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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包括

基础，在基础上依次固定叠设有若干水平隔震装

置，竖向隔震装置、刚性楼板和上部结构；在隔离

若干所述水平隔震装置周围的基础上固定设置

有若干侧向挡板，所述侧向挡板通过负刚度连接

装置与所述刚性楼板相连接。本发明提供的三维

隔震结构体系通过三维隔震系统形成三维六向

刚度自适应能力，使其具有隔离三维三向地铁振

动及三维六向地震震动的能力，保证建筑物在地

铁振动作用下的舒适度性能，以及地震作用下建

筑物的抗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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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包括基础(7)，其特征在于：所述基础(7)上依次固定叠设有

若干水平隔震装置(4)，竖向隔震装置(3)、刚性楼板(5)和上部结构(8)；在隔离若干所述水

平隔震装置(4)周围的基础(7)上固定设置有若干侧向挡板(6)，所述侧向挡板(6)通过负刚

度连接装置(2)与所述刚性楼板(5)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所述水平隔震装置

(4)的数量与排列方式与所述上部结构(8)设有的柱的数量和排列相对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所述竖向隔震装置

(3)的数量与排列方式和所述水平隔震装置(4)的数量与排列方式相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负刚度连接装置

(2)由碟形弹簧(9)、外套筒(10)、内导杆(11)、中间挡板(12)、万向铰(13)、端部翼缘(14)构

成，所述外套筒(10)为一端连接开设有中心孔的端部翼缘(14)，另一端连接带有小于外套

筒(10)小圆筒的端部翼缘(14)的圆筒体，所述内导杆(11)穿插在所述外套筒(10)中，所述

内导杆(11)上依次套装有若干碟形弹簧(9)和中间挡板(12)；所述外套筒(10)一端的内导

杆(11)通过所述万向铰(13)与所述侧向挡板(6)相连接，另一端的小圆筒通过所述万向铰

(13)与所述刚性楼板(5)相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端部翼缘(14)与所

述内导杆(11)之间还设置有密封圈(15)。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套筒(10)内还灌

入硅油(16)。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碟形弹簧(9)为两

两镜像设置。

8.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一种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所述竖向隔

震装置(3)为碟形弹簧竖向隔震支座或空气弹簧隔震支座；所述水平隔震装置(4)为常规的

铅芯橡胶支座或高阻尼橡胶支座。

9.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一种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侧向挡板

(6)和刚性楼板(5)均采用钢板或混凝土板。

10.根据权利要求1-3任一所述的一种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其特征在于：所述上部结构

(8)为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或框架-剪力墙结构；所述基础(7)为筏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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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维隔震结构体系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三维隔震结构体系，主要用于建筑结构的地铁隔振及地震隔震，

属于建筑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交通问题日益凸显，地铁以其运量大、速度快、占地小、

安全可靠等优点，成为解决交通问题的重要手段；但是地铁列车运行产生的环境振动问题

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在地铁列车运行对临近建筑物、地下管道、精密仪器和设备等产生了

不可忽略的影响。为了降低地铁交通振动的负面影响，学术界和工程界已采取多种措施对

地铁交通引起的振动和噪声进行减振降噪，主要措施包括设置三维隔振装置、浮置楼板、减

振沟、减振道板、排孔和排桩隔振等。在众多减振降噪措施中，在建筑底部设置三维隔振装

置是较为有效的一种，研究表明，设置三维隔振装置能够有效提高建筑物的居住舒适度，保

证建筑中重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

[0003] 地震是困扰人类的一大自然灾害，为了减少地震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人类与

之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随着科学技术和工程技术的进步，地震工程的理论和实践得到

了较快的发展。众多研究表明，采用三维隔震技术能够有效提高建筑结构的抗震能力，尽可

能减轻地震作用下建筑结构自身的损伤，提高建筑的抗震安全性。

[0004] 三维隔震技术在地铁沿线建筑当中的应用旨在提高建筑的居住舒适度以及抗震

安全性。目前，三维隔震装置在地铁沿线建筑结构中的应用面临以下挑战：三维隔震装置难

以同时具有隔离地铁振动和地震震动的能力；地震作用下，三维隔震结构的抗扭转/抗摇

摆/抗倾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仍是制约三维隔震技术发展的瓶颈。(三维三向地铁振动包

括2个水平分量，1个竖向分量；三维六向地震震动包括2个水平分量，1个竖向分量，2个摇摆

分量，1个扭转分量。)

[0005] 针对上述挑战，提出构造措施简单、同时具有隔离三维三向地铁振动和三维六向

地震震动能力的三维隔震装置及其结构体系，显著提高其抗扭转/抗摇摆/抗倾覆能力，具

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建筑结构地铁隔振及地震隔震的现实需要，提供一种既能满

足建筑的正常使用要求，又同时具有隔离三维三向地铁振动和三维六向地震震动能力的三

维隔震结构体系。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8] 一种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包括基础7，所述基础7上依次固定叠设有若干水平隔震

装置4，竖向隔震装置3、刚性楼板5和上部结构8；在隔离若干所述水平隔震装置4周围的基

础7上固定设置有若干侧向挡板6，所述侧向挡板6通过负刚度连接装置2与所述刚性楼板5

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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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优选，所述所述水平隔震装置4的数量与排列方式与所述上部结构8设有的

柱的数量和排列相对应。

[0010] 进一步优选，所述所述竖向隔震装置3的数量与排列方式和所述水平隔震装置4的

数量与排列方式相同。

[0011] 进一步优选，所述负刚度连接装置2由碟形弹簧9、外套筒10、内导杆11、中间挡板

12、万向铰13、端部翼缘14构成，所述外套筒10为一端连接开设有中心孔的端部翼缘14，另

一端连接带有小于外套筒10小圆筒的端部翼缘14的圆筒体，所述内导杆11穿插在所述外套

筒10中，所述内导杆11上依次套装有若干碟形弹簧9和中间挡板12；所述外套筒10一端的内

导杆11通过所述万向铰13与所述侧向挡板6相连接，另一端的小圆筒通过所述万向铰13与

所述刚性楼板5相连接。

[0012] 进一步优选，所述端部翼缘14与所述内导杆11之间还设置有密封圈15。

[0013] 进一步优选，所述外套筒10内还灌入硅油16。

[0014] 所述碟形弹簧9为两两镜像设置。

[0015] 进一步优选，所述所述竖向隔震装置3为碟形弹簧竖向隔震支座或空气弹簧隔震

支座；所述水平隔震装置4为常规的铅芯橡胶支座或高阻尼橡胶支座。

[0016] 进一步优选，所述侧向挡板6和刚性楼板5均采用钢板或混凝土板。

[0017] 所述上部结构8为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或框架-剪力墙结构；所述基础7为筏形基

础。

[0018] 本发明的三维隔震结构体系与传统三维隔震结构体系相比，其优点和有益效果

是:

[0019] (1)本发明的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具有三维六向刚度自适应特性，即该结构体系在

六个方向均能实现一定程度的刚度自适应，六个方向包括结构运动的2个水平方向、1个竖

直方向、2个摇摆方向、1个扭转方向。

[0020] (2)正常使用荷载工况下，本发明的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在水平/竖向/摇摆/扭转方

向均具有足够的刚度，使得三维隔震结构能够承受结构的正常使用荷载而不发生较大的变

形。

[0021] (3)当动荷载较小时(地铁振动、风振或多遇地震)，负刚度连接装置提供负刚度，

本发明的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在水平/竖向/摇摆/扭转方向刚度均较小，使得新型三维隔震

结构能够隔离较宽频率范围的地铁振动和地震震动，极大地优于传统的三维隔震/振结构

体系。

[0022] (4)当动荷载较大时(罕遇地震)，负刚度连接装置提供正刚度，本发明的三维隔震

结构体系在水平/竖向/摇摆/扭转方向刚度较大，其抗扭转/抗摇摆/抗倾覆能力也相应较

好，从而降低了罕遇地震下三维隔震结构的整体位移。

[0023] (5)本发明的三维隔震结构体系中的水平隔震支座、竖向隔震支座、负刚度连接装

置均可消耗地震震动的输入能量和地铁振动的输入能量。

[0024] (6)在外荷载作用下，负刚度连接装置发生变形时，外套筒内对硅油发生流动，提

供一定的粘滞阻尼耗能；此外，相邻碟形弹簧间发生相互摩擦，提供一定的摩擦阻尼耗能。

[0025] 本发明的三维隔震结构体系，水平隔震支座的刚度和阻尼主要由上部结构的质

量、刚度以及地震动水平分量的频谱特性决定，竖向隔震支座的刚度和阻尼主要由上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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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质量、刚度及地震动的竖向分量的频谱特性决定。负刚度连接装置的预压力、受压刚度

及阻尼主要由水平及竖向地铁振动的频谱特性决定。负刚度连接装置的受拉刚度及阻尼主

要由地震动的摇摆及扭转分量的频谱特性确定。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构造示意图；

[0027] 图2为图1的俯视图；

[0028]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中负刚度连接装置的结构构造示意图；

[0029] 图中：2为负刚度连接装置、3为竖向隔震装置、4为水平隔震装置、5为刚性楼板、6

为侧向挡板、7为基础、8为上部结构、9为碟形弹簧、10为外套筒、11为内导杆、12为挡板、13

为万向铰、14为端部翼缘、15为密封圈、16为硅油。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例，对

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仅用于解释本发明，

并不用于限定本发明。

[0031] 如图1、图2和图3所示，为本发明的一种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包括基础7，所述基础7

上依次固定叠设有若干水平隔震装置4，竖向隔震装置3、刚性楼板5和上部结构8；在隔离若

干所述水平隔震装置4周围的基础7上固定设置有若干侧向挡板6，所述侧向挡板6通过负刚

度连接装置2与所述刚性楼板5相连接。

[0032] 其中，所述所述水平隔震装置4的数量与排列方式与所述上部结构8设有的柱的数

量和排列相对应。

[0033] 所述所述竖向隔震装置3的数量与排列方式和所述水平隔震装置4的数量与排列

方式相同。

[0034] 所述负刚度连接装置2由碟形弹簧9、外套筒10、内导杆11、中间挡板12、万向铰13、

端部翼缘14构成，所述外套筒10为一端连接开设有中心孔的端部翼缘14，另一端连接带有

小于外套筒10小圆筒的端部翼缘14的圆筒体，所述内导杆11穿插在所述外套筒10中，所述

内导杆11上依次套装有若干碟形弹簧9和中间挡板12；所述外套筒10一端的内导杆11通过

所述万向铰13与所述侧向挡板6相连接，另一端的小圆筒通过所述万向铰13与所述刚性楼

板5相连接。

[0035] 其中，所述端部翼缘14与所述内导杆11之间还设置有密封圈15。所述外套筒10内

还灌入硅油16。所述碟形弹簧9为两两镜像设置。

[0036] 所述所述竖向隔震装置3为碟形弹簧竖向隔震支座；所述水平隔震装置4为高阻尼

橡胶支座。

[0037] 所述侧向挡板6和刚性楼板5均采用混凝土板。

[0038] 所述上部结构8为框架结构；所述基础7为筏形基础。

[0039] 作用原理：

[0040] 三维隔震系统1中水平隔震装置4主要隔离水平方向的地铁振动和地震震动，竖向

隔震装置3主要隔离竖向的地铁振动和地震震动。负刚度连接装置2处于受压状态时提供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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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度，负刚度连接装置2处于受拉状态时提供正刚度。当三维隔震系统1处于初始状态时，负

刚度连接装置2受到预压力作用，处于受压状态，提供负刚度，降低结构的自振频率，从而能

够隔离较宽频率范围内的地铁振动和地震震动。当三维隔震系统1受到较大荷载时，负刚度

连接装置2的受压预压力得到释放，处于受拉状态，提供正刚度，使其能够限制结构在极限

荷载(强震)下的位移。

[0041] 负刚度连接装置2具有较好的受拉/受压承载能力和耗能能力。当负刚度连接装置

2处于受拉/受压极限状态时，负刚度连接装置2中的受压碟形弹簧9处于压平状态，从而阻

止其发生更大的变形。在外荷载作用下，负刚度连接装置发生变形时，外套筒内对硅油发生

流动，提供一定的粘滞阻尼耗能；此外，相邻碟形弹簧间发生相互摩擦，提供一定的摩擦阻

尼耗能。

[0042] 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具有三维六向刚度自适应特性，即该结构体系在六个方向均能

实现一定程度的刚度自适应：(1)正常使用荷载工况下，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在水平/竖向/摇

摆/扭转方向均具有足够的刚度，使得三维隔震结构能够承受结构的正常使用荷载而不发

生较大的变形。(2)当动荷载较小时(地铁振动、风振或多遇地震)，负刚度连接装置2提供负

刚度，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在水平/竖向/摇摆/扭转方向刚度均较小，使得三维隔震结构能够

隔离较宽频率范围的地铁振动和地震震动。(3)当动荷载较大时(罕遇地震)，负刚度连接装

置2提供正刚度，三维隔震结构体系在水平/竖向/摇摆/扭转方向刚度较大，其抗扭转/抗摇

摆/抗倾覆能力也相应较好，从而降低了罕遇地震下三维隔震结构的整体位移。

[0043] 以上为本发明的具体说明，仅为本发明的最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及原则之内的修改、等同替换和改进等，应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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