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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防屈曲支撑，属于建筑减震领域，为

了解决现有支撑主要依靠内芯变形耗能导致内

芯在地震中支撑能力不强，更换及维护成本高，

不具有自复位能力的问题，包括由底板及其两侧

的立板连接而成的空心矩形钢板组、十字形长钢

带凹槽内芯；所述的钢板组内部的底板，沿钢板

组的纵向排布两组钢管固定装置，钢管固定装置

固定于底板，且各组钢管固定装置由若干间隔排

列的第一矩形块组成，且各第一矩形块其顶面具

有用于固定钢管的槽口；易于日常的维护及震后

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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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装配式防屈曲支撑，其特征在于，包括由底板及其两侧的立板连接而成的空心

矩形钢板组(2-3)、十字形长钢带凹槽内芯(2-5)；所述的钢板组(2-3)内部的底板，沿钢板

组(2-3)的纵向排布两组钢管(2-6)固定装置，钢管(2-6)固定装置固定于底板，且各组钢管

(2-6)固定装置由若干间隔排列的第一矩形块组成，且各第一矩形块其顶面具有用于固定

钢管(2-6)的槽口；所述的十字形长钢带凹槽内芯(2-5)包括矩形内芯及固定于内芯纵向两

侧的臂块组，所述的内芯沿钢板组(2-3)纵向设置，其底面与钢板组(2-3)的底板相抵，每组

臂块由若干间隔排列的第二矩形块组成，各第二矩形块的两个相对的纵向侧面，一个与内

芯固定连接，一个具有用于固定钢管(2-6)的槽口，第一矩形块位于内芯的纵向两侧，每两

个相邻的第一矩形块间被设置一个第二矩形块，钢管(2-6)被第一矩形块由下方钳住，且被

第二矩形块由侧方钳住，在相邻的第一矩形块、第二矩形块间的钢管(2-6)，弹簧(2-7)覆接

在该部分钢管(2-6)，且为相邻的两个第一矩形块将弹簧(2-7)限位。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防屈曲支撑，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钢管(2-6)为圆钢管(2-

6)。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防屈曲支撑，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钢管(2-6)的端部其连

接竖直的钢条(2-4)的一端，竖直的钢条(2-4)另一端与上钢板(2-2)固定连接，上钢板(2-

2)被固定在立板的顶面。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配式防屈曲支撑，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内芯的顶面与上钢板

(2-2)相抵。

5.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配式防屈曲支撑，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上钢板(2-2)与立板间

以螺栓(2-1)连接。

6.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配式防屈曲支撑，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竖直的钢条(2-4)与上

钢板(2-2)间一螺栓(2-1)连接。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防屈曲支撑，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第一矩形块间的间隔为

等间隔，所述第二矩形块间的间隔为等间隔，所述第一矩形块与第二矩形块间的间隔为等

间隔，所述的两组固定装置的第一矩形块为相对对应，以内芯为对称轴而对称排列，所述的

两组臂块的第二矩形块为相对对应，以内芯为对称轴而对称排列。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防屈曲支撑，其特征在于，内芯的顶面与底面镶嵌聚四氟

烯滑板。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配式防屈曲支撑，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矩形块、第二矩形块

为U字形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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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防屈曲支撑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建筑减震领域，涉及一种防屈曲支撑。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土木工程结构支撑主要有：偏心支撑、耗能耦撑、耗能框支撑等支撑形式，

大多数支撑主要通过变形来消耗地震能量，达到减轻地震带来的作用的目的。由于结构构

件具有弹塑性的特性，这些耗能支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一些损伤、变形，不利于能量的耗

散，对建筑物的稳定性有影响。

[0003] 耗能减震技术主要是：通过在原有结构中添加被动耗能装置，消耗本来由结构构

件消耗的地震能量，大大减缓了因震动作用给结构带来的变形和损伤。目前已开发的耗能

器主要有：粘滞耗能器、粘弹性耗能器、金属耗能器和摩擦耗能器，其中前两类称为速度相

关型耗能器，后两类统称为滞变型耗能器，金属耗能器又分为铅阻尼器和软钢阻尼器。

[0004] 防屈曲支撑(Buckling  RestrainedBrace,BRB)是一种被认为具有前途支撑耗能

形式，防屈曲支撑克服了传统支撑屈曲的缺点。在地震荷载下具有饱满的滞回曲线，因此在

应用中表现出优良的耗能能力和良好抗震性能，在一些发达国家得到了极大的推广。防屈

曲支撑构件由内核构件和外围约束构件两部分组成，在地震作用下，内核构件率先进入屈

服,起到保护主体框架的作用，并且可以耗散地震能量。防屈曲支撑兼备支撑和耗能的优良

性能，可以作为最好的减震消能装置之一。前人对防屈曲支撑端部附加摩擦阻尼器，但是大

震过后，附加摩擦阻尼器的支撑由于屈曲而不易拆卸；并且该种支撑初始状态需要施加预

应力，预应力施加的准确与否会影响支撑的减震效果；同时，内芯作为耗能的主要部分，更

换频率不低，维护成本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为了解决现有支撑主要依靠内芯变形耗能导致内芯在地震中支撑能力不强，更换

及维护成本高，不具有自复位能力的问题，本实用新型提出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装配式防

屈曲支撑，包括由底板及其两侧的立板连接而成的空心矩形钢板组、十字形长钢带凹槽内

芯；所述的钢板组内部的底板，沿钢板组的纵向排布两组钢管固定装置，钢管固定装置固定

于底板，且各组钢管固定装置由若干间隔排列的第一矩形块组成，且各第一矩形块其顶面

具有用于固定钢管的槽口；所述的十字形长钢带凹槽内芯包括矩形内芯及固定于内芯纵向

两侧的臂块组，所述的内芯沿钢板组纵向设置，其底面与钢板组的底板相抵，每组臂块由若

干间隔排列的第二矩形块组成，各第二矩形块的两个相对的纵向侧面，一个与内芯固定连

接，一个具有用于固定钢管的槽口，第一矩形块位于内芯的纵向两侧，每两个相邻的第一矩

形块间被设置一个第二矩形块，钢管被第一矩形块由下方钳住，且被第二矩形块由侧方钳

住，在相邻的第一矩形块、第二矩形块间的钢管，弹簧覆接在该部分钢管，且为相邻的两个

第一矩形块将弹簧限位。

[0006] 进一步的，所述的钢管为圆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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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进一步的，所述的钢管的端部其连接竖直的钢条的一端，竖直的钢条另一端与上

钢板固定连接，上钢板被固定在立板的顶面。

[0008] 进一步的，所述的内芯的顶面与上钢板相抵。

[0009] 进一步的，所述的上钢板与立板间以螺栓连接。

[0010] 进一步的，所述的竖直的钢条与上钢板间一螺栓连接。

[0011] 进一步的，所述的第一矩形块间的间隔为等间隔，所述第二矩形块间的间隔为等

间隔，所述第一矩形块与第二矩形块间的间隔为等间隔，所述的两组固定装置的第一矩形

块为相对对应，以内芯为对称轴而对称排列，所述的两组臂块的第二矩形块为相对对应，以

内芯为对称轴而对称排列。

[0012] 进一步的，所述的弹簧为形状记忆合金弹簧。

[0013] 进一步的，内芯的顶面与底面镶嵌聚四氟烯滑板。

[0014] 进一步的，所述第一矩形块、第二矩形块为U字形钢板。

[0015] 有益效果：弹簧是套在圆钢管上的，之所以选用圆形的钢管，是因为弹簧随动圆形

移动更为顺畅，耗能效果较好，具体说，两个弹簧是放在相邻两个第一矩形块钢板之间的，

两个弹簧被两个第一矩形钢块之间的第二矩形钢块所分隔且限位，当第二矩形块左右移动

时，可以由第一矩形块限制弹簧的左右移动，使得第二矩形块压缩两边的弹簧进行耗能，简

单的说，内芯左右移动而带动其上的第二矩形块左右移动，第二矩形块左右移动而压缩第

一矩形块间的弹簧，第一矩形块被固定在底板，因而弹簧被第一矩形块限位从而耗能。本实

用新型为装配式，大部分都是使用螺栓进行连接，所以其拆卸方便快捷，易于日常的维护及

震后的修复。采用形状记忆合金弹簧来进行耗能减震，因形状记忆合金材料具有超弹性、高

阻尼、耐腐蚀性和记忆效应，所以能高效地进行耗能，震后自我复位，使用周期长。

附图说明

[0016] 图1为支撑的侧面图；

[0017] 图2为十字形长钢带凹槽内芯；

[0018] 图3为十字形长钢带凹槽内芯的侧面图；

[0019] 图4为带螺孔钢板与圆钢管之间组合形式；

[0020] 图5为带螺孔特制钢板组侧面图；

[0021] 图6为装置的内部俯视图；

[0022] 图7为方位说明图；

[0023] 其中：2-1 .螺栓，2-2.上钢板，2-3 .钢板组，2-4 .钢条，2-5 .十字形长钢带凹槽内

芯，2-6.  钢管，2-7.弹簧。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实施例1：如图1所示，一种装配式防屈曲支撑，采用了形状记忆合金材料，形状记

忆合金具有超弹性、高阻尼、耐腐蚀性和记忆效应，所以在地震过后，本实用新型可自行复

位，因其为装配式，所以拆卸简单，易于日常维护和震后修复。其包括了带螺孔的上钢板2-

2、形状记忆合金弹簧2-7、十字形长钢带凹槽内芯2-5、带螺孔的钢板组2-3、圆形的钢管2-

6、长方形的钢条2-4、螺栓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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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进一步的，所述带螺孔的钢板组2-3包括由立板和底板形成的空心矩形体，立板的

顶端面具有螺孔，钢板组2-3还包括若干个小的U字形钢板组2-3成，若干个小的U字形钢板

分两排且平行焊接在大的U字形钢上。进一步的，十字形长钢带凹槽内芯2-5的上、下面镶嵌

聚四氟烯滑板，以便摩擦。弹簧2-7上形状记忆合金弹簧。

[0026] 如图4所示，带螺孔的上钢板2-2与圆的钢管2-6之间通过长方形的钢条2-4和螺栓

2-1  进行连接。如图1所示，两根圆的钢管正好放入带螺孔的钢板组2-3里小的U字形钢板

里，十字形长钢带凹槽内芯2-5的两边凹槽卡在圆的钢管2-6上，在U字形钢板和十字形长钢

带凹槽内芯2-5之间的圆钢管2-6之间放置形状记忆合金弹簧2-7。带螺孔的上钢板2-2与带

螺孔的钢板组2-3之间通过螺栓2-1连接。

[0027] 具体安装步骤：先在圆的钢管2-6上放置若干个形状记忆合金弹簧2-7，然后将圆

的钢管2-6和带螺孔的上钢板2-2组合起来，然后将十字形长钢带凹槽内芯2-5的凹槽钢相

应地卡在圆的钢管2-6上的两个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之间，再将带螺孔的钢板组2-3与带螺孔

的上钢板2-2用螺栓2-1连接起来，且两个小U字形钢板之间放置两个形状记忆合金弹簧2-

7。

[0028] 本实用新型为装配式形状记忆合金防屈曲支撑，当发生地震时，十字形内芯与外

钢板套之间发生滑动，压缩形状记忆合金弹簧来进行耗能减震，由于形状记忆合金的记忆

效应，震后会自行复位。

[0029] 如图1所示，一种装配式防屈曲支撑，包括由底板及其两侧的立板连接而成的空心

矩形钢板组2-3、十字形长钢带凹槽内芯2-5；所述的钢板组2-3内部的底板，沿钢板组2-3的

纵向排布两组钢管2-6固定装置，钢管2-6固定装置固定于底板，且各组钢管2-6固定装置由

若干间隔排列的第一矩形块组成，且各第一矩形块其顶面具有用于固定钢管2-6的槽口；如

图2所示，所述的十字形长钢带凹槽内芯2-5包括矩形内芯及固定于内芯纵向两侧的臂块

组，所述的内芯沿钢板组2-3纵向设置，其底面与钢板组2-3的底板相抵，每组臂块由若干间

隔排列的第二矩形块组成，各第二矩形块的两个相对的纵向侧面，一个与内芯固定连接，一

个具有用于固定钢管2-6的槽口，第一矩形块位于内芯的纵向两侧，每两个相邻的第一矩形

块间被设置一个第二矩形块，钢管2-6被第一矩形块由下方钳住，且被第二矩形块由侧方钳

住，在相邻的第一矩形块、第二矩形块间的钢管2-6，弹簧2-7覆接在该部分钢管2-6，且为相

邻的两个第一矩形块将弹簧2-7限位。所述的相邻的第一矩形块不与上钢板2-2、立板及内

芯连接，具有间隙。第二矩形块不与立板连接，具有间隙，目的是为了使得内芯能够产生扭

动而耗能，而由弹簧2-7将该扭动耗能消耗并复位，从而由弹簧2-7耗能，根据图6所示，弹簧

2-7是套在圆钢管2-6上的，之所以选用圆形的钢管2-6，是因为弹簧2-7随动圆形移动更为

顺畅，耗能效果较好，具体说，两个弹簧2-7是放在相邻两个第一矩形块钢板之间的，两个弹

簧2-7被两个第一矩形钢块之间的第二矩形钢块所分隔且限位，当第二矩形块左右移动时，

可以由第一矩形块限制弹簧2-7的左右移动，使得第二矩形块压缩两边的弹簧2-7进行耗

能，简单的说，内芯左右移动而带动其上的第二矩形块左右移动，第二矩形块左右移动而压

缩第一矩形块间的弹簧2-7，第一矩形块被固定在底板，因而弹簧2-7被第一矩形块限位从

而耗能。

[0030] 所述的钢管2-6为圆钢管2-6。所述的钢管2-6的端部其连接竖直的钢条2-4的一

端，竖直的钢条2-4另一端与上钢板2-2固定连接，上钢板2-2被固定在立板的顶面，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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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为了使得钢管本身在其端部被限位，避免钢管过大窜动，所述的内芯的顶面与上钢板2-2

相抵。所述的上钢板2-2与立板间以螺栓2-1连接。所述的竖直的钢条2-4与上钢板2-2间一

螺栓  2-1连接。目的是为了能够方便装配，所述的第一矩形块间的间隔为等间隔，所述第二

矩形块间的间隔为等间隔，所述第一矩形块与第二矩形块间的间隔为等间隔，所述的两组

固定装置的第一矩形块为相对对应，以内芯为对称轴而对称排列，所述的两组臂块的第二

矩形块为相对对应，以内芯为对称轴而对称排列。等间距和对称的目的，是为了在形成移动

时候，对于压缩分担较为平均，耗能效果更好，且从而使得记忆合金弹簧的恢复能力保持更

好，所述的弹簧2-7为形状记忆合金弹簧2-7，选择记忆合金弹簧，耗能较好，且具有恢复能

力，内芯的顶面与底面镶嵌聚四氟烯滑板。所述第一矩形块、第二矩形块为U字形钢板或其

他形状且具有槽口的钢板。

[0031] 一种形状记忆合金弹簧2-7防屈曲支撑的装配方法，在圆钢管2-6外周覆接若干个

形状记忆合金弹簧2-7，将两根圆钢管2-6和上钢板2-2以竖直的钢条2-4固定连接，将两个

第一钢块相应的卡在两个形状记忆合金弹簧2-7端部的圆钢管2-6上，将十字形长钢带凹槽

内芯  2-5的第二钢块相应地卡在两个形状记忆合金弹簧2-7之间的圆钢管2-6上，将钢板组

2-3  与上钢板2-2用螺栓2-1连接。

[0032] 一种防屈曲支撑在地震中的耗能方法，防屈曲支撑由所述的形状记忆合金弹簧防

屈曲支撑的装配方法而装配形成，两个弹簧2-7放在相邻两个第一矩形块钢板之间，两个弹

簧2-7  被两个第一矩形钢块之间的第二矩形钢块所分隔且限位，当第二矩形块左右移动

时，由第一矩形块限制弹簧2-7的左右移动，使得第二矩形块压缩两边的弹簧2-7进行耗能。

[0033] 一种防屈曲支撑内芯在震后的自行复位方法，在地震中，内芯使用所述的防屈曲

支撑在地震中的耗能方法耗能，并由形状记忆合金弹簧2-7恢复初始形状而使得内芯自行

复位。

[0034] 上述方案，弹簧是套在圆钢管上的，之所以选用圆形的钢管，是因为弹簧随动圆形

移动更为顺畅，耗能效果较好，具体说，两个弹簧是放在相邻两个第一矩形块钢板之间的，

两个弹簧被两个第一矩形钢块之间的第二矩形钢块所分隔且限位，当第二矩形块左右移动

时，可以由第一矩形块限制弹簧的左右移动，使得第二矩形块压缩两边的弹簧进行耗能，简

单的说，内芯左右移动而带动其上的第二矩形块左右移动，第二矩形块左右移动而压缩第

一矩形块间的弹簧，第一矩形块被固定在底板，因而弹簧被第一矩形块限位从而耗能。本实

用新型为装配式，大部分都是使用螺栓进行连接，所以其拆卸方便快捷，易于日常的维护及

震后的修复。采用形状记忆合金弹簧来进行耗能减震，因形状记忆合金材料具有超弹性、高

阻尼、耐腐蚀性和记忆效应，所以能高效地进行耗能，震后自我复位，使用周期长。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创造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创造披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发明

创造的技术方案及其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发明创造的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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