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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抗震房建结构，涉及建筑工

程技术领域，包括基坑、固定安装于基坑底部的

固定板、布置于基坑内的支撑板、安装于支撑板

与基坑之间用于对水平面上进行抗震的第一抗

震机构、安装于固定板与基坑之间用于对垂直方

向进行抗震的第二抗震机构以及固定设置于支

撑板上的立柱；第一抗震机构包括多个固定连接

于支撑板周面上的水平弹簧以及分别固定安装

于水平弹簧自由端的固定块，固定块通过水平弹

簧抵触于基坑的侧壁上；第二抗震机构包括多个

减震器，减震器的两端分别铰接于支撑板和固定

板上，且多个减震器连接于支撑板上所围成的区

域面积小于连接于固定板上所围成的区域面积。

本发明具有提高房屋的抗震系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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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震房建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基坑(1)、固定安装于基坑(1)底部的固定板

(2)、布置于基坑(1)内的支撑板(3)、安装于支撑板(3)与基坑(1)之间用于对水平面上进行

抗震的第一抗震机构(4)、安装于固定板(2)与基坑(1)之间用于对垂直方向进行抗震的第

二抗震机构(5)以及固定设置于支撑板(3)上的立柱(6)；所述第一抗震机构(4)包括多个固

定连接于所述支撑板(3)周面上的水平弹簧(41)以及分别固定安装于水平弹簧(41)自由端

的固定块(42)，所述固定块(42)通过水平弹簧(41)抵触于所述基坑(1)的侧壁上；所述第二

抗震机构(5)包括多个减震器(51)，所述减震器(51)的两端分别铰接于支撑板(3)和固定板

(2)上，且多个减震器(51)连接于支撑板(3)上所围成的区域面积小于连接于固定板(2)上

所围成的区域面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震房建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基坑(1)的侧壁上开设有

滑槽(11)，多个所述滑槽(11)均沿基坑(1)的深度方向布置，多个所述固定块(42)分别滑动

布置于所述滑槽(11)内。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抗震房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槽(11)为T型槽，所述固定

块(42)为与滑槽(11)相配合的T型块，所述T型块定向限位滑动于所述T型槽内。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震房建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减震器(51)包括一端铰接于

固定板(2)上的减震套筒(52)、一端铰接于支撑板(3)上的减震杆(53)以及固定安装于减震

套筒(52)内的减震弹簧(54)，所述减震杆(53)的另一端插接于减震套筒(52)内且与所述减

震弹簧(54)的另一端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抗震房建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减震杆(53)远离与支撑板

(3)连接的一端固定设置有挡板(531)，所述减震弹簧(54)的一端抵触于所述挡板(531)上，

在所述减震套筒(52)的端口设置有密封板(521)，所述减震杆(53)滑动穿设于所述密封板

(521)，且在所述密封板(521)与挡板(531)之间设置有缓冲弹簧(55)。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抗震房建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固定板(2)上开设有多个

由内向外方向扩散的定向槽(21)，所述定向槽(21)内均定向滑动设置有定向块(23)，所述

定向块(23)分别通过一第一万向节(56)与所述减震套筒(52)铰接，所述减震杆(53)通过一

第二万向节与支撑板(3)铰接，在所述定向槽(21)内安装有压缩弹簧(24)，所述压缩弹簧

(24)的两端分别与定向块(23)和定向槽(21)的槽壁固定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抗震房建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定向槽(21)内固定安装有

定向杆(22)，所述定向块(23)滑动布置于所述定向杆(22)上，且所述压缩弹簧(24)套设于

定向杆(22)外。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抗震房建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固定块(42)及支撑板

(3)的周面上均设置有定位柱(43)，所述水平弹簧(41)的两端分别设置于所述固定柱的外

侧。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震房建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支撑板(3)与固定板(2)之

间安装有垂直弹簧(58)。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抗震房建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基坑(1)的端口安装有缓

冲垫(7)，所述支撑板(3)安装于缓冲垫(7)与基坑(1)之间，且所述立柱(6)穿设于所述缓冲

垫(7)外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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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震房建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抗震房建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近年来自然灾害频发，地震是一种危害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地震造成的财

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主要是由于建筑物的倒塌造成的。地震来的快去的也快，往往就发生在

几十秒甚至十几秒很短暂的时间，人们很难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房间内特别是高楼里逃

生。

[0003] 现有的房建过程中大多使用预制的墙板来完成房屋的建筑过程。在工作人员建筑

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首先将预制墙、预制楼板以及预制柱的整体结构建筑完成后，然后在预

制墙、预制楼板以及预制柱三者的连接位置使用铁丝将钢筋捆绑在一起之后再使用混凝土

进行浇铸，待混凝土冷却之后便可以将预制墙、预制楼板以及预制柱三者位置固定。

[0004] 而现有的房屋建筑完成之后，房屋的整体较分散，虽然将预制墙、预制楼板以及预

制柱三者的连接位置的钢筋进行了捆绑，但是浇筑过程中会使预制墙、预制楼板以及预制

柱三者的连接位置的钢筋之间的缝隙较大，一旦地震来临，地面带动房屋在水平方向上晃

动，预制墙、预制楼板以及预制柱三者很轻易地就会发生水平方向的相对位移，这样就会使

房屋瞬间坍塌，房屋的抗震系数较低，影响到人们的生命安全。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种抗震房建结构，具有提

高房屋的抗震系数的效果。

[0006] 本发明的上述发明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得以实现的：

[0007] 一种抗震房建结构，包括基坑、固定安装于基坑底部的固定板、布置于基坑内的支

撑板、安装于支撑板与基坑之间用于对水平面上进行抗震的第一抗震机构、安装于固定板

与基坑之间用于对垂直方向进行抗震的第二抗震机构以及固定设置于支撑板上的立柱；所

述第一抗震机构包括多个固定连接于所述支撑板周面上的水平弹簧以及分别固定安装于

水平弹簧自由端的固定块，所述固定块通过水平弹簧抵触于所述基坑的侧壁上；所述第二

抗震机构包括多个减震器，所述减震器的两端分别铰接于支撑板和固定板上，且多个减震

器连接于支撑板上所围成的区域面积小于连接于固定板上所围成的区域面积

[0008] 本发明进一步配置为：在所述基坑的侧壁上开设有滑槽，多个所述滑槽均沿基坑

的深度方向布置，多个所述固定块分别滑动布置于所述滑槽内。

[0009] 本发明进一步配置为：所述滑槽为T型槽，所述固定块为与滑槽相配合的T型块，所

述T型块定向限位滑动于所述T型槽内。

[0010] 本发明进一步配置为：所述减震器包括一端铰接于固定板上的减震套筒、一端铰

接于支撑板上的减震杆以及一端固定安装于减震套筒内的减震弹簧，所述减震杆的另一端

插接于减震套筒内且与所述减震弹簧的另一端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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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本发明进一步配置为：在所述减震杆远离与支撑板连接的一端固定设置有挡板，

所述减震弹簧的一端抵触于所述挡板上，在所述减震套筒的端口设置有密封板，所述减震

杆滑动穿设于所述密封板，且在所述密封板与挡板之间设置有缓冲弹簧。

[0012] 本发明进一步配置为：在所述固定板上开设有多个由内向外方向扩散的定向槽，

所述定向槽内均定向滑动设置有定向块，所述定向块分别通过一第一万向节与所述减震套

筒铰接，所述减震杆通过一第二万向节与支撑板铰接，在所述定向槽内安装有压缩弹簧，所

述压缩弹簧的两端分别与定向块和定向槽的槽壁固定连接。

[0013] 本发明进一步配置为：在所述定向套内固定安装有定向杆，所述定向块滑动布置

于所述定向杆上，且所述压缩弹簧套设于定向杆外。

[0014] 本发明进一步配置为：在所述固定块及支撑板的周面上均设置有定位柱，所述水

平弹簧的两端分别设置于所述固定柱的外侧。

[0015] 本发明进一步配置为：在所述支撑板与固定板之间安装有垂直弹簧。

[0016] 本发明进一步配置为：在所述基坑的端口安装有缓冲垫，所述支撑板安装于缓冲

垫与基坑之间，且所述立柱穿设于所述缓冲垫外布置。

[0017] 综上所述，本发明的有益技术效果为：当房屋受到水平面上的震动时，通过布置于

支撑板周面上第一抗震机构中的水平弹簧产生相应的形变，多个水平弹簧之间的此消彼长

作用，实现立柱与支撑板之间水平面上的抗震效果；当房屋受到垂直面上的震动时，通过多

个铰接于固定板与支撑板之间的减震器形成的第二抗震机构，使得减震杆的一端处于减震

套筒内滑动，减震弹簧和缓冲弹簧作出相应的形变，在支撑板与固定板之间距离改变时，实

现垂直方向上抗震的作用；同时，在减震套筒受力带动定向块处于定向槽内的定向杆上滑

动，压缩弹簧的两端位于定向块和定向槽之间产生形变，进一步提高第二抗震机构的抗震

效果；而在支撑板处于基坑垂直方向产生位移时，固定块位于滑槽内做定向滑动，实现第一

抗震机构与第二抗震机构相互配合的效果，通过在基坑内设置支撑板、第一抗震机构与第

二抗震机构，实现基坑与立柱之间在水平面及垂直面上两维度的抗震效果，进而提高房屋

的抗震系数的效果。

附图说明

[0018] 图1是抗震房建结构的外部结构示意图；

[0019] 图2是抗震房建结构第一抗震机构中水平弹簧轴线处的剖视图；

[0020] 图3是图2中的放大图；

[0021] 图4是固定板、支撑板与第二抗震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5是第二抗震机构中减震套筒轴线处的剖视图。

[0023] 图中，1、基坑；11、滑槽；2、固定板；21、定向槽；22、定向杆；23、定向块；24、压缩弹

簧；3、支撑板；4、第一抗震机构；41、水平弹簧；42、固定块；43、定位柱；5、第二抗震机构；51、

减震器；52、减震套筒；521、密封板；53、减震杆；531、挡板；54、减震弹簧；55、缓冲弹簧；56、

第一万向节；57、第二万向节铰接；58、垂直弹簧；6、立柱；7、缓冲垫。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下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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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5] 一种抗震房建结构，如图1、图2，包括基坑1、固定安装于基坑1底部的固定板2、布

置于基坑1内的支撑板3、安装于支撑板3与基坑1之间用于对水平面上进行抗震的第一抗震

机构4、安装于固定板2与基坑1之间用于对垂直方向进行抗震的第二抗震机构5、固定设置

于支撑板3上的立柱6以及布置于基坑1端口处安的缓冲垫7；支撑板3安装于缓冲垫7与基坑

1之间，且立柱6的自由端穿设于缓冲垫7外布置。

[0026] 如图1至图3所示，基坑1为正多边形坑，支撑板3为与基坑1想配合的正多边形板；

第一抗震机构4包括多个分别固定连接于支撑板3周面上的水平弹簧41以及分别固定安装

于水平弹簧41自由端的固定块42；在基坑1的侧壁上均开设有滑槽11，滑槽11为T型槽，且多

个滑槽11均沿基坑1的深度方向布置；固定块42为与滑槽11相配合的T型块，且固定块42与

滑槽11、水平弹簧41在数量上一一对应布置。

[0027] 如图2至图4所示，T型块沿基坑1的深度方向定向限位滑动于T型槽内，水平弹簧41

初始状态为压缩状态，且固定块42通过水平弹簧41的复位力抵触于基坑1的侧壁上；通过固

定块42与支撑板3之间的水平弹簧41产生相应的形变，实现支撑板3在水平面上实现抗震的

作用；而T型块限位滑动于T型槽内，实现支撑板3与基坑1之间在水平面上的相对固定。

[0028] 如图2、图3所示，为提高水平弹簧41在产生形变期间的稳定性，在固定块42及支撑

板3的周面上均对应固定设置有定位柱43，水平弹簧41的两端分别设置于固定柱的外侧。

[0029] 如图4、图5所示，第二抗震机构5包括多个两端分别铰接于支撑板3和固定板2上减

震器51，本方案为四个，且四个减震器51连接于支撑板3上所围成的区域面积小于连接于固

定板2上所围成的区域面积，即减震器51与支撑板3、固定板2之间形成的区域为棱台状；通

过多个减震器51达到在支撑板3与固定板2之间距离改变时的减震效果。

[0030] 如图4、图5所示，减震器51包括一端铰接于支撑板3上减震套筒52、一端通过第二

万向节铰接57于支撑板3上的减震杆53以及固定安装于减震套筒52内的减震弹簧54；减震

杆53的另一端插接于减震套筒52内，且在减震杆53的该末端固定设置有挡板531，减震弹簧

54的两端分别抵触于减震套筒52的筒底以及挡板531上。

[0031] 如图4、图5所示，在减震套筒52的端口设置有密封板521，减震杆53朝挡板531的一

端滑动穿设于密封板521并限位安装于减震套筒52内，且在密封板521与挡板531之间设置

有缓冲弹簧55；通过减震杆53处于减震套筒52内滑动，减震弹簧54和缓冲弹簧55作出相应

的形变，实现支撑板3与固定板2之间距离的变化，从而实现垂直方向上抗震的作用。

[0032] 如图4、图5所示，为进一步提高第二抗震机构5的抗震效果，在固定板2上开设有多

个由内向外方向扩散的定向槽21，即定向槽21位于固定板2的两对角线上；在定向槽21内沿

其长度方向均固定安装有定向杆22，在定向槽21内均定向滑动设置有定向块23，且定向块

23滑动布置于定向杆22上，定向块23分别通过一第一万向节56与减震套筒52远离与减震杆

53的一端铰接；在定向杆22上套设有压缩弹簧24，且压缩弹簧24的两端分别与定向块23和

定向槽21的槽壁固定连接。

[0033] 如图2所示，同时，在支撑板3与固定板2之间固定安装有垂直弹簧58，以提高支撑

板3与固定板2之间在垂直方向上的抗震效果；进一步提高房屋的抗震系数的效果。

[0034] 本实施例的实施原理为：当房屋受到水平面上的震动时，通过布置于支撑板3周面

上第一抗震机构4中的水平弹簧41产生相应的形变，多个水平弹簧41之间的此消彼长作用，

实现立柱6与支撑板3之间水平面上的抗震效果；当房屋受到垂直面上的震动时，通过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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铰接于固定板2与支撑板3之间的减震器51形成的第二抗震机构5，使得减震杆53的一端处

于减震套筒52内滑动，减震弹簧54和缓冲弹簧55作出相应的形变，在支撑板3与固定板2之

间距离改变时，实现垂直方向上抗震的作用；同时，在减震套筒52受力带动定向块23处于定

向槽21内的定向杆22上滑动，压缩弹簧24的两端位于定向块23和定向槽21之间产生形变，

进一步提高第二抗震机构5的抗震效果；而在支撑板3处于基坑1垂直方向产生位移时，固定

块42位于滑槽11内做定向滑动，实现第一抗震机构4与第二抗震机构5相互配合的效果，通

过在基坑1内设置支撑板3、第一抗震机构4与第二抗震机构5，实现基坑1与立柱6之间在水

平面及垂直面上两维度的抗震效果，进而提高房屋的抗震系数的效果。

[0035] 本具体实施例仅仅是对本发明的解释，其并不是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技术人

员在阅读完本说明书后可以根据需要对本实施例做出没有创造性贡献的修改，但只要在本

发明的权利要求范围内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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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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明　书　附　图 5/5 页

11

CN 111501852 A

11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