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290816.5

(22)申请日 2019.04.11

(71)申请人 横琴共轭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519000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

路6号105室-47474（集中办公区）

(72)发明人 李彦斌　赵津廷　

(51)Int.Cl.

E04H 9/02(2006.01)

E04B 1/9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金属阻尼单元

(57)摘要

本发明提出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包括耗能

区、支撑区和连接区，其特征在于：每个耗能区内

有一组长孔，相交的支撑区将耗能区之间隔开，

连接区为金属阻尼单元的一组相对的边缘，金属

阻尼单元能够通过连接区与其它金属阻尼单元

和/或框架梁连接。该方案可以解决现有技术中

金属阻尼板难以同时实现减小建筑物震时最大

位移反应和保持较大的屈服后刚度，以及屈服耗

能非常不充分的技术问题。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3页  附图9页

CN 110056237 A

2019.07.26

CN
 1
10
05
62
37
 A



1.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包括耗能区、支撑区和连接区，其特征在于：每个耗能区内有一

组长孔，相交的支撑区将耗能区之间隔开，连接区为金属阻尼单元的一组相对的边缘，金属

阻尼单元能够通过连接区与其它金属阻尼单元和/或框架梁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其特征在于：每个耗能区内的一组长孔相

互平行，并且与金属阻尼单元的边缘平行或者垂直，或者夹角为（0°,9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其特征在于：不同耗能区之间的各组长孔

相互平行。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其特征在于：相邻耗能区之间的各组长孔

相互垂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其特征在于：金属阻尼单元的连接区上设

置螺栓能通过的孔，能够通过角钢和预埋高强螺栓与结构梁通过连接板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其特征在于：金属阻尼单元的连接区上设

置螺栓能通过的孔，能够通过角钢和高强螺栓以及连接板与其他金属阻尼单元的连接区连

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其特征在于：金属阻尼单元的连接区通过

前后两块固定板与其他金属阻尼单元的连接区连接。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其特征在于：相邻支撑区垂直相交并将耗

能区之间隔开为m×n块，其中m≥2，n≥2。

9.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其特征在于：支撑区的宽度大于耗能区

长孔的间隔，并且各支撑区的宽度相同。

10.根据权利要求1-9所述的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其特征在于：金属阻尼单元使用软钢

材料,并且相邻的连接区之间采用圆弧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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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金属阻尼单元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装配式建筑构件，特别是涉及用于耗能减震的一种金属阻尼单

元。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耗能减震技术已有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历史，但随着建筑工程日新月异，对耗

能减震方法和产品的需求也不断刷新，建筑工业化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将耗能减震技术

融入其中具备多方面的优势和基础条件，但目前工程应用案例尚少，推广应用仍然不充分。

耗能减震装置具有很强的可预制性以及很大的模块化应用空间，能够与建筑工业化发展方

向高度吻合，因此，如何增加该类装置的耗能减震能力、如何更有利于建筑工业化是摆在工

程界的两大关键技术问题，也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金属阻尼板难以同时实现减小震时最大位移反应和保持较

大的屈服后刚度，以及屈服耗能非常不充分的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包

括耗能区、支撑区和连接区，其特征在于：每个耗能区内有一组长孔，相交的支撑区将耗能

区之间隔开，连接区为金属阻尼单元的一组相对的边缘，金属阻尼单元能够通过连接区与

其它金属阻尼单元和/或框架梁连接。

[0004] 优选地，每个耗能区内的一组长孔相互平行，并且与金属阻尼单元的边缘平行或

者垂直，或者夹角为（0°,90°）。

[0005] 优选地，不同耗能区之间的各组长孔相互平行。

[0006] 优选地，相邻耗能区之间的各组长孔相互垂直。

[0007] 优选地，金属阻尼单元的连接区上设置螺栓能通过的孔，通过角钢和预埋高强螺

栓与结构梁通过连接板连接。

[0008] 优选地，金属阻尼单元的连接区上设置螺栓能通过的孔，通过角钢和高强螺栓以

及连接板与其他金属阻尼单元的连接区连接。

[0009] 优选地，金属阻尼单元的连接区通过前后两块固定板与其他金属阻尼单元的连接

区连接。

[0010] 优选地，支撑区垂直相交并将耗能区之间隔开为m×n块，其中m≥2，n≥2。

[0011] 优选地，支撑区垂直相交并将耗能区之间隔开为2×2块。

[0012] 优选地，金属阻尼单元使用软钢材料，并且相邻的连接区之间采用圆弧过渡。

[0013] 优选地，金属阻尼单元不与框架柱连接。

[0014] 优选地，支撑区的宽度大于耗能区长孔的间隔，并且各支撑区的宽度相同。

[0015] 优选地，金属阻尼单元长和宽相等。

[0016] 每个耗能区被支撑区封闭，或者被支撑区和连接区封闭。本领域技术人员容易想

到，以支撑区将耗能区之间隔开为3×3块为例，最中间的一块耗能区就仅仅被支撑区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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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耗能区被支撑区和连接区封闭；以支撑区将耗能区之间隔开为2×2块为例，只存在耗

能区被支撑区和连接区封闭的情形。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当金属阻尼单元的边缘不是连接

区时，必然是支撑区(如图1,9)，其目的是为了保证金属阻尼单元各向刚度接近。

[0017] 需要说明的是，耗能区、支撑区和连接区是按照其主要功能命名，是为了保证技术

方案清楚、完整且在平面几何上有清楚的界限。事实上，耗能区也有支撑的作用，支撑区只

要屈服就会耗能，而连接区在安装以后刚度最大，是金属阻尼单元保证刚度、起到支撑作用

必不可少的要素。

[0018] 本发明对比现有技术具有以下优点：

从任何方向发生变形时，本发明的金属阻尼单元都可以提供较大的刚度；从任何方向

发生变形时，本发明的金属阻尼单元刚度都比较接近或者相等，应力在平面内会迅速分散，

因此在大变形屈服的时候，平面内有更多的、均匀的屈服点，耗能能力显著增加。

[0019] 由本发明的金属阻尼单元组成的墙体同样具备上述优点，只需要保证在建筑物塑

性铰出现之前屈服耗能即可，这样可以防止或者延缓建筑物塑性铰的出现，并且在建筑物

塑性铰出现后与塑性铰共同耗能，保证建筑物主要竖向支撑构件得到多重保护，并且能够

减小竖向支撑构件截面尺寸，增加建筑使用面积以及降低建筑成本，更大程度上实现中震

可修、大震不倒。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两边连接的金属阻尼单元正视图；

图2是金属阻尼单元之间角钢连接正视图；

图3是金属阻尼单元之间连角钢接侧视图；

图4是金属阻尼单元之间固定板连接正视图；

图5是金属阻尼单元之间固定板连接侧视图；

图6是金属阻尼单元与结构梁连接剖面图；

图7是一个金属阻尼单元组成的阻尼墙示意图；

图8是二个金属阻尼单元组成的阻尼墙示意图；

图9是不同耗能区之间的各组长孔相互平行的阻尼单元示意图。

[0021] 附图中各部件的标记如下：1.金属阻尼单元；2.耗能区；3.支撑区；4.连接区；5. 

长孔；6.  螺栓能通过的孔；7.连接板；8.高强螺栓；9.  角钢；10.  固定板；11.  框架梁；12.

框架柱；13.预埋高强螺栓。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的实施例旨在通过具体工况解释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对本发明作更清楚、完

整的描述，而不能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23] 实施例1，本发明提出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包括耗能区、支撑区和连接区，其特征在

于：每个耗能区内有一组长孔，相交的支撑区将耗能区之间隔开，连接区为金属阻尼单元的

一组相对的边缘，金属阻尼单元能够通过连接区与其它金属阻尼单元和/或框架梁连接。每

个耗能区内的一组长孔相互平行，并且与金属阻尼单元的边缘平行或者垂直，或者夹角为

大于0并且小于90°的角（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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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实施例2，本发明提出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包括耗能区、支撑区和连接区，其特征在

于：每个耗能区内有一组长孔，相交的支撑区将耗能区之间隔开，连接区为金属阻尼单元的

一组相对的边缘，金属阻尼单元能够通过连接区与其它金属阻尼单元和/或框架梁连接。不

同耗能区之间的各组长孔相互平行（如图9）。

[0025] 实施例3，本发明提出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包括耗能区、支撑区和连接区，其特征在

于：每个耗能区内有一组长孔，相交的支撑区将耗能区之间隔开，连接区为金属阻尼单元的

一组相对的边缘，金属阻尼单元能够通过连接区与其它金属阻尼单元和/或框架梁连接。相

邻耗能区之间的各组长孔相互垂直（如图1）。

[0026] 实施例4，本发明提出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包括耗能区、支撑区和连接区，其特征在

于：每个耗能区内有一组长孔，相交的支撑区将耗能区之间隔开，连接区为金属阻尼单元的

一组相对的边缘，金属阻尼单元能够通过连接区与其它金属阻尼单元和/或框架梁连接。金

属阻尼单元的连接区上设置螺栓能通过的孔，能够通过角钢和预埋高强螺栓与结构梁通过

连接板连接（如图6,7,8）。

[0027] 实施例5，本发明提出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包括耗能区、支撑区和连接区，其特征在

于：每个耗能区内有一组长孔，相交的支撑区将耗能区之间隔开，连接区为金属阻尼单元的

一组相对的边缘，金属阻尼单元能够通过连接区与其它金属阻尼单元和/或框架梁连接。金

属阻尼单元的连接区上设置螺栓能通过的孔，能够通过角钢和高强螺栓以及连接板与其他

金属阻尼单元的连接区连接（如图2,3）。

[0028] 实施例6，本发明提出一种金属阻尼单元，包括耗能区、支撑区和连接区，其特征在

于：每个耗能区内有一组长孔，相交的支撑区将耗能区之间隔开，连接区为金属阻尼单元的

一组相对的边缘，金属阻尼单元能够通过连接区与其它金属阻尼单元和/或框架梁连接。金

属阻尼单元的连接区通过前后两块固定板与其他金属阻尼单元的连接区连接（如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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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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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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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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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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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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说　明　书　附　图 9/9 页

14

CN 110056237 A

14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DRA00013
	DRA00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