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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装配式钢结构轻型

混凝土建筑，包括预制墙体、预制楼板、预制屋顶

和连接点，相邻的两块所述预制墙体侧面的第一

T型钢通过连接点固定连接，所述预制墙体的底

端通过U型钢与混凝土底座或预制楼板的C型钢

骨架固定连接；所述预制墙体的顶端通过H型钢

与预制屋顶的屋顶底板或预制楼板的C型钢骨架

固定连接。本实用新型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

建筑预制率高，现场装配速度快，能够有效降低

对施工现场造成的环境破坏，保温性能强，抗震

性能好、更加节能环保，适宜大范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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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其特征在于：包括预制墙体(1)、预制楼板(3)、

预制屋顶(4)和连接点(2)，相邻的两块所述预制墙体(1)侧面的第一T型钢(103)通过连接

点(2)固定连接，所述预制墙体(1)的底端通过U型钢(101)与混凝土底座或预制楼板(3)的C

型钢骨架(302)固定连接；所述预制墙体(1)的顶端通过H型钢与预制屋顶(4)的屋顶底板

(401)或预制楼板(3)的C型钢骨架(302)固定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墙体

(1)包括U型钢(101)、H型钢(102)、第一T型钢(103)和填充芯料(104)，所述U型钢(101)位于

预制墙体(1)的底端，所述第一T型钢(103)的数量为两个，两个所述第一T型钢(103)的下端

分别固定在所述U型钢(101)两端，两个所述第一T型钢(103)的顶端之间固定设置有所述H

型钢(102)；在所述U型钢(101)、H型钢(102)和两个第一T型钢(103)构成的框架内填充有所

述填充芯料(104)；所述填充芯料(104)内设置有点焊网(105)；所述填充芯料(104)位于房

屋内部一侧设置有内墙装饰(106)；所述填充芯料(104)位于房屋外部一侧从内到外依次设

置有第二填充料(107)和外墙装饰(108)。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屋顶

(4)包括屋顶底板(401)、C型钢三角支架(402)、欧松板(403)、油毡(404)和瓦片(405)，所述

屋顶底板(401)设置在所述预制屋顶(4)的底端，所述屋顶底板(401)上设置有C型钢三角支

架(402)，所述C型钢三角支架(402)上从下倒上依次设置有所述欧松板(403)、油毡(404)和

瓦片(405)。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楼板

(3)包括楼板底板(301)、C型钢骨架(302)、玻璃棉(303)和楼层压力板(304)，所述楼板底板

(301)设置在所述预制楼板(3)的底端，所述楼板底板(301)上设置有所述C型钢骨架(302)，

所述C型钢骨架(302)内填充有两层所述玻璃棉(303)，所述C型钢骨架(302)的顶端设置有

所述楼层压力板(304)。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点(2)

包括第二T型钢(201)和第一填充料(202)，所述第二T型钢(201)竖直放置，第二T型钢(201)

的翼板或腹板与一个预制墙体(1)的第一T型钢(103)的腹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T型钢

(201)的腹板或翼板与另一个预制墙体(1)的第一T型钢(103)的腹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T

型钢(201)与两个相邻的所述预制墙体(1)之间设置有第一填充料(202)。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其特征在于：所述U型钢(101)

和H型钢(102)之间设置有C型钢竖向加强筋(109)，所述C型钢竖向加强筋(109)与所述第一

T型钢(103)之间设置有C型钢横向加强筋(110)，所述C型钢竖向加强筋(109)与所述第一T

型钢(103)之间还设置有C型钢斜拉筋(111)。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其特征在于：所述C型钢三角

支架(402)与所述屋顶底板(401)之间设置有用于形成断桥的纤维棉(406)。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充芯料

(104)使用轻型混凝土。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墙体

(1)上设置有预制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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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装配式建筑和被动式建筑领域，尤其涉及一种装配式钢结构轻型

混凝土建筑。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节能环保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传统砖混

结构的房屋施工周期长，造价高，施工现场对环境影响大，越来越遭到人们的摒弃。符合节

能环保观念的被动式房屋受到人们的追捧，因此如何开发一种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

筑成为本领域内技术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解决上述技术问

题。本实用新型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4] 本实用新型一种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包括预制墙体、预制楼板、预制屋

顶和连接点，相邻的两块所述预制墙体侧面的第一T型钢通过连接点固定连接，所述预制墙

体的底端通过U型钢与混凝土底座或预制楼板的C型钢骨架固定连接；所述预制墙体的顶端

通过H型钢与预制屋顶的屋顶底板或预制楼板的C型钢骨架固定连接。

[0005] 进一步的，所述预制墙体包括U型钢、H型钢、第一T型钢和填充芯料，所述U型钢位

于预制墙体的底端，所述第一T型钢的数量为两个，两个所述第一T  型钢的下端分别固定在

所述U型钢两端，两个所述第一T型钢的顶端之间固定设置有所述H型钢；在所述U型钢、H型

钢和两个第一T型钢构成的框架内填充有所述填充芯料；所述填充芯料内设置有点焊网；所

述填充芯料位于房屋内部一侧设置有内墙装饰；所述填充芯料位于房屋外部一侧从内到外

依次设置有第二填充料和外墙装饰。

[0006] 进一步的，所述预制屋顶包括屋顶底板、C型钢三角支架、欧松板、油毡和瓦片，所

述屋顶底板设置在所述预制屋顶的底端，所述屋顶底板上设置有C型钢三角支架，所述C型

钢三角支架上从下倒上依次设置有所述欧松板、油毡和瓦片。

[0007] 进一步的，所述预制楼板包括楼板底板、C型钢骨架、玻璃棉和楼层压力板，所述楼

板底板设置在所述预制楼板的底端，所述楼板底板上设置有所述C型钢骨架，所述C型钢骨

架内填充有两层所述玻璃棉，所述C型钢骨架的顶端设置有所述楼层压力板。

[0008] 进一步的，所述连接点包括第二T型钢和第一填充料，所述第二T型钢竖直放置，第

二T型钢的翼板或腹板与一个预制墙体的第一T型钢的腹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T型钢的腹

板或翼板与另一个预制墙体的第一T型钢的腹板固定连接；所述第二T型钢与两个相邻的所

述预制墙体之间设置有第一填充料。

[0009] 进一步的，所述U型钢和H型钢之间设置有C型钢竖向加强筋，所述C型钢竖向加强

筋与所述第一T型钢之间设置有C型钢横向加强筋，所述C型钢竖向加强筋与所述第一T型钢

之间还设置有C型钢斜拉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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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的，所述C型钢三角支架与所述屋顶底板之间设置有用于形成断桥的纤维

棉。

[0011] 进一步的，所述填充芯料使用轻型混凝土。

[0012] 进一步的，所述预制墙体上设置有预制门窗。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技术效果：

[0014] 本实用新型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通过使用预制楼板、预制屋顶、预制墙

体和连接点，预制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大大节省了现场施工时间，提升了装配效率，

降低了对于施工现场的环境影响，并且拆卸方便，能够二次利用，降低了使用成本；本实用

新型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通过采用带有断桥结构的预制屋顶和预制墙体，大大提

升了建筑整体的保温性能，更加节能环保，符合被动式建筑的要求。总的来说，本实用新型

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预制率高，现场装配速度快，能够有效降低对施工现场造成

的环境破坏，保温性能强，抗震性能好、更加节能环保，适宜大范围推广。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结合附图说明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16] 图1为本实用新型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预制楼板侧视图；

[0018] 图3为预制楼板正视图；

[0019] 图4为连接点俯视图；

[0020] 图5为预制楼板结构示意图。

[0021] 附图标记说明：1、预制墙体；101、U型钢；102、H型钢；103、第一T型钢；104、填充芯

料；105、电焊网；106、内墙装饰；107、第二填充料；108、外墙装饰；109、C型钢竖向加强筋；

110、C型钢横向加强筋；111、C型钢斜拉筋；2、连接点；201、第二T型钢；202、第一填充料；3、

预制楼板；301、楼板底板；302、C型钢骨架；303、玻璃棉；304、楼层压力板；4、预制屋顶；401、

屋顶底板；402、C型钢三角支架；403、欧松板；404、油毡；405、瓦片；406、纤维棉。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包括预制墙体1、预制楼板

3、预制屋顶4和连接点2，相邻的两块所述预制墙体1侧面的第一T  型钢103通过连接点2固

定连接，第一层的所述预制墙体1的底端通过U型钢  101与混凝土底座固定连接，第一层的

所述预制墙体1的顶端通过H型钢与预制楼板3的C型钢骨架302固定连接，第二层的所述预

制墙体1的底端通过U型钢101与预制楼板3的C型钢骨架302固定连接，第二层的所述预制墙

体1的顶端通过H型钢与预制屋顶4的屋顶底板401固定连接。

[0023] 所述预制墙体1上设置有预制门窗。

[0024] 如图2和图3所示，所述预制墙体1包括U型钢101、H型钢102、第一T  型钢103和填充

芯料104，所述U型钢101位于预制墙体1的底端，所述第一T  型钢103的数量为两个，两个所

述第一T型钢103的下端分别固定在所述U型钢101两端，两个所述第一T型钢103的顶端之间

固定设置有所述H型钢102；在所述U型钢101、H型钢102和两个第一T型钢103构成的框架内

填充有所述填充芯料104；所述填充芯料104内设置有点焊网105；所述填充芯料104位于房

说　明　书 2/3 页

4

CN 212984192 U

4



屋内部一侧设置有内墙装饰106；所述填充芯料104位于房屋外部一侧从内到外依次设置有

第二填充料107和外墙装饰108。

[0025] 所述U型钢101和H型钢102之间设置有C型钢竖向加强筋109，所述C型钢竖向加强

筋109与所述第一T型钢103之间设置有C型钢横向加强筋110，所述C型钢竖向加强筋109与

所述第一T型钢103之间还设置有C型钢斜拉筋111。能够有效增强预制墙体1承受风载荷，以

及地震引起的水平载荷和竖载荷。

[0026] 如图1所示，所述预制屋顶4包括屋顶底板401、C型钢三角支架402、欧松板403、油

毡404和瓦片405，所述屋顶底板401设置在所述预制屋顶4的底端，所述屋顶底板401上设置

有C型钢三角支架402，所述C型钢三角支架402  上从下倒上依次设置有所述欧松板403、油

毡404和瓦片405。

[0027] 所述C型钢三角支架402与所述屋顶底板401之间设置有用于形成断桥的纤维棉

406。

[0028] 如图5所示，所述预制楼板3包括楼板底板301、C型钢骨架302、玻璃棉  303和楼层

压力板304，所述楼板底板301设置在所述预制楼板3的底端，所述楼板底板301上设置有所

述C型钢骨架302，所述C型钢骨架302内填充有两层所述玻璃棉303，所述C型钢骨架302的顶

端设置有所述楼层压力板304。

[0029] 如图4所示，所述连接点2包括第二T型钢201和第一填充料202，所述第二T型钢201

竖直放置，第二T型钢201的翼板或腹板与一个预制墙体1的第一T型钢103的腹板固定连接，

所述第二T型钢201的腹板或翼板与另一个预制墙体1的第一T型钢103的腹板固定连接；所

述第二T型钢201与两个相邻的所述预制墙体1之间设置有第一填充料202。

[0030] 所述填充芯料104使用轻型混凝土。所述第一填充料3和第二填充料107  为保温材

料。所述楼板底板301采用防火板或OSB板。

[0031] 本实用新型装配式钢结构轻型混凝土建筑能够按照需求设置层数。建筑房屋内设

置有新风系统，建筑房屋外设置有光伏发电。建筑房屋的窗户采用LOW‑E 玻璃。

[0032] 以上所述的实施例仅是对本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进行描述，并非对本实用新型的

范围进行限定，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设计精神的前提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对本实用新

型的技术方案做出的各种变形和改进，均应落入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书确定的保护范围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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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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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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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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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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