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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端部具有双向螺旋型诱
导单元的屈曲诱导支撑，
包括约束段和耗能段，
还包括一支撑平直段，
耗能段设置在所述支撑平
直段两端，
耗能段由至少一个双向螺旋型诱导单
元沿着支撑的轴线方向组成；
双向螺旋型诱导单
元是由m个双向螺旋型子单元沿环向依次排列形
成一个截面为正m多边形的空间体，
双向螺旋型
子单元为由四块三角形板两两共线折叠形成的
空间体。
本发明屈曲诱导支撑，
在小震作用下，
本
屈曲诱导支撑保持弹性，
在中震或大震作用时 ，
屈曲诱导支撑进入屈服阶段，
其良好的滞回耗能
性能又可以起到阻尼器的效果。与传统屈曲约束
支撑相比 ，
本发明减小了现场施工作业工作量，
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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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端部具有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的屈曲诱导支撑，
包括约束段（1）和耗能段（2），
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一支撑平直段（3），
所述耗能段（2）设置在所述支撑平直段（3）两端，
在
所述耗能段的另一端设置所述的约束段，
耗能段（2）由至少一个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7）沿
着支撑的轴线方向组成；
所述的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7）是由m个双向螺旋型子单元（8）沿
环向依次排列形成一个截面为正多边形的空间体，
正多边形的边数m为大于等于3的整数；
所述双向螺旋型子单元（8）为由四块三角形板两两共线折叠形成的空间体，
四块三角形板
分别为三角形板一（9）、
三角形板二（10）、
三角形板三（11）和三角形板四（12），
三角形板一
（9）和三角形板二（10）在平面内为平行四边形，
三角形板三（11）和三角形板四（12）在平面
内也为平行四边形，
三角形板一（9）和三角形板二（10）形成的平行四边形与三角形板三
（11）和三角形板四（12）形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夹角为钝角；
三角形板一（9）和三角形板二
（10）的公共边为第一公共边（13），
三角形板二（10）和三角形板三（11）的公共边为第二公共
边（14），
三角形板三（11）和三角形板四（12）的公共边为第三公共边（15），
其中第二公共边
（14）为峰线，
第一公共边（13）和第三公共边（15）为谷线；
三角形板沿着峰线向外折叠，
沿着
谷线向内折叠；
所述向外折叠是指相邻的三角形板的外法线之间的夹角变大，
向内折叠是
指相邻的三角形板的外法线之间的夹角变小；
所述耗能段（2）在所有折痕处开孔洞，
所述孔
洞直径为d，
d等于板块厚度；
孔洞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
所述距离等于5倍孔洞直径。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端部具有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的屈曲诱导支撑，
其特征在于：
所述端部约束段（1）由正多边形钢板（4）、T型短钢梁（5）和连接板（6）组成，
正多边形钢板
（4）焊接在耗能段（2）端部，
两根T型短钢梁（5）与正多边形钢板（4）焊接连接，
连接板（6）夹
在两根T型短钢梁（5）中间，
连接板（6）与T型短钢梁（5）用高强螺栓连接，
所述的钢板（4）的
边数大于等于3。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端部具有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的屈曲诱导支撑，
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撑平直段（3）由截面为正多边形的钢管（16）和正多边形钢板（4）组成，
正多边形钢板
（4）焊接在正多边形截面的钢管（16）的端部，
耗能段（2）与正多边形钢板（4）焊接连接，
所述
钢管（16）截面的边数大于等于3。

2

CN 106639462 B

说

明

书

1/3 页

一种端部具有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的屈曲诱导支撑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建筑结构技术领域，
特别是涉及一种端部具有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的
屈曲诱导支撑，
适用于带屈曲约束支撑的钢结构或者混凝土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在钢结构或者钢筋混凝土结构使用过程中，
普通支撑受压会产生屈曲现象，
当支
撑受压屈曲后，
刚度和承载力急剧降低。在地震或风的作用下，
支撑的内力在受压和受拉两
种状态下往复变化。当支撑由压曲状态逐渐变至受拉状态时，
支撑的内力以及刚度接近为
零。因而普通支撑在反复荷载作用下滞回性能较差。为解决普通支撑受压屈曲以及滞回性
能差的问题，
在支撑外部设置套管，
约束支撑的受压屈曲，
构成屈曲约束支撑仅芯板与其他
构件连接，
所受的荷载全部由芯板承担，
外套筒和填充材料仅约束芯板受压屈曲，
使芯板在
受拉和受压下均能进入屈服，
因而，
屈曲约束支撑的滞回性能优良。屈曲约束支撑一方面可
以避免普通支撑拉压承载力差异显著的缺陷，
另一方面具有金属阻尼器的耗能能力，
可以
在结构中充当“保险丝”，
使得主体结构基本处于弹性范围内。因此，
屈曲约束支撑的应用，
可以全面提高传统的支撑框架在中震和大震下的抗震性能。但是传统屈曲约束支撑通常采
用钢与混凝土组成的外围约束，
导致制作要求精度高，
自重大且施工难度大，
对核心单元本
身存在较大附加荷载，
使其推广和使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
[0003] 申请人在2016年6月1日提出了一种端部具有双向金字塔型耗能单元的屈曲控制
支撑（申请号为201610380805 .2）和一种端部具有交错金字塔型耗能单元的屈曲控制支撑
（申请号为201610384216 .1）的基本耗能单元是金字塔型，
金字塔型耗能单元是非刚性可
展；
所以屈曲控制支撑按高阶屈曲模态耗能的难度较大。申请人在2016年6月1日提出了一
种端部具有对称初始缺陷单元的耗能型屈曲约束支撑（申请号为201610383430 .5）和一种
端部具有钻石型耗能单元的屈曲控制支撑（申请号为201610380804 .8）的几何构型是固定
的，
设计灵活性小。且上述支撑中耗能单元在折痕处的构造、板厚等和非折痕处一致，
不利
于在折痕处产生塑性铰。
发明内容
[0004] 发明目的：
由于现有屈曲约束支撑有芯板、
外套筒和填充材料等构成，
制作工艺复
杂，
且与屈曲约束支撑相连接的构件或节点受力较大；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问题，
本发
明将引入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到传统的普通支撑上，
形成一种端部具有双向螺旋型诱导单
元的屈曲诱导支撑，
是工程结构中选用屈曲约束支撑时的优先选择。
[0005] 技术方案：
为实现上述目的，
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为：
[0006] 一种端部具有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的屈曲诱导支撑，
包括约束段和耗能段，
其特
征在于：
还包括一支撑平直段，
所述耗能段设置在所述支撑平直段两端，
在所述耗能段的另
一端设置所述的约束段，
耗能段由至少一个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沿着支撑的轴线方向组
成；
所述的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是由m个双向螺旋型子单元沿环向依次排列形成一个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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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m多边形的空间体，
所述正多边形的边数m为大于等于3的整数；
所述双向螺旋型子单元
为由四块三角形板两两共线折叠形成的空间体，
四块三角形板分别为三角形板一、三角形
板二、
三角形板三和三角形板四，
三角形板一和三角形板二在平面内为平行四边形，
三角形
板三和三角形板四在平面内也为平行四边形，
三角形板一和三角形板二形成的平行四边形
与三角形板三和三角形板四形成的平行四边形的夹角为钝角；
三角形板一和三角形板二的
公共边为第一公共边，
三角形板二和三角形板三的公共边为第二公共边，
三角形板三和三
角形板四的公共边为第三公共边，
其中第二公共边为峰线，
第一公共边和第三公共边为谷
线；
三角形板沿着峰线向外折叠，
沿着谷线向内折叠，
所述向外折叠是指相邻的三角形板的
外法线之间的夹角变大，
向内折叠是指相邻的三角形板的外法线之间的夹角变小。
[0007] 所述端部约束段由正多边形钢板、
T型短钢梁和连接板组成，
正多边形钢板焊接在
耗能段端部，
两根T型短钢梁与正多边形钢板焊接连接，
连接板夹在两根T型短钢梁中间，
连
接板与T型短钢梁用高强螺栓连接，
所述的钢板的边数大于等于3。
[0008] 所述支撑平直段由截面为正多边形的钢管和正多边形钢板组成，
正多边形钢板焊
接在正多边形截面的钢管的端部，
耗能段与正多边形钢板焊接连接，
所述钢管截面的边数
也为大于等于3。
[0009] 所述的耗能段在所有折痕处开孔洞，
所述的孔洞直径为d，
d等于板块厚度；
孔洞之
间的距离是相等的，
所述的距离等于5倍孔洞直径。
[0010] 有益效果：
[0011] 本发明一种端部具有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的屈曲诱导支撑，
由端部约束段、耗能
段和支撑平直段构成。支撑中采用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
具有更多明显的优点：
一、双向螺
旋型诱导单元的扭转刚度很小，
导致支撑极易发生扭转运动，
从而避免支撑过早的发生整
体失稳。二、
扭转运动将导致环向螺旋型诱导单元的折痕发生屈服，
从而产生塑性变形来耗
能，
使支撑具有良好的耗能能力和轴向承载能力。三、
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沿轴向分别发生
顺时针和逆时针的扭转，
但保证了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端部截面始终没有相对旋转，
从而
使支撑受力更加合理。
四、
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通过预先设置的由谷线和峰线形成的折痕，
同时在折痕处开孔洞，
更加容易诱导支撑在地震作用下，
只会沿着支撑的轴向方向变形，
发
生预设的高阶模态屈服，
同时能够在折痕处能发生较大的应变从而形成塑性铰线，
达到耗
散地震能量的目的。五、与屈曲诱导段相结合的支撑平直段，
可以保证支撑所需的轴向刚
度。通过改变支撑平直段的长度与屈曲诱导段中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的个数，
可以调整本
支撑的轴向刚度与耗能能力的关系。本发明在制作工艺上避免了在核心耗能构件外部加套
筒、在套筒与核心耗能构件之间灌浆等过程，
简化了加工制作过程，
减小了工程造价。而且
本发明能够在工厂加工，
到现场只需要用螺栓与梁柱等构件的预埋件连接，
既保证了构件
质量，
又减小了现场的湿作业工作量，
节能环保。端部具有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的屈曲诱导
支撑既具有一般屈曲约束支撑的布置灵活，
良好的耗能性能等优点，
又可以控制支撑的屈
曲形式，
防止构件过早发生整体屈曲，
同时可以避免在核心耗能构件外部加上套筒以及灌
浆等过程，
有效的简化加工工序，
具有良好的推广效益。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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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为端部约束段示意图；
图3为屈曲段示意图；
图4为支撑平直段示意图；
图5为方形钢板示意图；
图6为T型短钢梁示意图；
图7为连接板示意图；
图8为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示意图；
图9为双向螺旋型子单元示意图；
图10为双向螺旋型子单元平面示意图；
图11为折痕处孔洞平面示意图；
图12为图11中A-A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更进一步的说明。
[0025] 图1为端部具有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的屈曲诱导支撑的结构示意图 ，
由端部约束
段1、
耗能段2和支撑平直段3组成，
端部约束段1固定在梁柱节点与耗能段2之间，
耗能段2固
定在支撑平直段3两端。
[0026] 如图2所示，
端部约束段1由方形钢板4、T型短钢梁5和梁柱等构件预留的连接板6
组成，
方形钢板4焊接在耗能段2端部，
两根T型短钢梁5与方形钢板4焊接连接，
方形钢板4和
T型短钢梁5分别见图5、
6所示。连接板6夹在两根T型短钢梁5中间，
连接板6与T型短钢梁5用
高强螺栓连接，
其中连接板6见图7所示。
[0027] 图3中，
耗能段2由四个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7沿着支撑的轴线方向组成。如图8所
示，
双向螺旋型诱导单元7由六个相同的双向螺旋型子单元8沿环向依次排列形成一个截面
为六边形的空间体。如图9、
图10所示，
双向螺旋型子单元8由四块三角形板两两共线组成，
分别为三角形板一9、三角形板二10、三角形板三11和三角形板四12，
他们之间的公共边分
别为第一公共边13、第二公共边14和第三公共边15，
其中第二公共边13为峰线，
第一公共边
13和第三公共边15为谷线。三角形板沿着峰线向外折叠，
沿着谷线向内折叠，
所述向外折叠
是指相邻的三角形板的外法线之间的夹角变大，
向内折叠是指相邻的三角形板的外法线之
间的夹角变小。
[0028] 如图4所示，
支撑平直段3由方形截面的钢支撑16和方形钢板4组成，
方形钢板4焊
接在方形截面的钢支撑16的端部，
耗能段2与方形钢板4焊接连接。
[0029] 如图11、
图12所示，
耗能段2中折痕处等距离开孔洞，
孔洞直径为板块的厚度d，
孔
洞之间的距离为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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