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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

剪切消能器及安装方法，属于建筑消能减震技术

领域，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高效吸收地震过程中建

筑物承受的地震能量的装置，起到抗震、增加结

构舒适性的作用。它包括翼缘板、剪切板、盖板、

高阻尼橡胶层，翼缘板上下两端均开设有螺栓

孔；剪切板包括位于两端的非屈服段和位于中部

的剪切屈服段，非屈服段设有若干长圆孔，螺栓

能够沿着长圆孔滑动；盖板包括上部盖板和下部

盖板，上部盖板和下部盖板分别与剪切板两端的

非屈服段连接；高阻尼橡胶层分别设置于上部盖

板、下部盖板与剪切板的非屈服段之间的连接

处，采用螺栓将消能器两端的翼缘板固定于建筑

物楼层之间的墙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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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其特征在于，它包括：

翼缘板，所述翼缘板上下两端均开设有螺栓孔，所述消能器通过其两端的所述翼缘板

与主体结构螺栓连接；

剪切板，所述剪切板包括位于两端的非屈服段和位于中部的剪切屈服段，所述非屈服

段设有若干长圆孔，螺栓能够沿着所述长圆孔滑动；

盖板，所述盖板包括上部盖板和下部盖板，所述上部盖板和下部盖板分别与剪切板两

端的非屈服段连接；

高阻尼橡胶层，所述高阻尼橡胶层分别设置于所述上部盖板、下部盖板与剪切板的非

屈服段之间的连接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其特征在于，所述高阻尼

橡胶层的四周设有泡沫堵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剪切屈

服段的厚度比非屈服段的厚度小5～1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翼缘板

与上部盖板、下部盖板的连接处均设有横向加劲肋。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其特征在于，所述剪切板

采用不高于Q235MPa的低屈服点钢材制作而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盖板采

用Q345的钢板制作而成。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其特征在于，长圆孔的长

度可根据小震作用下，结构的层间最大变形与阻尼器的相对位移之间的关系确定。

8.根据权利要求1至7任一项所述的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的安装方法，其

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

提供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备用，所述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

包括翼缘板、剪切板、盖板、高阻尼橡胶层，所述翼缘板上下两端均开设有螺栓孔；所述剪切

板包括位于两端的非屈服段和位于中部的剪切屈服段，所述非屈服段设有若干长圆孔，螺

栓能够沿着所述长圆孔滑动；所述盖板包括上部盖板和下部盖板，所述上部盖板和下部盖

板分别与剪切板两端的非屈服段连接；所述高阻尼橡胶层分别设置于所述上部盖板、下部

盖板与剪切板的非屈服段之间的连接处；

采用螺栓将所述消能器两端的翼缘板固定于建筑物楼层之间的墙体内。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剪切板采用铣削冷加工制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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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及安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消能减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

能器及安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地震可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及巨大的财产损失，而这些损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建

筑物的倒塌和破坏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在地震工程领域内，传统的方法是通过加强结构自

身的刚度或延性来抵抗地震作用，然而结构刚度的增加导致地震作用增大，不仅提高了建

设成本，也难以达到减小地震作用的效果。

[0003] 近几十年来日本、美国等在结构减震控制领域做了大量工作，基于振动控制技术，

将传统的结构抗震方式转变为通过提高结构附加阻尼的方式消耗地震能量，有效提髙改善

结构抗震能力，大大提升结构舒适度。

[0004] 消能器有两类耗能机制，分别为粘弹性阻尼和金属剪切变形耗能两类。粘弹性阻

尼器是一种速度相关型消能器，阻尼器消耗的能量与阻尼器的工作速度(或阻尼材料的应

变率)相成正比，在多遇地震作用下即可发挥消能减震作用，可有效提高结构的舒适度；金

属剪切型消能器是一种位移型消能器，位移相关型阻尼器的耗能机理是通过结构的变形使

阻尼器做功，在罕遇地震作用下发生较大层间位移时可有效发挥消能减震，保护主体结构

的作用。

[0005] 因此，亟需一种高效吸收地震过程中建筑物承受的地震能量的装置，起到抗震、增

加结构舒适性的作用。

[0006] 公开于该背景技术部分的信息仅仅旨在增加对本发明的总体背景的理解，而不应

当视为承认或以任何形式暗示该信息为本领域一般技术人员所公知的现有技术。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高效吸收地震过程中建筑物承受的地震能量的装置，起

到抗震、增加结构舒适性的作用。该装置布置于建筑物楼层之间墙体内。为了实现上述目

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08] 一种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它包括：

[0009] 翼缘板，所述翼缘板上下两端均开设有螺栓孔，所述消能器通过其两端的所述翼

缘板与主体结构螺栓连接；

[0010] 剪切板，所述剪切板包括位于两端的非屈服段和位于中部的剪切屈服段，所述非

屈服段设有若干长圆孔，螺栓能够沿着所述长圆孔滑动；

[0011] 盖板，所述盖板包括上部盖板和下部盖板，所述上部盖板和下部盖板分别与剪切

板两端的非屈服段连接；

[0012] 高阻尼橡胶层，所述高阻尼橡胶层分别设置于所述上部盖板、下部盖板与剪切板

的非屈服段之间的连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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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益的技术效果在于：

[0014] 本发明提供的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属于一种复合消能器，剪切板

通过两端的盖板以及翼缘板布置于建筑物楼层之间的墙体内，剪切板与盖板之间设有高阻

尼橡胶层且通过螺栓连接，盖板与同侧的翼缘板焊接连接，剪切板的两端为非屈服段，其中

部为剪切屈服段，剪切屈服段没有开孔，剪切板与构件之间非焊接连接。从而，本发明的阻

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同时具有速度型消能器的和位移型消能器的耗能特性；

既可以在多遇地震作用下发挥消能减震的作用，改善结构舒适度；也可以在罕遇地震作用

下起到防止结构倒塌的保险作用。与已有的一些剪切型阻尼器相比，本发明中剪切板不需

要采用焊缝与其它构件相连接，剪切板中剪切屈服段也没有开孔，因此性能更为稳定。本发

明的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具有阻尼性能调整简便的特点。

[0015] 进一步地，为减缓高阻尼橡胶层在光、热等作用下的老化，所述高阻尼橡胶层的四

周设有泡沫堵头。

[0016] 进一步地，为了使得剪切板仅仅在其剪切屈服段发生塑性屈服，所述剪切屈服段

的厚度比非屈服段的厚度小5～10mm，从而保证剪切板在非屈服段开长圆孔处的受剪承载

力大于剪切屈服段的受剪承载力。当然，剪切屈服段与非屈服段的厚度差具体可根据消能

器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内力确定。

[0017] 进一步地，为了增强翼缘板的强度，所述翼缘板与上部盖板、下部盖板的连接处均

设有横向加劲肋。

[0018] 进一步地，考虑到剪切板不与翼缘板刚度连接，剪切板本身包括中部的剪切屈服

段和位于两端的非屈服段，而且剪切屈服段的厚度小于非屈服段，所述剪切板采用不高于

Q235MPa的低屈服点钢材制作而成。加工时，可采用铣削等冷加工方法使得剪切板的剪切屈

服段厚度小于非屈服段，铣削深度可根据计算确定。

[0019] 进一步地，为了取材方便，节省成本，所述盖板采用Q345的钢板制作而成。

[0020] 进一步地，为了保证螺栓在长圆孔内自由滑动，长圆孔的长度可根据小震作用下，

结构的层间最大变形与阻尼器的相对位移之间的关系确定。当然，螺栓的螺帽可根据结构

动力学特性做或松或紧的调整，使得剪切板与盖板之间具有预期的阻尼能力。

[0021] 本发明还提供了前述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的安装方法，该方法包

括：

[0022] 提供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备用，所述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

能器包括翼缘板、剪切板、盖板、高阻尼橡胶层，所述翼缘板上下两端均开设有螺栓孔；所述

剪切板包括位于两端的非屈服段和位于中部的剪切屈服段，所述非屈服段设有若干长圆

孔，螺栓能够沿着所述长圆孔滑动；所述盖板包括上部盖板和下部盖板，所述上部盖板和下

部盖板分别与剪切板两端的非屈服段连接；所述高阻尼橡胶层分别设置于所述上部盖板、

下部盖板与剪切板的非屈服段之间的连接处；

[0023] 采用螺栓将所述消能器两端的翼缘板固定于建筑物楼层之间的墙体内。

[0024] 进一步地，所述剪切板采用铣削冷加工制作而成。

附图说明

[0025] 图1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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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图2为图1的剖视图；

[0027] 图3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中剪切板的结构示意

图；

[0028] 图4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中盖板的结构示意

图；

[0029] 图5为本发明一实施例中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中翼缘板的结构示意

图。

[0030] 图中：

[0031] 1-翼缘板；2-上部盖板；3-横向加劲肋；4-螺栓；5-剪切板；6-高阻尼橡胶层；7-下

部盖板；8-泡沫堵头；9-长圆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提出的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

及安装方法作进一步详细说明。根据下面说明和权利要求书，本发明的优点和特征将更清

楚。需说明的是，附图均采用非常简化的形式且均使用非精准的比例，仅用以方便、明晰地

辅助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为叙述方便，下文中所述的“上”、“下”与附图的上、下的方

向一致，但这不能成为本发明技术方案的限制。

[0033] 实施例一

[0034] 下面结合图1至图5，详细说明本发明的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的结构

组成。

[0035] 请参考图1至图5，一种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它包括翼缘板1、剪切

板5、盖板，盖板包括上部盖板2和下部盖板7、以及高阻尼橡胶层6，翼缘板1上下两端均开设

有螺栓孔，消能器通过其两端的翼缘板1与主体结构螺栓连接；剪切板5包括位于两端的非

屈服段和位于中部的剪切屈服段，非屈服段设有若干长圆孔9，螺栓4能够沿着长圆孔9滑

动；上部盖板2和下部盖板7分别与剪切板5两端的非屈服段连接；高阻尼橡胶层6分别设置

于上部盖板2、下部盖板7与剪切板5的非屈服段之间的连接处。

[0036] 具体来说，本发明提供的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属于一种复合消能

器，剪切板5通过两端的盖板以及翼缘板1布置于建筑物楼层之间的墙体内，剪切板5与盖板

之间设有高阻尼橡胶层6且通过螺栓4连接，盖板与同侧的翼缘板1焊接连接，剪切板5的两

端为非屈服段，其中部为剪切屈服段，剪切屈服段没有开孔，剪切板与构件之间非焊接连

接。从而，本发明的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同时具有速度型消能器的和位移型

消能器的耗能特性，它不仅能够在地震中吸收地震能量，起到抗震的作用，而且安装方便，

替换维修方便；最主要的是，它适应地震烈度范围广，对多遇地震和罕见地震均有效，对低

频和高频地震波均有消耗作用，具有较好地推广价值。

[0037] 在本实施例中，更优选地，为减缓高阻尼橡胶层6在光、热等作用下的老化，高阻尼

橡胶层6的四周设有泡沫堵头8。

[0038] 在本实施例中，更优选地，为了使得剪切板5仅仅在其剪切屈服段发生塑性屈服，

剪切屈服段的厚度比非屈服段的厚度小5～10mm，从而保证剪切板5在非屈服段开长圆孔处

的受剪承载力大于剪切屈服段的受剪承载力。当然，剪切屈服段与非屈服段的厚度差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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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消能器在罕遇地震作用下的内力确定。

[0039] 在本实施例中，更优选地，为了增强翼缘板1的强度，翼缘板1与上部盖板2、下部盖

板7的连接处均设有横向加劲肋3。

[0040] 在本实施例中，更优选地，考虑到剪切板5不与翼缘板1刚度连接，剪切板5本身包

括中部的剪切屈服段和位于两端的非屈服段，而且剪切屈服段的厚度小于非屈服段，剪切

板5采用不高于Q235MPa的低屈服点钢材制作而成。加工时，可采用铣削等冷加工方法使得

剪切板5的剪切屈服段厚度小于非屈服段，铣削深度可根据计算确定。

[0041] 在本实施例中，更优选地，为了取材方便，节省成本，盖板即上部盖板2和下部盖板

7，采用Q345的钢板制作而成。

[0042] 在本实施例中，更优选地，为了保证螺栓4在长圆孔9内自由滑动，长圆孔9的长度

可根据小震作用下，结构的层间最大变形与阻尼器的相对位移之间的关系确定。当然，螺栓

4的螺帽可根据结构动力学特性做或松或紧的调整，使得剪切板5与盖板之间具有预期的阻

尼能力。

[0043] 请继续参考图1至图5，本发明还提供了前述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的

安装方法，该方法包括：

[0044] 提供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备用，阻尼可调的复合粘弹性剪切消能器

包括翼缘板1、剪切板5、盖板、高阻尼橡胶层6，翼缘板1上下两端均开设有螺栓孔；剪切板5

包括位于两端的非屈服段和位于中部的剪切屈服段，非屈服段设有若干长圆孔9，螺栓4能

够沿着长圆孔9滑动；盖板包括上部盖板2和下部盖板7，上部盖板2和下部盖板7分别与剪切

板5两端的非屈服段连接；高阻尼橡胶层6分别设置于上部盖板2、下部盖板7与剪切板的非

屈服段之间的连接处；采用螺栓4将消能器两端的翼缘板1固定于建筑物楼层之间的墙体

内。

[0045] 上述描述仅是对本发明较佳实施例的描述，并非对本发明范围的任何限定。本领

域的技术人员根据上述揭示内容做的任何变更、修饰，均属于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09779059 A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2 页

7

CN 109779059 A

7



图3

图4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8

CN 109779059 A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