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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

击吊架，包括横板，在横板两端均设置有抗冲击

吊筒，在横板下端设置有可伸缩机构，在可伸缩

机构下端设置有管夹；本发明还涉及一种基于金

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的工作方法。本发明结

构简单、操作简便，能对管道进行固定，并能吸收

管道受到的水平方向的振动应力和竖直方向的

振动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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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其特征在于：包括横板，在横板两端均设置有

抗冲击吊筒，在横板下端设置有可伸缩机构，在可伸缩机构下端设置有管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抗冲击筒

包括筒体，在筒体上端设置有上封盖，在筒体下端设置有下封盖，在筒体朝向横板的一侧设

置有通孔，横板通过通孔伸进筒体内，在上封盖下端面设置有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喇叭环

形金属橡胶A上端面固定在上封盖下端面，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下端面与横板上端面贴合，

在下封盖上端面设置有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下端面固定在下封盖上端

面，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上端面与横板下端面贴合，在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喇叭环形金属橡

胶B和横板上穿设有螺杆，在螺杆的两侧设置有螺母，通过螺杆与螺母，将喇叭环形金属橡

胶A与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分别固定在横板的上端面和下端面。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喇叭环形

金属橡胶A包括截面为梯形的喇叭部A，在喇叭部A内部设置有空心腔体A。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喇叭环形

金属橡胶B包括截面为梯形的喇叭部B，在喇叭部B内部设置有空心腔体B。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其特征在于：在空心腔体B

内部设置有塔型螺旋弹簧，塔型螺旋弹簧放置在下封盖上端面。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其特征在于：在下封盖上端

面设置有用以防止塔型螺旋弹簧水平移动的凸台。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其特征在于：在螺杆两端设

置有缓冲垫。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其特征在于：所述可伸缩机

构包括安装块，在安装块的下端设置有螺柱A，在螺柱A下端设置有连接套，连接套上端与螺

柱A连接，连接套下端设置螺柱B，螺柱B下端与管夹连接，在螺柱A和螺柱B上均设置有螺母。

9.一种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的工作方法，包括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金

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其特征在于：

（1）将横板两端的抗冲击吊筒的上端面固定于机架或天花板上，通过调节可伸缩机构

的螺柱A和螺柱B伸入连接套的深度来调节可伸缩机构的长度，进而调节管夹的高度，使管

夹适应管道的安装高度；

（2）在工作时，当管道受到外力发生振动时，管道受到的力会通过可伸缩机构和横板传

动，将能量传递给抗冲击吊筒，进而使抗冲击吊筒受到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的振动应力，当

抗冲击吊筒受到竖直方向的振动应力时，会使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塔

型螺旋弹簧产生振动，并产生竖直方向上的变形位移，将管道受到的外界能量进行缓冲并

吸收消耗，对管道及吊架进行保护，当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塔型螺旋

弹簧受到较大的振动应力时，螺杆两侧的缓冲垫能避免上封盖和下封盖撞击到螺杆上；

（3）当抗冲击吊筒受到水平方向的振动应力时，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和喇叭环形金属

橡胶B也能产生横向的振动，将管道受到的外界能量进行缓冲并吸收消耗，对管道及吊架进

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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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及其工作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及其工作方法。

技术背景

[0002] 管道吊架是控制管系的应力水平，保证管道长期安全运行的一系列产品，主要用

于船舶、火电厂、核电厂和化工炼油企业等工程热力管道和设备的吊装。

[0003] 管道吊架结构的设计和形式选用是管道系统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吊架除

承受管道重量外,还可以平衡管系作用力,限制管道位移和吸收震动,在管道系统设计时,

正确选择和布置结构合理的吊架,能够改善管道的应力分布和作用力,确保管道系统安全

运行,并延长其使用寿命。

[0004] 变力吊架主要用于有垂直位移的动力管道或设备的吊装。目前市面上已经应用的

变力吊架，其内装有圆柱螺旋弹簧，在承载的同时，它能适应管道或设备的热位移，也能吸

收管道的振动，可以同时起到减振作用。

[0005] 但是由于其主要依靠弹簧力来承受荷载，因此现有的变力弹簧吊架只适宜用在需

要减少垂直方向应力，且垂直位移较小的场合。

发明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了一种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及其工

作方法，能对管道进行固定，并能吸收管道受到的水平方向的振动应力和竖直方向的振动

应力。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包括横板，在横板两

端均设置有抗冲击吊筒，在横板下端设置有可伸缩机构，在可伸缩机构下端设置有管夹。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抗冲击筒包括筒体，在筒体上端设置有上封盖，在筒体下端设置有

下封盖，在筒体朝向横板的一侧设置有通孔，横板通过通孔伸进筒体内，在上封盖下端面设

置有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上端面固定在上封盖下端面，喇叭环形金属

橡胶A下端面与横板上端面贴合，在下封盖上端面设置有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喇叭环形金

属橡胶B下端面固定在下封盖上端面，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上端面与横板下端面贴合，在喇

叭环形金属橡胶A、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和横板上穿设有螺杆，在螺杆的两侧设置有螺母，通

过螺杆与螺母，将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与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分别固定在横板的上端面和下

端面。

[0009] 进一步的，所述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包括截面为梯形的喇叭部A，在喇叭部A内部设

置有空心腔体A。

[0010] 进一步的，所述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包括截面为梯形的喇叭部B，在喇叭部B内部设

置有空心腔体B。

[0011] 进一步的，在空心腔体B内部设置有塔型螺旋弹簧，塔型螺旋弹簧放置在下封盖上

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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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进一步的，在下封盖上端面设置有用以防止塔型螺旋弹簧水平移动的凸台。

[0013] 进一步的，在螺杆两端设置有缓冲垫。

[0014] 进一步的，所述可伸缩机构包括安装块，在安装块的下端设置有螺柱A，在螺柱A下

端设置有连接套，连接套上端与螺柱A连接，连接套下端设置螺柱B，螺柱B下端与管夹连接，

在螺柱A和螺柱B上均设置有螺母。

[0015] 本发明提供的另一种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的工作方

法，包括所述的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

（1）将横板两端的抗冲击吊筒的上端面固定于机架或天花板上，通过调节可伸缩机构

的螺柱A和螺柱B伸入连接套的深度来调节可伸缩机构的长度，进而调节管夹的高度，使管

夹适应管道的安装高度；

（2）在工作时，当管道受到外力发生振动时，管道受到的力会通过可伸缩机构和横板传

动，将能量传递给抗冲击吊筒，进而使抗冲击吊筒受到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的振动应力，当

抗冲击吊筒受到竖直方向的振动应力时，会使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塔

型螺旋弹簧产生振动，并产生竖直方向上的变形位移，将管道受到的外界能量进行缓冲并

吸收消耗，对管道及吊架进行保护，当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塔型螺旋

弹簧受到较大的振动应力时，螺杆两侧的缓冲垫能避免上封盖和下封盖撞击到螺杆上；

（3）当抗冲击吊筒受到水平方向的振动应力时，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和喇叭环形金属

橡胶B也能产生横向的振动，将管道受到的外界能量进行缓冲并吸收消耗，对管道及吊架进

行保护。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能对管道进行固定，并通过设置喇

叭环形金属橡胶A、和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能吸收管道受到的水平方向的振动应力和竖直

方向的振动应力。

[0017] 为使得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

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说明。

附图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的主视图；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图1的仰视图；

图3为本发明实施例A-A剖视图；

图4为为本发明实施例抗冲击吊筒的结构示意图；

图中：100-抗冲击吊筒；110-筒体；111-通孔；120-上封盖；130-下封盖；131-凸台；140-

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141-喇叭部A；142-空心腔体A；150-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151-喇叭部

B；152-空心腔体B；160-螺杆；161-缓冲垫；170-塔型螺旋弹簧；200-横板；300-可伸缩机构；

310-安装块；320-螺柱A；330-连接套；340-螺柱B；400-管夹。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如图1~4所示，一种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包括横板200，在横板200两

端均设置有抗冲击吊筒100，在横板200下端设置有可伸缩机构300，在可伸缩机构300下端

设置有管夹400。将横板200两端的抗冲击吊筒100的上端面固定于机架或天花板上，通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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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可伸缩机构300的长度，进而调节管夹400的高度，再通过管夹400对管道进行夹紧固定，

完成对管道的固定安装。

[0020] 本实施例中，所述抗冲击筒包括筒体110，在筒体110上端设置有上封盖120，在筒

体110下端设置有下封盖130，在筒体110朝向横板200的一侧设置有通孔111，横板200通过

通孔111伸进筒体110内，在上封盖120下端面设置有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140，喇叭环形金属

橡胶A140上端面固定在上封盖120下端面，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140下端面与横板200上端面

贴合，在下封盖130上端面设置有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150，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150下端面固

定在下封盖130上端面，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150上端面与横板200下端面贴合，在喇叭环形

金属橡胶A140、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150和横板200上穿设有螺杆160，在螺杆160的两侧设置

有螺母，通过螺杆160与螺母，将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140与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150分别固定

在横板200的上端面和下端面。当抗冲击吊筒100受到水平方向或竖直方向的振动应力时，

会使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140、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150、塔型螺旋弹簧170产生振动，并产生

水平方向或竖直方向上的变形位移，将管道受到的外界能量进行缓冲并吸收消耗，对管道

及吊架进行保护。

[0021] 本实施例中，所述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140包括截面为梯形的喇叭部A141，在喇叭

部A141内部设置有空心腔体A142。

[0022] 本实施例中，所述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150包括截面为梯形的喇叭部B151，在喇叭

部B151内部设置有空心腔体B152。

[0023] 本实施例中，在空心腔体B152内部设置有塔型螺旋弹簧170，塔型螺旋弹簧170放

置在下封盖130上端面。

[0024] 本实施例中，在下封盖130上端面设置有用以防止塔型螺旋弹簧170水平移动的凸

台131。

[0025] 本实施例中，在螺杆160两端设置有缓冲垫161。当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140、喇叭环

形金属橡胶B150、塔型螺旋弹簧170受到较大的振动应力时，螺杆160两侧的缓冲垫161能避

免上封盖120和下封盖130撞击到螺杆160上。

[0026] 本实施例中，所述可伸缩机构300包括安装块310，在安装块310的下端设置有螺柱

A320，在螺柱A320下端设置有连接套330，连接套330上端与螺柱A320连接，连接套330下端

设置螺柱B340，螺柱B340下端与管夹400连接，在螺柱A320和螺柱B340上均设置有螺母。通

过调节可伸缩机构300的螺柱A320和螺柱B340伸入连接套330的深度来调节可伸缩机构300

的长度，进而调节管夹400的高度，使管夹400适应管道的安装高度。

[0027] 本发明提供的另一种技术方案是：一种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的工作方

法，包括所述的基于金属橡胶的减振抗冲击吊架；

（1）将横板200两端的抗冲击吊筒100的上端面固定于机架或天花板上，通过调节可伸

缩机构300的螺柱A320和螺柱B340伸入连接套330的深度来调节可伸缩机构300的长度，进

而调节管夹400的高度，使管夹400适应管道的安装高度；

（2）在工作时，当管道受到外力发生振动时，管道受到的力会通过可伸缩机构300和横

板200传动，将能量传递给抗冲击吊筒100，进而使抗冲击吊筒100受到水平方向和竖直方向

的振动应力，当抗冲击吊筒100受到竖直方向的振动应力时，会使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140、

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150、塔型螺旋弹簧170产生振动，并产生竖直方向上的变形位移，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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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受到的外界能量进行缓冲并吸收消耗，对管道及吊架进行保护，当喇叭环形金属橡胶

A140、喇叭环形金属橡胶B150、塔型螺旋弹簧170受到较大的振动应力时，螺杆160两侧的缓

冲垫161能避免上封盖120和下封盖130撞击到螺杆160上；

（3）当抗冲击吊筒100受到水平方向的振动应力时，喇叭环形金属橡胶A140、和喇叭环

形金属橡胶B150也能产生横向的振动，将管道受到的外界能量进行缓冲并吸收消耗，对管

道及吊架进行保护。

[0028] 上述操作流程及软硬件配置，仅作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发明

的专利范围，凡是利用本发明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同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相

关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发明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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