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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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0223326.9

(22)申请日 2018.03.19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64339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10.12

(73)专利权人 北京工业大学

地址 100124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100号

(72)发明人 曹万林　王如伟　殷飞　刘岩　

乔崎云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思海天达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203

代理人 刘萍

(51)Int.Cl.

E04B 2/56(2006.01)

E04B 2/58(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995579 A,2007.07.11

CN 104746773 A,2015.07.01

CN 101457560 A,2009.06.17

CN 106869367 A,2017.06.20

JP H10176378 A,1998.06.30

US 4472919 A,1984.09.25

冯雷等.钢板网在基坑支护中的施工设计及

应用.《岩土工程界》.2009,第12卷(第5期),第

41-43页.

审查员 杨然

 

(54)发明名称

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

混凝土组合墙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

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本发明中，钢管混凝土

边框柱、钢管混凝土边框梁及墙体钢管混凝土桁

架肋一起，形成墙板钢管混凝土桁架受力体系，

并与冲孔薄钢板一起形成组合墙钢骨架，提高了

墙板整体性，采用新型轻质保温材料发泡混凝土

浇筑墙板，养护后形成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

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并且仅需通过

连接螺栓将组合墙装配至外部结构上。本发明中

的装配式组合墙结构保温一体化，具有较好的抗

弯、抗剪承载力及平面外刚度，抗震性能好，同

时，墙板采工厂生产，现场装配，有效化解现场施

工带来的质量通病，大幅提高工程施工效率，降

低工程用工量，适合在村镇低多层农房结构中广

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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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其特征在于：包括钢

管混凝土边框柱(1)、钢管混凝土边框梁(2)、冲孔薄钢板(3)、钢管混凝土桁架肋(4)、发泡

混凝土(5)、连接端板(6)和连接螺栓(7)；

所述的冲孔薄钢板(3)是在板厚不超过5mm的钢板上经冲床通过模具冲压出孔的钢板，

孔心距不小于50mm，冲孔面积不低于冲孔薄钢板(3)面积的1/2；在钢管混凝土边框柱(1)的

柱顶及柱脚位置分别焊接连接端板(6)，连接端板(6)上预制螺栓孔；钢管混凝土边框柱(1)

与钢管混凝土边框梁(2)焊接，形成组合墙轻钢框架边框，边框内部焊接冲孔薄钢板(3)，随

后在冲孔薄钢板两侧布置钢管混凝土桁架肋(4)，钢管混凝土桁架肋(4)两端与组合墙轻钢

框架边框焊接固定，至此，形成组合墙钢骨架；支模浇筑墙板发泡混凝土(5)，养护后形成一

种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装配时，组合墙与外部框架结

构梁通过连接螺栓(7)进行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钢管混凝土边框柱(1)及钢管混凝土边框梁(2)采用矩形钢管，钢管壁厚

不大于8mm，钢管截面边长不小于50mm，管内填充混凝土。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冲孔薄钢板(3)是通过模具冲压出圆形孔或矩形孔的钢板，冲孔薄钢板

(3)布置在墙板轻钢框架边框中部，同时浇筑在发泡混凝土(5)中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钢管混凝土桁架肋(4)采用矩形钢管填充混凝土而成，钢管壁厚不大于

5mm，冲孔薄钢板(3)两侧交叉布置的钢管混凝土桁架肋(4)与墙体钢管混凝土边框一起，构

成墙板桁架受力骨架；发泡混凝土(5)浇筑时，钢管混凝土桁架肋(4)部分或全部浇筑在墙

板内。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发泡混凝土(5)浇筑厚度不少于60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端板(6)采用的钢板厚度不小于6mm，连接端板上加工有对应连接螺

栓(7)孔径的螺栓孔。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连接螺栓(7)不小于M16，强度不小于8.8级，组合墙安装时，每个连接端板

(6)上的连接螺栓(7)不少于4个。

8.根据权利要求1-7任意一项所述的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

组合墙，其特征在于：其制作方法如下：

第一步：在钢管内浇筑混凝土并养护，形成墙板的钢管混凝土边框柱、钢管混凝土边框

梁及钢管混凝土桁架肋；在连接端板上加工对应连接螺栓孔径的螺栓孔，然后将连接端板

分别焊接在每个钢管混凝土边框柱柱顶及柱底；将钢管混凝土边框柱、钢管混凝土边框梁

焊接，形成组合墙轻钢框架边框；

第二步：在组合墙轻钢框架边框内，焊接冲孔薄钢板，然后在冲孔薄钢板两侧交叉布置

钢管混凝土桁架肋，肋两端焊接固定在组合墙轻钢框架边框上，至此，形成组合墙钢骨架；

第三步：制作墙板浇筑模板，配置发泡混凝土，浇筑墙板发泡混凝土，养护后形成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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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组合墙装配时，与外部框架结构梁通

过连接螺栓进行安装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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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结构工程中装配式组合墙制作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装配式桁

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及作法。

背景技术

[0002] 当前，我国正处在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蓬勃发展时期，量大面广的新农村建

造、迫切的新农村改造目标，使得简易的集成房屋、低层装配式房屋开始在低多层农房结构

中发展起来。现阶段，集成房屋、装配式房屋多采用钢结构构件或钢混结构构件组成的梁柱

框架作为房屋结构的主要受力体系，墙体为外挂墙板或填充墙，因此具有拆装便捷、布局灵

活、建设周期短等优良特性。但同时，作为房屋结构的主要构件，外挂墙板及填充墙板，仅能

作为房屋的围护构件，不能参与受力，故存在房屋结构承载力低、延性差，多发生脆性破坏

的问题，房屋整体也存在稳定性差，抗震能力差的问题，从而极大制约了集成房屋、装配式

房屋在住宅中的应用。

[0003] 我国村镇建筑量占全国总建筑量的60%，多数农房位于抗震设防地区，如何合理设

计并利用墙体，提高低层集成房屋、装配式房屋的承载力，增强其抗震能力，而不影响其空

间布局灵活的优势，将具有承载能力与抗震功能的墙体运用到低多层建筑，特别是新农村

建设时期的村镇低多层农房结构中，是推动我国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0004] 因此，研发一种经济实用，造价低廉，施工简便的适用于低多层建筑，特别是村镇

低多层农房结构的装配式组合墙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社会经济价值。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为低

多层集成房屋、装配式房屋提供了一种结构保温一体化装配式墙的作法，与传统的装配式

墙体相比，具有较好的承载能力及抗震能力，适合在具有抗震设防要求的低多层建筑，特别

是村镇低多层农房中广泛推广，以解决目前农房结构缺少抗震措施，抗震能力薄弱的现状。

同时，构件现场装配、施工简单，可以促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目标的完成。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包括钢管混凝土边

框柱（1）、钢管混凝土边框梁（2）、冲孔薄钢板（3）、钢管混凝土桁架肋（4）、发泡混凝土（5）、

连接端板（6）和连接螺栓（7）；所述的冲孔薄钢板（3）是在板厚不超过5mm的钢板上经冲床通

过模具冲压出孔的钢板，孔心距不小于50mm，冲孔面积不低于冲孔薄钢板（3）面积的1/2；在

钢管混凝土边框柱（1）的柱顶及柱脚位置分别焊接连接端板（6），连接端板（6）上预制螺栓

孔；钢管混凝土边框柱（1）与钢管混凝土边框梁（2）焊接，形成组合墙轻钢框架边框，边框内

部焊接冲孔薄钢板（3），随后在冲孔薄钢板两侧交叉布置钢管混凝土桁架肋（4），钢管混凝

土桁架肋（4）两端与组合墙轻钢框架边框焊接固定，至此，形成组合墙钢骨架；支模浇筑墙

板发泡混凝土（5），养护后形成一种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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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装配时，组合墙与外部结构通过连接螺栓（7）进行连接。

[0008] 所述的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其特征在于：

[0009] 所述的钢管混凝土边框柱（1）及钢管混凝土边框梁（2）采用方形或矩形钢管，钢管

壁厚不大于8mm，钢管截面边长不小于50mm，管内填充混凝土。钢管混凝土具有较高的受剪

承载力，钢管混凝土边框柱（1）及钢管混凝土边框梁（2）焊接，形成组合墙轻钢框架边框，显

著增加了墙板的抗剪强度。

[0010] 所述的冲孔薄钢板（3）是经冲床通过模具冲压出圆形孔、方形孔或矩形孔的钢板，

冲孔薄钢板（3）布置在墙板轻钢框架边框中部，同时浇筑在发泡混凝土（5）中部。冲孔薄钢

板（3）定位后与墙板钢管混凝土边框焊接固定，浇筑在混凝土中起到加筋的作用，但又比配

置钢筋施工更简易，具有整体性强、网孔均匀、亦于加工、成本低廉等特点，提高了墙板平面

外刚度，提高了墙板抗震能力。

[0011] 所述的钢管混凝土桁架肋（4）采用方形或矩形钢管填充混凝土而成，钢管壁厚不

大于5mm，冲孔薄钢板（3）两侧交叉布置的墙体钢管混凝土桁架肋（4）与墙体轻钢框架边框

一起，构成墙板桁架受力骨架；发泡混凝土（5）浇筑时，钢管混凝土桁架肋（4）部分或全部浇

筑在墙板内。钢管混凝土桁架肋（4）的设置，增加了墙板抗弯、抗剪能力及平面外承载力，提

高了墙板抗震水平。

[0012] 所述的墙板发泡混凝土（5）浇筑厚度不少于60mm。根据工程需要，添加所需掺合

料，制作工程所需性能的发泡混凝土。发泡混凝土在混凝土内部形成大量封闭的泡沫孔，实

现了建筑填充材料的轻质化和保温隔热化，是新型轻质保温材料，显著降低构件重量，便于

运输与安装。

[0013] 所述的连接端板（6）采用的钢板厚度不小于6mm，连接端板上加工有对应连接螺栓

（7）孔径的螺栓孔。连接端板（6）与钢管混凝土边框柱（1）焊接时，可焊接加劲肋加强连接。

[0014] 所述的连接螺栓（7）不小于M16，强度不小于8.8级，组合墙安装时，每个连接端板

（6）上的连接螺栓（7）不少于4个。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

墙具有如下优势：

[0016] （1）传统装配式墙体多为外挂墙板或大模块填充墙，仅能作为房屋的围护构件，不

能参与受力，故存在房屋结构整体稳定性差、承载力低、延性差，抗震能力弱、多发生脆性破

坏的问题，本发明提供的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在结构

中充当受力构件，具有承载及抗震能力，适合在具有抗震设防要求的低多层建筑，特别是村

镇低多层农房中广泛推广，以促进新农村建设发展目标的完成。

[0017] （2）组合墙作为抗震单元在柱网中选择性布置，布置在低多层房屋结构受力薄弱

位置，从而增加了房屋结构侧向刚度及抗震能力，而不影响建筑开间及布局。

[0018] （3）钢管混凝土边框柱、钢管混凝土边框梁及钢管混凝土桁架肋一起，在墙板内形

成钢管混凝土桁架受力体系，改变了墙体损伤破坏形态，能够有效提高墙体承载力以及延

性。

[0019] （4）钢管混凝土边框梁柱形成墙体轻钢框架边框的设计，提高了墙板整体性，弥补

了混凝土薄墙板构件边框位置处，在吊装、运输及施工过程中极易出现的磕角、碎裂影响混

凝土薄墙板使用的问题，提高了装配式墙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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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5）冲孔薄钢板在混凝土墙板中起到加筋的作用，但比配置钢筋施工简易，易于定

位，具有整体性强、网孔均匀、亦于加工、成本低廉等特点，提高了墙板平面外刚度，提高了

墙板抗震能力。

[0021] （6）钢管混凝土与冲孔薄钢板形成墙板钢骨架的设计，增加了墙板抗弯、抗剪能力

及平面外承载力，提高了墙板抗震性能，将本发明推广到农房结构中，面对量大面广的低多

层农房改造，可以快速有效的提高农房的抗震性能。

[0022] （7）采用新型建筑材料发泡混凝土，发泡混凝土内部大量的封闭孔构造，实现了建

筑填充材料的轻质化和保温隔热化，是新型轻质保温材料，显著降低构件重量，便于运输与

安装。同时，发泡混凝土还具有隔音、耐火、防水、环保、耐久性好等优点，是快速发展推广的

新型的建筑材料。

[0023] （8）传统抗震墙多为现浇构件，本发明的组合墙为装配式构件，工厂预制，墙板浇

筑质量得到了保证，建筑现场直接安装，有效节约资源、降低能耗，同时极大缩短了施工时

间。装配式的结构形式，可以快速有效的提高房屋的抗震性能，对实现住宅产业化、城镇化

建设具有极大地促进作用，是一种新型组合结构农房技术的研发成果，对推动传统农房结

构技术的改良具有重要作用。

[0024]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局部示意图；

[0026] 图2是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钢骨架局部示意

图；

[0027] 图3是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装配效果图。

[0028] 图中：1-钢管混凝土边框柱；2-钢管混凝土边框梁；3-冲孔薄钢板；4-钢管混凝土

桁架肋；5-发泡混凝土；6-连接端板；7-连接螺栓。

[0029]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发明中的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结合附图1~3

阐明本发明制作方法如下：

[0031] 第一步：在钢管内浇筑混凝土并养护，形成墙板的钢管混凝土边框柱、钢管混凝土

边框梁及墙体钢管混凝土桁架肋；在连接端板上加工对应连接螺栓孔径的螺栓孔，然后将

连接端板分别焊接在每个钢管混凝土边框柱柱顶及柱底；将钢管混凝土边框柱、钢管混凝

土边框梁焊接，形成组合墙轻钢框架边框。

[0032] 第二步：在组合墙轻钢框架边框内，焊接冲孔薄钢板，然后在冲孔薄钢板两侧交叉

布置钢管混凝土桁架肋，肋两端焊接固定在组合墙轻钢框架边框上，至此，形成组合墙钢骨

架。

[0033] 第三步：制作墙板浇筑模板，配置发泡混凝土，浇筑墙板发泡混凝土，养护后形成

装配式桁架型轻钢框架-冲孔薄钢板-发泡混凝土组合墙。组合墙装配时，与外部结构通过

连接螺栓进行安装连接。

[0034] 以上是本发明的一个典型的实施案例，但是本发明的实施不限于此。本发明中所

列举的各结构尺寸及材料的选取均可根据实际需要选取，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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