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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波形钢板耗能的减震支座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采用波形钢板耗能

的减震支座，涉及桥梁工程领域。本实用新型的

目的是提供一种加工难度小、造价较传统减隔震

支座低、易于养护、震后易于维修、具有良好受力

性能的减震支座。一种采用波形钢板耗能的减震

支座，包括上连接板、下连接板、支座和若干波形

钢板，所述上连接板与下连接板之间连接有支座

和若干波形钢板，若干波形钢板位于支座的外

围。本实用新型利用波形钢板具有屈曲耗能的特

性，确保橡胶支座在地震中不被破坏，震后可快

速更换屈曲破坏的波形钢板，提高了桥梁结构抗

震能力的同时也能够提高震后修复的速度。此

外，巨型地震时，波形钢板屈曲后不会断裂，能够

避免落梁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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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采用波形钢板耗能的减震支座，其特征在于：包括上连接板(1)、下连接板(2)、

支座(3)和若干波形钢板(4)；

所述上连接板(1)与下连接板(2)均为水平设置的方形钢板，上连接板(1)位于下连接

板(2)正上方，上连接板(1)与下连接板(2)之间设置有支座(3)；

所述上连接板(1)的下板面焊接有4个上锚固板(101)，4个上锚固板(101)围合成方形

框架，支座(3)位于该方形框架的正中央；

所述下连接板(2)的上板面焊接有4个下锚固板(201)，4个下锚固板(201)围合成方形

框架，支座(3)位于该方形框架的正中央；

每个所述上锚固板(101)的正下方均存在一个下锚固板(201)，上锚固板(101)和下锚

固板(201)上均匀设置有若干圆形通孔Ⅰ；

每个所述上锚固板(101)与其正下方的下锚固板(201)之间设置有波形钢板(4)，波形

钢板(4)的波长方向与水平面垂直；所述波形钢板(4)的上边缘设置有若干椭圆通孔(401)，

若干椭圆通孔(401)沿水平方向均匀布置，若干椭圆通孔(401)的长轴呈水平状；所述波形

钢板(4)的下边缘设置有若干圆形通孔Ⅱ(402)，若干圆形通孔Ⅱ(402)沿水平方向均匀布

置；

若干单向高强螺栓(5)穿过波形钢板(4)上边缘的若干椭圆通孔(401)和上锚固板

(101)的若干圆形通孔Ⅱ(402)，若干单向高强螺栓(5)穿过波形钢板(4)下边缘的若干圆形

通孔Ⅱ(402)和下锚固板(201)的若干圆形通孔Ⅰ；拧紧每个所述单向高强螺栓(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波形钢板耗能的减震支座，其特征在于：所述波形钢

板(4)由平面钢板冷弯而成，所采用的平面钢板为Q235钢板、Q345钢板或免涂装耐候钢板；

所述波形钢板(4)的波形为曲线波形或折线波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采用波形钢板耗能的减震支座，其特征在于：所述支座

(3)为非抗震型板式支座、盆式橡胶支座或抗震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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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采用波形钢板耗能的减震支座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桥梁工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采用波形钢板耗能的减震支座。

背景技术

[0002] 地震历来是危害人类的一大自然灾害，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全球发生了多次大地

震，包括日本阪神大地震、中国汶川大地震、玉树大地震等，历次地震都给人类造成了惨重

的损失。再过去的历次大地震中，作为生命线工程的桥梁结构无一例外的遭受了严重破坏，

给震后救援及重建工作带来极大不便。实践证明，进行减隔震设计是避免或减轻桥梁地震

破坏几率的有效方法。

[0003]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以及城市交通建设也发展

迅速，近年来我国修建了数量巨大的中小跨径桥梁。对于中小跨径桥梁，比较成熟的减震技

术就是在桥墩与主梁之间设置减震支座，但是目前我国应用减震技术的桥梁并不多。这主

要是因为传统减震支座的减震效果对自身材料特性的依赖性较大，而减震支座的设计思路

主要侧重于通过滑动或滚动装置来减少地震对上部结构的作用，通过增加耗能材料来减缓

震与耗能，需要两种及以上材料的组合才能达到需要的减震效果，这就增大了减震支座的

加工复杂程度，提高了制作成本，最终阻碍了减震支座在桥梁工程中的大范围应用。

[0004] 因此，有必要研发一种加工难度小、造价较传统减隔震支座低、易于养护、震后易

于维修、具有良好适用条件和良好受力性能的减震支座。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加工难度小、造价较传统减隔震支座低、易于养护、

震后易于维修、具有良好适用条件和良好受力性能的减震支座。

[0006] 为实现本实用新型目的而采用的技术方案是这样的，一种采用波形钢板耗能的减

震支座，包括上连接板、下连接板、支座和若干波形钢板。

[0007] 所述上连接板与下连接板均为水平设置的方形钢板，上连接板位于下连接板正上

方，上连接板与下连接板之间设置有支座。

[0008] 所述上连接板的下板面焊接有4个上锚固板，4个上锚固板围合成方形框架，支座

位于该方形框架的正中央。

[0009] 所述下连接板的上板面焊接有4个下锚固板，4个下锚固板围合成方形框架，支座

位于该方形框架的正中央。

[0010] 每个所述上锚固板的正下方均存在一个下锚固板，上锚固板和下锚固板上均匀设

置有若干圆形通孔Ⅰ。

[0011] 每个所述上锚固板与其正下方的下锚固板之间设置有波形钢板，波形钢板的波长

方向与水平面垂直。所述波形钢板的上边缘设置有若干椭圆通孔，若干椭圆通孔沿水平方

向均匀布置，若干椭圆通孔的长轴呈水平状。所述波形钢板的下边缘设置有若干圆形通孔

Ⅱ，若干圆形通孔Ⅱ沿水平方向均匀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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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若干单向高强螺栓穿过波形钢板上边缘的若干椭圆通孔和上锚固板的若干圆形

通孔圆形通孔Ⅱ，若干单向高强螺栓穿过波形钢板下边缘的若干圆形通孔Ⅱ和下锚固板的

若干圆形通孔Ⅰ。拧紧每个所述单向高强螺栓。

[0013] 进一步，所述波形钢板由平面钢板冷弯而成，所采用的平面钢板为Q235钢板、Q345

钢板或免涂装耐候钢板。所述波形钢板的波形为曲线波形或折线波形。

[0014] 进一步，所述支座为非抗震型板式支座、盆式橡胶支座或抗震支座。

[0015]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效果是毋庸置疑的，本实用新型利用波形钢板平面外刚度大、

屈曲承载力高、耗能性能好、易于加工、造价低、易更换等优点，提高了支座自身的抗震能

力，波形钢板的屈曲耗能保证了橡胶支座在地震中不被破坏，震后可快速更换屈曲破坏的

波形钢板，提高了桥梁结构抗震能力的同时也能够提高震后修复的速度；此外，在罕遇巨型

地震下，波形钢板屈曲后不会断裂，能够避免落梁事故的发生。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采用波形钢板耗能的抗震支座外轮廓示意图；

[0017] 图2为采用波形钢板耗能的抗震支座内部示意图；

[0018] 图3为采用波形钢板耗能的抗震支座的爆炸图；

[0019] 图4为波形钢板与单向高强螺栓示意图。

[0020] 图中：上连接板1、上锚固板101、下连接板2、下锚固板201、支座3、波形钢板4、椭圆

通孔401、圆形通孔Ⅱ402和单向高强螺栓5。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但不应该理解为本实用新型上述主

题范围仅限于下述实施例。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上述技术思想的情况下，根据本领域普通

技术知识和惯用手段，做出各种替换和变更，均应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内。

[0022] 实施例1：

[0023]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采用波形钢板耗能的减震支座，包括上连接板1、下连接板2、

支座3和若干波形钢板4。

[0024] 参见图1或2，所述上连接板1与下连接板2均为水平设置的方形钢板，上连接板1位

于下连接板2正上方，上连接板1与下连接板2之间设置有支座3。所述支座3直接采用市场上

的非抗震型板式支座。

[0025] 参见图3，所述上连接板1的下板面焊接有4个上锚固板101，4个上锚固板101围合

成方形框架，支座3位于该方形框架的正中央。

[0026] 参见图3，所述下连接板2的上板面焊接有4个下锚固板201，4个下锚固板201围合

成方形框架，支座3位于该方形框架的正中央。

[0027] 每个所述上锚固板101的正下方均存在一个下锚固板201，上锚固板101和下锚固

板201上均匀设置有若干圆形通孔Ⅰ。

[0028] 参见图1、2或3，每个所述上锚固板101与其正下方的下锚固板201之间设置有波形

钢板4，波形钢板4的波长方向与水平面垂直。参见图4，所述波形钢板4的上边缘设置有若干

椭圆通孔401，若干椭圆通孔401沿水平方向均匀布置，若干椭圆通孔401的长轴呈水平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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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波形钢板4的下边缘设置有若干圆形通孔Ⅱ402，若干圆形通孔Ⅱ402沿水平方向均匀

布置。

[0029] 所述波形钢板4由平面钢板冷弯而成，所采用的平面钢板为Q235钢板。在本实施例

中，所述波形钢板4的波形为曲线波形。

[0030] 若干单向高强螺栓5穿过波形钢板4上边缘的若干椭圆通孔401和上锚固板101的

若干圆形通孔圆形通孔Ⅱ401，若干单向高强螺栓5穿过波形钢板4下边缘的若干圆形通孔

Ⅱ402和下锚固板201的若干圆形通孔Ⅰ。

[0031] 拧紧每个所述单向高强螺栓5。由于所述支座3附近的操作空间有限，采用所述单

向高强螺栓5进行锚固，降低了施工难度。

[0032] 地震发生时，所述支座3抵抗初期的地震作用而产生变形，若干椭圆通孔401可给

予支座3一定的自由变形空间。当所述支座3的变形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椭圆通孔401边缘与

单向高强螺栓5接触，波形钢板4开始受力且承受主要的荷载。

[0033] 实施例2：

[0034]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采用波形钢板耗能的减震支座，包括上连接板1、下连接板2、

支座3和若干波形钢板4。

[0035] 参见图1或2，所述上连接板1与下连接板2均为水平设置的方形钢板，上连接板1位

于下连接板2正上方，上连接板1与下连接板2之间设置有支座3。

[0036] 参见图3，所述上连接板1的下板面焊接有4个上锚固板101，4个上锚固板101围合

成方形框架，支座3位于该方形框架的正中央。

[0037] 参见图3，所述下连接板2的上板面焊接有4个下锚固板201，4个下锚固板201围合

成方形框架，支座3位于该方形框架的正中央。

[0038] 每个所述上锚固板101的正下方均存在一个下锚固板201，上锚固板101和下锚固

板201上均匀设置有若干圆形通孔Ⅰ。

[0039] 参见图1、2或3，每个所述上锚固板101与其正下方的下锚固板201之间设置有波形

钢板4，波形钢板4的波长方向与水平面垂直。参见图4，所述波形钢板4的上边缘设置有若干

椭圆通孔401，若干椭圆通孔401沿水平方向均匀布置，若干椭圆通孔401的长轴呈水平状。

所述波形钢板4的下边缘设置有若干圆形通孔Ⅱ402，若干圆形通孔Ⅱ402沿水平方向均匀

布置。

[0040] 若干单向高强螺栓5穿过波形钢板4上边缘的若干椭圆通孔401和上锚固板101的

若干圆形通孔圆形通孔Ⅱ401，若干单向高强螺栓5穿过波形钢板4下边缘的若干圆形通孔

Ⅱ402和下锚固板201的若干圆形通孔Ⅰ。

[0041] 拧紧每个所述单向高强螺栓5。由于所述支座3附近的操作空间有限，采用所述单

向高强螺栓5进行锚固，降低了施工难度。

[0042] 实施例3：

[0043] 本实施例主要结构同实施例2，进一步，所述波形钢板4由平面钢板冷弯而成，所采

用的平面钢板为免涂装耐候钢板。所述波形钢板4的波形为折线波形。

[0044] 实施例4：

[0045] 本实施例主要结构同实施例2，进一步，所述橡胶支座3直接采用市场上的抗震支

座。地震发生时，所述支座3抵抗初期的地震作用而产生变形，若干椭圆通孔401可给予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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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定的自由变形空间。当所述支座3的变形量达到一定程度后，椭圆通孔401边缘与单向高

强螺栓5接触，波形钢板4作为辅助抗震构件开始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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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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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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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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