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610364920.0

(22)申请日 2016.05.3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744764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7.12.08

(73)专利权人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地址 412007 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

18号

(72)发明人 孔令俊　曹志峰　张银喜　郝红肖　

宁响亮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聿宏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372

代理人 张少辉　刘华联

(51)Int.Cl.

E01D 19/00(2006.01)

E01D 19/04(2006.01)

审查员 潘浩

 

(54)发明名称

一种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包

括两组主减震组件，两组所述主减震组件沿桥面

纵向对称布置，每组所述主减震组件包括球型支

座、用于横向耗能的横向阻尼器及用于纵向耗能

的纵向阻尼器，所述球型支座内设有剪力件。本

发明具有桥梁纵横向减震、且满足桥梁抗震性能

要求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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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两组主减震组件，两组所述主减震组

件沿桥面纵向对称布置，每组所述主减震组件包括球型支座、用于横向耗能的横向阻尼器

及用于纵向耗能的纵向阻尼器，所述球型支座内设有剪力件，所述横向阻尼器为横向钢阻

尼器，所述横向钢阻尼器包括上板、下板及设于上板与下板之间的弹塑性件，所述弹塑性件

的上端与上板间隙配合，所述弹塑性件的下端与下板固定连接，所述弹塑性件弹性部分为

双弧形弹塑性钢，所述球型支座为固定球型支座、纵向球型支座、横向球型支座、双向球型

支座，所述固定球型支座、纵向球型支座及横向球型支座内设有剪力件，双向球型支座内未

设置剪力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球型支座包括上支

座板、下支座板、球冠衬板及耳板，所述耳板设于上支座板的侧面或四周，并通过剪力件与

上支座板相连。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其特征在于，当所述大跨度桥梁减隔

震系统为漂浮体系时，所述球型支座为纵向球型支座。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意一项所述的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

阻尼器为纵向粘滞阻尼器。

5.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意一项所述的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其特征在于，每组所述

主减震组件沿桥面纵向布置。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其特征在于，每组所述主减震组件的

球型支座、横向阻尼器及纵向阻尼器至少为一对，每对球型支座、横向阻尼器及纵向阻尼器

均沿桥面的横向对称布置。

7.根据权利要求1至3任意一项所述的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

组辅助减震组件，所述辅助减震组件设于桥面的中心，并沿桥面纵向布置，所述辅助减震组

件包括横向阻尼器及纵向阻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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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减隔震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地震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据统计，地球每年平均发生500万次

左右的地震，其中，5级以上的破坏性地震约占1000次，地震除造成人员伤亡外还给人类带

来巨大的经济和财产损失，我国地处地震多发区，大多数城市受到地震的威胁。而大跨度桥

梁作为生命线工程，地震时一般不可以发生垮塌，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提高桥梁的抗震性能。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在高烈度地震区，大跨度桥梁一般采用在桥梁梁体与桥墩之间设置

减隔震系统，现有大跨度漂浮体系桥梁减隔震系统的横桥向一般采用硬抗方式来抵抗地

震，这种情况下桥梁抗震设计往往难以满足设计要求；而现有大跨度半漂浮体系桥梁一般

采用铅芯橡胶支座或高阻尼橡胶支座或弹塑性钢减震支座，但当支座承受的竖向荷载较大

时，铅芯橡胶支座和高阻尼橡胶支座往往平面尺寸较大，对桥梁安装空间要求较高，且当支

座承受的水平荷载较大时，弹塑性钢减震支座的平面尺寸也会较大，同样存在安装空间要

求高的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桥梁纵横向减震、且

满足桥梁抗震性能要求的大跨度漂浮体系减隔震系统。

[0004]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出的技术方案为：

[0005] 一种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包括两组主减震组件，两组所述主减震组件沿桥面

纵向对称布置，每组所述主减震组件包括球型支座、用于横向耗能的横向阻尼器及用于纵

向耗能的纵向阻尼器，所述球型支座内设有剪力件。

[0006]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07] 所述球型支座包括上支座板、下支座板、球冠衬板及耳板，所述耳板设于上支座板

的侧面或四周，并通过剪力件与上支座板相连。

[0008] 当所述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为漂浮体系时，所述球型支座为纵向球型支座。

[0009] 当所述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为半漂浮体系时，所述球型支座为固定球型支座、

纵向球型支座、横向球型支座、双向球型支座，所述固定球型支座、纵向球型支座及横向球

型支座内设有剪力件。

[0010] 所述横向阻尼器为横向钢阻尼器，所述横向钢阻尼器包括上板、下板及设于上板

与下板之间的弹塑性件。

[0011] 所述弹塑性件的上端与上板间隙配合，所述弹塑性件的下端与下板固定连接。

[0012] 所述纵向阻尼器为纵向粘滞阻尼器。

[0013] 每组所述主减震组件沿桥面纵向布置。

[0014] 每组所述主减震组件的球型支座、横向阻尼器及纵向阻尼器至少为一对，每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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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支座、横向阻尼器及纵向阻尼器均沿桥面的横向对称布置。

[0015] 还包括一组辅助减震组件，所述辅助减隔震组件设于桥面的中心，并沿桥面纵向

布置，所述辅助减震组件包括横向阻尼器及纵向阻尼器。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0017] (1)本发明通过球型支座、横向阻尼器及纵向阻尼器的配合不但可满足桥梁正常

使用状态的要求，同时可有效提高桥梁的减隔震性能，满足桥梁在大风、大震等环境下的纵

横向抗震要求，有效解决了桥梁纵向位移过大以及横向抗震设计无法满足的问题。具体讲，

本发明通过设置剪力件的球型支座来满足桥梁正常使用状态要求，当桥梁在大风、大震等

荷载作用时，剪力件被剪断，横向阻尼器开始发挥耗能作用，纵向阻尼器在桥梁正常使用状

态下和大风、大震等荷载作用下一直处于工作状态；

[0018] (2)本发明提出一种分离式的减隔震系统，即采用设置剪力件的球型支座结合纵

向阻尼器和横向阻尼器组成减隔震系统，该减隔震系统由于采用分离式方法，使纵向阻尼

器和横向阻尼器安装较灵活，解决了支座安装空间不足的问题；

[0019] (3)主减震组件采用对称布置的形式，使得桥梁在大震小震下整体受力均衡，进一

步提高了桥梁的抗震性能。

附图说明

[0020] 在下文中将基于实施例并参考附图来对本发明进行更详细的描述。其中：

[0021]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2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横向钢阻尼器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纵向球型支座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在附图中，相同的部件使用相同的附图标记。附图并未按照实际的比例绘制。

[0026] 图中各标号表示：

[0027] 1、主减震组件；11、球型支座；111、剪力件；112、上支座板；113、下支座板；114、球

冠衬板；115、耳板；12、横向阻尼器；121、上板；122、下板；123、弹塑性件；13、纵向阻尼器；

14、纵向球型支座；15、横向球型支座；16、双向球型支座；17、固定球型支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将结合说明书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9] 实施例1

[0030] 如图1示出了本发明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的本实施例，大跨度桥梁为单跨跨径

大于100m的桥梁。本实施例中，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包括两组主减震组件1，两组主减震

组件1沿桥面纵向对称布置，每组主减震组件1包括球型支座11、横向阻尼器12及纵向阻尼

器13，球型支座11内设有剪力件111，当承受大风、大震水平荷载时，剪力件111剪断，横向阻

尼器12及纵向阻尼器13开始发挥耗能作用。如图1，本实施例中，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为

漂浮体系，其中，纵向球型支座14为常规的纵向球型支座14，其传递竖向应力，保证在温差、

混凝土收缩以及荷载作用于桥跨时能自由转动和平移；横向阻尼器12及纵向阻尼器13通过

塑性变形耗散地震能量，横向阻尼器12横向耗能，纵向阻尼器13纵向耗能，通过横向阻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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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及纵向阻尼器13耗散地震能量，防止支座因发生实际位移量大于设计位移量导致的落梁

现象，保证连续梁桥结构在强烈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

[0031] 本发明通过纵向球型支座14、横向阻尼器12及纵向阻尼器13的配合不但可满足桥

梁正常使用状态的要求，同时可有效提高桥梁的减隔震性能，满足桥梁在大风、大震等环境

下的纵横向抗震要求，有效解决了桥梁纵向位移过大以及横向抗震设计无法满足的问题。

具体讲，本发明通过设置剪力件111的纵向球型支座14来满足桥梁正常使用状态要求，当桥

梁在大风、大震等荷载作用时，剪力件111被剪断，横向阻尼器12开始发挥耗能作用，纵向阻

尼器13在桥梁正常使用状态下和大风、大震等荷载一直发挥耗能作用；同时，主减震组件1

采用对称布置的形式，使得桥梁在大震小震下整体受力均衡，进一步提高了桥梁的抗震性

能。

[0032] 如图3，本实施例中，横向阻尼器12为横向钢阻尼器，所述横向钢阻尼器包括上板

121、下板122及弹塑性件123，上板121与梁体连接，下板122与桥墩连接，弹塑性件123设于

上板121与下板122之间，其结构简单，弹性部分为双弧形弹塑性钢，在其他实施例中，也可

以选用具有良好的强度及塑性的弹塑性材料。在地震发生时，由于地震的剧烈冲击，梁体发

生较大位移，此时该横向钢阻尼器在梁体与桥墩间建立约束，防止梁体因发生过大位移而

落梁；同时，由于横向钢阻尼器高延性的材料特性，在约束梁体位移的同时可以通过双弧形

弹塑性钢的变形耗散部分地震能量，在梁体竖直向上产生较大位移时，该横向钢阻尼器的

双弧形弹塑性钢同样可以起到耗能和抗拉拔的作用。

[0033] 本实施例中，双弧形弹塑性钢的上端与上板121间隙配合，双弧形弹塑性钢的下端

与下板122固定连接，由于双弧形弹塑性钢上部与上板121有一定间隙，横向钢阻尼器不约

束梁体因为温度变化或混凝土收缩徐变等原因而引发的较小位移和转动。

[0034] 本实施例中，纵向阻尼器13为纵向粘滞阻尼器，纵向粘滞阻尼器为常规的纵向粘

滞阻尼器。纵向粘滞阻尼器能最大限度吸收和消耗地震对桥梁的冲击能量，大大缓解了地

震对桥梁造成的冲击和破坏。

[0035] 如图4，本实施例中，纵向球型支座14包括上支座板112、下支座板113及球冠衬板

114及耳板115，上支座板112固定于桥梁梁底板上，下支座板113固定于桥墩上，球冠衬板

114设于上支座板112与下支座板113之间，球冠衬板114与上支座板112与下支座板113为滑

动配合，以满足桥梁多向大转角及位移要求。本实施例中，耳板115设于上支座板112的侧面

或四周，耳板115通过剪力件111与上支座板112相连。在桥梁正常使用状态时，剪力件111用

于增强耳板115与上支座板112之间可传递的水平力，当桥梁在大风、大震等荷载作用时，剪

力件111被剪断。本实施例中，剪力件111为剪力销。

[0036] 如图1，本实施例中，每组主减震组件1沿桥面纵向布置，每组主减震组件1的纵向

球型支座14、横向阻尼器12及纵向阻尼器13均为一对，一对纵向球型支座14、一对横向阻尼

器12及一对纵向阻尼器13均沿桥面的横向对称布置，其进一步提高耗能效果。在其他实施

例中，每组主减震组件1的纵向球型支座14、横向阻尼器12及纵向阻尼器13设置数量及位置

可根据桥梁的耗能要求调整，如设置为两对，且沿桥面的横向对称布置。

[0037] 本实施例中，进一步的，大跨度漂浮体系桥梁减隔震系统还可设置一组辅助减震

组件，辅助减隔震组件设于桥面的中心，并沿桥面纵向布置，用于进一步增强桥梁的减隔震

效果。本实施例中，辅助减震组件包括横向阻尼器及纵向阻尼器。

说　明　书 3/4 页

5

CN 107447644 B

5



[0038] 实施例2

[0039] 图2示出了本发明的另一种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的实施例，本实施例与上一实

施例基本相同，区别在于本实施例的大跨度桥梁减隔震系统为半漂浮体系。球型支座11为

固定球型支座17、纵向球型支座14、横向球型支座15、双向球型支座16，固定球型支座17、纵

向球型支座14及横向球型支座15内均设有剪力件111，双向球型支座16内未设置剪力件

111，当承受大水平荷载时，剪力件111剪断，横向阻尼器12及纵向阻尼器13开始发挥耗能作

用。其中，固定球型支座17为常规的固定球型支座17，用于将桥梁结构固定在墩台上并传递

竖向应力和水平力，允许桥跨转动但限制位移，用于提供桥梁水平、纵向及横向刚度；纵向

球型支座14为常规的纵向球型支座14，提供桥梁纵向刚度；横向球型支座15为常规的横向

球型支座15，提供桥梁横向刚度；双向性球型支座为常规的双向球型支座16，其传递竖向应

力，保证在温差、混凝土收缩以及荷载作用于桥跨时能自由转动和平移。

[0040] 本发明提出一种分离式的减隔震系统，即采用设置剪力件111的球型支座结合纵

向阻尼器13和横向阻尼器12组成减隔震系统，该减隔震系统由于采用分离式方法，使纵向

阻尼器13和横向阻尼器12安装较灵活，解决了支座安装空间不足的问题；同时，通过多类型

球型支座、横向阻尼器12及纵向阻尼器13的配合不但可满足桥梁正常使用状态的要求，同

时可有效提高桥梁的减隔震性能，满足桥梁在大风、大震等环境下的纵横向抗震要求，有效

解决了桥梁纵向位移过大以及横向抗震设计无法满足的问题。具体讲，本发明通过设置剪

力件111的球型支座来满足桥梁正常使用状态要求，当桥梁在大风、大震等荷载作用时，剪

力件111被剪断，桥梁形成漂浮体系，横向阻尼器12和纵向阻尼器13开始发挥耗能作用；最

后，主减震组件1采用对称布置的形式，使得桥梁在大震小震下整体受力均衡，进一步提高

了桥梁的抗震性能。

[0041] 本实施例中，固定球型支座17、纵向球型支座14及横向球型支座15均包括上支座

板112、下支座板113、球冠衬板114及耳板115，上支座板112固定于桥梁梁底板上，下支座板

113固定于桥墩上，球冠衬板114设于上支座板112与下支座板113之间，球冠衬板114与上支

座板112与下支座板113为滑动配合，以满足桥梁多向大转角及位移要求。本实施例中，耳板

115设于上支座板112的侧面或四周，并通过剪力件111与上支座板112相连。在桥梁正常使

用状态时，剪力件111用于增强耳板115与上支座板112之间可传递的水平力，当桥梁在大

风、大震等荷载作用时，剪力件111被剪断，成为漂浮体系，满足桥梁在大风、大震等环境下

的抗震要求。本实施例中，剪力件111为剪力销。

[0042] 本实施例中，进一步将固定球型支座17、纵向球型支座14、横向球型支座15及双向

球型支座16分设于桥面的四角，保证正常工作时提供桥梁均衡有效的承载力；本实施例中，

每组主减震组件1中的横向阻尼器12及纵向阻尼器13为一对，一对横向阻尼器12及一对纵

向阻尼器13均沿桥面的横向对称布置，进一步提高耗能效果；且横向阻尼器12及纵向阻尼

器13设于同侧的两球型支座之间，保证在固定球型支座17、纵向球型支座14、横向球型支座

15断裂时，梁体不发生过大位移，均匀耗能。

[0043] 虽然已经参考优选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描述，但在不脱离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

下，可以对其进行各种改进并且可以用等效物替换其中的部件。尤其是，只要不存在结构冲

突，各个实施例中所提到的各项技术特征均可以任意方式组合起来。本发明并不局限于文

中公开的特定实施例，而是包括落入权利要求的范围内的所有技术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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