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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能量

阱装置，该装置包括有与外部主结构相连的基底

承台板(1)、直线导轨(2)、振子托板(5)、直线轴

承(3)，并使用螺栓将振子(11)与振子托板(5)相

连；将一对带有长导向管(7)的处于原长拉压长

弹簧k1(6)、一对短导向管(9)原长拉短压弹簧k2
(8)对称布置于振子(11)两侧与直线导轨(2)相

垂直的方向上；并且这两对弹簧处于平衡位置的

长度不同与振子之间的夹角也不相同；同时，磁

流变阻尼器(4)的两端采用销轴(10)分别与振子

(11)和挡板(12)相连接。该结构与现有的非线性

能量阱减振装置相比，具有吸振频率更宽、鲁棒

性更好以及耗能效果更佳等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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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有与外部主结构相

连的基底承台板(1)，安装在基底承台板(1)上的两根平行的直线导轨(2)，在直线导轨(2)

上布置带有振子托板(5)的直线轴承(3)，并使用螺栓将振子(11)与振子托板(5)相连；并将

一对带有长导向管(7)的处于原长拉压长弹簧k1(6)、一对短导向管(9)原长拉短压弹簧k2

(8)对称布置于振子(11)两侧与直线导轨(2)相垂直的方向上；原长拉压长弹簧k1(6)、原长

拉压短弹簧k2(8)的一端采用销轴(10)分别与振子(11)相连，另一端分别与挡板(12)相连，

并且这两对弹簧处于平衡位置的长度不同与振子之间的夹角也不相同；同时，磁流变阻尼

器(4)的两端采用销轴(10)分别与振子(11)和挡板(12)相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在振

子(11)四周的运动方向分别设置有挡板(12)，防止因磁流变阻尼器(4)失效或者振子(11)

行程过大导致振子(11)脱离直线导轨(2)。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振子(11)质量根据主结构的刚度特性来调节振子(11)与外部主结构的质量比，使得非线性

多稳态能量阱装置具有适应于主结构的最佳的鲁棒性能。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磁

流变阻尼器(4)，根据外部主结构的特性，通过通电改变磁流变阻尼器(4)中磁流变液的特

性，以改变磁流变阻尼器(4)阻尼大小以使得非线性多稳态能量阱装置具有最佳的吸振耗

能效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直

线轴承(3)与直线导轨(2)之间的摩擦为滚动摩擦。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销

轴(10)与耳板间的摩擦阻尼可以忽略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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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能量阱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减振耗能装置，特别是涉及一种具有多次稳态跃迁的非线性能量

阱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非线性能量阱装置由于其具有靶能量传递的特性，在航空中将其用来作为一种吸

振耗能的装置，由于这种装置具有减振频带宽、吸振耗能效率高以及质量小等优点，已经逐

渐尝试在土木工程领域中应用。现已广泛应用于高层结构抗震中的装置主要是调质阻尼器

(TMD)，将这种阻尼器的自振频率调整至主结构的自振频率附近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与主结构呈相反方向的调谐运动，从而减小主结构的振幅，并通过其自身附加的阻尼器装

置消耗TMD中的能量，实现结构的减振。但这种装置只能针对主结构的振动基频附近产生良

好的减振效果，一旦主结构受到较大冲击或者主结构在长时间服役之后由于其刚度的改变

导致基频的变化抑或是TMD自身受到破坏，导致主结构的振动频率与TMD的基频有相差时，

TMD就不会起到对主结构的减振作用。现有的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包括有立方刚度NES、负刚

度NES、轨道型NES、附加单边碰振的轨道型NES以及弹簧摆NES等，这些能量阱装置具有较高

的鲁棒性，较宽的吸振频带，并且能够吸收并消耗结构中的能量。

[0003] 现有的非线性能量阱装置(NES)，其主要结构是由弹簧、振子以及阻尼器构成。其

中弹簧是由一对刚度和长度都相等的弹簧组成，阻尼器大多采用的是碰撞阻尼或者摩擦阻

尼，难以对NES装置的阻尼进行变换，故需要将阻尼可调的磁流变阻尼器引入其中，通过调

节阻尼大小使得系统具有更优的靶能量传输与耗能效率。同时在NES装置中引入两对弹簧，

提供更宽的吸振频带、更优的鲁棒性能以及更强的非线性恢复力。

[0004] 本发明是一种最具前景的结构吸振、减振耗能装置，将在土木工程领域减振方面

具有广泛应用的前景。

发明内容

[0005] 技术问题：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将两对刚

度以及原长都不同的拉压弹簧引入到非线性能量阱装置中，使得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具有更

强的线性刚度以及立方刚度，增加非线性能量阱装置的吸振频带，并有更强的恢复力。同时

将磁流变阻尼器引入到非线性能量阱装置中，可以根据主结构的特性调节磁流变阻尼器的

阻尼大小使得非线性阻尼器装置具有更优的减振耗能特性。这种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可以作

为半主动控制应用在土木工程领域吸振、减振中。

[0006] 技术方案：本发明的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包括有与外部主结构相

连的基底承台板，安装在基底承台板上的两根平行的直线导轨，在直线导轨上布置带有振

子托板的直线轴承，并使用螺栓将振子与振子托板相连；并将一对带有长导向管的处于原

长拉压长弹簧k1、一对短导向管原长拉短压弹簧k2对称布置于振子两侧与直线导轨相垂直

的方向上；原长拉压长弹簧k1、原长拉压短弹簧k2的一端采用销轴分别与振子相连，另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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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与挡板相连，并且这两对弹簧处于平衡位置的长度不同与振子之间的夹角也不相同；

同时，磁流变阻尼器的两端采用销轴分别与振子和挡板相连接。

[0007] 所述在振子四周的运动方向分别设置有挡板，防止因磁流变阻尼器失效或者振子

行程过大导致振子脱离直线导轨。

[0008] 所述的振子质量根据主结构的刚度特性来调节振子与外部主结构的质量比，使得

非线性多稳态能量阱装置具有适应于主结构的最佳的鲁棒性能。

[0009] 所述的磁流变阻尼器，根据外部主结构的特性，通过通电改变磁流变阻尼器中磁

流变液的特性，以改变磁流变阻尼器阻尼大小以使得非线性多稳态能量阱装置具有最佳的

吸振耗能效果。

[0010] 所述的直线轴承与直线导轨之间的摩擦为滚动摩擦。

[0011] 所述的销轴与耳板间的摩擦阻尼可以忽略不记。

[0012] 有益效果：与现有的减振耗能装置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势：

[0013] 1)通过在主结构上安装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利用其强非线性的本质可以与主结构

产生内共振的特性，使得该装置能够吸收主结构的振动响应能量。

[0014] 2)该非线性能量阱装置中振子的质量只占主结构的5％～10％，甚至更小，对结构

整体的承载能力影响较小。

[0015] 3)该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可以根据主结构的特性调整振子质量、拉压弹簧刚度以及

磁流变阻尼器的阻尼特性，使得该装置可以有包含主结构自振频率内的吸振带以及更优越

的鲁棒性能。

[0016] 4)通过在非线性能量阱装置中增加拉压弹簧的数量，改变弹簧与振子之间的夹角

以改变弹簧的非线性特性，增宽非线性能量阱装置的吸振频带，非线性恢复力同时得到增

大。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一种非线性能量阱装置示意图(α1≠β1＜180°)；

[0018] 图2为本发明一种非线性能量阱装置示意图(α2＝180°，β2＜180°)；

[0019] 图3为本发明一种非线性能量阱装置示意图(α3＞180°，β3＜180°)；

[0020] 图4为本发明一种非线性能量阱装置示意图(α4＜180°，β4＞180°)；

[0021] 图5为本发明带有大导向筒的原长拉压长弹簧k1装置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带有小导向筒的原长拉压短弹簧k2装置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发明带有销轴的挡板图；

[0024] 图8为本发明带有振子托板的直线导轨直线轴承示意图；

[0025] 图9为本发明磁流变阻尼器示意图。

[0026] 图中有：基底承台板1、直线导轨2、直线轴承3、磁流变阻尼器4、振子托板5、原长拉

压长弹簧k16、长导向管7、原长拉压短弹簧k28、短导向管9、销轴10、振子11、挡板12；外导向

管501、内导向管502、原长拉压弹簧503；销轴701、“L”型板702、支撑板703、固定板704；直线

导轨801、直线轴承802、振子托板803；导线901、活塞杆902、缸体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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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本发明的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有与主

结构相连的基底承台板，采用直线轴承和直线导轨作为振子行驶的轨道，将两根平行的直

线轨道安装在基底承台板上，带有振子的振子托板安装在直线轴承上，直线轴承与直线导

轨相连，构成振子的运动系统；同时将两对带有导向管的处于初始长度的拉压弹簧对称布

置于振子两侧与直线导轨相垂直的方向上，拉压弹簧一端与振子相连，另一端与挡板相连，

并且这两对弹簧的长度不同(L1≠L2)与振子之间的夹角也不相同(α≠β)；同时，磁流变阻尼

器平行于直线导轨的方向采用销轴与振子和挡板相连接。

[0028] 所述的带导向管的拉压弹簧，其中导向管分为外管和内管，外管的内径比内管的

内径大，两根管的长度相同且短于两个挡板之间的距离，用来防止弹簧在拉伸压缩过程中

发生弯曲影响弹簧刚度。

[0029] 所述的处于原长的拉压弹簧可以根据主结构的特性，选择合适的原长与刚度以及

与振子之间的夹角，使得非线性能量阱装置的吸振频带包含主结构振动的频率范围，使得

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具有最佳的吸振、减振及耗能性能。

[0030] 所述的质量可更变的振子，是由多个质量不同的铁片采用螺栓与螺母相连而成，

可根据主结构的特性，调节振子与主结构的质量比，使得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具有最佳的吸

振、减振及耗能性能。

[0031] 所述的磁流变阻尼器，根据主结构的特性，调节磁流变液的特性，使得磁流变阻尼

器的阻尼值可以满足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具有最佳的吸振、减振及耗能性能的要求。

[0032] 所述的用于支承振子托板的直线轴承与直线导轨之间的滚动摩擦阻尼可忽略不

计。

[0033] 所述的销轴之间的滑动摩擦可忽略不计。

[0034] 所述的两对对称于振子两侧平行于直线导轨布置的处于初始原长的拉压弹簧，其

与振子之间的夹角，长度，外径以及刚度均不一样，该装置在运动过程中能够形成多个稳态

跃迁点，形成具有更宽吸振频带的非线性能量阱装置。

[0035] 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实施例进一步讲述本发明的形成方法：

[0036] 实施例1：如图1、5、6、7、8、9所示，本实施例为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能量阱装

置，在基底承台板中部安装一对平行的直线导轨装置，并在每个直线导轨上安装一个直线

轴承，同时将载有振子的托板用螺栓与直线轴承相连接，构成摩擦可忽略不计的振子滑轨

系统。将图5和图6所示的两对带有导向管的拉压弹簧装置(两对拉压弹簧的内径d1≠d2、初

始原长L11≠L12以及刚度k11≠k12均不相同)对称布置于垂直于直线导轨方向的振子两侧，一

侧与振子相连，另一侧与图7所示的挡板相连(拉压弹簧均处于原长状态)，两对弹簧与振子

构成的夹角α1与β1均小于180°，且α1≠β1。在平行于直线导轨的方向上布置一个如图9所示

的磁流变阻尼器，磁流变阻尼器一侧与振子相连，另一侧与固定挡板相连，在平行于直线轨

道方向振子的另一侧布置一块挡板防止振子滑动过大超出滑轨，最终形成一种具有多稳态

的非线性能量阱装置，将此非线性能量阱装置与主结构相连，用于主结构的吸振、减振及耗

能。

[0037] 实施例2：如图2、5、6、7、8、9所示，本实施例为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能量阱装

置，在基底承台板中部安装一对平行的直线导轨装置，并在每个直线导轨上安装一个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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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承，同时将载有振子的托板用螺栓与直线轴承相连接，构成摩擦可忽略不计的振子滑轨

系统。将图5和图6所示的两对带有导向管的拉压弹簧装置(两对拉压弹簧的内径d1≠d2、初

始原长L21≠L22以及刚度k21≠k22均不相同)对称布置于垂直于直线导轨方向的振子两侧，一

侧与振子相连，另一侧与图7所示的挡板相连(拉压弹簧均处于原长状态)，两对弹簧与振子

构成的夹角α2＝180°，β2＜180°。在平行于直线导轨的方向上布置一个如图9所示的磁流变

阻尼器，磁流变阻尼器一侧与振子相连，另一侧与固定挡板相连，在平行于直线轨道方向振

子的另一侧布置一块挡板防止振子滑动过大超出滑轨，最终形成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

能量阱装置，将此非线性能量阱装置与主结构相连，用于主结构的吸振、减振及耗能。

[0038] 实施例3：如图3、5、6、7、8、9所示，本实施例为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能量阱装

置，在基底承台板中部安装一对平行的直线导轨装置，并在每个直线导轨上安装一个直线

轴承，同时将载有振子的托板用螺栓与直线轴承相连接，构成摩擦可忽略不计的振子滑轨

系统。将图5和图6所示的两对带有导向管的拉压弹簧装置(两对拉压弹簧的内径d1≠d2、初

始原长L31≠L32以及刚度k31≠k32均不相同)对称布置于垂直于直线导轨方向的振子两侧，一

侧与振子相连，另一侧与图7所示的挡板相连(拉压弹簧均处于原长状态)，两对弹簧与振子

构成的夹角α3＞180°,β3＜180°。在平行于直线导轨的方向上布置一个如图9所示的磁流变

阻尼器，磁流变阻尼器一侧与振子相连，另一侧与固定挡板相连，在平行于直线轨道方向振

子的另一侧布置一块挡板防止振子滑动过大超出滑轨，最终形成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

能量阱装置，将此非线性能量阱装置与主结构相连，用于主结构的吸振、减振及耗能。

[0039] 实施例4：如图4、5、6、7、8、9所示，本实施例为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能量阱装

置，在基底承台板中部安装一对平行的直线导轨装置，并在每个直线导轨上安装一个直线

轴承，同时将载有振子的托板用螺栓与直线轴承相连接，构成摩擦可忽略不计的振子滑轨

系统。将图5和图6所示的两对带有导向管的拉压弹簧装置(两对拉压弹簧的内径d1≠d2、初

始原长L41≠L42以及刚度k41≠k42均不相同)对称布置于垂直于直线导轨方向的振子两侧，一

侧与振子相连，另一侧与图7所示的挡板相连(拉压弹簧均处于原长状态)，两对弹簧与振子

构成的夹角α4＜180°，β4＞180°。在平行于直线导轨的方向上布置一个如图9所示的磁流变

阻尼器，磁流变阻尼器一侧与振子相连，另一侧与固定挡板相连，在平行于直线轨道方向振

子的另一侧布置一块挡板防止振子滑动过大超出滑轨，最终形成一种具有多稳态的非线性

能量阱装置，将此非线性能量阱装置与主结构相连，用于主结构的吸振、减振及耗能。

[0040]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视

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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