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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具有多级屈曲强度和定位金属橡胶耗能环

的套筒式防屈曲支撑，在正常荷载以及风荷载等

小的荷载下，防屈曲耗能支撑处于稳定的弹性状

态，只给结构提供稳定的刚度和受力，不参与耗

能。当结构承受较大的地震作用时，防屈曲耗能

支撑开始发挥其耗能能力，由于金属橡胶环被等

间隔的套在核心筒外层，而使防屈曲耗能支撑在

中大地震作用下发生定位屈曲，而且设置不同直

径的带金属橡胶环的核心筒，带金属橡胶环的核

心筒由于尺寸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级别的屈曲强

度和极限承载力，因此可在不同阶段先后进入屈

曲耗能的工作状态，耗散更多更大地震能量。从

而解决自重大而且加工工序复杂以及材料浪费、

支撑端部容易破坏及屈服力高等的问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5页

CN 106499240 B

2019.06.21

CN
 1
06
49
92
40
 B



1.具有多级屈曲强度和金属橡胶环的套筒式防屈曲支撑，该套筒式防屈曲支撑包括支

撑端部(1)、连接钢板(2)、外约束套筒(3)、金属橡胶环(4)、核心筒(5)；其特征在于：支撑端

部(1)通过连接钢板(2)与防屈曲耗能支撑的外约束套筒(3)相连接，外约束套筒(3)的截面

上预留多个尺寸不同的孔洞，在核心筒(5)外层等间隔的套上一层金属橡胶环(4)，然后将

安装好的带金属橡胶环(4)的核心筒(5)放入外约束套筒(3)预留的孔洞里面，连接好的防

屈曲耗能支撑安装在钢结构框架上，在正常荷载和风荷载小荷载作用下，防屈曲耗能支撑

相当于普通支撑，为结构提供一定的抗侧刚度，在中震和大震作用下，金属橡胶环(4)的存

在使核心筒(5)发生定位屈曲，带金属橡胶环(4)的核心筒(5)由于尺寸的不同而具有不同

级别的屈曲力和极限承载力，因此在不同阶段先后进入屈曲耗能的工作状态，耗散更多的

地震能量，从而避免结构出现薄弱层或主体和构件的破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多级屈曲强度和金属橡胶环的套筒式防屈曲支撑，其特

征在于：连接钢板(2)的厚径比控制在0.2到0.5，支撑端部(1)另一端与结构主体相连接，在

风荷载和地震作用下，结构主体受力通过支撑端部(1)有效的传递给防屈曲耗能支撑。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多级屈曲强度和金属橡胶环的套筒式防屈曲支撑，其特

征在于：外约束套筒(3)在正常荷载作用下提供侧向支撑，负责提供约束机制，防止核心筒

(5)受轴压时发生整体和局部屈曲，因此外约束套筒(3)选用的钢材强度等级大于等于

345Mpa。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多级屈曲强度和金属橡胶环的套筒式防屈曲支撑，其特

征在于：金属橡胶环(4)采用金属橡胶材料，具有高弹性、高阻尼的特性，放入金属橡胶环

(4)的部位相当于被削弱，防屈曲耗能支撑局部削弱相当于其他部位加强，使防屈曲耗能支

撑的薄弱部位由支撑端部(1)转移到放入金属橡胶环(4)的部位，使防屈曲耗能支撑的核心

筒(5)在风荷载和地震作用下发生定位屈曲，实现防屈曲耗能支撑屈服部位和非屈服部位

的明确分工，此外金属橡胶环(4)由于其特性还能实现超弹性耗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多级屈曲强度和金属橡胶环的套筒式防屈曲支撑，其特

征在于：核心筒(5)采用低屈服点钢，在中震和大震作用下很容易进入屈服的工作状态进行

充分的耗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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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级屈曲强度和定位金属橡胶耗能环的套筒式防屈曲

支撑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多级屈曲力和定位金属橡胶耗能环的套筒式防屈曲支撑，本

发明属于土木工程的抗风、抗震和减震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土木工程结构强烈的风荷载或地震作用下将发生较明显的破坏，甚至可能出现巨

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财产损失。因此，针对风荷载和地震作用的特点进行合理的工程结构

抗震设计，并采用有效的结构减振控制技术将明显减轻结构在相应自然灾害下的破坏程

度。结构减振控制即在结构的特定部位，装设某种装置(如隔震垫等)、或某种机构(如耗能

支撑、耗能剪力墙和耗能节点等)、或某种子结构(如调频质量阻尼器等)或施加外力(外部

能量输入)，以改变或调整结构的动力特性或动力作用，从而为结构抗震提供了一条安全有

效的途径。

[0003] 金属剪切阻尼器是国内外常用的一种被动耗能装置，其基本原理是利用金属的塑

性滞回变形来消耗振动能量，在进入塑性状态后具有突出的滞回特性，具有构造简单、滞回

性能稳定、造价低廉、力学模型明确等特点。由于金属剪切阻尼器所用的金属材料屈服点通

常较高，在强风作用下很难进入耗能状态，因此该类阻尼器只能中震和大震下发挥作用，其

在小震下的适用性需要改善。

[0004] 作为另一种普遍应用的耗能减震装置，防屈曲耗能支撑兼具普通支撑和金属耗能

阻尼器双重功能的支撑形式。在小震下，防屈曲支撑如同不失稳的普通支撑一样工作，给结

构提供抗侧刚度。在中震或大震下，由于受到外包约束构件的侧向约束，支撑内芯屈服段在

受拉或受压状态下均能全截面充分屈服耗散地震能量，使主体结构大部分保持弹性从而更

容易实现建筑物的大震可修。防屈曲耗能支撑因其减震机理明确、减震效果显著、构造简

单、适用范围广、维护方便等优点，受到众多国内外研究者的重视，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研

究开发多种不同类型和不同构造的防屈曲耗能支撑，并且已在新建工程和建筑抗震加固工

程中得到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0005] 然而目前普通的防屈曲耗能支撑也存在一些问题，支撑的核心单元为主要耗能装

置，但现有的防屈曲支撑核心单元较单一，即使具有多个核心单元，其屈曲力和极限承载力

也相同。在此条件下，一旦楼层间发生严重破坏所有支撑核心几乎同时屈曲，楼层刚度突然

降低，易形成薄弱层从而造成集中破坏，也就不能在地震作用中的不同阶段下实现逐级屈

曲耗能。由于制造的误差，荷载的随机性，导致防屈曲耗能支撑在实际使用中屈服位置的随

机性，使设计的期望性态与实际性态有出入，同时给设计和分析带来了困难；需要进行端部

加强，有的支撑的核心单元是由普通钢和低屈服点钢材焊接而成，致使支撑加工复杂和材

料浪费，大多数支撑需要应用无黏结材料，致使支撑组件材料种类较多，导致设计时分析困

难、元件加工制造及组装时质量及精度不易控制，且约束单元会产生滑动，影响防屈曲耗能

支撑的整体抗震效果；约束单元需要灌注砂浆，一般钢结构厂无法独立完成制作，且使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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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重较大，限制了其在轻质钢结构中的应用，另外砂浆容易压碎破坏导致支撑发生局部屈

曲。

[0006]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本发明提出一种具有多级屈曲强度和定位金属橡胶耗能环的

套筒式防屈曲支撑。在正常荷载以及风荷载等小的荷载下，防屈曲耗能支撑处于稳定的弹

性状态，只给结构提供稳定的刚度和受力，不参与耗能。当结构承受较大的地震作用时，防

屈曲耗能支撑开始发挥其耗能能力，由于金属橡胶环被等间隔的套在核心筒外层，而使防

屈曲耗能支撑在中大地震作用下发生定位屈曲，而且设置不同直径的带金属橡胶环的核心

筒，带金属橡胶环的核心筒由于尺寸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级别的屈曲强度和极限承载力，因

此可在不同阶段先后进入屈曲耗能的工作状态，耗散更多更大地震能量。从而解决普通防

屈曲耗能支撑的核心单元不能实现逐级屈曲耗能，屈服位置难以确定、约束单元需要灌注

砂浆导致其自重大而且加工工序复杂以及材料浪费、支撑端部容易破坏及屈服力高等的问

题。最终使防屈曲耗能支撑在不同强度的动力作用下充分发挥耗能减振的作用，保护结构

主体的安全。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提出一种具有多级屈曲强度和定位金属橡胶耗能环的套筒式防屈曲支撑。

在正常荷载以及风荷载等小的荷载下，防屈曲耗能支撑处于稳定的弹性状态，只给结构提

供稳定的刚度和受力，不参与耗能。当结构承受较大的地震作用时，防屈曲耗能支撑开始发

挥其耗能能力，由于金属橡胶环被等间隔的套在核心筒外层，而使防屈曲耗能支撑在中大

地震作用下发生定位屈曲，而且设置不同直径的带金属橡胶环的核心筒，带金属橡胶环的

核心筒由于尺寸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级别的屈曲强度和极限承载力，因此可在不同阶段先后

进入屈曲耗能的工作状态，耗散更多更大地震能量。从而解决普通防屈曲耗能支撑的核心

单元不能实现逐级屈曲耗能，屈服位置难以确定、约束单元需要灌注砂浆导致其自重大而

且加工工序复杂以及材料浪费、支撑端部容易破坏及屈服力高等的问题。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取了如下技术方案：

[0009] 具有多级屈曲强度和定位金属橡胶耗能环的套筒式防屈曲支撑，主要包括支撑端

部1、连接钢板2、外约束套筒3、金属橡胶环4、核心筒5。支撑端部1通过连接钢板2与防屈曲

耗能支撑的外约束套筒3相连接，外约束套筒3的截面上预留多个大小不同的孔洞，在核心

筒5外层等间隔的套上一层金属橡胶环4，然后将安装好的带金属橡胶环4的核心筒5放入外

约束套筒3预留的孔洞里面，连接好的防屈曲耗能支撑安装在钢结构框架上，在正常荷载和

风荷载等小的荷载作用下，防屈曲耗能支撑相当于普通支撑，为结构提供一定的抗侧刚度，

在中震和大震作用下，定位金属橡胶环4的存在使核心筒5发生定位屈曲，带金属橡胶环4的

核心筒5由于尺寸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级别的屈曲强度和极限承载力，因此可在不同阶段先

后进入屈曲耗能的工作状态，耗散更多更大的地震能量，从而避免结构主体和构件的破坏。

[0010] 支撑端部1焊接在连接钢板2上，连接钢板2再焊接在外约束套筒3的一端，实现支

撑端部1与防屈曲耗能支撑主体部位的连接，连接钢板2的直径要与外约束套筒3的一样，其

厚径比控制在0.2到0.5，连接钢板2太薄容易出现薄弱层。支撑端部1另一端通过高强度螺

栓与结构主体(梁和柱)相连接，在风荷载和地震作用下，结构主体受力通过支撑端部1和连

接钢板2有效的传递给防屈曲耗能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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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外约束套筒3的截面上预留多个大小不同的孔洞，这些孔洞是用来放置金属橡胶

环4和核心筒5的，外约束套筒3在正常荷载作用下提供侧向支撑，负责提供约束机制，防止

核心筒5受轴压时发生整体和局部屈曲，因此外约束套筒3选用的钢材强度等级大于等于

Q345，以保证在大震作用下外约束套筒3能提供足够大的约束。

[0012] 金属橡胶环4采用金属橡胶材料，金属橡胶是由金属丝卷成螺旋形，经过编织，加

压成型的金属材料，具有高弹性、高阻尼的特性，将金属橡胶环4等间隔的套在核心筒5的外

层，放入金属橡胶环4的部位相当于被削弱，防屈曲耗能支撑局部削弱相当于其他部位加

强，使防屈曲耗能支撑的薄弱部位由支撑端部1转移到放入金属橡胶环4的部位，金属橡胶

环4的屈服强度要小于核心筒5的屈服强度，以使防屈曲耗能支撑的核心筒5在风荷载和地

震作用下发生定位屈曲，实现防屈曲耗能支撑屈服部位和非屈服部位的明确分工，此外金

属橡胶环4由于其高弹性、高阻尼的特性，在核心筒5发生定位屈曲耗能的阶段能实现超弹

性耗能，进一步保证结构主体的安全性。

[0013] 核心筒5采用低屈服点钢，在中震和大震作用下很容易进入屈服的工作状态进行

充分的耗能，在核心筒5的外层等间隔的套上一层金属橡胶环4，将安装好的带金属橡胶环4

的核心筒5放置在外约束套筒3预留的孔洞中，并设置几组直径不等的带金属橡胶环4的核

心筒5，由于尺寸的不同而使核心筒5具有不同级别的屈曲强度和极限承载力，因此这几组

带金属橡胶环4的核心筒5在中震和大震作用下，会在不同阶段先后进入屈曲耗能的工作状

态，实现逐级屈曲，耗散更多更大的地震能量，从而避免结构主体和构件的破坏。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如下：

[0015] 1)本发明采用几组直径互不相等的带金属橡胶环的核心筒，由于尺寸的差别，使

带金属橡胶环的核心筒具有不同级别的屈曲强度和极限承载力，因此这几组带金属橡胶环

的核心筒在中震和大震作用下，会在不同阶段先后进入屈曲耗能的工作状态，实现逐级屈

曲，从而保证约束屈曲支撑具备更多更大的耗能能力且不至于形成薄弱楼层。

[0016] 2)本发明采用带金属橡胶环的核心筒，核心筒采用低屈服点钢管，由于其屈服点

低在地震作用下很容易进入耗能的工作状态。金属橡胶环采用金属橡胶，金属橡胶环采用

金属橡胶材料，金属橡胶是由金属丝卷成螺旋形，经过编织，加压成型的金属材料，具有高

弹性、高阻尼的特性，其材料的特性能使其与核心筒在地震作用下更好的配合工作耗散大

量的地震能量，从而保护结构主体的安全。

[0017] 3)本发明将金属橡胶环等间隔的套在核心筒的外层，放入金属橡胶环的部位相当

于被削弱，防屈曲耗能支撑局部削弱相当于其他部位加强，使防屈曲耗能支撑的薄弱部位

由支撑端部转移到放入金属橡胶环的部位，避免加强支撑端部，防屈曲耗能支撑在风荷载

和地震作用下定位屈曲，实现防屈曲耗能支撑屈服部位和非屈服部位的明确分工。

[0018] 4)本发明采用金属橡胶环焊接在防屈曲耗能支撑的外约束套筒和核心筒之间，核

心筒与外约束套筒间没有填充砂浆和混凝土，从而减轻自重，避免加工工序复杂以及材料

浪费，特别适于大跨度结构。

[0019] 5)本发明在正常荷载或小震作用下，防屈曲耗能支撑处于弹性状态只提供稳定的

刚度，相当于普通支撑；在中震和大震作用下，此时具有多级屈曲强度和定位金属橡胶耗能

环的套筒式防屈曲支撑利用带有金属橡胶环的核心筒在定位金属橡胶环处产生有效屈曲

并充分耗能，由于每个带金属橡胶环的核心筒的尺寸不同，因此相应的屈曲力和极限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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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具有不同级别，可在不同受力状态先后发生屈曲耗能，耗散更多更大的地震能量，从而保

护主体结构和构件在地震中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发明防屈曲耗能支撑立体图。

[0021] 图2为本发明图1A-A纵截面剖视图。

[0022] 图3为本发明图1B-B纵截面剖视图。

[0023] 图4为本发明图1C-C横截面剖视图。

[0024] 图5为本发明单个带金属橡胶环的核心筒剖面图。

[0025] 图6为本发明防屈曲耗能支撑放置于钢结构框架中的平面图。

[0026] 图中：1-支撑端部、2-连接钢板、3-外约束套筒、4-金属橡胶环、5-核心筒、6-节点

板、7-钢结构框架梁、8-钢结构框架柱。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实施例1：

[0028] 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如图1和图6所示，是本发明带削弱的多重核心筒复合式防屈曲耗能支撑，其主要

包括支撑端部1、连接钢板2、外约束套筒3、金属橡胶环4、核心筒5、节点板6、钢结构框架梁

7、钢结构框架柱8。

[0030] 支撑端部1焊接在连接钢板2上，连接钢板2再焊接在外约束套筒3的一端，其焊缝

连接形式T形连接，焊缝形式为角焊缝，采用E50型焊条，实现支撑端部1与防屈曲耗能支撑

主体部位的连接。连接钢板2的直径要与外约束套筒3的一样，其厚径比控制在0.2到0.5，连

接钢板2太薄容易出现薄弱层。支撑端部1与节点板6通过高强度螺栓相连接，节点板6通过

高强度螺栓与结构主体(钢结构框架梁7与钢结构框架柱8)相连接，在风荷载和地震作用

下，结构主体受力通过支撑端部1和连接钢板2有效的传递给防屈曲耗能支撑，其中高强度

螺栓采用强度等级为10.9级，支撑端部1和连接钢板2选用的钢材为Q345，连接钢板2的直径

为60cm，厚度为20cm。

[0031] 外约束套筒3采用的钢材强度等级为Q345，外约束套筒3的截面上预留七个大小不

同的孔洞，外约束套筒3的直径为60cm，七个空洞分成三组，从图4C-C横截面看，上面两个和

最下面两个为一组直径15cm，中间两侧的两个为一组直径10cm，最中心的一个为一组直径

30cm，这些孔洞是用来放置金属橡胶环4和核心筒5的，外约束套筒3在正常荷载作用下提供

侧向支撑，负责提供约束机制，防止核心筒5受轴压时发生整体和局部屈曲，采用钢材强度

等级Q345，以保证在地震作用下提供足够大的约束。

[0032] 金属橡胶环4采用金属橡胶材料，金属橡胶是由金属丝卷成螺旋形，经过编织，加

压成型的金属材料，具有高弹性、高阻尼的特性，从核心筒5的上端开始每间隔50cm套上一

个金属橡胶环4，为了避免金属橡胶环4套在核心筒5上发生松动滑落，在它们的接缝处进行

焊接或者在接缝处涂抹上一层高强度粘合剂，放入金属橡胶环4的部位相当于被削弱，防屈

曲耗能支撑局部削弱相当于其他部位加强，使防屈曲耗能支撑的薄弱部位由支撑端部1转

移到放入金属橡胶环4的部位，金属橡胶环4的屈服强度要小于核心筒5的屈服强度，以使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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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曲耗能支撑的核心筒5在风荷载和地震作用下发生定位屈曲，实现防屈曲耗能支撑屈服

部位和非屈服部位的明确分工，此外金属橡胶环4由于其高弹性、高阻尼的特性，在核心筒5

发生定位屈曲耗能的阶段能实现超弹性耗能，进一步保证结构主体的安全性。

[0033] 核心筒5采用低屈服点钢，选用钢材的刚度等级为Q160，在中震和大震作用下很容

易进入屈服的工作状态进行充分的耗能，带金属橡胶环4的核心筒5直径的大小也分为三

组，直径大小分别为10cm、15cm、30cm，在实际制作构件时，这三组直径的大小要比外约束套

筒3预留的孔洞小1cm到2cm，保证带金属橡胶环4的核心筒5更容易放入预留的孔洞。将安装

好的带金属橡胶环4的核心筒5放置在外约束套筒3预留的孔洞中，外约束套筒3和带金属橡

胶环4的核心筒5之间设有一层无粘结材料或非常狭小的空气层，可以减小或消除因核心筒

5受压膨胀时传给外约束套筒3的力。由于尺寸的差别而使核心筒5具有不同级别的屈曲强

度和极限承载力，因此这三组带金属橡胶环4的核心筒5在中震和大震作用下，会在不同阶

段先后进入屈曲耗能的工作状态，实现逐级屈曲，耗散更多更大的地震能量，从而避免结构

主体和构件的破坏。

[0034] 上述的具有多级屈曲强度和定位金属橡胶耗能环的套筒式防屈曲支撑的各个组

成部分支撑端部1，连接钢板2，外约束套筒3，金属橡胶环4，核心筒5在工厂预制拼装好，待

整个钢结构框架施工完成后，将这些拼装好的装置运送到施工现场，用高强度螺栓与钢结

构框架的梁柱相连接，既节省施工时间，又能降低施工成本。

[0035] 以上为本发明的一个典型实施例，但本发明的实施不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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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3/5 页

10

CN 106499240 B

10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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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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