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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

构及其制作方法，包括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地上

正位箱型柱结构、偏位转换箱型结构和地下偏位

箱型柱结构，地上正位箱型柱结构上设置有连接

板，地下偏位箱型柱结构底部四侧竖向加劲托

板，偏位转换箱型结构四侧设置有钢梁牛腿，且

钢梁牛腿两两对称设置，本发明有效提高抗侧、

抗震能力，避免了地下柱偏位所造成的荷载受力

集中、偏心的现象，实现受力安全、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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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由上至下依次设置

的地上正位箱型柱结构（1）、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和地下偏位箱型柱结构（2），所述的地上

正位箱型柱结构（1）上设置有连接板（4），所述的地下偏位箱型柱结构（2）底部四侧竖向加

劲托板（5），所述的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四侧设置有钢梁牛腿，且钢梁牛腿两两对称设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钢梁牛腿为暗梁牛腿，暗梁牛腿垂直装焊于柱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侧面，四侧暗梁牛

腿截面大小不一，牛腿对接钢梁，牛腿上部设置栓钉，外包浇筑混凝土咬合设置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连接板（4）设置有四处，位于地上正位箱型柱结构（1）两侧，所述的地上正位箱型柱结

构（1）顶部设置有工艺隔板（1-1），工艺隔板（1-1）上开设灌浆孔和透气孔。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加劲托板（5）设置有八处，每侧设置有两处，每侧加劲托板（5）中部设置有隔板（2-1），

隔板（2-1）上开设灌浆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外部由竖向的侧面第一壁板（3.1）、第二壁板（3.2）、第三壁板

（3.3）和第四壁板（3.4）构成，所述的四个壁板上下端部设置有横向的第五壁板（3.5）和第

六壁板（3.7），所述的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内部设置竖向壁板，包括有左侧第一竖向壁板

（3-1）、第二竖向壁板（3-2）、竖向壁板第三（3-3），右侧的第四竖向壁板（3-4）、第五竖向壁

板（3-5）、第六竖向壁板（3-6），中间的第七竖向壁板（3-7）、第八竖向壁板（3-8）、第九竖向

壁板（3-9），竖向壁板之间横向垂直焊接有第一横向壁板（3-10）和第二横线壁板（3-11），所

述的壁板内部设置有混凝土灌浆孔。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第一壁板（3.1）、第二壁板（3.2）、第三壁板（3.3）、第四壁板（3.4）和第五壁板（3.5）和

第六壁板（3.7）焊为一体。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第一壁板（3.1）、第二壁板（3.2）、第三壁板（3.3）、第四壁板（3.4）箱体内表面设置有栓

钉。

8.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的加工制作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

骤如下：

（1）通过计算机放样，将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分割成相应单元部件：

外部侧向壁板、外部上下横向壁板、内部竖向壁板、内部横向壁板、地上正位箱型柱结构

（1）、地下偏位箱型柱结构（2）、四侧钢梁牛腿、上部连接板（4）、底部四侧竖向加劲托板（5）；

（2）制作上述单元部件的组装胎架，完成上述单元部件的制作，保证尺寸精度，单元零

件部件开设好灌浆、透气孔洞，对于地上正位箱型柱结构（1）、地下偏位箱型柱结构（2）里的

内隔板组焊好为一体；

（3）在壁板上划定位线；

（4）组装焊接壁板上的栓钉；

（5）组装和焊接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结构一侧的各纵向横向壁板；

（6）翻身安装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结构另一侧的各纵向横向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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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安装地上正位箱型柱结构（1）、地下偏位箱型柱结构（2）及竖向托板（5）、顶部连接

板（4）；

（8）整体构件焊接全面检查，补打牛腿处表面栓钉；

（9）构件质量全面验收。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的加工制作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中焊接顺序为由中间向两侧进行焊接，焊接全部为全熔透焊缝，

焊接采用CO2气保护焊，对称焊接。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的加工制作方

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设立的胎架模板，模板上表面水平标高误差小于1mm，牛腿安装

须在组装平台上进行组装定位和焊接，焊接采用CO2气保护焊或者埋弧焊对称焊接，一级全

熔透要求，百分之百探伤，严格保证牛腿的相对位置和垂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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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及其制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程建筑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

结构及其制作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对于高层建筑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采取逆作法，在安装柱定位时时由于方方

面面的因素，出现柱偏位偏差是个十分棘手的重大问题。如何解决高层建筑地下箱型混凝

土灌注钢柱偏位造成结构的严重影响，实现消能减震作用减少楼层水平位移且满足设计要

求，是特别急需研究探讨的课题。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

钢柱偏位转换结构及其制作方法，有效提高抗侧、抗震能力，避免了地下柱偏位所造成的荷

载受力集中、偏心的现象，实现受力安全、稳定、可靠。

[0004]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包括由上至下依次设置的地上正位箱型

柱结构1、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和地下偏位箱型柱结构2，所述的地上正位箱型柱结构1上设

置有连接板4，所述的地下偏位箱型柱结构2底部四侧竖向加劲托板5，所述的偏位转换箱型

结构3四侧设置有钢梁牛腿，且钢梁牛腿两两对称设置。

[0005] 所述的钢梁牛腿为暗梁牛腿，暗梁牛腿垂直装焊于柱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侧面，四

侧暗梁牛腿截面大小不一，牛腿对接钢梁，牛腿上部设置栓钉，外包浇筑混凝土咬合设置

用。

[0006] 所述的连接板4设置有四处，位于地上正位箱型柱结构1两侧，所述的地上正位箱

型柱结构1顶部设置有工艺隔板1-1，工艺隔板1-1上开设灌浆孔和透气孔。

[0007] 所述的加劲托板5设置有八处，每侧设置有两处，每侧加劲托板5中部设置有隔板

2-1，隔板2-1上开设灌浆孔。

[0008] 所述的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外部由竖向的侧面第一壁板3.1、第二壁板3.2、第三壁

板3.3和第四壁板3.4构成，所述的四个壁板上下端部设置有横向的第五壁板3.5和第六壁

板3.7，所述的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内部设置竖向壁板，包括有左侧第一竖向壁板3-1、第二

竖向壁板3-2、竖向壁板第三3-3，右侧的第四竖向壁板3-4、第五竖向壁板3-5、第六竖向壁

板3-6，中间的第七竖向壁板3-7、第八竖向壁板3-8、第九竖向壁板3-9，竖向壁板之间横向

垂直焊接有第一横向壁板3-10和第二横线壁板3-11，所述的壁板内部设置有混凝土灌浆

孔。

[0009] 所述的第一壁板3.1、第二壁板3.2、第三壁板3.3、第四壁板3.4和第五壁板3.5和

第六壁板3.7焊为一体。

[0010] 所述的第一壁板3.1、第二壁板3.2、第三壁板3.3、第四壁板3.4箱体内表面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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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钉。

[0011] 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的加工制作方法，具体步骤如下：

（1）通过计算机放样，将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分割成相应单元部件：

外部侧向壁板、外部上下横向壁板、内部竖向壁板、内部横向壁板、地上正位箱型柱结构1、

地下偏位箱型柱结构2、四侧钢梁牛腿、上部连接板4、底部四侧竖向加劲托板5；

（2）制作上述单元部件的组装胎架，完成上述单元部件的制作，保证尺寸精度，单元零

件部件开设好灌浆、透气孔洞，对于地上正位箱型柱结构1、地下偏位箱型柱结构2里的内隔

板组焊好为一体；

（3）在壁板上划定位线；

（4）组装焊接壁板上的栓钉；

（5）组装和焊接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结构一侧的各纵向横向壁板；

（6）翻身安装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结构另一侧的各纵向横向壁板；

（7）安装地上正位箱型柱结构1、地下偏位箱型柱结构2及竖向托板5、顶部连接板4；

（8）整体构件焊接全面检查，补打牛腿处表面栓钉；

（9）构件质量全面验收。

[0012] 所述方法中焊接顺序为由中间向两侧进行焊接，焊接全部为全熔透焊缝，焊接采

用CO2气保护焊，对称焊接。

[0013] 所述步骤2设立的胎架模板，模板上表面水平标高误差小于1mm，牛腿安装须在组

装平台上进行组装定位和焊接，焊接采用CO2气保护焊或者埋弧焊对称焊接，一级全熔透要

求，百分之百探伤，严格保证牛腿的相对位置和垂直度。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1、实现了地下箱型钢柱偏位的合理、有效、安全的转换过度，避免了把原位地下偏位钢

柱拔除重新安装所耗费的大量费用，节约了可观的经济成本。

[0015] 2、本偏位转换结构可有效提高增强抗压能力，避免了地下柱偏位所造成的荷载受

力集中、偏心的现象，具有很好的借鉴推广示范意义。

[0016] 3、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的制作方法，使得

柱偏位转换结构得以加工完成，适用于工厂化生产。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的无栓钉轴测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的俯视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正视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偏位转换箱型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2] 实施例

如图1-3所示的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地上正位箱型柱结构1、

地下偏位箱型柱结构2、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连接板4、底部四侧竖向加劲托板5、四侧钢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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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腿（6.1、6.2、6.3、6.4）。地上正位箱型柱结构1上部设置四处连接板4，最顶部设置工艺隔

板1-1，工艺隔板1-1上开设灌浆孔和透气孔。地下偏位箱型柱结构2上部设置八处竖向加劲

托板5，中部设置隔板2-1，隔板上开设灌浆孔。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外部由由侧面4块壁板

（3.1,3.2,3.3,3.4）和横向上下2块壁板（3.5，3.6）构成，侧面壁板与上下壁板垂直组焊为

一体，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内部由左侧竖向壁板（3-1、3-2、3-3），右侧竖向壁板（3-4、3-5、3-

6），中间侧竖向壁板（3-7、3-8、3-9），中间部位横向壁板（3-10、3-11）相互垂直组焊而成，各

内部壁板设置混凝土灌浆孔，外部四侧壁板设置混凝土灌浆透气孔，最终使得灌浆的各个

腔体都能密实，为增强混凝土咬合，侧面4块壁板（3.1,3.2,3.3,3.4）内表面都设置栓钉，有

效发挥钢结构和混凝土的共同有效作用。

[0023] 如图3所示；所述的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外部由竖向的侧面第一壁板3.1、第二壁板

3.2、第三壁板3.3和第四壁板3.4构成，所述的四个壁板上下端部设置有横向的第五壁板

3.5和第六壁板3.7，所述的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内部设置竖向壁板，包括有左侧第一竖向壁

板3-1、第二竖向壁板3-2、竖向壁板第三3-3，右侧的第四竖向壁板3-4、第五竖向壁板3-5、

第六竖向壁板3-6，中间的第七竖向壁板3-7、第八竖向壁板3-8、第九竖向壁板3-9，竖向壁

板之间横向垂直焊接有第一横向壁板3-10和第二横线壁板3-11，所述的壁板内部设置有混

凝土灌浆孔。

[0024] 所述的第一壁板3.1、第二壁板3.2、第三壁板3.3、第四壁板3.4和第五壁板3.5和

第六壁板3.7焊为一体。

[0025] 所述的第一壁板3.1、第二壁板3.2、第三壁板3.3、第四壁板3.4箱体内表面设置有

栓钉。

[0026]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种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的制作方法，该方法

的具体步骤如下：

（1）通过计算机放样，将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转换结构分割成相应单元部件：

外部侧向壁板、外部上下横向向壁板、内部竖向壁板、内部横向壁板、地上正位箱型柱结构

1、地下偏位箱型柱结构2、四侧钢梁牛腿、上部连接板4、底部四侧竖向加劲托板5；

（2）制作上述单元部件的组装胎架，完成上述单元部件的制作，保证尺寸精度，开设好

灌浆、透气孔洞、地上正位箱型柱结构1、地下偏位箱型柱结构2里的内隔板电渣焊焊好为一

体；

（3）在壁板上划定位线，定位必须定对四角水平度以及平台上的中心线、端面企口位置

线等，然后在定位各类组成零件部分的安装位置线；

（4）组装焊接壁板上的栓钉，采用专用栓钉焊机进行焊接；

（5）组装和焊接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一侧的各类可以组焊的纵向横向壁板；

（6）翻身安装偏位转换箱型结构3另一侧的各类可以组焊的纵向横向壁板；

（7）安装地上正位箱型柱结构1、地下偏位箱型柱结构2及竖向托板5、连接板4；

（8）整体构件焊接全面检查，补打牛腿处表面栓钉；

（9）构件质量全面验收。

[0027] 本发明相互配合实现了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偏位合理、有效、安全的转换过

度，避免了把原偏位地下混凝土灌注钢柱拔除重新安装所耗费的大量费用，节约了可观的

经济成本，并且本偏位转换结构可有效提高、增强抗压能力，避免了地下柱偏位所造成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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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受力集中、偏心的现象。在该类地上正位箱型柱和地下偏位箱型柱之间安装偏位转换结

构可以消耗较多水平、竖向、静动荷载，实现受力安全、稳定、可靠，去除柱偏位造成的一系

列影响，具有很好的借鉴、推广、示范意义。本发明还公开了上述地下箱型混凝土灌注钢柱

偏位转换结构的制作方法，使得柱偏位转换结构得以加工完成，适用于工厂化生产。

[0028] 本实施例的制作方法中合理的组装方法以及组装顺序可以对各零部件加工导致

的公差或累积公差及时进行修整，从而保证结构的整体质量，因此，采用何种组装方法以及

组装顺序对工程的质量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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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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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2/4 页

9

CN 111691554 A

9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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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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