
并用栓钉将钢板与混凝土紧
密耦合，
这种剪力墙虽然可以工厂预制，
但是整体用钢量较大，
且存在防火防腐、
冷热桥等
问题。
[0005] 中国专利号CN201310206999 .0，
公开的一种名为“一种装配式多高层钢异形柱框
架-钢板剪力墙结构体系”的框架钢板剪力墙，
该剪力墙的钢板是镶在框架梁柱里面的，
虽
然预制率比较高，
但是存在框架梁柱截面外露的问题，
钢板外没有混凝土等约束构件，
容易
发生面外屈曲失稳。
中国专利号CN201320068497 .1，
公开的一种名为“组合型钢箱形钢板剪
力墙”，
是有若干“H”形型钢拼接，
在拼接围成的空腔里焊接栓钉并浇筑混凝土，
这种剪力墙
虽然浇筑方便，
不需支模，
但是由于型钢壁外露，
防火防腐问题严重，
并且由于型钢腹板贯
通剪力墙整个厚度，
导致冷热桥问题严重。
发明内容
[0006] 为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加工拼装方便，
安全可靠，
性能
优越的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该种剪力墙既做到了工厂预制又解决了预制剪力墙
施工难的两大难题。
[0007]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
该种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剪力墙包括：
中间钢板、
混凝土层、连续弯折钢筋、加劲板；
在中间钢板两侧有混凝土层，
中
间钢板边缘从两侧的混凝土层伸出，
所述连续弯折钢筋同向布置，
焊固在中间钢板两侧；
中
间钢板在楼层处预留槽口，
槽口处中间钢板外伸部分上焊有所述加劲板。
[0008] 进一步地，
所述槽口处仅保留钢板，
无混凝土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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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
所述中间钢板在楼层预留槽口处预制等间距孔，
楼板支座负弯筋穿过
所述等间距孔。
[0010] 进一步地，
所述连续弯折钢筋弯折形状可为三角形或矩形。
[0011] 进一步地，
在垂直于连续弯折钢筋的方向绑扎分布钢筋。
[0012] 进一步地，
连续弯折钢筋在楼层预留槽口处断开。
[0013] 进一步地，
所述加劲板需埋入混凝土层至少50mm。
[0014] 进一步地，
所述剪力墙边缘设有约束边缘构件，
所述约束边缘构件包括纵向焊固
在中间钢板两侧的纵向通长劲板和焊接在中间钢板外侧的箍筋，
纵向通长劲板在楼层预留
槽口处不断开。
[0015] 进一步地，
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现场拼接时，
中间钢板采用焊接或栓接连
接。
[0016] 进一步地，
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可做成横截面为一字形，
L形，
十字形，
T形
形状。
[0017] 综上，
本发明的上述技术方案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8] 1、
本发明所述的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受力合理，
承载力高，
剪力墙截面均
匀，
没有漏柱的问题，
是十分理想的高层住宅结构构件。
[0019] 2、
本发明中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采用连续弯折钢筋替代了传统钢板剪力
墙上的栓钉和钢筋网，
保证混凝土和钢板的粘结，
防止裂缝产生。加工制作更加方便，
经济
性能佳。
[0020] 3、
本发明中连续弯折钢筋在预留槽口处是断开的，
避免了竖向钢筋的连接，
免去
了灌浆套筒连接费用，
降低工程造价。
[0021] 4、
本发明中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中间钢板在楼层预留槽口处根据支座
负弯筋预制开孔，
便于支座负筋的穿过，
保证楼板的连续性。
[0022] 5、
本发明中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之间在现场的拼接是通过螺栓或焊接来
实现的，
方便快捷，
节省工期。
[0023] 6、
本发明中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在工厂预制，
减少了施工阶段模板用量，
方便施工。
[0024] 7、
本发明中连续弯折钢筋和加劲板外有混凝土层保护，
解决了防火防腐问题和冷
热桥问题。
[0025] 8、
本发明中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现场拼接位置设在楼面标高往上一米左
右，
便于施工。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单片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平面透视图。
[0027] 图2为单片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横向透视图。
[0028] 图3为单片带边缘构件的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平面透视图。
[0029] 图4为单片带边缘构件的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横向透视图。
[0030] 图5-1为实施例一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连续钢筋弯折形状。
[0031] 图5-2为实施例二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连续钢筋弯折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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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图6-1为对应图5-1单片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纵向透视图。
[0033] 图6-2为对应图5-2单片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的纵向透视图。
[0034] 图6图中：
[0035] 1中间钢板，
2混凝土层，
3连续弯折钢筋，
4剪力墙横向拼接处加劲板，
5剪力墙纵向
拼接处加劲板，
6剪力墙楼层板处加劲板，
7纵向通长劲板，
8箍筋，
9楼板支座负弯筋孔洞。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以下结合附图1-6对本发明的特征和原理进行详细说明，
所举实施例仅用于解释
本发明，
并非以此限定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7] 如图1所示，
该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
主要包括中间钢板1、混凝土层2、连
续弯折钢筋3、加劲板四大部分。在中间钢板两侧有混凝土层，
中间钢板边缘从两侧的混凝
土层伸出一定长度，
伸出部分不用过长，
只要满足连接关系需要即可，
以方便采用螺栓连接
或焊接。连续弯折钢筋在中间钢板上同向竖直布置，
连续弯折钢筋焊固在中间钢板两侧。如
图5-图6所示，
连续弯折钢筋弯折形状可为三角形或矩形，
并可根据受力需要，
在垂直连续
弯折钢筋的方向绑扎分布钢筋。连续弯折钢筋起增强钢板和混凝土之间的粘结作用，
并防
止混凝土开裂。
[0038] 如图1和图2所示，
中间钢板在楼层处预留槽口，
连续弯折钢筋在楼层预留槽口处
断开。所述槽口处仅保留钢板，
无混凝土层。槽口处中间钢板外伸部分上焊有所述加劲板。
在中间钢板的上下边缘焊固有剪力墙横向拼接处加劲板4，
在中间钢板的左右两侧边缘设
有剪力墙纵向拼接处加劲板5，
在上下楼层板处焊固有楼层板处加劲板6，
所述加劲板需埋
入混凝土层至少50mm。
[0039] 中间钢板在楼层预留槽口处预制等间距孔(楼板支座负弯筋孔洞9) ，
以便楼板支
座负弯筋穿过，
孔位置和大小根据楼层板支座负弯筋确定。
[0040] 如图3和图4所示，
剪力墙边缘设有约束边缘构件，
增强钢板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
作用，
并防止混凝土开裂。所述约束边缘构件包括纵向焊固在中间钢板两侧的纵向通长劲
板7和焊接在中间钢板外侧的箍筋8，
纵向通长劲板在楼层预留槽口处不断开。
[0041] 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现场拼接时，
中间钢板采用焊接或栓接连接。预制钢
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可做成横截面为一字形，
L形，
十字形，
T形形状。
[0042] 所述钢板剪力墙的现场拼接时，
首先采用焊接或栓接将中间钢板连接，
然后安装
模板，
浇筑接头处的混凝土。
[0043] 所述钢板剪力墙现场拼接位置在楼面标高往上一米左右，
便于施工。具体拼接高
度可根据安装习惯调整。本发明中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单片高度建议取标准层高，
宽度根据实际运输条件和现场吊装能力等确定。
[0044] 所述连续弯折钢筋3竖向平行焊在中间钢板两侧，
然后浇筑两侧混凝土层2。在浇
筑混凝土之前，
所述剪力墙横向拼接处加劲板4和剪力墙纵向拼接处加劲板5预先焊在槽口
处中间钢板1两侧。在浇筑混凝土之前，
所述剪力墙楼层板处加劲板6预先焊在剪力墙拼接
端的中间钢板1一侧。在带有边缘构件的组合剪力墙里，
在浇筑混凝土2之前，
所述纵向通长
钢板7预先焊在中间钢板1上，
箍筋8预先焊在纵向通长钢板7和中间钢板1上。所述两侧混凝
土层2的浇筑层厚度应满足连续弯折钢筋3、加劲板和钢板纵向通长7以及箍筋8的混凝土保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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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层厚度的要求。
[0045] 该发明承载力高，
剪力墙截面均匀，
没有漏柱的问题，
是十分理想的高层住宅结构
构件。采用连续弯折钢筋替代了传统钢板剪力墙上的栓钉和钢筋网，
保证混凝土和钢板的
粘结，
防止裂缝产生。加工制作更加方便，
经济性能佳。连续弯折钢筋在预留槽口处是断开
的，
避免了竖向钢筋的连接，
免去了灌浆套筒连接费用，
降低工程造价。中间钢板在楼层预
留槽口处根据支座负弯筋预制开孔，
便于支座负筋的穿过，
保证楼板的连续性。预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之间在现场的拼接是通过螺栓或焊接来实现的，
方便快捷，
节省工期。预
制钢板-混凝土组合剪力墙在工厂预制，
减少了施工阶段模板用量，
方便施工。连续弯折钢
筋和加劲板外有混凝土层保护，
解决了防火防腐问题和冷热桥问题。现场拼接位置设在楼
面标高往上一米左右，
便于施工。
[0046] 上述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进行的描述，
并非对本发明的范围进
行限定，
在不脱离本发明设计精神的前提下，
本领域相关技术人员对本发明的各种变形和
改进，
均应扩入本发明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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