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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了一种从单个结构钢件(例如梁)形成

的单件式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在本发明的实施例

中，所述梁的第一凸缘可形成保险装置底座，并

且所述梁的腹板的一部分可形成保险装置板。另

外，可从所述梁的第二凸缘形成结构保险装置组

件的翘曲约束板，并且可从未被保险装置板使用

的腹板部分形成结构保险装置组件的间隔件。在

本发明的示例中，从单件梁切出的所有部件都用

在单个结构保险装置组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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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对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包括：

从梁的第一段取得的第一坯件，该第一坯件包括：

第一结构保险装置，该第一结构保险装置包括：

从梁的第一凸缘形成的第一保险装置底座，

从保险装置底座延伸并与保险装置底座一体形成的第一保险装置屈服板，所述保险装

置板从梁的腹板形成，并且所述保险装置屈服板包括由一对缺口限定的狭窄区域；

从梁的腹板形成并配置为配装在所述一对缺口内的第一对间隔件；以及

从梁的第二凸缘形成的第一翘曲约束板；以及

从梁的第二段取得的第二坯件，该第二坯件包括：

第二结构保险装置，该第二结构保险装置包括：

从梁的第一凸缘形成的第二保险装置底座，

从保险装置底座延伸并与保险装置底座一体形成的第二保险装置屈服板，所述保险装

置板从梁的腹板形成，并且所述保险装置屈服板包括由一对缺口限定的狭窄区域；

从梁的腹板形成并配置为配装在所述一对缺口内的第二对间隔件；以及

从梁的第二凸缘形成的第二翘曲约束板；

其中梁的第一和第二段在梁上彼此直接相邻。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其中，所述梁是具有标准的W结构形状的结

构钢部件。

3.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其中，在将所述一对间隔件置于所述一对缺

口中时，这对间隔件的晶粒与保险装置屈服板的晶粒对齐。

4.一种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包括：

结构保险装置，该结构保险装置包括：

保险装置底座，

从保险装置底座延伸并与保险装置底座一体形成的保险装置屈服板，该保险装置屈服

板包括由一对缺口限定的狭窄区域；

用于配装在所述一对缺口内的一对间隔件；以及

翘曲约束板；

其中所述结构保险装置、所述一对间隔件和所述翘曲约束板均来自一段结构钢部件。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其中，所述结构钢部件是标准的W形结构梁。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其中，所述结构钢部件是标准的W形结构梁，

并且其中所述保险装置底座从该梁的凸缘形成，并且所述保险装置屈服板从该梁的腹板形

成。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其中，所述凸缘包括第一凸缘，并且其中所

述翘曲约束板从梁的第二凸缘形成。

8.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其中，所述一对间隔件从梁的腹板形成。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其中，所述一对间隔件从为了形成缺口而切

出的腹板部分形成。

10.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其中，所述凸缘是第一凸缘，并且其中所述

一对间隔件从结构保险装置屈服板的端部与梁的第二凸缘之间的腹板部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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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其中，在将所述一对间隔件置于所述一对

缺口中时，这对间隔件的晶粒与保险装置屈服板的晶粒对齐。

12.一种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包括：

从梁的一段取得的坯件，该坯件包括：

结构保险装置，该结构保险装置包括：

从梁的第一凸缘形成的保险装置底座，

从保险装置底座延伸并与保险装置底座一体形成的保险装置屈服板，所述保险装置板

从梁的腹板形成，并且所述保险装置屈服板包括由一对缺口限定的狭窄区域；

从梁的腹板形成并配置为配装在所述一对缺口内的一对间隔件；以及

从梁的第二凸缘形成的翘曲约束板。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其中，所述一对间隔件从为了形成缺口而

切出的腹板部分形成。

14.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其中所述一对间隔件从结构保险装置屈

服板的端部与梁的第二凸缘之间的腹板部分形成。

15.一种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包括：

从梁的一段取得的坯件，该坯件包括：

结构保险装置，该结构保险装置包括：

从梁的第一凸缘形成的保险装置底座，以及

从保险装置底座延伸并与保险装置底座一体形成的保险装置屈服板，所述保险装置板

从梁的腹板形成。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所述坯件还包括从梁的第二凸缘形成的

翘曲约束板。

17.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还包括翘曲约束板。

18.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其中，所述翘曲约束板来自所述梁。

19.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其中，所述保险装置屈服板包括由一对缺

口限定的狭窄区域，所述结构保险装置组件还包括配置为配装在所述一对缺口内的一对间

隔件。

20.如权利要求19所述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其中，所述一对间隔件从梁的腹板形成。

21.如权利要求19所述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其中，在将所述一对间隔件置于所述一对

缺口中时，这对间隔件的晶粒与保险装置屈服板的晶粒对齐。

22.一种制造结构保险装置组件的方法，该方法包括：

(a)从至少包括第一凸缘以及从第一凸缘正交地延伸并与第一凸缘一体形成的腹板的

结构钢部件切割出坯件；

(b)将坯件的第一凸缘形成为结构保险装置组件的保险装置底座；以及

(c)将坯件的腹板形成为结构保险装置组件的保险装置屈服板。

23.如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从结构钢部件切割出坯件的步骤(a)包括从

梁切割出坯件。

24.如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从结构钢部件切割出坯件的步骤(a)包括通

过等离子体切割来切割出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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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如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将坯件的第一凸缘形成为保险装置底座的步

骤(b)包括在第一凸缘中形成螺栓孔。

26.如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将坯件的腹板形成为保险装置屈服板的步骤

(c)包括在腹板中形成螺栓孔，并在腹板中切割出一对缺口，以限定一个宽度比腹板的相邻

区域窄的区域。

27.如权利要求26所述的方法，还包括从所述腹板切割出一对间隔件的步骤，这对间隔

件配置为配装在所述一对缺口内。

28.如权利要求22所述的方法，所述结构钢部件包括与所述腹板一体形成并在与第一

凸缘相对的腹板一侧从腹板正交地延伸的第二凸缘，所述方法还包括从第二凸缘形成结构

保险装置组件的翘曲约束板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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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件式结构保险装置

背景技术

[0001] 众所周知，结构保险装置在家庭、建筑物和其它结构中用于在结构上有地震、风或

其它载荷时耗散结构连接和框架中的应力。例如，由加利福尼亚州普莱森顿市Simpson 

Strong-Tie公司制造的 结构保险装置可用于梁与柱的连接处，从而在结构连

接上的载荷达到阈值时，该结构保险装置屈服以耗散能量，而不会损坏梁或柱。此后，可移

除并更换损坏的结构保险装置，而无需通过其它方式修复连接。

[0002] 典型的结构保险装置包括底座和垂直于底座焊接的板。该板可包括直径小于板端

部直径的中段，该中段设计为发生屈服的区域。在使用时，可使用螺栓将底座固定到柱上。

屈服板的第一表面可抵靠在梁的表面上，屈服板的一端通过螺栓固定到梁上。与第一表面

相反的屈服板第二表面上的平面翘曲约束板(BRP)可利用螺栓通过屈服板连接到梁中，以

防止屈服板在压缩载荷下翘曲。在使用螺栓将BRP固定到梁上时，可在屈服板的较小直径的

中段内设置间隔件，以在板和BRP上均匀分布载荷。

[0003] 目前，保险装置底座、保险装置屈服板、翘曲约束板和间隔件都从不同的钢件形

成，每个钢件具有不同的特性。此外，保险装置底座至保险装置板的焊接应采用全接头熔透

(CJP)焊缝，这很难进行焊接，并且易出现缺陷。即使正确完成焊接，焊缝的延展性也比结构

保险装置中的其它部分钢材的延展性差，并且在结构保险装置的中段发生屈服之前会突然

失效。

发明内容

[0004] 本技术涉及一种由单个结构钢件(例如工字梁或标准的W形结构梁)形成的单件式

结构保险装置组件。首先，可从梁切割出一段或坯件。可横贯梁的长度切断坯件，使得坯件

包括通过腹板连接的第一和第二凸缘。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坯件的第一凸缘可形成保险

装置底座，并且坯件的腹板的一部分可形成保险装置屈服板。此外，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

翘曲约束板可从坯件的第二凸缘形成，间隔件可从保险装置屈服板中的未使用的腹板部分

形成。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从单个坯件切出的所有部件都用在单个结构保险装置组件中。

[0005] 在一个示例中，本技术涉及一对结构保险装置组件，这对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包括：

从梁的第一段取得的第一坯件，该第一坯件包括：第一结构保险装置，该第一结构保险装置

包括：从梁的第一凸缘形成的第一保险装置底座、以及从保险装置底座延伸并与保险装置

底座一体形成的第一保险装置屈服板，所述保险装置板从梁的腹板形成，并且所述保险装

置屈服板包括由一对缺口限定的狭窄区域；从梁的腹板形成并配置为配装在所述一对缺口

内的第一对间隔件；以及从梁的第二凸缘形成的第一翘曲约束板；以及从梁的第二段取得

的第二坯件，该第二坯件包括：第二结构保险装置，该第二结构保险装置包括：从梁的第一

凸缘形成的第二保险装置底座、以及从保险装置底座延伸并与保险装置底座一体形成的第

二保险装置屈服板，所述保险装置板从梁的腹板形成，并且所述保险装置屈服板包括由一

对缺口限定的狭窄区域；从梁的腹板形成并配置为配装在所述一对缺口内的第二对间隔

件；以及从梁的第二凸缘形成的第二翘曲约束板；其中梁的第一和第二段在梁上彼此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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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邻。

[0006] 在另一个示例中，本技术涉及一种结构保险装置组件，该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包括：

结构保险装置，该结构保险装置包括：保险装置底座，以及从保险装置底座延伸并与保险装

置底座一体形成的保险装置屈服板，该保险装置屈服板包括由一对缺口限定的狭窄区域；

用于配装在所述一对缺口内的一对间隔件；以及翘曲约束板；其中所述结构保险装置、所述

一对间隔件和所述翘曲约束板均来自一段结构钢部件。

[0007] 在另一个示例中，本技术涉及一种结构保险装置组件，该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包括：

从梁的一段取得的坯件，该坯件包括：结构保险装置，该结构保险装置包括：从梁的第一凸

缘形成的保险装置底座、以及从保险装置底座延伸并与保险装置底座一体形成的保险装置

屈服板，所述保险装置板从梁的腹板形成，并且所述保险装置屈服板包括由一对缺口限定

的狭窄区域；从梁的腹板形成并配置为配装在所述一对缺口内的一对间隔件；以及从梁的

第二凸缘形成的翘曲约束板。

[0008] 在另一个示例中，本技术涉及一种结构保险装置组件，该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包括：

从梁的一段取得的坯件，该坯件包括：结构保险装置，该结构保险装置包括：从梁的第一凸

缘形成的保险装置底座，以及从保险装置底座延伸并与保险装置底座一体形成的保险装置

屈服板，所述保险装置板从梁的腹板形成。

[0009] 在另一个示例中，本技术涉及一种制造结构保险装置组件的方法，该方法包括：

(a)从至少包括第一凸缘以及从第一凸缘正交地延伸并与第一凸缘一体形成的腹板的结构

钢部件切割出坯件；(b)将坯件的第一凸缘形成为结构保险装置组件的保险装置底座；以及

(c)将坯件的腹板形成为结构保险装置组件的保险装置屈服板。

[0010] 本节的目的是简要介绍将在下面的“具体实施方式”一节中进一步描述的一些概

念。本节并非旨在确定所要保护的主题的关键特征或基本特征，也并非旨在用作确定所要

保护的主题的范围的辅助手段。要求保护的主题不限于解决在“背景技术”一节中提及的任

何或全部缺点的实施方案。

附图说明

[0011] 图1和图2是本技术的实施例的制造单件式结构保险装置的方法的流程图。

[0012] 图3示出了可从其制造出多个本技术的实施例的结构保险装置的一段梁。

[0013] 图4和图5示出了可从其制造出本技术的单件式保险装置的梁的不同构造的横截

面图。

[0014] 图6示出了可从其制造出本技术的实施例的单件式结构保险装置的一段梁。

[0015] 图7和图8示出了图6的梁被切割为形成结构保险装置、间隔件和翘曲约束板的离

散段。

[0016] 图9和10A示出了可在结构保险装置、间隔件和翘曲约束板上进行的切口、钻孔和

其它加工。

[0017] 图10B示出了可在一个替代实施例的结构保险装置、间隔件和翘曲约束板上进行

的切口、钻孔和其它加工。

[0018] 图11示出了用在结构中梁与柱之间的连接处的本技术的实施例的一对单件式结

构保险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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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12示出了图11的其中一个结构保险装置的分解透视图。

[0020] 图13示出了可从其形成本技术的实施例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的部件的坯件。

[0021] 图14示出了图13所示的本技术的实施例的部件从坯件分离时的形态。

[0022] 图15示出了本技术的另一个实施例的一起使用的一对相邻坯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在上文中概述的本技术涉及一种从单个结构钢件(例如工字梁、宽凸缘工字梁或

标准的W形结构梁)形成的单件式结构保险装置组件。该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可包括结构保险

装置，该结构保险装置具有保险装置底座和保险装置板、一对间隔件、以及翘曲约束板

(BRP)。首先，可横贯梁的长度从梁切出坯件，使得坯件包括通过腹板连接的第一和第二凸

缘。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坯件的第一凸缘可形成保险装置底座，并且坯件的腹板的一部分

可形成保险装置板。此外，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翘曲约束板(BRP)可从坯件的第二凸缘形

成，间隔件可从保险装置板中的未使用的腹板部分形成。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从单个坯件

切出的所有部件都用在单个结构保险装置组件中。

[0024] 从单段梁形成结构保险装置组件中使用的一些或所有部件具有多种优点。首先，

使保险装置底座与保险装置板一体形成避免了对全接头熔透焊缝的要求，从而消除了在形

成焊缝时的人为错误的可能性以及焊接部位的脆性。其次，重要的是间隔件的厚度与保险

装置板的厚度相同，并在严格的公差范围内，例如0.15英寸。从同一块腹板形成间隔件和保

险装置板确保了满足这种严格公差。第三，当以某种方式加热钢材时，钢材的晶粒可能会朝

北极方向排列。从单个钢件形成所有晶粒均有序排列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确保了整个结构

保险装置组件的一致特性和响应。

[0025] 应理解，本发明可按许多不同的形式实施，并且不应被解读为限于在本文中阐述

的实施例。相反，这些实施例仅用于透彻、完整地理解本公开，并向本领域技术人员充分传

达本发明。实际上，本发明旨在涵盖这些实施例的替代、修改和等同形式，它们包含在由所

附权利要求限定的本发明的范围和精神之内。此外，在以下的本发明的详细说明中，阐述了

许多具体细节，以便提供对本发明的透彻理解。但是，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显而易

见的是，本发明可在没有这些具体细节的情况下实施。

[0026] 在此使用的术语“顶部”和“底部”、“上部”和“下部”以及“竖直”和“水平”仅是示例

性的并且仅用于说明的目的，并不意味着限制本发明的说明，因为所引用的项目可在位置

和方向上互换。此外，在本文中所用的术语“基本上”和/或“大约”意味着指定的尺寸或参数

对于给定的应用可在可接受的制造公差范围内变化。在一个实施例中，可接受的制造公差

范围是±0.25％。

[0027] 图1是形成本技术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的一个实施例的流程图。首先，从常规的结

构钢部件(例如梁200)取得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如图3所示。梁200可分别具有第一凸缘202

和第二凸缘204、以及在第一和第二凸缘之间延伸的腹板206。在一个示例中，凸缘202、204

可具有1-13/16英寸厚度，当然，在另一些实施例中，凸缘的厚度可以不同。在一个示例中，腹

板206可具有1英寸、3/4英寸或1/2英寸厚度，当然，在另一些实施例中，腹板的厚度可以不

同。梁200可具有40-3/16英寸最大宽度(从凸缘202、204的外表面算起)，当然，在另一些实施

例中，该宽度可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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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凸缘可形成为所谓的标准的W形结构形状，其中凸缘202和204的内表面202a、204a

垂直于腹板206的表面(图4)。或者，凸缘可形成为所谓的S形截面形状，其中内表面202a、

204a与腹板206的表面形成大于90°的角度(图5)。也可考虑梁的其它构造。如下文所述，在

成品结构保险装置组件中，第一和第二凸缘202、204分别形成保险装置底座和BRP。但是，可

以设想，BRP不是来自作为结构保险装置的同一块钢材。在这样的实施例中，结构保险装置

可从具有单个凸缘的结构钢部件形成，而不是从具有两个凸缘的常规梁形成。

[0029] 在步骤100中，沿横贯长度(L，图3)的方向从梁200上切下梁的一段。这一段在此称

为坯件210，在图3中标示，并在图6中示出。坯件210包括第一凸缘202、第二凸缘204和腹板

206。如图6所示，坯件210可具有12英寸宽度W，但是在另一些实施例中，该宽度可以不同。可

通过各种方法从梁200上切下坯件210，包括计算机数字控制(CNC)等离子体切割等。加拿大

安大略省的Burlington  Automation  Corp.的PythonX机器人等离子切割系统就是这种切

割系统的一个例子。其它切割方法(例如锯片切割)也是可行的。

[0030] 在步骤102中，在第二凸缘204附近进行第一次横向切割，以将凸缘204从腹板206

分离(图7和图8)。如下文所述，可将分离的第二凸缘204加工为结构保险装置组件中的BRP。

在步骤106中，在腹板206的端部附近进行第二次横向切割，以将一段214从腹板206分离(图

7和图8)。如下文所述，在一个实施例中，可将所述段214加工为结构保险装置组件中的一对

间隔件。第一和第二次横向切割可通过CNC等离子体切割、刀片切割或其它切割方法进行。

[0031] 在步骤110中，可在第一凸缘202、第二凸缘204、腹板206和/或段214中形成螺栓

孔。例如，如图9所示，可在第一凸缘202中形成螺栓孔220，可在腹板206中形成螺栓孔222，

可在段214中形成螺栓孔224，可在第二凸缘204中形成螺栓孔226。不同部件中的螺栓孔的

具体布置形式是示例性的，并且在替代实施例中，孔的位置和尺寸可以不同。孔220、222、

224和226可通过各种方法形成，包括使用由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Hypertherm,Inc.生产的

True  高清晰度等离子体切割系统形成。在另一些实施例中，孔220、222、224和226可

通过其它方法形成，包括钻孔。

[0032] 在步骤114中，可从腹板206去除部分230，以限定缺口232(图10A)。这些缺口形成

窄宽度区域234。该窄宽度区域234是成品结构保险装置在高于某个预定阈值的载荷下屈服

的区域。可通过各种方法从腹板206上切出缺口232，包括如上所述的CNC等离子体切割等。

其它切割方法(例如锯片切割)也是可行的。此时，第一凸缘202已经被加工为保险装置底座

236(图10A)，而腹板206已经被加工为保险装置屈服板238。保险装置底座236和保险装置屈

服板238一起形成结构保险装置240。

[0033] 在步骤118中，可将段214切成两半，以限定一对间隔件242和244(图10A)。如下文

所述，间隔件242和244用在结构保险装置组件内。在步骤120中，在从腹板206切出第二凸缘

204时，可对第二凸缘204进行铣削或通过其它方式加工，以去除腹板206的任何剩余部分。

如图10A所示，所述铣削或加工将第二凸缘204转变为平面翘曲抑制板(BRP)246。腹板的一

部分被保留下来，以有助于金属复合材料盖板仅在重力作用下承置在屈服环节连接上。

[0034] 在上述实施例中，间隔件242和244取自超出保险装置屈服板238的端部的一段腹

板206。但是，在图10B所示的另一个实施例中，间隔件242和244可以是为了限定缺口232而

从腹板206去除的部分230。图10B中的间隔件242和244可比为了从腹板206去除部分230而

形成的切口232小一个切缝宽度。在另一些实施例中，可对间隔件242和244进行研磨或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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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方式加工使其变小，以确保它们可配装在缺口232内而不与屈服板238的侧面接触。在图

10B的实施例中，螺栓孔224可形成在部分230中(在从腹板206分离之前或之后)。在此实施

例中，可从腹板206上切下未被保险装置屈服板238使用的任何腹板206部分(即，在保险装

置板238的端部与第二凸缘204之间)并弃置。

[0035] 在形成结构保险装置240、间隔件242、244和BRP  246之后，在步骤122中，可对所有

部件进行清洁、涂漆或进行粉末涂装，例如使用PMS172橙色漆进行。步骤122可包括对各个

部件进行喷丸处理，以从等离子体或其它高温切割加工中去除任何熔渣。这种处理还可去

除可能由梁200的轧制制造过程产生的氧化皮。清洁步骤122还可从部件240、242、244和246

去除锈迹。

[0036] 应理解，可按不同的顺序执行多个上述步骤，这可能取决于用于形成结构保险装

置240、间隔件242、244和BRP  246的工艺的类型。例如，应理解，在另一些实施例中，包括第

一次横向切割(步骤102)、第二次横向切割(步骤106)、螺栓孔形成(步骤110)和缺口形成

(步骤114)的步骤序列可按任何顺序执行。

[0037] 如上所述，用于形成结构保险装置240、间隔件242、244和BRP  246的一个工艺可包

括等离子切割和孔成形。图2示出了可与这样的工艺结合使用的一种替代方法。应理解，图2

的工艺步骤可与其它工艺结合使用，例如结构保险装置240、间隔件242、244和BRP  246的机

械切割和铣削。在步骤150中，可如上所述从梁200上切出坯件210。在步骤156中，可在第一

凸缘202和腹板206中形成螺栓孔。在步骤160中，可在邻近第二凸缘204的腹板206上进行第

一次横向切割，基本上切断第二凸缘204。尤其是，在第一次横向切割完成后，可留下将第二

凸缘204连接至腹板206的一个小突片。该突片将第二凸缘204保持在腹板上，使得坯件210

保持为一个整体。

[0038] 在步骤164中，在腹板206的端部进行第二次横向切割，以基本上将段214从腹板

206分离。尤其是，在第二次横向切割完成后，可留下将端部连接至腹板206的第二小突片。

因此，第二凸缘通过第一突片保持附接至端部，而端部通过第二突片保持附接至腹板。在第

一和第二次横向切割后使用突片将坯件保持为单件的原因是使得技术人员无需从高温等

离子体切割设备中取出切断的零件。如在下文中参照图15所述，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在给

定梁/柱连接的顶部和底部使用两个相邻的坯件210。也可使用突片将两个相邻的坯件210

保持在一起。

[0039] 在步骤168中，可在腹板206中切出切口，以限定图10A和10B所示的窄宽度区域

234。在步骤170中，可对坯件210(仍然是单件)进行喷丸或执行其它清洁过程，以从坯件210

去除熔渣、氧化皮和/或锈迹。在步骤172中，可在研磨、切割或其它过程中去除突片，以将结

构保险装置240、间隔件242、244和BRP  246切割为独立的部件。如下文所述，本技术的实施

例使用从相邻坯件210切割出的一对结构保险装置。在这样的实施例中，也可在相邻坯件之

间保留突片，以确保这对坯件保持在一起。

[0040] 在步骤176中，可对BRP  246进行铣削以去除腹板206的任何残余物，从而将BRP形

成为平板，并且可在BRP中形成螺栓孔。此后，在步骤178中，可选地可对结构保险装置140、

间隔件242、244和BRP  246涂漆。

[0041] 图11示出了梁250通过本技术的一对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连接至柱252。图12示

出了在图11的连接中使用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的分解透视图。如图11所示，结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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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梁250与柱252的连接)可包括一对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其中一个在梁的顶部，另一

个在梁的底部。在操作中，该对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协作以抵抗梁在横向载荷下相对于柱

的旋转。试图沿第一方向旋转会使第一组件300处于拉伸状态而第二组件300处于压缩状

态。试图沿相反方向旋转会使第二组件300处于拉伸状态而第一组件300处于压缩状态。

[0042] 如图11和12所示，每个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包括结构保险装置240，该结构保险

装置240具有安装在柱上的保险装置底座236和安装在梁上的保险装置屈服板238。如上所

述，与常规的结构保险装置不同，保险装置底座236和保险装置屈服板238从一段梁或其它

结构钢部件一体地形成。如上所述，传统上用于将保险装置板固定到保险装置底座上的全

接头熔透焊缝很难形成。从单个结构钢件形成保险装置底座和保险装置板不再需要形成全

接头熔透焊缝，并且消除了在形成这种焊缝时的人为错误的可能性。此外，由于常规的结构

保险装置在焊缝部位是脆性的，因此本技术的单件式结构保险装置比常规的结构保险装置

更具延展性。

[0043]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还包括BRP  246和一对间隔件242、

244(为了清楚起见，在图12中省略了其中一个)。但是，在另一些实施例中，应理解，结构保

险装置组件300可限定为仅包括结构保险装置240本身；仅包括结构保险装置240和间隔件

242、244；或者仅包括结构保险装置240和BRP  246。

[0044] 为了将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固定在梁250与柱252之间，可首先在工地或远离工

地的地点将保险装置底座236固定到柱252上。如上所述，保险装置底座236可包括螺栓孔

220(图12)，所述螺栓孔用于接收螺栓310(在图12中示出了其中的一个)，以将保险装置底

座236通过螺栓固定到柱上。虽然在此示出了四个螺栓孔220，但是在其它实施例中，可有更

多或更少的螺栓孔220。虽然螺栓可能是优选的，但是能够设想，也可通过焊接或粘接将保

险装置底座236固定到柱252上。

[0045] 此后，在工地上，可通过穿过螺栓孔222的多个螺栓312(在图12中示出了其中的一

个)将待安装在梁上的保险装置屈服板238固定到梁250上。虽然附图示出了六个螺栓孔

222，但是在其它实施例中，可有更多或更少的螺栓孔。此时，结构保险装置240被固定到梁

250和柱252上。所述梁和柱还可通过剪切片320彼此附接。剪切片320可通过焊接、粘接或栓

接方式固定到柱252的凸缘上从而固定到柱252上，并通过螺栓322固定到梁250的腹板上。

在另一些实施例中，可首先在工地或远离工地的地点将保险装置屈服板238安装到梁250

上，此后，可在工地将保险装置底座236固定到柱252上。

[0046] 接下来，可在保险装置屈服板238的窄宽度区域234上方将BRP  246固定到梁250

上。从图12中的示例能够看出，一对螺栓314穿过BRP  246中的螺栓孔226配装到形成在梁

250的凸缘中的孔内，在这些孔内，螺栓可接收螺母，以将螺栓紧固就位。为了防止BRP  246

和保险装置屈服板238内的应力，可将从腹板切割出的间隔件242、244配装在形成在板238

中的缺口232内。因此，螺栓314穿过BRP  246中的螺栓孔226，向上穿过间隔件242、244中的

孔224，并配装到形成在梁250的凸缘中的孔内。间隔件242、244至少占据屈服板338两侧的

缺口232的一大部分。重要的是间隔件242、244的厚度与保险装置屈服板238的厚度相同，并

在严格的公差范围内，例如在0.15英寸之内。由于保险装置屈服板238和间隔件242、244是

按照本技术从相同的坯件210切割出的，因此屈服板和间隔件可具有相同的厚度，在期望的

公差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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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图11所示的各个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在横向载荷下为结构构件(例如梁250和柱

252)之间的相对运动提供很高的初始刚度和抗拉性，但是在高于可预测、受控和预定水平

的横向载荷下提供稳定的屈服和能量耗散能力。尤其是，柱和梁的弯曲强度可设计为超过

一对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尤其是保险装置屈服板238的窄宽度区域234)的极限弯矩。因

此，在柱或梁屈服或失效之前，保险装置屈服板238会在横向载荷下屈服，并且任何损坏仅

限于保险装置屈服板，而保险装置屈服板容易拆卸和更换。BRP  246防止结构保险装置板

238在压缩载荷下翘曲。剪切片320被设置为在竖向载荷下抵抗竖向剪切(即，沿着柱252的

长度)。

[0048] 应理解，在本技术的范围内，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的部件可具有不同的尺寸。但

是，下面给出了一些尺寸的例子。保险装置底座可具有12英寸长度和10英寸宽度。保险装置

屈服板可从保险装置底座沿着保险装置底座的宽度延伸到一半的位置。在保险装置底座的

最终宽度不同于产生保险装置底座所用的梁200的宽度的情况下，可切掉并弃置在保险装

置底座宽度上方和下方的未使用的梁200部分，例如通过CNC等离子体切割来进行。

[0049] 保险装置屈服板可具有12英寸宽度和36英寸长度。窄宽度区域234可与保险装置

底座间隔6英寸，并且可具有12英寸长度。窄宽度区域234可具有6英寸宽度。间隔件242、244

可具有至少填充由窄宽度区域234限定的缺口的大部分的任何长度和宽度。BRP  246可具有

12英寸长度和宽度。如上所述，在本技术的另一些实施例中，上述尺寸之中的每一个都可相

对于彼此成比例或不成比例地变化。

[0050]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中的所有部件可来自同一个坯件

210。因此，在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包括结构保险装置240、间隔件242、244和BRP  246的实

施例中，每个部件可来自同一个坯件210。在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包括结构保险装置240和

间隔件242、244的实施例中，每个部件可来自同一个坯件210(BRP  246来自另一个坯件或其

它结构部件)。在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包括结构保险装置240和BRP  246的实施例中，每个

部件可来自同一个坯件210(间隔件242、244来自另一个坯件或其它结构部件)。在结构保险

装置300仅包括结构保险装置240的实施例中，间隔件242、244和/或BRP  246可来自另一个

坯件或其它结构部件。

[0051] 在制造时，可从一段梁200上切割出多个坯件210。可分别独特地标记来自每个坯

件的部件(结构保险装置240、间隔件242、244和/或BRP246)，或者以其它方式将其与来自另

一个坯件210的部件分开/区分开来，以确保来自单个坯件的部件一起用在成品结构保险装

置组件300中。

[0052] 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可使用从取自梁上的任何位置的坯件210制成的结构保险

装置组件300作为图11所示的顶部和底部组件300。但是，在另一些实施例中，可在同一连接

处一起使用的两个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中使用来自两个相邻坯件的部件。例如，在图11中

的梁/柱连接处所示的一对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可来自曾经在梁200上彼此相邻的坯件。

这能确保位于梁/柱连接的顶部和底部的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具有相同的特性，并表现出

相同的应力响应。

[0053] 例如，在图15中示出了可在梁/柱连接的顶部和底部一起使用相邻的坯件210的一

个实施例。图15示出了形成为保险装置底座236(从凸缘202形成)和保险装置屈服板238(从

腹板206形成)的坯件210。如上所述，坯件210在腹板206处被进一步切割，以形成缺口230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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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孔222。可如上所述切割出间隔件242、244。或者，可在相邻坯件210之间形成间隔件，例

如图15所示的间隔件243。两个坯件210可固定到凸缘202上。这两个坯件也可使用突片260

彼此附接并附接至第二凸缘204。为了将坯件彼此分离并与梁202分离，可沿着虚线262切割

凸缘202，并且可切掉、冲掉或以其它方式去除突片260。可通过蚀刻或其它方式将标识符

264(在图15中以“x”象征性地示出)施加到坯件210上。相邻坯件210上的标识符264可以是

相同的，以确保这两个坯件在梁/柱连接的顶部和底部一起使用。

[0054] 如上文所述，当钢被至少加热到预定温度时，钢中的晶体可沿相同方向排列，从而

为钢赋予晶粒取向。本技术的一个优点是，结构保险装置组件300中使用的部件的晶粒可彼

此对齐。图13示出了具有所示晶粒180的坯件210。如图所示，晶粒沿同一方向排列。图14示

出了图13的坯件被加工为结构保险装置300，包括从缺口232切割出间隔件242、244。在这样

的实施例中，在将间隔件242、244返回到成品结构保险装置300内的缺口中时，间隔件的晶

粒180与保险装置屈服板238中的晶粒180对齐。这有利地确保了间隔件的特性以及间隔件

对应力的响应与保险装置屈服板238的相同。在梁/柱连接的顶部和底部使用来自相邻坯件

的两个屈服环节组件300可能比使用来自同一坯件的间隔件和屈服板更重要。

[0055] 本发明的上述详细说明仅是为了示例和描述目的给出的。该说明不是详尽的，也

并非意图将本发明限制于所公开的特定形式。根据上述教导能够做出许多修改和变化。所

说明的实施例的选择是为了最佳地解释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实际应用，从而使本领域的其它

技术人员能够在各种实施例中最佳地利用本发明，并能够进行各种修改以适合预期的特定

用途。本发明的范围仅由所附权利要求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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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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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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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

图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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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B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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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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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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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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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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