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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牺牲结构的复合减震器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牺牲结构的复合减震

器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结构，减震支架和

牺牲结构；所述减震支架设置在壳体结构内部，

用于支撑被保护组件；所述牺牲结构设置在被保

护组件的底端与壳体结构之间；在承受轴向高冲

击过载后，牺牲结构产生塑性形变。本发明的减

震结构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的特点，除如普通减

震器对随机震动的过滤能力外，具有一定的一次

性的超高过载保护能力，主要适用于弹载IMU或

其他弹载平台上的力学敏感系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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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牺牲结构的复合减震器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结构，减震支架(3)和

牺牲结构(5)；

所述减震支架(3)设置在壳体结构内部，用于支撑被保护组件(6)；

所述牺牲结构(5)设置在被保护组件(6)的底端与壳体结构之间；在承受轴向高冲击过

载后，牺牲结构(5)产生塑性形变；

牺牲结构屈服强度PM满足PM<m*a/s；其中m为被保护组件(6)的质量，a为高冲击过载的

值，s为被保护组件(6)与牺牲结构(5)的接触面积；

牺牲结构(5)安装在壳体结构上，在承受轴向高冲击过载后，牺牲结构(5)产生塑性形

变并与被保护组件(6)脱离；

减震支架(3)包括装配支架(3-1)、多个定位栓(3-2)和多个减震垫(4)；所述装配支架

(3-1)中部为通孔，被保护组件(6)套设在通孔内，压在所述牺牲结构(5)的顶端；装配支架

(3-1)的沿周向分布多个定位孔，每个定位孔内设置一个减震垫(4)；减震垫(4)套设在定位

栓(3-2)上，多个定位栓(3-2)用于支撑整个减震支架(3)；

减震垫(4)和被保护组件的谐振频率f满足 k为减震垫的刚度，m被保护

组件的质量，根据被保护组件需要滤除的振动频带调整减震垫(4)的刚度k。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减震器结构，其特征在于，牺牲结构的材质采用的泡沫

铝。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复合减震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牺牲结构的形状为环形或

圆片。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复合减震器结构，其特征在于，当牺牲结构承受的过载大于

10000G小于18000G过载下，牺牲结构屈服强度PM为183Mpa±10％，牺牲结构采用相对密度

0.17铝材的泡沫铝材，被保护组件(6)与牺牲结构(5)的接触面积不大于67mm2。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减震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定位栓(3-2)穿过装配支

架(3-1)的定位孔，灌注硅橡胶在定位栓(3-2)与定位孔之间形成减震垫(4)。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复合减震器结构，其特征在于，被保护组件(6)具有对称的支

耳结构，支耳结构固定安装于减震支架(3)的法兰上。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复合减震器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结构包括上壳体(1)

和下壳体(2)，下壳体(2)具有多个沉头孔，每个沉头孔可通过螺丝连接一个定位栓(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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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牺牲结构的复合减震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牺牲结构的复合减震器，属于减振结构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IMU(Inertial  Measurement  Unit)模块即惯性测量单元，主要用于采集姿态信

息，转化为数据，提供给总系统的处理器，完成姿态解算，配合卫星导航构成组合导航系统，

IMU内的传感器主要包括为角速率传感器，加速度传感器，磁力线传感器，气压传感器等。

[0003] 由于MEMS器件为力学敏感器件，搭载平台在发射/飞行中的震动和过载对基于

MEMS的IMU的惯性测量精度甚至生存产生明显的影响，而高精度MEMS器件的抗过载性能普

遍不高，现有减震方案无法保证高精度MEMS器件在高过载条件下的生存能力。

[0004] 为提高随机震动条件下IMU的测量精度和超高过载(如炮弹发射)条件下的可靠

性，急需提供一种全新的减震方案。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具有牺牲结构的复合减震器，

实现对超高过载保护能力。

[0006] 本发明目的通过如下技术方案予以实现：

[0007] 提供一种具有牺牲结构的复合减震器结构，包括：壳体结构，减震支架和牺牲结

构；

[0008] 所述减震支架设置在壳体结构内部，用于支撑被保护组件；

[0009] 所述牺牲结构设置在被保护组件的底端与壳体结构之间；在承受轴向高冲击过载

后，牺牲结构产生塑性形变。

[0010] 优选的，牺牲结构的材质采用的泡沫铝。优选的，所述牺牲结构的形状为环形或圆

片。

[0011] 优选的，牺牲结构屈服强度PM满足PM<m*a/s；其中m为被保护组件的质量，a为高冲

击过载的值，s为被保护组件与牺牲结构的接触面积。

[0012] 优选的，当牺牲结构承受的过载大于10000G小于18000G过载下，牺牲结构屈服强

度PM为183Mpa±10％，牺牲结构采用相对密度0.17铝材的泡沫铝材，被保护组件与牺牲结

构的接触面积不大于67mm2。

[0013] 优选的，牺牲结构安装在壳体结构上，在承受轴向高冲击过载后，牺牲结构产生塑

性形变并与被保护组件脱离。

[0014] 优选的，还包括；减震支架包括装配支架、多个定位栓和多个减震垫；所述装配支

架中部为通孔，被保护组件套设在通孔内，压在所述牺牲结构的顶端；装配支架的沿周向分

布多个定位孔，每个定位孔内设置一个减震垫；减震垫套设在定位栓上，多个定位栓用于支

撑整个减震支架。

[0015] 优选的，所述定位栓穿过装配支架的定位孔，灌注硅橡胶在定位栓与定位孔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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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减震垫。

[0016] 优选的，减震垫和被保护组件的成谐振频率f满足 k为减震垫的

刚度，m被保护组件的质量，根据被保护组件需要滤除的振动频带调整减震垫的刚度k。

[0017] 优选的，被保护组件具有对称的支耳结构，支耳结构固定安装于减震支架的法兰

上。

[0018] 优选的，所述壳体结构包括上壳体和下壳体，下壳体具有多个沉头孔，每个沉头孔

可通过螺丝连接一个定位栓。

[0019] 本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如下优点：

[0020] (1)本发明的减震结构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的特点，除如普通减震器对随机震动的

过滤能力外，具有一定的一次性的超高过载保护能力，主要适用于弹载IMU或其他弹载平台

上的力学敏感系统应用。

[0021] (2)本发明的减震结构，通过针对不同的负载质量m，可以调整减震垫的材料组分，

改变减震器刚度k，根据 保证随机振动激励频率与f之比大于

[0022] 通过牺牲结构的材料组分调整和截面积调整，可适应不同的炮弹发射条件。

附图说明

[0023] 图1为本发明具有牺牲结构的复合减震器的总体组件图；

[0024] 图2为本发明具有牺牲结构的复合减震器中的减震支架结构示意图；

[0025] 图3为本发明具有牺牲结构的复合减震器中的上壳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4为本发明具有牺牲结构的复合减震器中的下壳体结构示意图；

[0027] 图5(a)为本发明减震支架的俯视图；图5(b)为本发明减震支架的剖视图；

[0028] 图6为本发明具有牺牲结构的复合减震器中的减震支架和被保护组件的装配示意

图；

[0029] 图7为本发明具有牺牲结构的复合减震器中减震支架对下壳体的安装示意图；

[0030] 图8为本发明被保护组件(6)的尺寸示意图；

[0031] 图9(a)为本发明具有牺牲结构的复合减震器的俯视图；图9(b)为本发明具有牺牲

结构的复合减震器的剖面图；

[0032] 图10为本发明具有牺牲结构的复合减震器的上壳体和下壳体的装配示意图；

[0033] 图11(a)为本发明下壳体和牺牲结构安装示意图；图11(b)为本发明下壳体和牺牲

结构安装后的剖面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本发明提出一种具有牺牲结构的复合减震器，由上壳体1、下壳体2，减震支架3、减

震垫4、牺牲结构5组成，其中减震垫4通过模具直接成型于减震支架3上，在工作环境中起到

对内部功能部分的物理保护，使整个组件在传递、运输、使用中成一个整体。该发明具有体

积小，易装配，重量轻，机械强度大，抗高过载的特征。

[0035] 一般认为随机振动的过载小于5000G，频率为10Hz-2000Hz,近似半正弦宽度小于

1ms，减震垫4主要隔离这类振动，并且要保证在震动过程中，减震支架3的角偏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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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

[0036] 此外超高过载的一次性保护是指，通过牺牲结构(5)的塑性形变吸收能量，将

20000G半正弦宽度为8ms-10ms的过载，衰减为小于12000G，使加载于被保护组件6的实际过

载在其可承受的范围内，从而避免在超高过载条件下的失效，由于牺牲结构5的塑性形变只

能发生一次，故只能形成一次性的超高过载保护。

[0037] 在经历超高过载前，减震支架3在牺牲结构5之间直接接触，在超高过载工作时，由

减震垫4和牺牲结构6共同承受过载产生的惯性力，并在惯性力的作用下分别发生弹性形变

和塑性形变，在超高过载应力卸载后，牺牲结构6已发生塑性形变和与减震支架3分离，此时

完全由减震垫4承载减震支架3和被保护组件6，起到隔离随机振动的功能。减震垫4在存储

状态下偏向高过载加速度方向的反方向，以增加牺牲结构6的形变行程，但长期存储的形变

较小，蠕变不会引起减震器失效。

[0038] 如图1所示，为本发明的总体组件图，即本发明的基本形式，它由上壳体1、下壳体

2，减震支架3、减震垫4、牺牲结构5组成，其中减震垫4通过模具直接成型于减震支架3上，如

图5所示。被保护组件6使用M2×4沉头螺丝安装于减震支架3的法兰上，如图6，再将减震支

架3安装在下壳体2和上壳体1的减震垫定位孔，以下壳体2上的定位槽为例，如图7，最后将

上壳体1和下壳体2通过M2×4连接，完成模块装配，如图10。整体模块剖面图如图11。本方案

中，除减震垫4外，其余结构件材料为7A04硬铝。

[0039] 本发明的牺牲结构采用的主要材料为泡沫铝，吸能方式为塑性形变，在一次高冲

击过载后，牺牲结构会产生一定的塑性形变，因此需要通过调整材料的具体力学特性来满

足实际需要。牺牲结构屈服强度PM满足PM<m*a/s；其中m为被保护组件6的质量，a为高冲击过

载的值，s为被保护组件6与牺牲结构5的接触面积。

[0040] 以最大过载15000G，受保护模块质量100g，炮弹出膛速度900m/s ,炮身长度8m为

例，设计牺牲结构型变量为1.5mm即可满足卸载10000G以上的过载，且行程不影响超过减震

器(减震支架和减震垫)允许的型变量。

[0041] 例如：在15000G过载下，100g负载的惯性力为14700N，牺牲结构为环形，内环直径

17mm，外环直径19mm。截面积56.5mm2，过载对牺牲结构截面的压强P0＝14700N/56.5mm2＝

260Mpa，设计屈服强度PM为P0*0.707＝183MPa。本例中使用的泡沫铝材为相对密度0.17的铝

材，有效应变为0.05-0.7，需设计限位装置，避免应变超过0.7，当该铝材发生50％应变时可

吸收约2.5MJ/cm3的能量，实验室15000G，20us的冲击大约产生了0.4mm的形变。

[0042] 制备材料时通过调整氯化钠的比例和颗粒大小调整材料密度，相对密度不变的条

件下调整合金成分可调整屈服强度。一般泡沫铝材密度越小，屈服区越宽，在屈服区内，泡

沫铝材可持续发生应变，并且屈服强度不变，利用这种材料特性，可根据需要保护的过载设

置材料的屈服强度，并通过调整牺牲结构的截面积调整接触面的压强。

[0043] 牺牲结构作为一次性使用的减震产品，可使用于炮弹发射等，一次性受到大冲击

的场合，能够实现对200us不大于20000G的过载衰减，衰减率50％～70％。

[0044]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最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局限于此，

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轻易想到的变化或替换，

都应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45] 本发明说明书中未作详细描述的内容属于本领域专业技术人员的公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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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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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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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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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b)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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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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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图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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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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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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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a)

图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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