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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及安装方

法，相互平行的上连接板（2）和下连接板（3）的中

心区域固定天然橡胶支座（1），上连接板（2）和下

连接板（3）的四周布设四组U形钢阻尼器（4），通

过在天然橡胶支座（1）的上连接板（2）和下连接

板（3）之间增设可以实现分梯段屈服的U形钢阻

尼器（4），方法的步骤为：组装隔震装置，将隔震

装置放置实际结构中，将装置的上连接板（2）、下

连接板（3）分别与上预埋板（8）、下预埋板（9）及

预埋套筒（10）固定连接，再将上预埋板（8）、下预

埋板（9）分别与上支墩（6）、下支墩（7）的钢筋笼

通过焊接固定并进行整体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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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包括天然橡胶支座（1）、上连接板（2）、下连接板

（3）、U形钢阻尼器（4）、挡推机构（5），其特征在于相互平行的上连接板（2）和下连接板（3）的

中心区域固定天然橡胶支座（1），上连接板（2）和下连接板（3）的四周布设四组U形钢阻尼器

（4），U形钢阻尼器（4）的上端设连接板与上连接板（2）通过高强螺栓固定连接，U形钢阻尼器

（4）中部弯曲成U形，下端与挡推机构（5）嵌套连接；每组U形钢阻尼器（4）包括一个第一U形

钢阻尼器（4-1）和两个第二U形钢阻尼器（4-2），第一U形钢阻尼器（4-1）布置在中间，第二U

形钢阻尼器（4-2）布置在两侧，均垂直上下连接板且沿上下连接板中心线两侧对称布置；挡

推机构（5）是一个截面为矩形的钢槽，在靠近U形钢阻尼器（4）U形段一侧的钢槽侧壁的中间

水平位置开设矩形长孔，U形钢阻尼器（4）下部的端板通过矩形长孔嵌入钢槽内部，钢槽底

板与下连接板（3）通过高强螺栓固定连接；第一U形钢阻尼器（4-1）的下端设有两个端板，靠

近前侧钢板的端板距离挡推机构（5）前侧钢板的距离D1和靠近后侧钢板的端板距离挡推机

构（5）后侧钢板的距离D1相同，第二U形钢阻尼器（4-2）只有一个端板，端板距挡推机构（5）

前后两侧钢板的距离D2也相同，且D1小于D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其特征在于上连接板（2）的

四周各有一块凸起的矩形钢板，上连接板（2）上预设螺栓孔，用于固定U形钢阻尼器（4）；下

连接板（3）的四周各有三块等间距分布的凸起的矩形钢板，下连接板（3）上也预设螺栓孔，

用于固定挡推机构（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连接

板（2）的中央位置设有一圈螺栓孔，用于固定天然橡胶支座（1），四周各有一块凸起的带孔

的矩形钢板，用于固定U形钢阻尼器（4）。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下连接

板（3）的中央位置也设有一圈螺栓孔，用于固定天然橡胶支座（1），四周各有三块凸起的等

间距分布的带孔的矩形钢板，用于固定挡推机构（5）。

5.权利要求1所述的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分梯段

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的安装步骤为：

（1）将天然橡胶支座（1）通过高强螺栓固定在上连接板（2）和下连接板（3）的中心区域，

将挡推机构（5）通过高强螺栓固定在下连接板（3）上；

（2）在上连接板（2）的四周固定四组U形钢阻尼器（4），每组包括一个第一U形钢阻尼器

（4-1）和两个第二U形钢阻尼器（4-2），第一U形钢阻尼器（4-1）布置在中间，第二U形钢阻尼

器（4-2）布置在两侧，均垂直上下连接板且沿上下连接板中心线两侧对称布置；

（3）将上述组装的隔震装置放置实际结构中，将装置的上连接板（2）、下连接板（3）分别

与上预埋板（8）、下预埋板（9）通过高强螺栓及预埋套筒（10）固定连接，再将上预埋板（8）、

下预埋板（9）分别与上支墩（6）、下支墩（7）的钢筋笼通过焊接固定并进行整体浇筑。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的安装方法，其特征在于上

连接板（2）、下连接板（3）均由普通钢板制作，第一U形钢阻尼器（4-1）和第二U形钢阻尼器

（4-2）均由锰钢制作，第一U形钢阻尼器（4-1）的变形能力大于第二U形钢阻尼器（4-2）的变

形能力，第二U形钢阻尼器（4-2）的屈服力大于第一U形钢阻尼器（4-1）的屈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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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及安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工程结构减隔震技术，主要用于建筑结构的耗能及隔震。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是世界上地震频繁、震灾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近年来，随着建筑物趋于高大

化、复杂化的发展，建筑结构抵抗地震等外部荷载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更多的学者开始

关注减隔震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多次地震经验表明，采用隔震技术可有效提高建筑结构的

抗震能力，使建筑结构及其内部设施免遭地震损害；同时，隔震是一种非常有效、经济和实

用的结构抗震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0003] 常用于建筑工程的隔震支座有天然橡胶支座和铅芯橡胶支座等。其中，天然橡胶

支座水平刚度小，容易产生较大的水平位移；铅芯橡胶支座受力性能好，耗能性能稳定，但

其耗能能力与铅芯直径相关。目前，我国隔震建筑的数量约为六千幢，应用了大量的铅芯橡

胶支座，国家相关政策也积极鼓励在抗震设防区优先考虑使用隔震建筑，所以我国隔震建

筑的数量一直在增加。

[0004] 铅是一种有毒重金属，摄入过量容易导致神经机能失调等。美国一项最新研究显

示，人在幼年时遭受铅污染，会导致以后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增高。国内也曾有媒体报道，

台湾某铅场退休工人患老年痴呆症的几率明显高于其他行业同龄人。铅芯橡胶支座的大量

使用耗费了大量的铅棒，加之部分铅芯橡胶支座在出厂检验时又被试验损坏，若不及时回

收又容易造成铅的二次污染。所以，铅的大量生产和使用给社会及环境带来了诸多负面问

题。然而，随着隔震技术的广泛应用，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铅阻尼器的环境风险问题，日本

学者最先尝试用金属锡替代金属铅，尽管锡阻尼器的耗能性能很好，也无毒，但锡十分昂

贵，很不经济。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及安装方法。

[0006] 本发明是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及安装方法，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

震装置，包括天然橡胶支座1、上连接板2、下连接板3、U形钢阻尼器4、挡推机构5，相互平行

的上连接板2和下连接板3的中心区域固定天然橡胶支座1，上连接板2和下连接板3的四周

布设四组U形钢阻尼器4，U形钢阻尼器4的上端设连接板与上连接板2通过高强螺栓固定连

接，中部弯曲成U形，下端与挡推机构5嵌套连接；每组U形钢阻尼器4包括一个第一U形钢阻

尼器4-1和两个第二U形钢阻尼器4-2，均垂直上下连接板且沿其中心线两侧对称布置。

[0007] 以上所述的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的安装方法，其步骤为：

[0008] （1）将天然橡胶支座1通过高强螺栓固定在上连接板2和下连接板3的中心区域，将

挡推机构5通过高强螺栓固定在下连接板3上；

[0009] （2）在上连接板2的四周固定四组U形钢阻尼器4，每组包括一个第一U形钢阻尼器

4-1和两个第二U形钢阻尼器4-2，第一U形钢阻尼器4-1布置在中间，第二U形钢阻尼器4-2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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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在两侧，均垂直上下连接板且沿其中心线两侧对称布置；

[0010] （3）将上述组装的隔震装置放置实际结构中，将装置的上连接板2、下连接板3分别

与上预埋板8、下预埋板9通过高强螺栓及预埋套筒10固定连接，再将上预埋板8、下预埋板9

分别与上支墩6、下支墩7的钢筋笼通过焊接固定并进行整体浇筑。

[0011] 本发明的有益之处为：（1）耗能能力强。本发明利用U形钢阻尼器圆弧段的弯曲变

形和天然橡胶支座的剪切变形协同工作、共同提高了装置的耗能能力，并充分利用金属材

料进入弹塑性变形以后良好的耗能性能控制结构的动力响应，从而保护主体结构。

[0012] （2）实现分梯段耗能。本发明中U形钢阻尼器与挡推机构的连接构造方式比较特

殊，可使装置实现分梯段耗能的功能。如结构有特殊需要，可通过增加阻尼器的数量，重新

设计阻尼器与挡推机构的嵌套连接方式，同理可实现多梯段屈服耗能的功能，给隔震层提

供更大的抗侧刚度及抗侧力。

[0013] （3）受力简单，耗能明确。相关研究表明，平面内受力的U形钢阻尼器能提供更大的

屈服力，具有更强的耗能能力。本发明中U形钢阻尼器始终在U形平面内发生受拉或受压变

形，几乎不会发生U形平面外的压-扭或拉-扭破坏，所以U形钢阻尼器受力明确，而且耗能能

力也强。

[0014] （4）结构简单。本发明将U形钢阻尼器、钢板等金属材料通过高强螺栓与天然橡胶

支座的上、下连接板连接，工艺成熟，操作简单，也方便更换。

[0015] （5）环保性强。本发明用U形钢阻尼器替代铅棒，以减少重金属铅的使用，防止其危

害人体健康及污染环境。

[0016] （6）经济性好。与锡、铅等重金属相比，软钢价格低廉，经济效益明显。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图2为图1的剖面图（垂直于

上下连接板竖直剖切），图3为图1的剖面图（平行于上下连接板水平剖切），图4为分梯段金

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的应用示意图，图5  为挡推机构5的结构示意图，图6为U形钢阻尼器

4端板与挡推机构5嵌套连接的构造详图，图7为第一U形钢阻尼器4-1的结构示意图，图8为

第二U形钢阻尼器4-2的结构示意图，图9为上连接板2的结构示意图，图10为下连接板3的结

构示意图。附图标记及对应名称为：1-天然橡胶支座，2-上连接板，3-下连接板，4-  U形钢阻

尼器，4-1-第一U形钢阻尼器，4-2-第二U形钢阻尼器，5-挡推机构，6-上支墩  ，7-下支墩，8-

上预埋板，9-下预埋板，10-高强螺栓及预埋套筒，D1-第一U形钢阻尼器4-1两端板距挡推机

构两侧钢板的距离，D2-第二U形钢阻尼器4-2端板距挡推机构两侧钢板的距离。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如图1、图2、图3所示，本发明是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及安装方法，分梯

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包括天然橡胶支座1、上连接板2、下连接板3、U形钢阻尼器4、

挡推机构5，相互平行的上连接板2和下连接板3的中心区域固定天然橡胶支座1，上连接板2

和下连接板3的四周布设四组U形钢阻尼器4，U形钢阻尼器4的上端设连接板与上连接板2通

过高强螺栓固定连接，中部弯曲成U形，下端与挡推机构5嵌套连接；每组U形钢阻尼器4包括

一个第一U形钢阻尼器4-1和两个第二U形钢阻尼器4-2，均垂直上下连接板且沿其中心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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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对称布置。

[0019] 以上所述的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如图1、图5、图6、图7、图8所示，挡推

机构5是一个截面为矩形的钢槽，一侧开设矩形长孔，其底板与下连接板3通过高强螺栓固

定连接；第一U形钢阻尼器4-1的下端设有两个端板，两端板距挡推机构5前后两侧钢板的距

离D1相同，第二U形钢阻尼器4-2只有一个端板，端板距挡推机构5前后两侧钢板的距离D2也

相同，且D1小于D2。

[0020] 以上所述的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如图9、图10所示，上连接板2的四周

各有一块凸起的矩形钢板，其上预设螺栓孔，用于固定U形钢阻尼器4；下连接板3的四周各

有三块等间距分布的凸起的矩形钢板，其上也预设螺栓孔，用于固定挡推机构5。

[0021] 以上所述的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如图9所示，所述的上连接板2的中

央位置设有一圈螺栓孔，用于固定天然橡胶支座1，四周各有一块凸起的带孔的矩形钢板，

用于固定U形钢阻尼器4。

[0022] 以上所述的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如图10所示，所述的下连接板3的中

央位置也设有一圈螺栓孔，用于固定天然橡胶支座1，四周各有三块凸起的等间距分布的带

孔的矩形钢板，用于固定挡推机构5。

[0023] 以上所述的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的安装方法，如图1~图10所示，其步

骤为：

[0024] （1）将天然橡胶支座1通过高强螺栓固定在上连接板2和下连接板3的中心区域，将

挡推机构5通过高强螺栓固定在下连接板3上；

[0025] （2）在上连接板2的四周固定四组U形钢阻尼器4，每组包括一个第一U形钢阻尼器

4-1和两个第二U形钢阻尼器4-2，第一U形钢阻尼器4-1布置在中间，第二U形钢阻尼器4-2布

置在两侧，均垂直上下连接板且沿其中心线两侧对称布置；

[0026] （3）将上述组装的隔震装置放置实际结构中，将装置的上连接板2、下连接板3分别

与上预埋板8、下预埋板9通过高强螺栓及预埋套筒10固定连接，再将上预埋板8、下预埋板9

分别与上支墩6、下支墩7的钢筋笼通过焊接固定并进行整体浇筑。

[0027] 以上所述的分梯段金属屈服耗能型隔震装置的安装方法，上连接板2、下连接板3

均由普通钢板制作，第一U形钢阻尼器4-1和第二U形钢阻尼器4-2均由锰钢制作，第一U形钢

阻尼器4-1的变形能力大于第二U形钢阻尼器4-2的变形能力，第二U形钢阻尼器4-2的屈服

力大于第一U形钢阻尼器4-1的屈服力。

[0028] 本发明中U形钢阻尼器4始终在U形平面内发生受拉或受压变形，几乎不会发生U形

平面外的压-扭或拉-扭变形。即当结构沿纵向或横向移动时，由于垂直运动方向布置的两

组U形钢阻尼器4的端板在挡推机构5内可水平移动，所以只在运动方向上布设的两组U形钢

阻尼器4发挥作用；当结构沿任意方向移动时，由于钢板的摩擦系数较小，端板与挡推机构5

几乎为光滑接触，所以正交布设的四组U形钢阻尼器4之间的相互约束很小，从而保证了U形

钢阻尼器4几乎处于单向受拉或受压变形状态。

[0029] 本发明装置可实现分梯段耗能的功能，现以隔震结构发生横向运动为例，对其设

计目标和分梯段耗能的工作机理进行详细说明：

[0030] 地震作用下，隔震结构的变形主要集中在隔震层，而上部结构几乎处于整体平动

状态。小震作用下，上部结构的水平位移较小，此时隔震层仅依靠天然橡胶支座1发生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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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进行耗能；当水平位移继续增大且等于D1时，第一U形钢阻尼器4-1的端板首先与挡推

机构5接触，此时沿横向布设的两个第一U形钢阻尼器4-1同时被“卡住”，开始发挥作用，将

协同天然橡胶支座1共同耗能。在中震作用下，上部结构将产生较大的水平位移，两个第一U

形钢阻尼器4-1首先发生弹性变形并充分耗能，当水平位移继续增大且等于D2时，第二U形

钢阻尼器4-2的端板与挡推机构5接触，此时同方向布设的四个第二U形钢阻尼器4-2同时也

被“卡住”，也开始发挥作用，产生弹性变形并协同天然橡胶支座1、第一U形钢阻尼器4-1共

同变形、耗能；中震阶段第一U形钢阻尼器4-1可能会进入弹塑性变形耗能状态，但第二U形

钢阻尼器4-2仅处于弹性耗能状态。在大震或极大震作用下，上部结构的水平位移很大，此

时沿横向布设的六个U形钢阻尼器与天然橡胶支座1协同工作、共同耗能；位移过大时第一U

形钢阻尼器4-1将发生塑性变形，甚至发生塑性破坏并退出工作，第二U形钢阻尼器4-2将发

生弹塑性变形，甚至进入塑性变形状态，但不能发生塑性破坏，防止天然橡胶支座1的水平

位移超限而发生破坏。结构沿纵向移动时该装置的工作原理与横向完全相同。结构沿任意

方向移动时，因为上下连接板不会发生板平面内的转动，所以可将结构沿任意方向的平动

分解为结构沿纵向和横向的平动，又正交布设的阻尼器之间相互约束很小，故其工作原理

与结构沿纵向或横向发生平动时亦相同。

[0031] 按照上述要求施工完毕后，该装置才能发挥作用。如图3、图6所示，由于第一U形钢

阻尼器4-1的两端板距挡推机构5前后两侧钢板的距离D1相同且较小，第二U形钢阻尼器4-2

的端板距挡推机构5前后两侧钢板的距离D2相同且较大，上部结构发生平动时，U形钢阻尼

器4也随上连接板2一起发生平动，当水平位移等于D1时，第一U形钢阻尼器4-1的端板与挡

推机构5接触，首先被“卡住”，开始发挥作用；当水平位移继续增大且等于D2时，第二U形钢

阻尼器4-2也被“卡住”，也开始发挥作用，将协同天然橡胶支座1、第一U形钢阻尼器4-1共同

变形、耗能，从而起到控制隔震层变形过大，保护隔震结构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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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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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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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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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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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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