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 109057487 B
(45)授权公告日 2020.07.31
(21)申请号 201810943685 .1
(22)申请日 2018 .08 .18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057487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 .12 .21
(73)专利权人 青岛义和钢构有限公司
地址 266200 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市烟青路
1131号
(72)发明人 不公告发明人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鼎德宝专利代理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11823
代理人 潘艳霞

CN 109057487 B

(51)Int .Cl .
E04H 9/02(2006 .01)
E04B 1/24(2006 .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结构公开了
一种通过多点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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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孔内对应开有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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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托筒通过多
个固定臂置于安装底座上，
六角支撑柱套置于支
托筒内，
且六角支撑柱的六个棱和支托筒内壁贴
合，
支托筒上沿圆周方向开由多组主滑动槽，
相
邻的两组主滑动槽之间置有一组辅滑动槽，
所述
同一组的主滑动槽沿支托筒轴向等距分布，
同组
的辅滑动槽沿支托筒轴向等距分布，
所述主滑动
槽沿斜向延伸，
所述辅滑动槽沿线斜向延伸，
且
倾斜方向和主滑动槽相反，
所述辅滑动槽的延伸
长度等于主滑动槽长度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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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结构，
其特征是：
由支托筒、六角支撑柱、导向套、支托块、连
接杆、主滑动槽、
固定底座、安装孔、卡紧槽、
固定臂、滑动套、辅滑动槽、传动杆、
弹簧、摩擦
环和导向杆组成，
多个安装孔圆周分布置于安装底座上，
安装孔内对应开有卡紧槽，
支托筒
通过多个固定臂置于安装底座上，
六角支撑柱套置于支托筒内，
且六角支撑柱的六个棱和
支托筒内壁贴合，
支托筒上沿圆周方向开由多组主滑动槽，
相邻的两组主滑动槽之间置有
一组辅滑动槽，
所述同一组的主滑动槽沿支托筒轴向等距分布，
同组的辅滑动槽沿支托筒
轴向等距分布，
多个导向套通过滑动套对应置于主滑动槽内，
多个导向套通过滑动套对应
置于辅滑动槽内，
多个连接杆一端对应套置于导向套内，
所述连接杆为中空结构，
多个支托
块对应置于连接杆的另一端上，
所述支托孔中部置有螺纹孔，
且和连接杆相连通，
多个导向
杆的一端对应套置于连接杆内，
另一端沿着导向杆沿着，
多个传动杆对应置有导向杆的一
端上，
且置于对应的导向套内，
多个弹簧对应套置于导向杆上，
且两端分别和传动杆、连接
杆连接固定，
所述传动杆分别对应贴合在六角支撑柱上，
使用时，
将固定底座安装在立柱安
装基桩上，
通过安装孔和基桩固定连接，
并通过对应的卡紧槽进行卡紧固定，
然后将立柱套
置在支托筒外侧，
使得立柱内壁和多个支托块相贴合，
支托块上的摩擦环对立柱内壁进行
贴合卡紧，
然后通过螺钉穿过立柱和支托块中的螺纹孔进行紧固，
使得支托块和立柱连接
固定。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卡紧槽为多边
形结构。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主滑动槽沿斜
向延伸，
所述辅滑动槽沿线斜向延伸，
且倾斜方向和主滑动槽相反。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辅滑动槽的延
伸长度等于主滑动槽长度的一半。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套长度沿
支托筒轴向逐渐减小。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托块为圆台
结构。
7 .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托块的大端
端面置有多个摩擦环。
8 .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结构，
其特征在于所述摩擦环逐层扩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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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结构，
涉及一种建筑钢架结构立柱施工，
对立柱进
行缓冲抗震的结构，
属于建筑施工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通过多点接触，
对振动时产生的形变
位移进行连续限定的抗震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
在建筑施工时，
尤其是在钢架结构安装设计过程中，
需要主承重立柱进行支
撑，
立柱是对建筑横梁进行支撑承托的连接结构，
在遇到振动时，
立柱的形变会影响整个钢
架机构的稳定性，
导致结构失衡坍塌，
在振动时，
立柱主要受到弯曲和扭转力，
受力后立柱
开始发生偏转位移，
使得节点位置发生错位，
影响连接点的温度性，
现有的立柱减震主要通
过减震垫，
例如叠层橡胶垫隔震体系、
砂垫层滑移摩擦体系、
石墨砂浆滑移体系、
悬挂隔 震
结构体系、
多弹簧减震装置体系等，
通过对振动的单向吸收进行缓冲减震，
对沿立柱轴向上
的力能够有效的进行下手，
但在扭转力的作用下，
立柱的扭转很难被吸收，
效果较为单一，
不能进行渐变的限制，
使得减震的点集中，
不能对立柱多点进行防震吸收振动和外力。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改善上述情况，
本发明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结构提供了一种通过多点接
触，
对振动时产生的形变位移进行连续限定的抗震结构。
[0004] 本发明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结构是这样实现的：
本发明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
结构由支托筒、
六角支撑柱、
导向套、
支托块、
连接杆、
主滑动槽、
固定底座、
安装孔、
卡紧槽、
固定臂、滑动套、辅滑动槽、传动杆、
弹簧、摩擦环和导向杆组成，
多个安装孔圆周分布置于
安装底座上，
安装孔内对应开有卡紧槽，
所述卡紧槽为多边形结构，
支托筒通过多个固定臂
置于安装底座上，
六角支撑柱套置于支托筒内，
且六角支撑柱的六个棱和支托筒内壁贴合，
支托筒上沿圆周方向开由多组主滑动槽，
相邻的两组主滑动槽之间置有一组辅滑动槽，
所
述同一组的主滑动槽沿支托筒轴向等距分布，
同组的辅滑动槽沿支托筒轴向等距分布，
所
述主滑动槽沿斜向延伸，
所述辅滑动槽沿线斜向延伸，
且倾斜方向和主滑动槽相反，
所述辅
滑动槽的延伸长度等于主滑动槽长度的一半，
多个导向套通过滑动套对应置于主滑动槽
内，
多个导向套通过滑动套对应置于辅滑动槽内，
所述导向套长度沿支托筒轴向逐渐减小，
多个连接杆一端对应套置于导向套内，
所述连接杆为中空结构，
多个支托块对应置于连接
杆的另一端上，
所述支托孔中部置有螺纹孔，
且和连接杆相连通，
多个所述支托块为圆台结
构，
且大端端面置有多个摩擦环，
所述摩擦环逐层扩展，
多个导向杆的一端对应套置于连接
杆内，
另一端沿着导向杆沿着，
多个传动杆对应置有导向杆的一端上，
且置于对应的导向套
内，
多个弹簧对应套置于导向杆上，
且两端分别和传动杆、连接杆连接固定，
所述传动杆分
别对应贴合在六角支撑柱上。
[0005] 使用时，
将固定底座安装在立柱安装基桩上，
通过安装孔和基桩固定连接，
并通过
对应的卡紧槽进行卡紧固定，
然后将立柱套置在支托筒外侧，
使得立柱内壁和多个支托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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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贴合，
支托块上的摩擦环对立柱内壁进行贴合卡紧，
然后通过螺钉穿过立柱和支托块中
的螺纹孔进行紧固，
使得支托块和立柱连接固定，
安装完成后，
在立柱受到弯曲力时，
向一
侧偏移，
对支托筒上一侧的支托块进行挤压，
对相对一侧的支托块进行拉伸，
挤压一侧的支
托块通过连接杆挤压弹簧，
对弯曲力进行缓冲吸收，
同时连接杆沿着导向杆进行滑动，
弹簧
在导向套内收缩，
并通过传动杆将弯曲力传动至六角支撑柱上，
拉伸一侧的支托块通过连
接杆拉伸对应弹簧，
使得弹簧受拉阻碍弯曲，
同时连接杆通过弹簧来动传动杆沿着导向套
进行滑动，
使得传动杆和六角支撑柱分离，
由于导向套的长度逐渐变小，
因此在立柱进行弯
曲时偏转位移逐渐减小，
对立柱的阻碍加大，
确保立柱沿着轴向的弯曲逐步减小，
当立柱受
到扭力时，
立柱旋转通过支托块带动导向套旋转移动，
导向套通过滑动套对应沿着主滑动
槽进行滑动，
辅滑动槽内的导向套移动方向和主滑动槽内的相反，
对扭转进行阻碍，
在扭转
时连接杆通过弹簧带动传动杆沿着导向套进行滑动，
且和六角支撑柱分离，
进行扭转阻碍，
在立柱根部对弯曲和扭转进行吸收；
[0006] 所述卡紧槽为多边形结构，
能够在对固定底座进行安装固定后，
通过多边结构对
安装孔进行夹持固定，
多个安装孔内的卡紧槽配合，
使得固定底座能够稳定的和基桩进行
连接固定；
[0007] 所述六角支撑柱的六个棱和支托筒内壁贴合，
能够将支托筒分割成六个空腔，
且
分别和相应的传动杆对应，
对传动杆进行支撑，
稳定底座，
吸收传动来的振动，
达到稳定立
柱减震的效果；
[0008] 所述同一组的主滑动槽沿支托筒轴向等距分布，
能够在支托筒的轴向上，
对立柱
进行不同高度的上的支托，
达到对立柱进行各处的弯曲、扭转产生的力进行吸收支托的目
的；
[0009] 所述辅滑动槽沿线斜向延伸，
且倾斜方向和主滑动槽相反，
能够在立柱受力扭转
时，
通过辅滑动槽和主滑动槽方向的设置，
对扭转进行位移限制，
将立柱的扭转限制在根部
位置，
阻碍扩散延展；
[0010] 所述辅滑动槽的延伸长度等于主滑动槽长度的一半，
能够和对应的导向套形成配
合，
使得导向套在滑动时，
[0011] 所述导向套长度沿支托筒轴向逐渐减小，
能够限制导向套内弹簧的收缩长度，
使
得弯曲的位移逐步减小，
将位移量进行限制，
对立柱的形变进行渐变的阻碍，
避免位移过大
导致立柱失孔倾倒；
[0012] 所述支托块的大端端面置有多个摩擦环，
能够通过摩擦环增加支托块和立柱内壁
贴合紧密度，
将弯曲扭转外力传动至支托块上，
并通过弹簧进行吸收，
达到减震的效果；
[0013] 达到了钢架结构中立柱的防震目的。
[0014] 有益效果。
[0015] 一、
结构简单，
方便实用。
[0016] 二、
能够提高立柱的减震效果。
[0017] 三、
能够避免立柱的弯曲扭转传递整个立柱。
[0018] 四、
能够对立柱进行渐变的形变位移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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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发明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结构的立体结构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结构连接杆的立体结构图 ，
且仅仅显示连接
杆中部弹簧的结构。
[0021] 附图中
[0022] 其中零件为：
支托筒（1），
六角支撑柱（2），
导向套（3），
支托块（4），
连接杆（5），
主滑
动槽（6），
固定底座（7），
安装孔（8），
卡紧槽（9），
固定臂（10），
滑动套（11），
辅滑动槽（12），
传
动杆（13），
弹簧（14），
摩擦环（15），
导向杆（16）。
[0023]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本发明一种钢架结构立柱抗震结构是这样实现的，
使用时，
将固定底座（7）安装在
立柱安装基桩上，
通过安装孔（8）和基桩固定连接，
并通过对应的卡紧槽（9）进行卡紧固定，
然后将立柱套置在支托筒（1）外侧，
使得立柱内壁和多个支托块（4）相贴合，
支托块（4）上的
摩擦环（15）对立柱内壁进行贴合卡紧，
然后通过螺钉穿过立柱和支托块（4）中的螺纹孔进
行紧固，
使得支托块（4）和立柱连接固定，
安装完成后，
在立柱受到弯曲力时，
向一侧偏移，
对支托筒（1）上一侧的支托块（4）进行挤压，
对相对一侧的支托块（4）进行拉伸，
挤压一侧的
支托块（4）通过连接杆（5）挤压弹簧（14），
对弯曲力进行缓冲吸收，
同时连接杆（5）沿着导向
杆（16）进行滑动，
弹簧（14）在导向套（3）内收缩，
并通过传动杆（13）将弯曲力传动至六角支
撑柱（2）上，
拉伸一侧的支托块（4）通过连接杆（5）拉伸对应弹簧（14），
使得弹簧（14）受拉阻
碍弯曲，
同时连接杆（5）通过弹簧（14）来动传动杆（13）沿着导向套（3）进行滑动，
使得传动
杆（13）和六角支撑柱（2）分离，
由于导向套（3）的长度逐渐变小，
因此在立柱进行弯曲时偏
转位移逐渐减小，
对立柱的阻碍加大，
确保立柱沿着轴向的弯曲逐步减小，
当立柱受到扭力
时，
立柱旋转通过支托块（4）带动导向套（3）旋转移动，
导向套（3）通过滑动套（11）对应沿着
主滑动槽（6）进行滑动，
辅滑动槽（12）内的导向套（3）移动方向和主滑动槽（6）内的相反，
对
扭转进行阻碍，
在扭转时连接杆（5）通过弹簧（14）带动传动杆（13）沿着导向套（3）进行滑
动，
且和六角支撑柱（2）分离，
进行扭转阻碍，
在立柱根部对弯曲和扭转进行吸收；
[0025] 所述卡紧槽（9）为多边形结构，
能够在对固定底座（7）进行安装固定后，
通过多边
结构对安装孔（8）进行夹持固定，
多个安装孔（8）内的卡紧槽（9）配合，
使得固定底座（7）能
够稳定的和基桩进行连接固定；
[0026] 所述六角支撑柱（2）的六个棱和支托筒（1）内壁贴合，
能够将支托筒（1）分割成六
个空腔，
且分别和相应的传动杆（13）对应，
对传动杆（13）进行支撑，
稳定底座，
吸收传动来
的振动，
达到稳定立柱减震的效果；
[0027] 所述同一组的主滑动槽（6）沿支托筒（1）轴向等距分布，
能够在支托筒（1）的轴向
上，
对立柱进行不同高度的上的支托，
达到对立柱进行各处的弯曲、
扭转产生的力进行吸收
支托的目的；
[0028] 所述辅滑动槽（12）沿线斜向延伸，
且倾斜方向和主滑动槽（6）相反，
能够在立柱受
力扭转时，
通过辅滑动槽（12）和主滑动槽（6）方向的设置，
对扭转进行位移限制，
将立柱的
扭转限制在根部位置，
阻碍扩散延展；
[0029] 所述辅滑动槽（12）的延伸长度等于主滑动槽（6）长度的一半，
能够和对应的导向
套（3）形成配合，
使得导向套（3）在滑动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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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导向套（3）长度沿支托筒（1）轴向逐渐减小，
能够限制导向套（3）内弹簧（14）
的收缩长度，
使得弯曲的位移逐步减小，
将位移量进行限制，
避免位移过大导致立柱失孔倾
倒；
[0031] 所述支托块（4）的大端端面置有多个摩擦环（15），
能够通过摩擦环（15）增加支托
块（4）和立柱内壁贴合紧密度，
将弯曲扭转外力传动至支托块（4）上，
并通过弹簧（14）进行
吸收，
达到减震的效果；
[0032] 达到了钢架结构中立柱的防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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