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738414.7

(22)申请日 2019.08.12

(71)申请人 重庆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地址 400020 重庆市江北区洋河一路69号

(72)发明人 陶雪峰　吕波　毛绪昱　伏小岑　

(74)专利代理机构 重庆乐泰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50221

代理人 刘敏

(51)Int.Cl.

E01D 19/00(2006.01)

E01D 19/16(2006.01)

 

(54)发明名称

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

属于减震设备技术领域，包括第一止动连接件、

第二止动连接件以及阻尼器，阻尼器包括在伸长

时可进行减震的两端，所述阻尼器位于第一止动

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之间且其两端分别与

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连接，所述第

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上均设置有用

于防止阻尼器沿拉索长度方向移动的止动连接

结构。本发明通过设置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

动连接件可以增加阻尼器与拉索之间的连接强

度，并且通过在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

件上设置止动连接结构，可以防止阻尼器沿拉索

长度方向的滑动，增加了结构的稳定性，提高了

本发明装置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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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止动连接件、第二止动连接件以及阻

尼器，所述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分别固定设置在相邻两拉索的中部，所述阻

尼器包括在伸长时可进行减震的两端，所述阻尼器位于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

之间且其两端分别与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连接，所述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

止动连接件上均设置有用于防止阻尼器沿拉索长度方向移动的止动连接结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阻尼器包括外壳、

第一连接杆、第二连接杆、第一活塞、第二活塞以及中间板，所述外壳呈桶状且内部填充有

阻尼液，所述中间板、第一活塞和第二活塞上均开设有阻尼孔，所述中间板设置在外壳内将

所述外壳内腔分为第一活动腔和第二活动腔，所述第一活塞和第二活塞分别可沿外壳的轴

向活动地设置在第一活动腔和第二活动腔内，所述第一连接杆连接第一活塞且从所述外壳

的一端穿出，所述第二连接杆连接第二活塞且从所述外壳的另一端穿出，所述第一连接杆

和第二连接杆的外端分别连接至第一万向接头和第二万向接头，所述阻尼器通过两万向接

头分别与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铰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万向接头和第

二万向接头分别与所述第一连接杆和第二连接杆通过螺纹可拆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万向接头与一

过渡接头铰接，所述过渡接头包括第一卡圈和第二卡圈，所述第一卡圈和第二卡圈之间相

隔形成U型，所述U型开口用于容纳相邻阻尼器的第二万向接头并进行限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止动连接件和

第二止动连接件的结构相同，所述第一止动连接件包括外筒和内筒，所述内筒固定粘接于

拉索的外侧，所述外筒通过螺纹套设在内筒的外侧，所述止动连接结构设置在外筒的外壁

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止动连接结构为开

设在所述外筒外壁的第一卡槽和第二卡槽，所述第一卡槽和第二卡槽分别用于对第一卡圈

和第二卡圈进行卡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卡槽和第二卡

槽的槽口均进行倒角。

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壳上设置有破风

结构。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破风结构包括若干

破风网，所述破风网均布在外壳的周向且通过滚动轴承与所述外壳转动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其特征在于，所述破风网由若干条

形板交叉相连形成网格，所述条形板具有一定宽度，使得破风网中的每一网格形成轴向垂

直于破风网所在平面的疏风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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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减震设备，具体涉及一种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

背景技术

[0002] 斜拉索是斜拉桥中重要的结构构件，由于斜拉索柔性大、阻尼小、易受到风力等外

部干扰影响，因此容易产生各种形式的振动。连续的斜拉索振动可能会在长时间内造成索

股疲劳或者腐蚀，从而会大大降低斜拉桥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因此，需要采用适当的方法使

斜拉索振动尽可能降到最低。目前，为解决斜拉索振动提出了各种阻尼器，如磁流变液阻尼

器(MR阻尼器)、电流变液阻尼器、电磁阀阻尼器以及被动减振元件液体粘滞阻尼器等，这些

阻尼器与拉索的连接无非采用万向接头，可以通过拉索在拉动其两端时进行减震，但是万

向结构往往都是采用标准件，由于拉索的振动力度比较大，通过不断的振动、共振，阻尼器

两端的万向接头容易松动，导致其沿着拉索移动，拉索的预期减震部位已经发生了改变，不

能达到预期的减震效果。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可以增加阻尼器

与拉索之间的连接强度，防止阻尼器沿拉索长度方向的滑动，增加了结构的稳定性，提高了

本结构的寿命。

[0004] 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包括第一止动连接件、第二止动连接件以及阻尼器，所述

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分别固定设置在相邻两拉索的中部，所述阻尼器包括在

伸长时可进行减震的两端，所述阻尼器位于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之间且其两

端分别与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连接，所述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

上均设置有用于防止阻尼器沿拉索长度方向移动的止动连接结构。

[0005] 进一步，所述阻尼器包括外壳、第一连接杆、第二连接杆、第一活塞、第二活塞以及

中间板，所述外壳呈桶状且内部填充有阻尼液，所述中间板、第一活塞和第二活塞上均开设

有阻尼孔，所述中间板设置在外壳内将所述外壳内腔分为第一活动腔和第二活动腔，所述

第一活塞和第二活塞分别可沿外壳的轴向活动地设置在第一活动腔和第二活动腔内，所述

第一连接杆连接第一活塞且从所述外壳的一端穿出，所述第二连接杆连接第二活塞且从所

述外壳的另一端穿出，所述第一连接杆和第二连接杆的外端分别连接至第一万向接头和第

二万向接头，所述阻尼器通过两万向接头分别与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铰接。

[0006] 进一步，所述第一万向接头和第二万向接头分别与所述第一连接杆和第二连接杆

通过螺纹可拆卸连接。

[0007] 进一步，所述第一万向接头与一过渡接头铰接，所述过渡接头包括第一卡圈和第

二卡圈，所述第一卡圈和第二卡圈之间相隔形成U型，所述U型开口用于容纳相邻阻尼器的

第二万向接头并进行限位。

[0008] 进一步，所述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的结构相同，所述第一止动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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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包括外筒和内筒，所述内筒固定粘接于拉索的外侧，所述外筒通过螺纹套设在内筒的外

侧，所述止动连接结构设置在外筒的外壁上。

[0009] 进一步，所述止动连接结构为开设在所述外筒外壁的第一卡槽和第二卡槽，所述

第一卡槽和第二卡槽分别用于对第一卡圈和第二卡圈进行卡合。

[0010] 进一步，所述第一卡槽和第二卡槽的槽口均进行倒角。

[0011] 进一步，所述外壳上设置有破风结构。

[0012] 进一步，所述破风结构包括若干破风网，所述破风网均布在外壳的周向且通过滚

动轴承与所述外壳转动连接。

[0013] 进一步，所述破风网由若干条形板交叉相连形成网格，所述条形板具有一定宽度，

使得破风网中的每一网格形成轴向垂直于破风网所在平面的疏风通道。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包括第一止动连接件、第二止

动连接件以及阻尼器，所述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分别固定设置在相邻两拉索

的中部，所述阻尼器包括在伸长时可进行减震的两端，所述阻尼器位于第一止动连接件和

第二止动连接件之间且其两端分别与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连接，所述第一止

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上均设置有用于防止阻尼器沿拉索长度方向移动的止动连接

结构。本发明通过设置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可以增加阻尼器与拉索之间的连

接强度，并且通过在第一止动连接件和第二止动连接件上设置止动连接结构，可以防止阻

尼器沿拉索长度方向的滑动，增加了结构的稳定性，提高了本发明装置的寿命。

附图说明

[0015]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有益效果更加清楚，本发明提供如下附图进行

说明：

[001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为阻尼器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3为第一止动连接件的结构示意图；

[0019] 图4为外筒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5为过渡接头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6为图5的侧视图；

[0022] 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破风网的布置示意图；

[0023] 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破风网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进行详细的描述。

[0025]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阻尼器的结构示意图，图3为第一止动连

接件的结构示意图，图4为外筒的结构示意图，图5为过渡接头的结构示意图，图6为图5的侧

视图，图7为本发明实施例破风网的布置示意图，图8为本发明实施例破风网的结构示意图。

本发明桥梁拉索抗风减震构件，包括第一止动连接件1、第二止动连接件2以及阻尼器3，所

述第一止动连接件1和第二止动连接件2分别固定设置在相邻两拉索4的中部，所述阻尼器3

包括在伸长时可进行减震的两端，所述阻尼器3位于第一止动连接件1和第二止动连接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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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且其两端分别与第一止动连接件1和第二止动连接件2连接，所述第一止动连接件1和

第二止动连接件2上均设置有用于防止阻尼器3沿拉索长度方向移动的止动连接结构。

[0026] 本发明通过设置第一止动连接件1和第二止动连接件2可以增加阻尼器3与拉索4

之间的连接强度，并且通过在第一止动连接件1和第二止动连接件2上设置止动连接结构，

可以防止阻尼器沿拉索4长度方向的滑动，增加了结构的稳定性，提高了本发明装置的寿

命。阻尼器3可采用现有结构，现有技术中，也是通过阻尼器的两端与拉索4连接，拉索4之间

在靠拢或者远离时，可以进行减震。

[0027] 本实施例中，所述阻尼器3包括外壳301、第一连接杆302、第二连接杆303、第一活

塞304、第二活塞305以及中间板306，所述外壳301呈桶状且内部填充有阻尼液307，所述中

间板306、第一活塞304和第二活塞305上均开设有阻尼孔，所述中间板306设置在外壳301内

将所述外壳301内腔分为第一活动腔和第二活动腔，所述第一活塞304和第二活塞305分别

可沿外壳301的轴向活动地设置在第一活动腔和第二活动腔内，所述第一连接杆302连接第

一活塞304且从所述外壳301的一端穿出，所述第二连接杆303连接第二活塞305且从所述外

壳301的另一端穿出，所述第一连接杆302和第二连接杆303的外端分别连接至第一万向接

头308和第二万向接头309，所述阻尼器3通过两万向接头分别与第一止动连接件1和第二止

动连接件2铰接。本发明阻尼器3，具有可伸缩的第一连接杆302、第二连接杆303，在伸缩时，

第一活塞304和第二活塞305可对外壳301内部的阻尼液进行挤压，阻尼液传递相反的作用

力，达到阻尼的作用。

[0028] 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万向接头308和第二万向接头309分别与所述第一连接杆

302和第二连接杆302通过螺纹可拆卸连接。可以根据需要调节第一连接杆302和第二连接

杆303的连接长度，防止因为固定长度导致装配不方便的问题.

[0029] 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万向接头308与一过渡接头5铰接，所述过渡接头5包括第一

卡圈501和第二卡圈502，所述第一卡圈501和第二卡圈502之间相隔形成U型，所述U型开口

用于容纳相邻阻尼器3的第二万向接头309并对第二万向接头309进行限位。因此对第二万

向接头309也起到了一个止动的作用。

[0030] 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止动连接件1和第二止动连接件2的结构相同，所述第一止

动连接件1包括外筒101和内筒102，所述内筒102固定粘接于拉索4的外侧，所述外筒101通

过螺纹套设在内筒102的外侧，所述止动连接结构设置在外筒101的外壁上。所述止动连接

结构为开设在所述外筒101外壁的第一卡槽103和第二卡槽104，所述第一卡槽103和第二卡

槽104分别用于对第一卡圈501和第二卡圈502进行卡合，配合方便，结构简单，稳定可靠。

[0031] 本实施例中，所述第一卡槽103和第二卡槽104的槽口均进行倒角105，减少了第一

卡槽103和第二卡槽104与过渡接头5的干涉，增加了设备的寿命。

[0032] 本实施例中，所述外壳301上设置有破风结构6，拉索4之间增加了阻尼器3，各个阻

尼器3组成了新的连接索，同样易受到风力等外部干扰影响，也容易产生各种形式的振动，

本实施例通过在外壳301上设置破风结构6，减少风力对阻尼器3的影响，从而减少了阻尼器

3对拉索4的影响，进一步提升了结构的稳定性。

[0033] 本实施例中，所述破风结构6包括若干破风网601，所述破风网601均布在外壳301

的周向且通过滚动轴承602与所述外壳301转动连接。所述破风网601由若干条形板交叉相

连形成网格，所述条形板具有一定宽度，使得破风网601中的每一网格形成轴向垂直于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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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601所在平面的疏风通道，破风效果好，减少了风力的成型。

[0034] 最后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

佳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

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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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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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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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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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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