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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n eddy-current friction-pendulum seismic reduction and isolation support, comprising an upper support plate (1), a
hinged slider (2), a spherical-face slide plate (3), a lower support plate (4), permanent magnets (5), copper plates (6), vertical seismic
reduction springs (7), limit plates (8), a seismic reduction layer (9), dustproof rings (10), bolt holes ( 11), a slider accommodating
cavity (12), a friction pad (13) and energy-dissipation pads (14); a circular blind hole i s provided in the middle of the lower support
plate (4); the vertical seismic reduction spring (7), the spherical-face slide plate (3), the friction pad (13) and the hinged slider (2)
are sequentially provided at the bottom of the blind hole from bottom to top; in the middle of the upper support plate (1), the slider
accommodating cavity (12) i s matched with the hinged slider (2); the permanent magnets (5) are provided on the outer periphery of
the slider accommodating cavity (12) in the lower surface of the upper support plate (1); and the magnetic poles of every two adjacent
permanent magnets (5) are opposite. Said seismic reduction and isolation support uses the eddy current seismic reduction technology
and a novel magnetic-rubber-material seismic reduction layer to improve the energy dissipation ability of the friction-pendulum seismic
reduction and isolation support, improving the durability, achieving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al seismic reduction and isolation of the
structure under the extreme load effect of an earthquake, a typhoon or the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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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一种 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该减隔震支座包括上支座板 (1)、铰结滑块 (2)、球面滑板 (3)、
下支座板 (4)、永磁铁 (5)、铜板 (6)、竖 向减震弹簧 (7)、限位板 (8)、减震层 (9)、防尘圈（10)、螺栓孔 ( 11)、
滑块容腔 (12)、摩擦垫 (13)、耗能垫 (14); 下支座板 (4) 的中部设有一个圆形盲孔，在该盲孔的底部 自下至
上依次设有竖 向减震弹簧 (7)、球面滑板 (3)、摩擦垫 (13)、铰结滑块 (2)，上支座板 (1) 中部 的滑块容腔 (12)
与铰 结滑块 (2)相吻合，在上支座板 (1)下表面 的滑块容腔 (12)外周设置有永磁铁 (5)，相邻永磁铁 (5)的磁
极相反。该减 隔震支座采用 电涡流减震技术与新型磁性橡胶材料减震层提高摩 擦摆 隔震支座 的耗 能
能力，提高耐久性，实现结构在地震、台风等极端荷载作用下的结构三维减隔震。



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属于土木工程领域的桥梁、房屋等结

构的减隔震控制技术，尤其涉及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

背景技术
近年来 ，地震 （如唐 i l l地震 、汶川地震、雅安地震等）、台风 (海葵、麦莎、桑美等）等

极端荷载的频繁发生给人们的生命与财产造成了难以承受的损失，我国位于环太平洋地震
带- 欧亚地震带，地震频发，且东南沿海城市常经历台风困扰。为减小强震、强风作用下土木
工程结构的损伤所 引起的经济 、损失 ，研发新型减隔震装置 ，增强建筑、桥梁结构的抗震性
能 ，是保证结构、人民牛命、财产安全的重要技术手段。

随着超高、超大跨建筑、大跨度桥梁的不断涌现 ，结构减隔震装置得到了充分的研
发与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减隔震效果 ，为保障工程结构的安全可靠 ，减隔震装置在实际工
程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铅芯橡胶隔震支座、高阻尼橡胶支座、摩擦摆隔震支座等。然
而 ，传统的减隔震支座主要以减小水平刚度为主要指标来实现减隔震的 目的，支座的阻尼
耗能能力相对较弱，且强震、强风等极端荷载作用下，采用传统的隔震措施及减隔震装置常
不能满足减隔震要求 。国内外学者关于减隔震装置做 了诸多研究 ，提出多种新型的减隔震
装置 ，如既有的新型减隔震支座有钢铅组合芯减隔震橡胶支座、软钢芯橡胶垫弹簧组合减
隔震支座、多维减隔震铅芯橡胶支座、变 曲率摩擦摆隔震支座、高度可调摩擦摆隔震支座、
一种双向变曲率摩擦摆隔震支座等。但以上新型支座均以充分发挥支座材料 自身耗能性能
为主 ，其自身的阻尼较小，仍旧需要提升减隔震支座的阻尼耗能件能。为实现强阻尼耗能的
性能 标 ，大型结构中常使用阻尼器 (液压阻尼器、粘弹性阻尼器等），也使结构的耗能能力
大大加强 ，问题的关键在于 ，该类阻尼器的耗能性能会随阻尼器木身材料性能的退化而退
化 ，耐久性较差。要实现 "大震不倒" 的抗震设防 目标 ，避免结构在强震、强风作用下发生倒
塌破坏 ，采用新型减隔震技术手段 ，增强减隔震支座的阻尼耗能性能 ，是充分发挥支座减隔
震性能的关键。

电涡流耗能减震技术是一种利用磁场与导体的相对运动产生阻尼力来提升减震
性能的新技术。其原理为：局部磁场中的运动导体因切割磁感线而产生的电涡流 （导体圆周
方向产生的环向感应电动势、感应电流），从而在永磁铁产生的磁场与导体之间产生阻碍磁
铁与导体相对运动的阻尼力 ，由于导体的电阻效应 ，导体的动能通过导体 内部电涡流转化
为热能得以耗散 ，达到耗能减震 目的。相比传统的结构减隔震装置 （如液压阻尼器 、粘弹性
阻尼器、铅芯橡胶隔震支座等），电涡流耗能减震技术不依靠机械摩擦耗能，不存在漏液、密
封、摩擦材料性能退化等问题 ，具有可靠性高、耐久性好 、阻尼耗能性能强、抗疲劳、构造相
对简单、易维护等优点。

为了史有效地控制结构强震作用下的地震响应 ，有必要采用电涡流耗能减震技术
研发新型减隔震装置。当 ，关于新型摩擦摆减隔震支座的研发如 "变 曲率摩擦摆隔震支
座" 、"高度可调摩擦摆隔震支座" 、"具有 自检测功能的摩擦摆隔震支座" 、"一种双向变曲率



摩擦摆隔震支座" 等 ，但主要以充分利用减震装置 自身材料性能为主 ，材料 自身的阻尼较
小 ，且耗能性能会随减震装置本身材料件能的退化而退化 ，耐久性较差 ，构造较复杂，不便
维护。

因此 ，亟待解决上述问题。

发明内容
技术问题 ：本发明的 目的是提供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 ，针对传统摩擦摆

隔震支座 自身的阻尼小，耗能性能会随隔震支座本身摩擦材料性能的退化而退化 ，耐久性
较差 ，只能实现水平方向隔震的缺点，提出一种利用电涡流耗能减隔震原理与新型磁性橡
胶材料 ，实现非接触耗能 ，提高隔震支座耐久性及阻尼耗能性能，可实现结构在地震 、台风
等极端荷载作用下三维减隔震的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

技术方案 ：为实现以上 目的，本发明所述的 种电涡流摩檫摆减隔震支座包括上
支座板、铰结滑块、球面滑板、下支座板、永磁铁、铜板、竖向减震弹簧、限位板、减震层、防尘
圈、螺栓孔、滑块容腔、摩擦垫、耗能垫 ;所述的下支座板的屮部设有一个圆形盲孔 ，在该盲
孔的底部 自下至上依次设有竖向减震弹簧 、球面滑板、摩擦垫、铰结滑块 ，上支座板中部的
滑块容腔与铰结滑块相吻合 ，在上支座板下表 面的滑块容腔外周沿径向设置有永磁铁 ，相
邻永磁铁的磁极相反。

其中，所述上支座板与铰结滑块之间的滑块容腔 内设置有减震层 ，且上支座板与
铰结滑块相连接部位最外侧设置有间隙，保证铰结滑块可 自由转动。

所述铰结滑块底面设置有摩擦垫，与铰结滑块紧密粘接。
所述球面滑板的上表面为凹圆弧形 ，下表面为平底。
所述下支座板 内底面设置有由磁性橡胶材料组成的减震层 ，该减震层中心位置与

外侧环向均匀设置竖向减震弹簧。
所述下支座板顶面内侧设置有限位板 ，限位板 内侧设置有耗能垫，下支座板 球

面滑板顶面均设置有导体铜板。
所述竖向减震弹簧两端分别与球面滑板的底部、下支座板中部盲孔的底部连接。
所述上支座板、下支座板外周预留有螺栓孔 ；上支座板、下支座板外周之间连接有

柔性的防尘圈，防尘圈可保证铜板表面清洁。
再者，竖向减震弹簧与减震层紧密连接，协同变形。
所述永磁铁的大小依据抗震设防要求设置。
所述耗能垫厚度依据限位板顶面的铜板外伸长度确定。
所述减震层、耗能垫为新型磁性橡胶材料 ，具有强变形与吸震性能。
本发明的设计思想为增强支座阻尼耗能性能 ，提升支座耐久性 ，并实现多维减隔

震。
有益效果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显著优点：
1、本发明基于电涡流耗能减震原理 ，利用电阻效应 ，将结构的动能转化为热能得

以耗散 ，其耗能能力强与传统的摩擦材料。
2、本发明通过分别在上支座板、下支座板设置永磁铁、铜板 ，实现非接触耗能 ，解

决了传统摩擦摆隔震支座依靠机械摩擦耗能、摩擦材料性能退化的缺点。



3、本发明所述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随水平位移的增大，导体铜板与永磁
铁组的间距逐渐减小，支座水平等效阻尼系数逐渐增大 ，将有助于实现摩檫摆减隔震支座

的自动限位。
4、木发明通过设置竖向减震弹簧与减震层，可实现结构三维减隔震。

附图说明
图 1为该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的剖视图；
图2为该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的俯视图；
图3为图 1中A-A 的剖视图；
图 为图 1中B-B 的剖视图；
图5为图 1中C-C 的剖视图。
图中有 :上支座板 1；铰结滑块 2 ；球面滑板 3 ；下支座板4 ；永磁铁 5；铜板 6 ；竖向减震

弹簧 7；限位板 8 ；减震层 9 ；防尘圈 10 ；螺栓孔 11；滑块容腔 12；摩擦垫 13；耗能垫 14 。

具体实施方式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包括上支座板 、上支座板底面外周的

永磁铁、与上支座板通过减震层相连的铰结滑块、下支座板 、下支座板 内底面的中心位置及
外周设置有竖向减震弹簧的减震层、减震层顶面的球面滑板 、以及位于球面滑板和下支座
板顶面的铜板、下支座板顶面内侧的限位板、限位板内侧的耗能垫。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歩说明。
如图 1和图3所示 ，上支座板 1环向布设永磁铁 5 ，永磁铁 5沿径向、环向均间隔布置 ，

形成永磁铁组，永磁铁 5与上支座板 1牢固粘结，相邻永磁铁 5磁极相反。上支座板 1与铰结滑
块 2通过柔性减震层连接 ，铰结滑块 2底面粘结摩擦垫。上支座板 1、下支座板 4外侧环向设置

柔性防尘圈 10 ，一端 上支座板 1下表面粘接，另一端 下支座板顶面相粘接。具体地 ，防尘
圈可 10可沿水平、竖向自由伸缩，摩擦垫为低摩擦材料 ，减震层为新型磁性橡胶材料。

如图 1和图4所示 ，球面滑板 3顶面、下支座板 4顶面、限位板 8顶面与外侧面均铺设
有铜板 6 ，并与铜板 6牢固连接。

如图 1和图5所示 ，下支座板 4的内底面设有竖向减震弹簧 7与减震层 9 ，竖向减震弹
簧 7分别在减震层 9中心位置、外周均匀布置 ，减震层 9 设置球面滑板 3 ，并紧密粘结 ，竖向
减震弹簧 7—端与下支座板 4 内底面相连 ，另一端与球面滑板 3下表面相连接。下支座板 4顶
面内侧、外周分别均匀布设限位板 8 ，限位板 8内侧设置耗能垫 14 ，下支座板外周预留螺栓孔

11 ;具体的，球面滑板 3截面形状为圆形曲面结构，下支座板 4截面形状为圆形内 结构。
如图5所示 ，减震层 9与竖向减震弹簧 7紧密粘结 ，形成一个整体，实现变形协调。
如图 i 所示 ，该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的耗能减隔震原理 -
当该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受水平地震、台风等荷载作用时，上支座板 1与

下支座板 4发牛相对运动 ，即下支座板 4顶面的铜板 6相对于由永磁铁 5组成的永磁铁组发牛
相对运动 ，铜板 6在永磁铁 5产生的局部磁场中发生切割磁感线运动 ，使得铜板 6在切割磁感
线时的磁通量不断发生变化 ，因而在铜板 6内部产生的电涡流 (铜板圆周方向产生的环向感
应电动势、感应电流），由干铜板 6的电阻效应 ，铜板 6的动能通过电涡流转化为热能得以耗



散 ，达到耗能减震 目的；当铰结滑块 2达到并超过最大允许水平位移时 ，耗能垫 14发生压缩
变形，与限位板8共同发挥耗能作用。

当该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受竖向地震等荷载作用时 ，竖向减震弹簧 7与
减震层 9通过发生压缩变形与拉升变形来实现耗能减震 ，具有显著地变形及摩擦耗能能力。
当铰结滑块 2滑向球面滑板 3的外周时，铰结滑块 2处球面滑板 3下方的竖向减震弹簧 7与减
震层 9通过压缩变形耗能减震 ;球面滑板 3另一侧下方的竖向减震弹簧 7与减震层 9受拉变形
耗能，竖向减震弹簧可保证球面滑板 3归位 ，可实现竖向减震。

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
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 ，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本实施例中未
明确的各组成部分均可用现有技术加以实现。



权 利 要 求 书

1 .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 ，其特征在于 ：该减隔震支座包括上支座板 （1) 、铰结
滑块 (2) 、球面滑板 (3) 、下支座板 (4) 、永磁铁 (5) 、铜板 (6) 、竖向减震弹簧 (7) 、限位板 (8) 、

减震层 (9) 、防尘圈 (10) 、螺栓孔 （11) 、滑块容腔 （12) 、摩擦垫 （13) 、耗能垫 （14) ；所述的下支
座板 (4) 的屮部设有一个圆形盲孔 ，在该盲孔的底部 自下至上依次设有竖向减震弹簧 （7) 、

球面滑板 (3) 、摩檫垫 （13) 、铰结滑块 (2) ，上支座板 （1) 中部的滑块容腔 （12) 与铰结滑块 (2)

相吻合 ，在上支座板 （1) 下表 面的滑块容腔 （12) 外周沿径向设置有永磁铁 （5) ，相邻永磁铁
(5) 的磁极相反。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支座板
(1) 与铰结滑块 （2) 之间的滑块容腔 （12) 内设置有减震层 （9) ， 上支座板 （1) 与铰结滑块
(2) 相连接部位最外侧设置有间隙，保证铰结滑块可 自由转动。

3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 ，其特征在于 ：所述铰结滑块
(2) 底面设置有摩檫垫 3) ，与铰结滑块 (2) 紧密粘接。

4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 ，其特征在于 ：所述球面滑板
(3) 的上表面为凹圆弧形，下表面为平底。

5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 ，其特征在于 ：下支座板 （4) 内
底面设置有由磁性橡胶材料组成的减震层 （9) ，该减震层 （9) 中心位置与外侧环向均匀设置
竖向减震弹簧 (7) —致。

6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其特征在于 ：所述竖向减震弹
簧 (7) 两端分别与球面滑板 (3) 的底部、下支座板 (4) 中部肓孔的底部连接。

7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下支座板
(4) 顶面内侧设置有限位板 (8) ，限位板 (8) 内侧设置有耗能垫 （14) ，下支座板 (4) 与球面滑
板 (3) 顶面均设置有铜板 (6) 。

8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支座板
(1) 、下支座板 (4) 外周预留有螺栓孔 (11) 。

9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 ，其特征在于 ：所述上支座板
(1) 、下支座板 （4) 外周之间连接有柔性的防尘圈 （10) ，防尘圈 （10) 可保证铜板表面清洁。

10.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一种电涡流摩擦摆减隔震支座 ，其特征在于 ：所述减震层
(9) 、耗能垫 （14) 为磁性橡胶材料 ，具有强变形与吸震性能；上支座板 （1) 、下支座板 (4) 为具
有良好导磁性能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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