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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用于软土地区的三维

多防线双筏板核电站隔震结构。其包括桩、设置

在桩上面的碎石隔震垫层，设置在所述碎石隔震

垫层上的下筏板，下筏板的四周设置有地下剪力

墙，下筏板的中间通过一组间隔设置的三维隔震

装置和电涡流隔震装置安装上筏板，上筏板上设

置有核电站双层安全壳结构和裙房结构，核电站

双层安全壳结构位于所述裙房结构中间，地下剪

力墙与所述的裙房结构的侧壁之间设置有电涡

流隔震装置，所述地下剪力墙的顶部与所述裙房

结构之间设置有上盖板。本发明有三道隔震防

线：隔震碎石垫层、双筏板间三向隔震层、内外安

全壳间隔震层，能够改善桩顶受力、减小地震力

向上部结构的传递并减小上部结构惯性力向基

础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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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包括桩、设置在桩上面

的碎石隔震垫层，设置在所述碎石隔震垫层上的下筏板，所述下筏板的四周设置有地下剪

力墙，其特征在于：所述下筏板的中间通过一组间隔设置的三维隔震装置和电涡流隔震装

置安装上筏板，所述上筏板上设置有核电站双层安全壳结构和裙房结构，所述核电站双层

安全壳结构位于所述裙房结构中间，所述地下剪力墙与所述的裙房结构的侧壁之间设置有

电涡流隔震装置，所述地下剪力墙的顶部与所述裙房结构之间设置有上盖板；每个所述三

维隔震装置包括由下混凝土墩、橡胶支撑和上混凝土墩组合起来的隔震橡胶支座，所述隔

震橡胶支座的四周分别设置有一对平行的水平支撑，每对平行的水平支撑之间安装有一个

混凝土下支座，所述混凝土下支座的底部同构一组竖向弹簧支撑在所述的下筏板上，每个

所述隔震橡胶支座的下混凝土墩与所述水平支撑接触的位置设置有滑槽，所述水平支撑上

设置有滑槽螺栓，所述滑槽螺栓限位在所述的滑槽里面，每个所述混凝土下支座的上方对

应设置有支撑所述上筏板的混凝土上支座，所述混凝土下支座和所述混凝土上支座之间通

过可调节钢管支撑。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其特

征在于：所述下混凝土墩的四周与所述混凝土下支座之间设置有一组N、S磁极交错布置的

磁铁。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其特

征在于：所述可调节钢管包括安装在混凝土下支座上方的钢槽中的外套钢管，所述外套钢

管中套装有支撑所述混凝土上支座的内套钢管，所述外套钢管与所述内套钢管之间通过连

接插销固定。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其特

征在于：所述电涡流隔震装置包括电涡流混凝土支座，所述电涡流混凝土支座上通过固定

螺栓安装一个方匣，所述方匣的侧壁固定安装有N、S磁极交错布置的磁铁，所述方匣的中部

安装有中心转轴，所述中心转轴上安装有绕线器、金属导体、环形弹簧，形状记忆合金丝的

一端缠绕在绕线器中，另一端穿出所述的方匣固定在上筏板/裙房结构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其特

征在于：所述核电站双层安全壳结构包括内安全壳和套装在所述内安全壳外部的外安全

壳，所述内安全壳的底部与所述上筏板之间通过所述的三维隔震装置支撑，所述内安全壳

的顶部和外安全壳的顶部之间设置穹顶电涡流装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其特

征在于：所述穹顶电涡流装置由穹顶金属导体板和穹顶磁铁组成，所述穹顶金属导体板安

装在所述内安全壳的穹顶外部，所述穹顶磁铁安装在所述外安全壳的穹顶内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其特

征在于：所述桩的顶部嵌入碎石隔震垫层中的长度为桩直径的0.5倍；所述碎石隔震垫层厚

度为桩直径的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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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

[0001] 技术领域：

本发明属于核电站基础技术领域，涉及一种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

板隔震结构，具体为双层筏板、新型三维隔震体系、新型复合隔震桩基础的组合运用。

[0002] 背景技术：

基于核电能源清洁低碳特性，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青睐。核电站安全性是核电站建设

过程中的重中之重，最新一代核电站采用双层安全壳结构。经过调研我国核电站内部与核

安全有关的重要建（构）筑物均采用筏板基础，以硬质岩石作为持力层，岩体剪切波速值较

高，能有效控制差异沉降。

[0003] 随着核电站需求的增加，基于目前苛刻的厂址要求，能够满足要求的核电厂址越

来越少，地质条件不理想的软土地区开始列入核电厂址的考虑范围。在软土地主要采用的

基础形式为桩基，但是，目前尚无核筒采用桩基础的先例。软土地区筏板基础无法控制差异

沉降，会造成筏板不均匀沉降，对核电站内部重要管道的影响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核电站

系统放射性废液系统管线有可能超过土壤或地下水放射性水平。地震作用下，桩筏基础桩

顶弯矩较大，且引起筏板防水施工的困难。另外，核电站需满足SL1和SL2两级设防目标，对

于强震厂址的核电站需采取减震或者隔震措施以满足两级设防的要求。目前，基础隔震一

般只进行水平隔震设计，竖向隔震尚未获得广泛的应用。根据国内外地震实测资料显示，地

震的竖向作用分量在高烈度区及近断层地震区，有可能超过水平地震作用分量，造成结构

破坏和倒塌。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提出一种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基础采用

带隔震垫层桩筏基础，桩基础能适用于软土地基，扩大了核电选址的条件要求，提高核电站

厂址储备。并且，能够有效保障核电结构的安全性，核电站系统放射性废液系统管线位于双

层筏板之间，防止出现土壤或者地下水的核污染事故。

[0005] 上述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包括桩、设置在桩上面的

碎石隔震垫层，设置在所述碎石隔震垫层上的下筏板，所述下筏板的四周设置有地下剪力

墙，所述下筏板的中间通过一组间隔设置的三维隔震装置和电涡流隔震装置安装上筏板，

所述上筏板上设置有核电站双层安全壳结构和裙房结构，所述核电站双层安全壳结构位于

所述裙房结构中间，所述地下剪力墙与所述的裙房结构的侧壁之间设置有电涡流隔震装

置，所述地下剪力墙的顶部与所述裙房结构之间设置有上盖板；每个所述三维隔震装置包

括由下混凝土墩、橡胶支撑和上混凝土墩组合起来的隔震橡胶支座，所述隔震橡胶支座的

四周分别设置有一对平行的水平支撑，每对平行的水平支撑之间安装有一个混凝土下支

座，所述混凝土下支座的底部同构一组竖向弹簧支撑在所述的下筏板上，每个所述隔震橡

胶支座的下混凝土墩与所述水平支撑接触的位置设置有滑槽，所述水平支撑上设置有滑槽

螺栓，所述滑槽螺栓限位在所述的滑槽里面，每个所述混凝土下支座的上方对应设置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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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所述上筏板的混凝土上支座，所述混凝土下支座和所述混凝土上支座之间通过可调节钢

管支撑。

[0006] 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所述下混凝土墩的

四周与所述混凝土下支座之间设置有一组N、S磁极交错布置的磁铁。

[0007] 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所述可调节钢管包

括安装在混凝土下支座上方的钢槽中的外套钢管，所述外套钢管中套装有支撑所述混凝土

上支座的内套钢管，所述外套钢管与所述内套钢管之间通过连接插销固定。

[0008] 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所述电涡流隔震装

置包括电涡流混凝土支座，所述电涡流混凝土支座上通过固定螺栓安装一个方匣，所述方

匣的侧壁固定安装有N、S磁极交错布置的磁铁，所述方匣的中部安装有中心转轴，所述中心

转轴上安装有绕线器、金属导体、环形弹簧，形状记忆合金丝的一端缠绕在绕线器中，另一

端穿出所述的方匣固定在上筏板/裙房结构上。

[0009] 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所述核电站双层安

全壳结构包括内安全壳和套装在所述内安全壳外部的外安全壳，所述内安全壳的底部与所

述上筏板之间通过所述的三维隔震装置支撑，所述内安全壳的顶部和外安全壳的顶部之间

设置穹顶电涡流装置。

[0010] 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所述穹顶电涡流装

置由穹顶金属导体板和穹顶磁铁组成，所述穹顶金属导体板安装在所述内安全壳的穹顶外

部，所述穹顶磁铁安装在所述外安全壳的穹顶内部。

[0011] 所述的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所述桩的顶部嵌入

碎石隔震垫层中的长度为桩直径的0.5倍；所述碎石隔震垫层厚度为桩直径的1-2倍。

[0012] 有益效果：

1.本发明采用隔震垫层作为第一道隔震防线，隔震垫层采用直径8-10cm鹅软石，地震

作用下能发生水平滚动，耗散地震能量，减小上部结构的地震反应。同时，上部结构由于地

震作用产生的惯性力通过隔震垫层传递给桩基础，垫层能削弱上部结构对地下结构产生的

惯性力，桩头不与筏板刚接，改善了桩头的受力情况，大大减小了桩顶的弯矩。筏板底可以

更方便的铺设防水材料，不受桩头影响，改善了施工工艺。

[0013] 上筏板-三向隔震层-下筏板-隔震垫层-桩基基础形式，采用双筏板体系，能够有

效保障核电结构的安全性，核电站系统放射性废液系统管线位于双层筏板之间，防止出现

土壤或者地下水的核污染事故。

[0014] 2.本发明在上筏板和下筏板之间设置三向隔震层作为该体系的第二道隔震防线。

橡胶隔震垫和电涡流竖向隔震系统能够有效吸收地震能量减小传递到上部结构的地震力，

电涡流竖向隔震支座上部设置了钢管套筒装置，鉴于隔震垫的使用寿命，钢管套筒装置在

更换隔震垫时候，安装插销螺栓使钢管套筒作为竖向受力构件，将力传递给支座，实现隔震

垫的更换。核电站在地震作用下发生水平和竖向运动，上筏板和下筏板之间发生水平相对

运动，侧壁和地下剪力墙之间存在竖向相对运动，新型电涡流耗能装置在相对运动作用下，

中心杆发生旋转运动，导体板做切割磁感线运动，最终动能转换为热能耗散，地震能量终被

削弱。

[0015] 3.本发明的双层安全壳内部安全壳底部隔震装置和顶部穹顶减震装置是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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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道隔震防线。内部安全壳底部三维隔震装置进一步吸收地震能量，使得传递到核电

内部结构上的地震能量被再次削弱，另外，其顶部设置的电涡流隔震装置，能够在双层壳内

壳和外壳发生相对运动时，产生电涡流，最终地震能量转换为热能被耗散。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该一种适用于软土地区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的侧视图；

图2为本发明的三维隔震装置侧视图，即图1中A处的局部放大图；

图3为本发明的三维隔震装置俯视图；

图4为本发明的电涡流隔震装置主视图，即图1中B处的局部放大图；

图5为本发明的电涡流隔震装置侧视图；

图6为本发明的电涡流隔震装置俯视图；

图7为本发明的双层穹顶电涡流隔震装置侧视图，即图1中C处的局部放大图。

[0017] 图中有：桩1、碎石隔震垫层2、下筏板3、地下剪力墙4、上筏板5、橡胶滑动支座6、上

盖板7、裙房结构8、内安全壳9、外安全壳10、竖向弹簧11、穹顶金属导体板11a、穹顶磁铁

11b、混凝土下支座12、钢槽13、滑槽螺栓14、滑槽15、金属导体板16、磁铁17、水平支撑18、橡

胶支座19、外套钢管20、连接插销21、内套钢管22、混凝土上支座23、电涡流混凝土支座24、

固定螺栓25、方匣26、电涡流磁铁27、绕线器28、中心转轴29、金属导体30、环形弹簧31、形状

记忆合金丝32。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本实施例的一种适用于软土地区核电站的三维多防线双筏板隔震结构，如图1所

示，桩1嵌入碎石隔震垫层0.5d（d表示桩的直径）。碎石隔震垫层2采用8-10cm鹅软石，垫层

厚度1-2d。下筏板3与垫层接触面，粘贴防水卷材和防辐射材料。所述下筏板3的四周设置有

地下剪力墙4，所述下筏板3的中间通过一组间隔设置的三维隔震装置A和电涡流隔震装置B

安装上筏板5，所述上筏板5上设置有核电站双层安全壳结构和裙房结构8，所述核电站双层

安全壳结构位于所述裙房结构8中间，所述地下剪力墙4与所述的裙房结构8的侧壁之间设

置有电涡流隔震装置B，所述地下剪力墙4的顶部与所述裙房结构之间设置有上盖板7；

上筏板5和下筏板3之间为三向隔震层，其间设置三维隔震装置A和电涡流隔震装置B。

[0019] 三维隔震装置A由竖向弹簧11、混凝土下支座12、钢槽13、滑槽螺栓14、滑槽15、金

属导体板16、磁铁17、水平支撑18、橡胶支座19、外套钢管20、连接插销21、内套钢管22、混凝

土上支座23、电涡流混凝土支座24组成。电涡流混凝土支座24下部与下筏板3之间设置竖向

弹簧11。外套钢管20和内套钢管22之间设置螺栓孔，可以安装连接插销21，在正常工作阶段

连接插销21不需要安装，能保证外套钢管20和内套钢管22可以产生相对运动；若需要更换

橡胶支座，则需要将连接插销21安装，混凝土上支座23通过外套钢管20、内套钢管22和连接

插销21组成的竖向构件将力传递给混凝土支座12，释放橡胶支座所受力，更换完橡胶支座

再将连接插销21拆卸。竖向弹簧11、混凝土支座12、钢槽13、外套钢管20、内套钢管22组成的

竖向体系，在地震作用下能发生竖向运动，由于钢槽13和外套钢管20之间半圆槽连接方式

能允许外套钢管20和内套钢管22发生倾斜，保证了橡胶支座19发生水平运动时整体新型三

维隔震装置内部的协调工作。为防止竖向弹簧11在水平地震作用下发生水平运动被剪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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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支座12和橡胶支座19下部混凝土支座设置水平支撑18，在水平地震力作用下，水平

支撑18能保证混凝土支座12不发生水平运动，并且设置了由滑槽螺栓14和滑槽15组成的滑

动体系，使得混凝土支座12能进行竖向运动。混凝土支座12与橡胶支座19下部混凝土支座

在竖向地震作用下产生竖向相对运动，混凝土支座12靠近橡胶支座方向安装金属导体板

16，橡胶支座19下部混凝土支座上安装磁铁17，在地震作用下相对运动使金属导体板16做

切割磁感线运动，在金属板内部产生电涡流，耗散地震竖向能量，最终转化为热能耗散。

[0020] 电涡流隔震装置B由电涡流混凝土支座24、固定螺栓25、方匣26、电涡流磁铁27、绕

线器28、中心转轴29、金属导体板30、环形弹簧31、形状记忆合金丝32组成。电涡流隔震装置

内部，电涡流磁铁27固定在方匣26的侧壁，方匣26的中部安装中心转轴29，中心转轴29安装

绕线器28、金属导体30和环形弹簧31。形状记忆合金丝32一端固定在上筏板5，一端缠绕在

绕线器28中，下筏板3和上筏板5地震作用下发生水平相对运动时，形状记忆合金丝32被拉

伸，反方向运动时形状记忆合金丝32在绕线器28和环形弹簧31的作用下回缩到绕线器28

内，在这种运动下带动中心转轴29转动，中心转轴29上固定的金属导体板30在电涡流磁铁

27形成的磁场中做切割磁感线运动，金属导体板内形成电涡流，耗散地震能量，最终以热能

的形式耗散，削弱传递给上筏板5的地震能量，减小了上部结构的动力响应。同理，B新型电

涡流隔震装置也被设置在裙房结构8和地下剪力墙4之间，裙房结构8和地下剪力墙4产生相

对运动，带动中心转轴29转动，使得金属导体板做切割磁感线运动。

[0021] 本实施例的核电站采用双层安全壳结构，其内安全壳底9底部和上筏板5之间设置

A新型三向隔震装置，能进一步隔震，保护内部重要结构和设备的安全。内安全壳9和外安全

壳10  之间设置穹顶电涡流装置C，穹顶电涡流装置C由穹顶金属导体板11a和穹顶磁铁11b

组成。地震作用下，内安全壳9和外安全壳10发生相对运动，结构的顶部加速度最大，穹顶电

涡流装置C能将动能最终转化为热能耗散，减内安全壳9和外安全壳10之间的相对运动。

[0022] 以上所述尽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指出：对于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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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可以做出若干改进，这些改进亦应视为本发明的

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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