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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包括建筑

主体和框架，所述框架包括顶架和支撑框，所述

顶架包括桁架和连杆，所述支撑框固定在顶架的

底部，支撑框包括多个阻尼元件、“口”形架和连

梁，所述“口”形架包括上、下横杆和左、右立柱，

所述上横杆的顶部固定有阻尼元件，阻尼元件的

顶部固定在桁架底部，立柱下部的安装块外罩有

收容箱，收容箱锚固在地基内，前后相邻的“口”

形架之间垂直连接有连梁,上、下对应的两个连

梁之间连接有阻尼元件，目的是解决现有低层建

筑，在遭受地震时，地基基础容易崩塌，起支撑作

用的立柱或支撑梁容易从根部断裂，建筑的顶部

容易崩塌，内部的骨架架构容易发生开裂变形，

不容易再修复，造成成本资源的浪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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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包括建筑主体（1），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建筑主体（1）内

的框架（2），所述框架（2）包括顶架（20）和支撑框（21），所述顶架（20）包括多个桁架（200）和

连杆（201），桁架（200）是呈竖直状的三角形架子，前后相邻的桁架（200）平行并且相互对

应，相邻两个桁架（200)之间垂直连接有呈水平状的连杆（201）；

所述支撑框（21）固定在顶架（20）的底部，支撑框（21）包括多个阻尼元件（210）、“口”形

架（211）和连梁（212），所述阻尼元件（210）是呈水平状的长方形板体，所述“口”形架（211）

包括上、下横杆和左、右立柱，所述上横杆的顶部固定有阻尼元件（210），阻尼元件（210）的

顶部固定在桁架（200)底部，所述左、右立柱的顶部分别固定有弹性板（4），弹性板（4）的顶

部固定在桁架（200）的底部，左、右立柱的底部分别设置有长方形安装块（5），所述安装块

（5）外部罩有收容箱（6），所述收容箱（6）是上表面开口的箱体，箱体内壁固定有弹性垫板

（60），收容箱（6）锚固在地基（9）内，下横杆的底部靠近左、右端的位置分别固定有弹簧（7），

弹簧（7）底部固定有锚固块（8），弹簧（7）穿装在地基（9）的通孔内，锚固块（8）锚固在地基

（9）内；

前后相邻的“口”形架（211）之间靠近左、右端部分别垂直连接有两个呈水平状的连梁

（212）,连梁（212）是长方形板体，连梁（212）位于“口”形架（211）的上部，上、下对应的两个

连梁（212）之间连接有阻尼元件（21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其特征在于，相邻两个桁架（200)之间

至少连接3个连杆（201）。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其特征在于，所述阻尼元件（210）为三

层结构，依次为上层、下层和中间层，上层和下层均为钢板，中间层是橡胶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其特征在于，所述弹性板（4）是三层结

构，依次为上层、下层和中间层，上层和下层均为钢板，中间层是截面为波浪形的板体，三层

板通过螺丝固定。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其特征在于，所述安装块（5）的截面面

积大于立柱的截面面积。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容箱（6）内的弹性

垫板（60）紧贴安装块（5）。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其特征在于，所述收容箱（6）内的弹性

垫板（60）是弹性橡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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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结构是由板、梁、柱、墙、基础等建筑构件形成的具有一定空间功能，并能安全

承受建筑物各种正常荷载作用的骨架结构。

[0003] 申请公布号为CN105143575的发明专利公开的建筑系统，其主要的技术方案是装

配完成的第二楼层升高，第一楼层在第二楼层下方现场装配或者第一楼层装配完成后移动

到第二楼层下方，第二楼层和第一楼层均通过梁固定在地面，此建筑施工时减少了脚手架

的安装，但是此建筑在遭受地震时，地基基础容易崩塌，起支撑作用的立柱或支撑梁容易从

根部断裂，建筑的顶部容易崩塌，整体建筑容易损坏，内部的骨架架构容易发生开裂变形，

不容易再修复，造成成本资源的浪费。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目的是解决现有低层建筑，

在遭受地震时，地基基础容易崩塌，起支撑作用的立柱或支撑梁容易从根部断裂，建筑的顶

部容易崩塌，内部的骨架架构容易发生开裂变形，不容易再修复，造成成本资源的浪费问

题。

[0005]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包括建筑主体，还包括设置在建筑主体内的框架，所述框架包括

顶架和支撑框，所述顶架包括多个桁架和连杆，桁架是呈竖直状的三角形架子，前后相邻的

桁架平行并且相互对应，相邻两个桁架之间垂直连接有呈水平状的连杆；

所述支撑框固定在顶架的底部，支撑框包括多个阻尼元件、“口”形架和连梁，所述阻尼

元件是呈水平状的长方形板体，所述“口”形架包括上、下横杆和左、右立柱，所述上横杆的

顶部固定有阻尼元件，阻尼元件的顶部固定在桁架底部，所述左、右立柱的顶部分别固定有

弹性板，弹性板的顶部固定在桁架的底部，左、右立柱的底部分别设置有长方形安装块，所

述安装块外部罩有收容箱，所述收容箱是上表面开口的箱体，箱体内壁固定有弹性垫板，收

容箱锚固在地基内，下横杆的底部靠近左、右端的位置分别固定有弹簧，弹簧底部固定有锚

固块，弹簧穿装在地基的通孔内，锚固块锚固在地基内；

前后相邻的“口”形架之间靠近左、右端部分别垂直连接有两个呈水平状的连梁,连梁

是长方形板体，连梁位于“口”形架的上部，上、下对应的两个连梁之间连接有阻尼元件。

[0006] 进一步地，相邻两个桁架之间至少连接3个连杆。

[0007] 进一步地，所述阻尼元件为三层结构，依次为上层、下层和中间层，上层和下层均

为钢板，中间层是橡胶层。

[0008] 进一步地，所述弹性板是三层结构，依次为上层、下层和中间层，上层和下层均为

钢板，中间层是截面为波浪形的板体，三层板通过螺丝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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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进一步地，所述安装块的截面面积大于立柱的截面面积。

[0010] 进一步地，所述收容箱内的弹性垫板紧贴安装块。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收容箱内的弹性垫板是弹性橡胶板。

[0012] 通过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为：

1、由于立柱上的安装块外部罩有收容箱，箱体内壁固定有弹性垫板，当建筑遭受地震

时，立柱在收容箱内晃动，与弹性垫板碰撞摩擦，弹性垫板吸收地震产生的大部分能量，立

柱受到的地震冲击减小，立柱不容易发生断裂，地基基础不容易发生崩坏，建筑不容易被损

毁；

2、由于下横杆的底部靠近左、右端的位置分别固定有弹簧，弹簧底部固定有锚固块，弹

簧穿装在地基的通孔内，锚固块锚固在地基内，当遭受地震时，弹簧可以吸收地震能量，保

护下横杆不受损坏，当地震结束后，锚固块固定在地基的原位，弹簧牵引支撑框回复原位；

3、由于顶架与支撑框之间通过阻尼元件和弹性板连接，当建筑遭受地震时，顶架在支

撑框上晃动，阻尼元件和弹性板吸收地震的大部分能量，顶架与支撑框之间剪应力减小，顶

架不会从支撑框上裂开，建筑的顶部不会坍塌，当地震结束时，弹性板牵引顶架回复到原

位；

4、由于上、下对应的两个连梁之间连接有阻尼元件，当遭受地震时，连梁先于“口”形架

屈服发生形变，阻尼元件吸收地震能量，保护“口”形架不发生变形，由于连梁容易更换修

复，基础骨架不会发生损坏，保护了建筑，起到良好的抗震作用。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的示意图；

图2是图1 所述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的框架的结构图；

图3是图1 所述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的框架的右视图；

图4是图1 所述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的框架的俯视图；

图5是图2  A处放大示意图；

图6是图5  B-B剖面图；

图7是图2  C处放大示意图；

图8是图7  D-D剖面图；

图9是图1 所述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的弹性板的示意图；

图10是图1 所述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的弹性板的左视图。

[0014] 附图中标号为：1为建筑主体，2为框架，4为弹性板，5为安装块，6为收容箱，7为弹

簧，8为锚固块，9为地基，20为顶架，21为支撑框，60为弹性垫板，200为桁架，201为连杆，210

为阻尼元件，211为“口”形架，212为连梁。

具体实施方式

[0015]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16] 如图1～图10所示，一种抗震的低层建筑，包括建筑主体1，还包括设置在建筑主体

1内的框架2，所述框架2包括顶架20和支撑框21，所述顶架20包括多个桁架200和连杆201，

桁架200是呈竖直状的三角形架子，前后相邻的桁架200平行并且相互对应，相邻两个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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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之间垂直连接有呈水平状的连杆201。

[0017] 所述支撑框21固定在顶架20的底部，支撑框21包括多个阻尼元件210、“口”形架

211和连梁212，所述阻尼元件210是呈水平状的长方形板体，所述“口”形架211包括上、下横

杆和左、右立柱，所述上横杆的顶部固定有阻尼元件210，阻尼元件210的顶部固定在桁架

200底部，所述左、右立柱的顶部分别固定有弹性板4，弹性板4的顶部固定在桁架200的底

部，左、右立柱的底部分别设置有长方形安装块5，所述安装块5外部罩有收容箱6，所述收容

箱6是上表面开口的箱体，箱体内壁固定有弹性垫板60，收容箱6锚固在地基9内，下横杆的

底部靠近左、右端的位置分别固定有弹簧7，弹簧7底部固定有锚固块8，弹簧7穿装在地基9

的通孔内，锚固块8锚固在地基9内。

[0018] 前后相邻的“口”形架211之间靠近左、右端部分别垂直连接有两个呈水平状的连

梁212,连梁212是长方形板体，连梁212位于“口”形架211的上部，上、下对应的两个连梁212

之间连接有阻尼元件210。

[0019] 相邻两个桁架200之间至少连接3个连杆201。

[0020] 所述阻尼元件210为三层结构，依次为上层、下层和中间层，上层和下层均为钢板，

中间层是橡胶层。

[0021] 所述弹性板4是三层结构，依次为上层、下层和中间层，上层和下层均为钢板，中间

层是截面为波浪形的板体，三层板通过螺丝固定。

[0022] 所述安装块5的截面面积大于立柱的截面面积。

[0023] 所述收容箱6内的弹性垫板60紧贴安装块5，具体地，弹性垫板60是弹性橡胶板。

[0024] 由于立柱上的安装块5外部罩有收容箱6，箱体内壁固定有弹性垫板60，当建筑遭

受地震时，立柱在收容箱6内晃动，与弹性垫板60碰撞摩擦，弹性垫板60吸收地震产生的大

部分能量，立柱受到的地震冲击减小，立柱不容易发生断裂，地基9基础不容易发生崩坏，建

筑不容易被损毁。

[0025] 由于下横杆的底部靠近左、右端的位置分别固定有弹簧7，弹簧7底部固定有锚固

块8，弹簧7穿装在地基9的通孔内，锚固块8锚固在地基9内，当遭受地震时，弹簧7可以吸收

地震能量，保护上横杆不受损坏，当地震结束后，锚固块8固定在地基的原位，弹簧7牵引支

撑框21回复原位。

[0026] 由于顶架20与支撑框21之间通过阻尼元件210和弹性板4连接，当建筑遭受地震

时，顶架20在支撑框21上晃动，阻尼元件210和弹性板4吸收地震的大部分能量，顶架20与支

撑框21之间剪应力减小，顶架20不会从支撑框21上裂开，建筑的顶部不会坍塌，当地震结束

时，弹性板4牵引顶架20回复到原位。

[0027] 由于上、下对应的两个连梁212之间连接有阻尼元件210，当遭受地震时，连梁212

先于“口”形架211屈服发生形变，阻尼元件210吸收地震能量，保护“口”形架211不发生变

形，由于连梁212容易更换修复，基础骨架不会发生损坏，保护了建筑，起到良好的抗震作

用。

[0028]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上述描述内容并不是对

发明的限制，在不违背本发明的精神即公开范围内，凡是对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等同

或等效的变形或替换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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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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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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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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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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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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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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