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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H型钢的装配式卯榫
加固系统 ，包括加固底板和L型内板以及L型外
板，
加固底板紧贴待加固H型钢的腹板，
底板外侧
设有燕尾形榫头，
加固底板和L型内板通过燕尾
榫连接，
L型内板和L型外板分别设在待加固H型
钢翼缘的内、外侧并通过螺栓连接，
翼缘外侧相
邻的两块L型外板通过螺栓连接，
一块待加固H型
钢需要两块加固底板、
四块L型内板和四块L型外
板。
本发明具有全装配式施工，
作业简单高效率，
加固效果明显等优点。可广泛应用于H型钢构件
的设计或加固改造，
该加固方法通过抑制构件的
横向变形 ，
从而达到提升杆件的承载能力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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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H型钢的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
其特征在于：
包括加固底板和L型内板以及L
型外板，
加固底板紧贴待加固H型钢的腹板，
底板外侧设有燕尾形榫头，
加固底板和L型内板
通过燕尾榫连接，
L型内板和L型外板分别设在待加固H型钢翼缘的内、外侧并通过螺栓连
接，
翼缘外侧相邻的两块L型外板通过螺栓连接，
一块待加固H型钢需要两块加固底板、
四块
L型内板和四块L型外板。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H型钢的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
其特征在于：
腹板同侧的
加固底板和两块L型内板通过燕尾榫沿腹板高度方向滑动，
以适用于不同腹板高度的H型
钢。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H型钢的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
其特征在于：
L型内板和L
型外板通过施加在螺栓上的预紧力，
使L型内板和L型外板与H型钢的翼缘产生压力，
从而产
生较大的静摩擦力以抵抗三者间的相对滑移。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H型钢的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
其特征在于：
L型内板和L
型外板的外端对应连接处设有螺栓孔，
该螺栓孔位于H型钢的翼缘外侧，
使加固底板与H型
钢的腹板更加贴合。
5 .一种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用于H型钢的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的装配方法，
其特
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将加固底板和L型内板通过燕尾榫连接；
（2）将步骤（1）中连接好的配件放入腹板和翼缘围成的槽内并调节连接件长度使其适
合H型钢腹板高度；
（3）用螺栓连接紧固L型内板和L型外板；
（4）用螺栓连接翼缘同侧的两块L型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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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H型钢的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及其装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H型钢的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及其装配方法，
属于工程中装
配式结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钢材是现代结构工程使用最广泛的金属建筑材料，
在生产建设中，
钢结构经过检
测和可靠性鉴定后，
认为不满足要求时，
就要进行加固处理。当钢结构出现以下情况时，
就
需要进行加固改造：
（a） 由于使用条件的变化，
荷载增大；
（b） 由于设计或施工工作中的缺点，
结构或其局部的承载能力达不到设计要求；
（c） 由于磨损、
锈蚀，
结构或节点受到削弱，
结构或其局部的承载能力达不到原来的要
求；
（d） 有时出现结构损伤事故，
需要修复，
修复工作也带有加固的性质。
[0003] 传统的钢结构加固最常用的加固方法是增大截面法，
这种方法就是在原有结构的
杆件上增设新的加固构件，
使杆件截面面积加大从而提高承载能力和刚度的方法。但由于
增加截面法对焊接施工的过度依赖，
这便造成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问题：
对现有结构负荷
状态下进行加固，
难以避免仰焊等复杂的施工操作；
轻钢结构的小角钢和圆钢杆件在负荷
状态下焊接时，
焊缝热影响区的强度急剧下降，
将直接影响到加固施工的安全；
焊接操作产
生的残余应力对结构加固后的使用也将带来安全隐患。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用于H型钢的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及其装配方法，
施工方便、
结构简单、加固效果显著。
[0005] 本发明所提供的加固系统，
其工作原理为：
在待加固构件的周围增加外包单元，
约
束待加固构件的横向变形，
引导其破坏形式，
从而达到提高原杆件承载能力的目的。
[000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H型钢的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
包括加固底板和L型内板以
及L型外板，
加固底板紧贴待加固H型钢的腹板，
底板外侧设有燕尾形榫头，
加固底板和L型
内板通过燕尾榫连接，
L型内板和L型外板分别设在待加固H型钢翼缘的内、
外侧并通过螺栓
连接，
翼缘外侧相邻的两块L型外板通过螺栓连接，
一块待加固H型钢需要两块加固底板、
四
块L型内板和四块L型外板。
[0007] 腹板同侧的加固底板和两块L型内板可通过燕尾榫沿腹板高度方向滑动，
以适用
于不同腹板高度的H型钢。
[0008] L型内板和L型外板通过施加在螺栓上的预紧力，
使L型内板和L型外板与H型钢的
翼缘产生压力，
从而产生较大的静摩擦力以抵抗三者间的相对滑移。
[0009] 连接L型内板和L型外板的螺栓开孔时应与H型钢的翼缘间隔一定距离，
即L型内板
和L型外板连接的螺栓孔位于H型钢的翼缘外侧，
从而使翼缘同侧的两块L型外板通过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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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紧固时可以使加固底板与H型钢的腹板更加贴合，
更加有利于对腹板的加固。
[0010] 通过本发明对梁或柱进行加固，
可以大幅度提升梁或柱的承载能力，
因此本技术
可以应用于结构的设计中；
此外，
此技术也可广泛的应用于对旧结构的加固而延长结构使
用寿命，
并增加结构的安全储备。
[001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H型钢的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的装配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1）将加固底板和L型内板通过燕尾榫连接；
（2）将步骤（1）中连接好的配件放入腹板和翼缘围成的槽内并调节连接件长度使其适
合H型钢腹板高度；
（3）用螺栓连接紧固L型内板和L型外板；
（4）用螺栓连接翼缘同侧的两块L型外板。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本发明为装配式施工，
作业简单高效率，
加固效果明显，
无需
特殊施工人员操作；
可广泛应用于H型钢构件的设计或加固改造，
该加固方法通过抑制构件
的横向变形，
从而达到提升杆件的承载能力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组装后的结构效果图；
图2为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的平面图；
图3为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在图2中A-A截面的剖面图；
图4为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各部件的组装示意图；
图5为加固底板2的平面图；
图6为L型内板3的平面图。
[0014] 图中：
1为待加固H型钢，
2为加固底板，
3为L型内板，
4为L型外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通过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但不局限于以下实施例。
[0016] 实施例1：
如图1~6所示，
一种用于H型钢的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
包括加固底板2和L型内板3以及
L型外板4，
加固底板2紧贴待加固H型钢的腹板，
底板外侧设有燕尾形榫头，
加固底板2和L型
内板3通过燕尾榫连接，
L型内板3和L型外板4分别设在待加固H型钢翼缘的内、外侧并通过
螺栓连接，
翼缘外侧相邻的两块L型外板4通过螺栓连接，
一块待加固H型钢需要两块加固底
板、
四块L型内板3和四块L型外板4。
[0017] 腹板同侧的加固底板2和两块L型内板3可通过燕尾榫沿腹板高度方向滑动，
以适
用于不同腹板高度的H型钢。
[0018] L型内板3和L型外板4通过施加在螺栓上的预紧力，
使L型内板3和L型外板与H型钢
的翼缘产生压力，
从而产生较大的静摩擦力以抵抗三者间的相对滑移。
[0019] 连接L型内板3和L型外板4的螺栓开孔时应与H型钢的翼缘间隔一定距离，
即L型内
板和L型外板连接的螺栓孔位于H型钢的翼缘外侧，
从而使翼缘同侧的两块L型外板4通过螺
栓连接紧固时可以使加固底板2与H型钢的腹板更加贴合，
更加有利于对腹板的加固。
[0020] 通过本发明对梁或柱进行加固，
可以大幅度提升梁或柱的承载能力，
因此本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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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应用于结构的设计中；
此外，
此技术也可广泛的应用于对旧结构的加固而延长结构使
用寿命，
并增加结构的安全储备。
[0021] 待加固H型钢1位于轴心，
为待加固构件，
在工程中可承受弯矩，
剪力以及轴向压力
作用；
加固底板2会为H型钢1提供一个横向的约束力，
抑制H型钢1腹板的横向变形；
加固底
板2和L型内板3通过燕尾榫连接，
L型内板3和L型外板4分别设在翼缘的内外侧并通过螺栓
连接，
翼缘外侧相邻的两块L型外板4通过螺栓连接。
[0022] 图1显示了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组装后的结构效果图，
图2显示了该系统组装后的
平面效果图。
图3为图2中A-A截面剖面图，
展示了加固底板2和L型内板3的连接形式，
图4为
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各部件的组装示意图。
图5为加固底板2的平面图，
图6为L型内板3的平
面图。
[0023] 装配式卯榫加固系统的施工流程包括如下几个步骤：
1、
将加固底板2和L型内板3通过燕尾榫连接；
2、将步骤1中连接好的配件放入腹板和翼缘围成的槽内并调节连接件长度使其适配H
型钢腹板高度；
3、
螺栓连接紧固L型内板3和L型外板4；
4、
螺栓连接翼缘同侧的两块L型外板4。
[0024] 结合现场具体情况，
可对以上步骤选用不同的细节处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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