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按照吉利合作 釣所公布的匡阮申睛
(19) i 界 祺戶枝組鍥

囤 阮 局

(43) 匡阮公布日
2008 年8 月21 日 (21.08.2008)

(51) 回阮寺利分癸骨 (72) 友明人 ; 及
E04B 1/98 (2006 01) EOlB 19/00 (2006 01) (75) 友明人I申清人 ( 吋美 ) : 瓦格鈉．汶斯 格釣克

(21) 回阮申清骨 PCT/CN2008/000263 (WAGNER, Hans-Georg) [DE/DE], 德回埃森市嘗亦
大街 311弓隔而固工程沒汁有限公司 , Essen 45136

(22) 回阮申清日 2008 年2 月1 日(01 02 2008) (DE)
(25) 申清晤言 中艾

(74) 代理人 : 北京市柳沈律肺事各 f(LIU, SHEN &
(26) 公布晤言 中艾 ASSOCIATES), 中回北京市朝陌匡北辰京路 8弓氾
(30) 伉先杖 宴大廈A0601, Beijing 100101 (CN)

200710013713 1
2007 年2 月 15 日 (15 02 2007) CN (81) 指定回 (除另有指 明 要求每 神可提 的 囤 家

保妒 ) : 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71) 申清人 (吋除美 囤外 的所有指定 囤 ) : 隔而固 (青 BG, BH, BR, BW, BY, BZ, CA, CH, CN, CO, CR, CU,

島 ) 振功控制有 限公司 (GERB (QINGDAO) VI¬ CZ, DE, D 「,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BRATION CONTROL CO., LTD.) [CN/CN], 中回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S, JP,
山京省青島市流亭空港工仙聚集匡金剛山路 7弓, KE, KG, KM,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Shandong 266108 (CN) LT, LU, LY,MA, MD, ME, MG, MK, MN, MW, MX,

(71) 申清人及 MY, MZ, NA, NG, NI, NO, NZ, OM, PG, PH, PL, PT,
(72) 友明人 尹羊罕(YIN, Xu司un) [CN/CN], 中回山京省 RO, RS, RU, SC, SD, SE, SG, SK, SL, SM, SV, SY, TJ,

青島市流亭空港工血聚集匡金剛山路 7弓, Shandong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UZ, VC, VN, ZA,

[兀 .鎂 頁 ]

(54) Title: A DETACHABLE VIBRATION ISOLATION DEVICE AND THE APPLICATION THEREOF

(54) 友明名林 : 分休式隔振裝置及其匝用

(57) Abstract: A detachable vibration isolation device

神分休式隔振裝置，包括瑛接套筒、和彈簧隔振器 ( 3 ) ，耿接套筒上投置支承揩抉 ( 5) 和放升揩抉 ( 7)

其咐瑛接套筒由上套筒 ( 2) 和下套筒 ( 1) 枸成 上套筒 ( 2 ) 和下套筒 Cl 之回采用可拆分的瑕接拮枸，碩升措

抉 ( 7) 投置在上套筒 (2) ± ，支承措抉 ( 5 ) 投置在下套筒 (2) ± 。此外，胚提供一神分休式隔振裝置的項升安

裝亢妹．。



(84) 指定因 (除另有指 明 , 要求每 神可提供的地區 SI, SK, TR), OAPI (BF, BJ, CF, CG, CI, CM, GA, GN,
保妒 ) : ARIPO (BW, GH, GM, KE, LS, MW, MZ, NA, GQ, GW, ML, MR, NE, SN, TD, TG)
SD, SL, SZ, TZ, UG, ZM, ZW), 歐立 (AM, AZ, BY,
KG, KZ, MD, RU, TJ, TM), 歐洲 (AT, BE, BG, CH,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 GR, HR, HU, IE, 本因阮公布 :
IS, IT, LT,LU, LV,MC, MT, NL, NO, PL, PT, RO, SE, — 包括 囤 阮栓索扳告



分休式隔振裝置及其座用

技木領域
本友明屬于振功及噪戶控制領域，尤其涉及一科用 于減輕軌道牟輛返行

迂程 中友出的振功及噪戶 所帶柬不 良影晌或減少建筑枸件及改各基咄振功
的隔振裝置。

背景技木

佑統的軌道交通結枸在牟輛返行吋合戶生較大的振功和噪戶 ，迷些振功
和噪戶不，仗吋附近的建筑及改各戶生影晌，近可能吋人休造成仿 害 。 因此，
吋于人口及建筑相吋集中的城匹未說，軌道交通的咸振降噪同題就昱得尤力

重要。 現有減振措施按照各神措施介入的不同市魚，分力軌下隔振、枕下隔

振、道床下隔振三介居次 。 根搪隔振原理和結枸功力孕，隔振系 統的參振廣

量越大，彈性元件的彈性越高，隔振效果越好 伙軌道結枸柬看，隔振市魚

禹鋼軌越迅，彈性可以越大，參振原量可以越大，固有頻率和隔振頻率范 園

可以越低，隔振效果越好。 而剛度和原量在不同的市魚都有一定的客硯制約

范 園，不能隨意妒大或威小，例如在軌下，任意增大墊板彈性舍造成翎軌奕

形和位移迂大，影晌仟牟安全。 因此吋于隔振要求大于 1 0 分貝 的吻合，一
般要 枉道床下采取隔振措施才能迷到要求 。舌利考力 ZJ

2004
0 4 4 的中

固舌利公布了一神內置式隔振裝置，隔振裝置的耿結套筒放置在浮置板中，

耿結套筒的高度占浮置板的厚度等同 。 出于碩升需要，其在瑕接套筒 肉壁上
同隔地改置頂升抽坡和支承挫坡，頂升拍坡和支承抽坡之同留有容鈉預升工

具的空同，所以耿接套筒的高度尺寸普遍較大。 而奕 阮座用迪程中，一方面，

由于空閒 、 成本及林境等堵多 因素的限制，沖多 吋侯給浮置板留 出的高度元

法容納較大的耿接套筒 ，因而元法采用浮置板 另一方面，浮置板的高度 枉

工程改汁 中往往很晚才能碉定，由于浮置板的厚度叟化，各神高度的耿接套

筒尺寸不一，元法宴現犀存式生戶，因而交貸期較未。 特別是施工中遇到改
汁艾更忖，因力吋座周期較衣，容易影喃施工迸度。

友明內容



本友明的 目的在于克服上述缺陷，提供一神易于雯更預升安裝空岡尺寸
或元需預留頂升安裝空間、可迸行犀存式生戶叭而奕現快速供貸的、能移在
更大高度范固內天活追用于不同厚度浮置板、建筑地板或改各基拙的分休式

隔振裝置及其座用 。

本友明的另一介 目的在于提供一秤分休式隔振裝置的預升安裝方法。

本友明近有一介 目的在于提供一神分休式隔振裝置的頂升工具。

本友明分休式隔振裝置是迭祥奕現的，包括瑕接套筒和彈簧隔振器，耿
接套筒上改置有支承挫坡和頂升拙坡，所述瑕接套筒由上套筒和下套筒枸

成，上套筒均下套筒之間采用可拆分的瑕接鈷枸，頂升挫決改置在上套筒上，
支承挫決改置在下套筒上。

上套筒占下套筒 間可拆分的瑕接方式多神多祥，可以是上套筒和下套筒

上分別改置耿接法竺或耿接耳板，井通迪沿軸向的螺栓、銷栓或卡箍耿接
可以是上套筒占下套筒的側壁上舛座設置銷孔．螺紋孔或健杯，井通迪銷釘
或螺栓相互耿接，或在上、下套筒的側壁上吋座改置銷栓，通迪扣于銷栓上
的健杯扣件相互耿接 也可以是上套筒均下套筒的側壁上改置沿往向的耳
板，耳板上改置沿切向的銷孔或銷栓，上、下套筒通迂沒置銷孔銷釘或螺栓
相互瑕接，或通迂扣于銷栓上的健杯扣件相互耿接 或上套筒均下套筒之一
側壁上淡有可以上下攫功或切向攫功的卡鉤，另一套筒側壁上吋座設有卡孔
或卡緣，上、下套筒通迪卡鉤相互瑕接 或者上套筒占下套筒分別故置大小

相容、井可以褚位交疊的升口占抽緣，拍緣相互穿迂升口后繞抽向旋特至兩

者掩廓相互交疊，奕現上、下套筒相互桂接。

所述彈簧隔振器包括彈簧亮休和彈簧，彈簧位于彈簧亮休內，其中彈簧
包括在垂向和橫向具有合追剛度及彈性的螺旋彈簧、碟簧、橡肢金厲夏合彈

簧或碟簧橡肢夏合彈簧，元需額外的水平方向作用的彈性支承元件或限位元
件就能保征浮置板在各方向上的穗定性和隔振效果。彈簧的至少部分表面改
有約柬阻尼，或者彈簧至少局部嵌入阻尼材料之中。 彈簧亮休上改置密封結

枸，彈簧亮休中改置液休阻尼材料，彈簧下部浸在液休阻尼材料中。 彈簧隔

振器改置在瑕接套筒 內部，支承挫決的下方。 彈簧隔振器尚支承抽泱之間改
有墊片 ，墊片 的中夫留有預升通孔。 支承挫泱和碩升挫坡的升口及形狀占彈

簧亮休上頂面及墊片 的大小相容，井可褚位交疊 。 彈簧隔振器的上表面或/



和下表面改有防止其水平移位的瑕接裝置，核耿接裝置上下分別均耿接套筒

和基咄耿接，耿接裝置力防滑墊板、螺栓或者凹凸結枸 。

本友明的分休式隔振裝置的預升安裝方法包括如下步驟
( 1 ) 根搪所迭定的隔振器型考，將瑕接套筒澆筑于浮置板或其他待浮

置枸件 內 如上套筒只作力頂升帖忖捕助套筒，則只將下套筒 澆筑

于待浮置枸件叱
( 2 ) 安裝吋，如上套筒只作力預升帖忖捕助套筒 ，則利用瑕接錯枸先

將上套筒均下套筒瑕接在一起
( 3 ) 將彈簧隔振器和墊片依次放入所有下套筒札 使彈簧隔振器位于

支承拍坡的下方，墊板的上表面略高于支承挫泱的下表卸
( 4 ) 在上套筒 內放入油座千斤碩及預升支架，活塞杆或其延長部放入

墊板的頂升通孔之中，牙 用項升抽坡給預升支架提供支撐，驅功千
斤頂工作施座將彈簧隔振器座縮，直至墊片咯低于下套筒支承抽決

底軋
( 5 旋特墊片 ，使墊片 均支承抬決宴現褚位交疊

( 6 將千斤頂泄座，此吋彈簧隔振器回彈，將墊片 緊座在下套筒的支

承拍坡上，彈簧隔振器承載，取出預升支架及千斤預

( 7 ) 如此反夏，吋浮置枸件上所有的下套筒 內的彈簧隔振器分批次順

序加載，直至浮置枸件 萬升基咄表軋 井最后迷到預定高度
( 8 如果上套筒作力帖吋碩升埔助套筒 ，松升上、下套筒之同的瑕接

結枸，取走上套筒，頂升完成。

本友明的分休式隔振裝置的項升工具包括千斤頂，其特征在于千斤頂外

亮上設置頂升支架，預升支架的形狀勻分休式隔振裝置預升挫決的汁 口大小

及形狀相容，預升支架放入預升挫決的升口后可以通迂旋特頂升支架使頑升

挫堤七頂升支架錯位交疊 。千斤頂活塞杆或其延長部的直往小于墊片頂升通

孔的直往。

本友明的分休式隔振裝置通迂設置可以拆分的上套筒和下套筒，有效地

妒大了隔振器的迢用范園，以浮置板力例，其具休座用方式包拮如下丙方面

一方面，可以將下套筒迭行析 佳化，迸行犀存式生戶，座吋不同厚度的浮置



板吋，只需相座加工不同高度的上套筒即可，出貸前或在工地現場帖吋完成

組裝和高度匹配，送祥有利于縮短加工周期，提高供貸快速反座能力，迷神
情況下上套筒是永久固定于浮置板內的 另一方面，吋于因預留預升安裝空
間造成的耿接套筒 高度尺寸迂大，元法座用于較薄軌道浮置板的同題，可以

5 利用將下套筒 高度改置的均浮置板相這座，使用 日叫叉將下套筒均浮置板澆筑

成一休，上套筒作力預升吋的帖吋輔助套筒使用 ，項升后將上套筒拆下，而

且通迂杯 佳化，上套筒近可以反夏使用 。 基于此原理，本友明迅可以座用在
建筑地板或改各基咄上，都可以取得很好的鍰沖隔振效果。

本友明的分休式隔振裝置，結枸緊奏合理，在不影晌減振效果的前提下，
l 縮短了加工周期，布約 了材料，降低了成本，妒大了本隔振裝置的座用范固，

奕用性強，努弄效座和杯保效座兼各，力軌道交通及建筑兀房建改的振功噪
戶杯境控制提供了更多 的座用迭捧 其預升安裝方法操作筒便，效果可靠

所使用頂升工具筒羊奕用 ，具有戶周的推戶座用前景。

附囤說明

囤 1 力本友明分休式隔振裝置的結枸示意 囤之一。

圈 2 力圈 1 的俯視圈 。

因 3 力本友明分休式隔振裝置的預升安裝示意 園之一。

團 4 力本友明分休式隔振裝置的工作狀怒示意囤之一。

因 5 力本友明分休式隔振裝置的預升安裝示意圈之二。

圍 6 力本友明分休式隔振裝置的工作狀怒示意 囤之二。

囤 7 力本友明分休式隔振裝置的錯枸示意 因之二。

囤 8 力本友明分休式隔振裝置的錯枸示意 囤之三。

因 9 力本友明分休式隔振裝置的結枸示意 囤之四。

囤 力本友明分休式隔振裝置的結枸示意因之五。

因 力囤 的俯視囤。

13 力本友明碩升工具的座用示意 園 。



具休奕施方式

奕施例一

如囤 1所示本友明分休式隔振裝置，包梧下套筒 1、上套筒 2、彈簧隔振
器 3 和墊片 4，其中，下套筒 1 的上部設置有支承抽坡 5，力筒化結枸將支
承挫決 5 占下套筒頂端的耿接法竺 6 集成力一休，上套筒 2 的上部改置有頑

升挫坡 7。 利用役置在下套筒 1 碩端耿接法竺 6 和上套筒 2 底端瑕接法竺 8

之間的螺栓 10，將下套筒 1和上套筒 2 耿接在一起。下套筒 1 的厚度均浮置
板 9 的厚度相迢座 。

彈簧隔振器 3 包括彈簧亮休和彈簧 2 1，彈簧 2 1 位于彈簧亮休 23 內，力
螺旋彈簧，在垂向和橫向具有合追剛度，元需額外的水平方向作用的彈性支

承元件或限位元件就能保祉浮置板在各方向上的穗定性和隔振效果。彈簧亮

休 23 J改置密封結枸 27，彈簧亮休中改置液休阻尼材料 22，彈簧 2 1 下部
浸在液休阻尼材料 22 中。 彈簧隔振器 3 改置在下套筒 1 內部，支承拍決 5

的下方 。 彈簧隔振器 3 均支承抽泱 之同改有墊片 4，墊片 4 的中央留有頂

升通孔。支承挫決 5 和碩升抽坡 7 的升口及形狀均彈簧亮休 3 的上預面及墊
片 4 的大小相容，井可錯位交疊，見囤 2。 彈簧隔振器 3 的上表面改有防止
相吋水平移位的防滑墊板 26，下表面故有防止相吋水平移位凹凸結枸 24

安裝前，首先將下套筒 1 澆注于浮置板 9 內，待其 固化，迭到碩升強度，

然后先利用螺栓 10 將上套筒 2 固定裝配在下套筒 ，如囤 3 所示。 安裝
吋，依次將彈簧隔振器 3 和墊片 4 放入下套筒 1 的相座位置，墊板 4 的上表
面略高于支承拍坡 5 的下表面 。 再放入千斤頂 11和頂升支架 12 ，然后驅功

千斤頂 11 作，借助千斤頂 11 和頂升支架 12 ，利用頂升抽坡 7 提供支撐將

彈簧隔振器 3 座縮，占墊片 4 低于支承挫決 的下表面忖，特功墊片 4，使

支承挫坡 均墊片 4 奕現褚位交疊 。 將千斤頂 11 卸載，再取出頂升支架 12

及千斤頂 11，此吋彈簧隔振器 3 友生彈性恢夏，將墊片 4 緊座在下套筒 1

的支承挫決 5 。 如此反夏，吋浮置板 9 件上所有的下套筒 內的彈簧隔振器

分批次順序加載，直至浮置板 9 萬升基咄表面 13 (凡團 4 ，井最后迭到預

定高度，最后松升螺栓 10 取下上套筒 2。通迪稠整墊片 4 的數量和患厚度可
以碉市浮置板 9 禹升基咄表面高度和傾斜度。 力防止灰坐 、污水或其它染物

落入下套筒 內，下套筒 方近改置有防生羞 14 和密封墊 15，如囤 4 所示。



防坐蓋 14 也可以完全嵌入地改置在下套筒 1 內 。

如果將上迷螺紋孔及上套筒 2 上相座的通孔或螺紋孔的位置和大小迸行
析准化，則上套筒 2 就可以 宴現通用井可以反夏使用，送祥就可以大大市約

材料和工時，降低戶品成本。

如果將瑕接法竺 6 和瑕接法圭 8 分別改置在下套筒 1和上套筒 2 的內部，
利用 緊固件將下套筒和上套筒八內側迸行耿接，也可以 宴現同祥的效果，井
且送神耿接結枸有利于迭一步縮減隔振裝置的休私，市省材料。 除整休的耿
接法竺外，也可用多介耿接耳板代替。

通迂稠整下套筒的高度及墊片或/和彈簧隔振器的高度，本友明隔振裝置
可以這用于多神厚度的浮置板。 占然，基于上述原理，本友明隔振裝置也可
以座用于建筑地板、故各基拙等吻所，都可以茨得很好的鍰沖隔振效果。

奕施例二

如圈 1、 固 5 圈 6 所示，均 奕施例一的匹別在于將上套筒 2 、下套筒 1

固定瑕接好一起預改在浮置板 9 內，預升結柬后，相座的在上套筒 2 上方改
置防生蓋 14 和密封墊 1 。 些 然防生盞 14 也可以完全嵌入在上套筒 2 內，速
祥更力美肌。

使用吋，可以將下套筒 1迸行析准化，迭行犀存式生戶，供賃前根搪浮

置板 9 的奕 阮厚度相座的加工上套筒 2，在工兀或工地快速匹配耿接套筒的

高度，迷梓有利于迭一步縮短加工周期，提高施工效率，可以更好的滿足不

同厚度浮置板厚度或厚度連鎊奕化的浮置板的隔振需求。 除了螺栓瑕接外，

上套筒和下套筒也可以焊連或拈結耿結力一休再迸行使用，速祥可以省略瑕
接法竺結枸，有利于迸一步市約材料，提高耿接強度，降低戶品成本。

奕施例三

如囤 7 所示，均 宴施例一的匹別在于，取消上套筒 2 底部的耿接法竺，

利用下套筒 1 和上套筒 2 側壁上波置的銷孔，通迂銷釘 16 將丙者瑕接在一
起。

采用迷神瑕接方式的上套筒 2 結枸更筒羊，使用材料更少，成本相座也
更低。 下套筒 1 支承拍堤 5 上方的空間在拆下上套筒 2 后，可以用于放置防

坐蓋 ( 團中未示出 ，空岡利用吏力緊奏更加合理 。 占然也可以改置螺紋孔，

利用螺栓未替代銷釘宴現瑕接 。



除銷孔占銷栓配合耿接外， 也可以采用在上、下套筒的側壁上村座波
置銷栓，通迪扣于銷栓上的健杯扣件使上下套筒相互耿接。

除此之外，本奕施例中的彈簧 2 1 力金厲橡肢夏合彈簧，橡肢力空 圓柱
形 ，中同空 改有 固休阻尼材料，力高阻尼聚氨酯，用于增大隔振器的阻尼
橡肢中役有多介雄形金厲杯，通迪稠整其雄度和橡肢居的厚度，可以碉整

橡肢彈簧的橫向占垂向的剛度比例 。

宴施例四

如因 8 所示，七奕施例三的匹別在于，在下套筒 1 上改置吊杯 8，在上
套筒上改置吊耳 17，在吊耳 17 上改置銷孔，將吊耳和吊林組裝在一起，再
通迷螺栓 10 將下套筒 1及上套筒 2 耿接在一起。

占然在上、 下套筒上同吋改置吊耳，利用 吊耳上的銷孔和銷釘的配合也
可以 宴現同祥的耿接效果。 此外，如果在吊耳上改置銷栓，再利用扣于銷栓
上的健酥扣件也可以 奕現上、 下套筒的可靠瑕接。

奕施例五

如因 9 所示，占奕施例四的匹別在于，在上套筒上餃接卡釣 25，利用卡
釣 2 均下套筒 1碩端耿接法竺 6 相互配合，奕現下套筒 1 均上套筒 2 的桂

接。

占然，也可以在耿接法竺 6 頂面改置用于均卡鉤 25 相配合的其牠桂接裝
置或在下套筒上役置相座的卡孔，也可以 宴現同祥的效果。

奕施例六

如囤 10、 囤 11 所示，占宴施例三的匹別在于，在下套筒 上設置挫緣

19，在上套筒 2 上改置抽緣 20，將挫緣 20 通迂下套筒 1上改置的大小及形

狀相容的升口放入下套筒后，沿軸向迸行旋特占挫緣 9 迭行錯位交疊，將

下套筒 和上套筒 2 瑕接在一起。

奕施例七

如團 12、圈 13 所示本友明碩升工具，包括千斤頂 1 ，千斤頂 1外亮上
通迂螺紋錯枸設置項升支架 12 ，預升支架 12 的形狀均隔振裝置的升口形狀

相容，井可放入后旋特交疊 。 千斤碩活塞杆 3 1 直往小于墊片 P 頂升通

孔的直往。 利用本友明預升工具，按照前述的碩升安裝方法即可以快速的奕



現隔振裝置的碩升作止。

本友明分休式隔振裝置，結枸筒羊，改汁合理，生戶成本低，易于更換

維修，銓洋均林保效座俱佳，迢用于浮置板、建筑地板或波各基拙的隔振，

特別這用于地缺軌道的隔振，占然也可以戶泛座用于秩路、城市秩路，高架

鞋軌、 高速秩路等軌道交通領域的隔振。



枚利要求

1．一神分休式隔振裝置，包括耿接套筒和彈簧隔振器，瑕接套筒上改置

支承拍坡和預升抽坡，其特征在于耿接套筒 由上套筒和下套筒枸成，上套筒

均下套筒之間采用可拆分的取接結枸，碩升挫決改置在上套筒上，支承挫坡

改置在下套筒上。

2．根搪枚利要求 所述的分休式隔振裝置，其特征在于上套筒和下套筒

上分別改置瑕接法竺或瑕接耳板，井通迪沿軸向的螺栓、銷栓或卡箍耿接。

3．根搪枚利要求 1 所述的分休式隔振裝置，其特征在于上套筒均下套筒

的側壁上吋座改置銷孔、螺紋孔或健杯，井通迪銷釘或螺栓相互耿接，或在

上、 下套筒的側壁上吋座改置銷栓，通迪扣于銷栓上的鏈杯扣件相互耿接。

4．根搪枚利要求 1 所迷的分休式隔振裝置，其特征在于上套筒均下套筒

的側壁上改置沿往向的耳板，耳板上改置沿切向的銷孔或銷栓，上、下套筒

通迪沒置銷孔銷釘或螺栓相互瑕接，或通迂扣于銷栓上的鏈杯扣件相互瑕

接。

5．根搪枚利要求 1 所述的分休式隔振裝置，其特征在于上套筒均下套筒

之一側壁上設有可以上下攫功或切向撰功的卡鉤，另一套筒側壁上村座改有

卡孔或卡緣，上、下套筒通迂卡鉤相互瑕接。

6．根搪枚利要求 1 所述的分休式隔振裝置，其特征在于上套筒占下套筒

分別改置大小相容、井可以錯位交疊的升口均挫緣，拍緣相互穿迂升口后饒

筒軸向旋特至丙者掩廓相互交疊，奕現上、下套筒相互桂接。

7．根搪校利要求 1 所述的分休式隔振裝置，其特征在于彈簧隔振器包插

彈簧亮休和彈簧，彈簧位于彈簧亮休札 其中彈簧包括在垂向和橫向具有合
這剛度及彈性的螺旋彈簧、碟簧、橡肢金厲夏合彈簧或碟黃橡肢夏合彈簧。

8．根搪校利要求 7 所述的分休式隔振裝置，其特征在于彈簧的至少部分
表面改有約柬阻尼，或者彈簧至少局部嵌入阻尼材料之中。

9．根搪杖利要求 7 所迷的分休式隔振裝置，其特征在于彈簧亮休上設置

密封結枸，彈簧亮休中改置液休阻尼材料，彈簧下部浸在液休阻尼材料中。

10．根搪校利要求 7 9 所迷的分休式隔振裝置，其特征在于彈簧隔振器

改置在耿接套筒 內部，支承拍決的下方，彈簧隔振器均支承挫坡之用波有墊



片 ，墊片 的中央留有頂升通孔。

11．根搪校利要求 10 所述的分休式隔振裝置，其特征在于支承挫決和預

升挫決的升口及形狀均彈簧亮休上頂面及墊片 的大小相容，井可錯位交疊 。

12．根搪校利要求 7-9 所迷的分休式隔振裝置，其特征在于彈簧隔振器

的上下表面改有防止其水平移位的瑕接裝置，核耿接裝置上下分別占耿接套
筒和基拙耿接，瑕接裝置力防滑墊板、螺栓或者凹凸結枸 。

13 ， 一神分休式隔振裝置的頑升安裝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驟

(1 根搪所迭定的隔振器型青，將瑕接套筒澆筑于浮置板或其他待浮置枸

件 內 如上套筒只作力碩升帖汁捕助套筒，則只將下套筒 澆筑于待浮置枸件
P

(2 安裝吋，如上套筒只作力預升帖忖埔助套筒 ，則利用耿接錯枸先將上
套筒均下套筒耿接在一起

3 將彈簧隔振器和墊片依次放入下套筒 內，使彈簧隔振器位于支承抽坡

的下方，墊板的上表面略高于支承挫坡的下表面

4)在上套筒 內放入千斤頂及頂升支架，活塞杆或其延衣部放入墊板的預

升通孔之中，利用頂升挫決洽頂升支架提供支撐，驅功千斤頂工作施座將彈

簧隔振器座縮，直至墊片咯低于下套筒支承拍坡底卸
5 旋特墊片 ，使墊片 均支承拍坡宴現褚位交疊

6)將千斤頂卸載，此吋彈簧隔振器回彈，將墊片 緊座在下套筒的支承拍
泱上，彈簧隔振器承載，取出頂升支架及千斤頂

(7 如此反夏，吋浮置枸件上所有的下套筒 內的彈簧隔振器分批次順序加

載，直至浮置枸件 萬升基咄表面，井最后迭到預定高度

8 如果上套筒作力帖吋頂升捕助套筒 ，松升上、下套筒之同的耿接結枸，

取走上套筒，預升完成。

14．一神分休式隔振裝置在浮置道床、建筑地板或改各基咄上的座用 。

15．一科分休式隔振裝置的碩升工具，包括千斤碩 ，其特征在于千斤預

外亮上役置頂升支架，預升支架的形狀占分休式隔振裝置頂升挫坡的升口及
形狀相容，頂升支架放入頂升抽坡的升口后可以通迂旋特頂升支架使頂升拍
決七頂升支架錯位交疊 。



16．根搪校利要求 15 所述的分休式隔振裝置的頂升工具，其特征在于千
斤碩 活塞杆或其延衣部的直往小于墊片預升通孔的直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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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II 桂 夫干某些枚利要求不能作力粒索主題的意兄(接第 1克第 2 頃)

按集 I7(2)(a)肘某些杖利要求未作因阮栓索扳告的理由如下

1 杖利要求

因力它們涉及到不要求本因阮栓索卓位迸行栓索的主題 即

J ,

2 . D 杖利要求

因力它們涉及到因阮申晴中不符合規定的要求的部分，以致不能迸行任何有意又的因阮拉索

具休地塊

r，，

3 杖利要求

! VJ- 因力它們是伙厲杖利要求 井且投有按照細則 6．4(a)第 2 旬和第 3 句的要求撰有 。

第 III 桂 夫千缺乏岌明羊- 性吋的意兄(接第 交第 3 頃)

本因阮栓索羊位在咳回阮申清中友現多項友明，即 :

杖利要求 15 晴求保押 - 神用于分休式隔振裝置的碩升工具 由于具有碩升拙抉及其升口的隔振裝置足常兄

的現有技木 (如 CN1707026A) ，而所迷隔振裝置是否力 分休式 肘咳放升工具不芹生任何影吶，即咳用途限定

村咳項升工具不起限定作用。 因此杖利要求 15 勻杖利要求 1之同不具有相同或相位的特定技木特征，不符合 PCT

細則第 13．1 夫于羊 性的規定 。

" 1 凶 由于申清人按肘繳鈉了被要求繳鈉的全部附加栓索弗，本回拆栓索扳告計肘全部可作栓索的杖利要求 。
<

-
由于元需付出有理由要求附加按的芳功即能肘全部可粒索的杖利要求迸行栓索 本因阮栓索卑仿人

1 I 通知繳納任何附加與 。

叫
-3- 鬥 由于申晴人仗按肘繳納了部分被要求繳鈉的附加栓索強 本因阮栓索扳告仗涉及 已繳 的那些杖利耍求

具休地恍 是杖利要求

I

I

□ 申晴人未按肘繳納被要求的附加粒索強。因此 本匡阮栓索扳告攸涉及杖利要求中首伙提及的友明

包含咳友明的杖利要求是

芙于，屏伙的塊明: D 申清人繳納了附加栓索強 同的提交了昇以弔 繳納了昇汶強 。

申晴人繳納了附加粒索強 同吋提交了昇以弔，但未繳納昇以與 。

D 繳納附加栓索扭吋未提交昇汶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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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索扳告中引用的 公布日期 同族寺利 公布日期
心 T - 吉利文件

CN1707026A 2005-12-14 CN101023218A 2007-08-22

R20070039599A 2007-04-12

EP1783275A 2007-05-09

WO2006007791A 2006-01-26

CN101024981A 2007-08-29

JP 10-2 19902A 1998-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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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主題的分癸

E04B1/98 (2006.01) i

EOl B19/00 (2006.0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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