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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双曲面球形减隔震（DSSI）支座是一种具有 2 个曲面摩擦副的球形滑动支座，能有效减小结构

摘

地震响应。在强地震区，竖向地震荷载将引起支座接触压应力的明显变化，而摩擦系数及恢复力与支
座接触压应力相关，忽略这种相关性会明显影响支座的滞回性能，进而影响结构振动反应的分析结
果。为此，文中针对摩擦材料为改性超高分子聚乙烯（MSM）的 DSSI（MSM-DSSI）支座，首先开展不同

接触压应力下干摩擦支座的压剪试验，确定摩擦系数及水平恢复力与支座接触压应力相关性。然后，
根据试验结果，拟合得到干摩擦支座的摩擦系数关于变接触压应力的计算公式。最后，建立支座的有
限元模型，验证有限元模型的正确性，进而分析变接触压应力的波动幅值、频率和时间相位差对 MSMDSSI 支座滞回性能的影响规律。结果表明，在文中研究范围内，变接触压应力下 MSM-DSSI 支座的滞

回曲线呈现为非规则的多边形；滞回曲线的形状主要与变接触压应力波动频率和时间相位差相关；最
大水平恢复力主要与变接触压应力波动幅值相关，最大变化幅值为 69％，MSM-DSSI 支座的耗能能力
会随着变接触压应力变化出现增强或减弱情况，最大变化幅值为 29.85％。

关键词：DSSI 支座；改性超高分子聚乙烯（MSM）；变接触压应力；压剪试验；拟合计算公式；有限元分
析；滞回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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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ouble spherical seismic isolation（DSSI）bearing is a kind of spherical sliding bearing with two curved
friction pairs. It has been recognized as an efficient device for decreasing the seismic response of a structure during

an earthquake excitation. In the intensive earthquake area，the obvious change of contact compressive stress is
caused by the vertical seismic load. Moreover，the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restoring force are both related to the

contact compressive stress of the bearing. Ignoring this correlation will obviously affect the hysteretic behavior of

the bearing，and then affect the analytical results of the structural vibration response. In view of this，firstly，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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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cyclic tests of MSM-DSSI bearing（DSSI bearing with modified ultrahigh molecular weight polyethylene

（MSM））at different contact compressive stress were carried out to deter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ontact pres⁃
sure stress and recovery force，friction coefficient. Then，on the base of the tests results，the calculation formula

of friction coefficient under variable contact compressive stress of the bearing was fitted. Finally，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MSM-DSSI bearing was established and verified，and then the influence of amplitude，frequency and

time phase difference of variable contact compressive stress on the hysteretic behavior of DSSI bearing was ana⁃

lyz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the scope of this paper.（Ⅰ）the hysteresis curve of the MSM-DSSI bearing ap⁃
pears as an irregular polygons under variable contact compressive stress；
（Ⅱ）The shape of the hysteretic curve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fluctuating frequency and time phase difference of the variable contact compressive stress；

（Ⅲ）The maximum horizontal restoring force is mainly related to the fluctuating amplitude of variable contact pres⁃
sure stress，and the maximum variation amplitude is 69%；（Ⅳ）With the change of variable contact pressure

stress，the energy dissipation capacity of the bearing increases or decreases，and the maximum variation ampli⁃
tude is 29.85%.

Key words：DSSI bearing；modified ultra-high molecular weight polyethylene（MSM）；variable contact compres⁃
sive stress；dynamic cyclic tests；fitting formula；finite element analysis；hysteretic behavior

引言
双曲面球形减隔震（DSSI）支座是由转动凹球面的上支座板、双凸球面中支座、摆动凹球面的下支座板
和摩擦材料组成的球形滑动支座［1］，其工作原理与摩擦摆（FPS）支座相同。因其具有承载能力高、耗能能力
好、抗扭转能力突出以及具有自恢复性能优异［2－3］，已经广泛地运用到现有桥梁建设中，如广东华阳特大桥
和韩江特大桥、山西三门峡黄河公铁两用大桥、福州道庆洲大桥等［4－7］。

在强地震区，竖向地震动显著，DSSI 支座的接触压应力在地震时会有明显变化，这将导致支座的摩擦系

数和恢复力有明显差异，进而对结构的地震响应产生影响。焦常科等［8］仅考虑变接触压应力对摩擦系数的

影响，对竖向地震作用下带有 FPS 支座的连续梁桥进行有限元分析，指出忽略这一影响会低估桥墩的反力。
金德［9］和张永亮等［10］对竖向地震下 FPS 支座隔震桥梁的地震响应进行研究，考虑了接触压应力对 FPS 支座

恢复力的影响，忽略了接触压应力对摩擦系数影响，得到随着竖向地震动强度增加，桥墩的地震响应会有增
加和减小情况发生。

DSSI 支座中常用的摩擦材料有聚四氟乙烯（PTFE）、改性聚四氟乙烯（如玻璃纤维增强聚乙烯（GFR－

PTFE））、超高分子聚乙烯（UHMWPE）。Constantinou 等［11］、Mokha 等［12］、庄军生等［13］和 NIMA 等［14］的研究表

明，接触压应力和相对滑移速度是影响摩擦系数变化规律的主要原因。这些材料的摩擦系数会随着接触压
应力增加而非线性减小，随着相对滑移速度的增加而非线性增加，这是因为这些材料在硬金属基材支持下
实际接触面积不会明显增加，摩擦系数可以近似等于材料的剪切强度与接触压应力比值，且剪切强度与速
度成正比［15］。这也表明较低加载速率下测得材料的摩擦系数与接触压应力的相关规律，可以间接反映地
震作用下相应规律。
与常用的摩擦材料相比，改性超高分子聚乙烯（MSM）具有更好的耐磨性和承压性，现已用于福州道庆

洲大桥。现有研究已经明确了润滑状态下 MSM 与接触压应力的关系［16］，未涉及干摩擦状态。考虑干摩擦是

MSM 在实际工程中常见润滑状态，且是时间作用下润滑摩擦状态的最终形式，明确干摩擦状态下 MSM 与接
触压应力的关系是有必要的。

为研究在干摩擦状态下摩擦材料为 MSM 的 DSSI（MSM-DSSI）支座的摩擦系数及恢复力与接触压应力的

相关性，以及变接触压应力对支座的滞回性能影响。文中设计与制作隔震半径为 10 m 的 MSM-DSSI 支座，润
滑状态为干摩擦。先通过支座压剪试验，测得不同接触压应力下支座的滞回曲线和摩擦系数，明确水平恢

复力及摩擦系数与接触压应力相关性。然后，根据试验结果，拟合出考虑变接触压应力的支座摩擦系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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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公式。最后，建立有限元模型，在验证有限元模型正确的基础上，对变接触压应力的波动幅值、频率和时
间相位差对支座滞回性能的影响规律进行研究。

1

变接触压应力下 DSSI 支座工作原理
DSSI 支座的初始和水平滑动状态如图 1（a）和（b）所示，其中，D 为上下支座之间出现水平相对位移；R1

为摆动球面的曲率半径；R2 为转动球面的曲率半径；H 为两个球面中心之间的距离，H>>D；h 为中支座的高

度；α 为水平相对位移出现后球面中心直线与垂直方向之间的角度。忽略支座本身的质量，水平运动下摆动

面受力状态如图 1（c）所示，其中，N 为上板和中支座之间的压力，垂直于球形滑动面，并指向中支座的中心；
W 为上部结构的垂直荷载；Ff 为中支座与摆动面之间摩擦力。压力 N 的垂直分量 Nv 应等于上部结构的垂直
荷载 W。压力的水平分量 Nh 和 W 之间的关系写为：
N h = N v tg α = W ⋅

D
H 2 - D2

≈

WD
H

（1）

H = R1 + R2 - h

（2）

DSSI 支座的水平恢复力 F 等于压力 N 与摩擦力 f 在水平方向的分力之和，如式（3）所示。
W
F = N h + μN ⋅ cos α ⋅ sgn Ḋ ≈
D + μW ⋅ sgn Ḋ
H

( )

( )

（3）

式中：μ 为 DSSI 支座的摩擦系数；Ḋ 为上下支座之间水平相对速度；sgn Ḋ 是关于 Ḋ 的符号函数。

( )

Fig. 1

图1

DSSI 支座工作原理

Working mechanism of DSSI bearing

为了简化计算，做出以下假设：
（1）运动到某一位置时，中支座摆动面摩擦板的摩擦系数为恒定；

（2）因 DSSI 支座的摆动角 α 小于 2.5°，可以用中支座摆动面摩擦板的竖向投影面积 A 代替中支座与摆动

面的实际接触面积。

当考虑竖向地震荷载时，接触压应力 s 会随着时间明显变化，且摩擦系数 μ 与接触压应力 s 相关，故将式
（3）改为式（4）：
F (t) ≈

σ (t) A
D + μ ( σ ( t )) σ ( t ) A ⋅ sgn Ḋ
H

( )

2

不同接触压应力下 MSM-DSSI 支座的压剪试验

2.1

试验概况

（4）

用于压剪试验的 MSM-DSSI 支座如图 2 所示，相关参数见表 1。上支座、中支座和下支座采用 Q235B 钢，

弹性模量为 200 GPa，泊松比为 0.25，屈服强度为 304 MPa；上摩擦材料和下摩擦材料使用是德国 MAURER 公
司生产 MSM，其弹性模量为 833 MPa，拉伸时断裂强度为 32.8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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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M-DSSI 试验支座参数

Table 1 Geometric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MSM-DSSI bearing
参

数

数

地震位移（mm）
摆动半球面半径（mm）

图2

Fig. 2

The photo of MSM-DSS bearing

250

9 600
410

转动球面半径（mm）

MSM-DSSI 试验支座实物照片

值

6 000

设计荷载（kN）

10 000

支座隔震半径（mm）

试验是在衡水橡胶总厂的 20 000 kN 电液伺服压剪系统（以下称压剪机）上进行，具体加载装置如图 3 所
示。通过压剪机的竖向油缸将支座接触压应力调整为 15、30、45、60、75 和 90 MPa。利用压剪机水平油缸沿
支座水平按照 d ( t ) = 220 sin ( 2π × 0.02 × t ) 进行正弦波位移加载，加载制度如图 4 所示，其中预压 2 min 是去
除支座中间隙。

图3

图4

试验加载装置

Fig. 3

Fig. 4

Test setup

加载时程曲线
Loading protocol

2.2 试验结果
2.2.1 水平恢复力与接触压应力的相关性
水平恢复力与接触压应力的相关性，可通过压剪试验测得支座的滞回曲线表明。图 5 为不同接触压应
力下试验支座的滞回曲线。从图 5 可知，随着接触压应力从 15 MPa 增加到 90 MPa，支座的水平恢复力会不
断提高，其中最大增加幅值为 273.8％。
2.2.2 摩擦系数与接触压应力的相关性

摩擦系数与接触压应力的相关性，可通过压剪试验测得支座的瞬时摩擦系数表明。图 6 为不同接触压
应力下试验支座的瞬时摩擦系数，图中支座的瞬时摩擦系数是依据式（3）推导出的，具体如式（5）所示：
F
D
μ ins =
（5）
H W
式中，F、D 是试验测得。从图 6 可知，随着接触压应力从 15 MPa 增加到 90 MPa，支座的瞬时摩擦系数呈现先
减小后稳定的趋势，最大减小幅值为 54.2％。

图5

Fig. 5

不同接触压应力下 MSM-DSSI 支座的滞回曲线

Hysteresis loops of MSM-DSSI bearing at different
contact compressive stress

图6

不同接触压应力下 MSM-DSSI 支座的瞬时摩擦系数

Fig. 6

The instantaneous friction coefficient of MSM-DSSI

bearing at different contact compressiv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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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系数关于接触压应力的计算公式
根据文献［17］，平均摩擦系数 μ ave 通过支座在循环加载下的摩擦耗能 ED 计算获得，计算公式如下：
ED
μ ave =
（6）
4D max W

式中，Dmax 为支座运动中最大滑移距离。

使用平均摩擦系数 μave 对瞬时摩擦系数 μins 进行标准化，得到 μins/μave 与位移相关曲线，如图 7 所示。由图 7

可知，在支座运动过程中，μins/μave 的比值基本在 0.9～1.1 区间，这表明，在支座运动过程中，支座摩擦系数可
用 μave 表示。

根据文献［18］，基于固体润滑理论，支座的 μave 的理论计算公式如下：
μ ave = ks/σ 1 - n

（7）

式中：k 为取决于接触表面形式和 MSM 的弹性模量的一个常数；s 为 MSM 与钢间截面的抗剪强度；n 为一个
常数。

图 8 为不同接触压应力下支座的平均摩擦系数。根据图 8，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出支座中 MSM 材料的

μave 关于变接触压应力计算公式：

μ ave = 0.199 σ 1 - 0.546 , R 2 = 0.97

图 7 不同接触压应力下 MSM-DSSI支座的 μins/μave 与位移相关曲线
Fig. 7

3
3.1

μins/μave displacement curve of MSM-DSSI bearing
at different contact compressive stress

图8

（8）

接触压应力对 MSM-DSSI 支座的 μave 的影响

Fig. 8

Influence of contact compressive stress on
μave of MSM-DSSI bearing

变接触压应力下 MSM-DSSI 支座滞回性能的有限元分析
有限元模型建立
文中利用有限元软件 ABAQUS 对试验支座建立三维实体单元全模型。图 9 为支座的 1/2 全模型，便于理

解支座内部构造。支座的底部采用固定边界条件，支座的顶部仅释放支座水平和竖向位移自由度。竖向荷

载通和水平水平位移是通过上支座上表面的耦合参考点 RF1 施加到支座。把支座有限元模型均采用八节
点六面体线性缩减积分单元（C3D8R），该单元适合弹塑性分析和接触分析［19］。文中支座采用的 Q235B 钢和
MSM 材料均采用各项同性弹性本构模型，本构模型的参数取值见文中第 2.1 节。

为划分较规格的单元，有限元模型采取结构化网格（structured mash）进行网格划分。上支座的网格尺寸

为 18 mm，中支座的网格尺寸为 16 mm，下支座的网格尺寸为 34 mm，支座的摆动和转动面的 MSM 摩擦板的
网格尺寸为 15 mm。

MSM 材料滑动面与 Q235B 钢滑动面设有接触对，Q235B 钢滑动面为主从面。接触使用 surface-surface 接

触，接触面法向采用硬接触，防止单元穿透，接触面切向采用罚函数考虑摩擦系数，使用文中第 2.3 节所拟合
的摩擦系数变化公式，考虑接触压应力变化对摩擦系数的影响。MSM 材料转动面与 Q235B 钢转动面，选用
join 连接单元进行模拟，使这两个转动面的球心一致。
3.2

有限元模型验证

利用第 2 节中不同接触压应力下 MSM-DSSI 支座的压剪试验，验证有限元模型的正确。图 10 为有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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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计算得到的滞回曲线与试验结果进行比较。根据《桥梁双曲面球型减隔震支座》
（JT/T 927－2014）和
图 10，有限元模型计算出的最大水平恢复力、等效刚度与等效阻尼比，与试验测得的结果对比详见表 2。由
表 2，可知有限元计算值与试验值的最大误差在 10％以内，这表明有限元计算结果与试验结果吻合良好。因
此，本模型可进一步用做变接触压应力下 MSM-DSSI 支座的滞回性能分析。

Fig. 9

图9

MSM-DSSI 支座有限元模型

Finite element model of MSM-DSSI bearing

表2

Table 2
接触压应力
（MPa）
15
30
45
60
75
90

Fig. 10

有限元值
（kN）

174.72

165.13

271.41
350.07
423.42
536.35
610.18

Comparison in hysteretic curves between FEM
analyse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有限元模拟与试验结果

最大水平恢复力
试验值
（kN）

有限元模拟与试验结果的滞回曲线对比

FEM analyse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等效屈服刚度

误差/
（％）

试验值
（kN/mm）

有限元值
（kN/mm）

0.80

0.76

5.4

257.68

5.0

336.76

3.8

421.77

0.4

537.73

－0.2

601.51

注：误差=（（试验值－有限元值）/试验值）× 100。

3.3

图 10

1.4

1.23
1.60
2.00
2.55
2.89

等效阻尼比
误差
（％）

试验值

有限元值

误差
（％）

0.44

0.46

－4.5

5.0

1.21

1.6

1.64

2.5

2.00

0

2.36

－7.4

2.71

－6.2

0.40
0.37
0.35
0.36
0.33

0.41
0.38

－2.5
－2.7

0.36

－2.8

0.34

－3.0

0.35

2.7

加载参数设置
文中的变接触压应力通过变垂直荷载实现。考虑在地震前后支座上部所承受的接触压应力保持不变，

变接触压应力的施加荷载公式为：
σ (t) =

{

σ0 , t ≤ t0

[

]

σ 0 + σ A sin 2π × f v × ( t - t 0 ) , t 0 < t ≤ T

（9）

式中：σ0 为接触压应力使用值；σA 为变接触压应力波动幅值；fv 为变接触压应力的波动频率；t0 为变接触压应
力与水平位移荷载的时间相位差；T 为水平加载周期。

文中主要分析参数为变接触压应力波动幅值 σA、变接触压应力的波动频率 fv 和时间相位差 t0。因变接

触压应力变化范围较大，变接触压应力的接触压应力使用值 σ0、波动幅值 σA、波动频率 fv 和时间相位差 t0 组
合过多，所以为了简化分析，对分析参数进行标准化处理，即选用频率比 n（变接触压应力的波动频率
fv 与水
f

平位移的加载频率 fh 的比值）、幅值比 n（变接触压应力波动幅值
σA 与接触压应力使用值 σ0 的比值）和时间
a
相位比 n（时间相位差
t0 与水平位移加载周期 T 的比值）进行参数分析。
t

文中数值模拟中，接触压应力使用值 σ0 为 45 MPa，水平位移的加载频率为 0.02 Hz。频率比 nf 的取值从

0.5 到 2，间隔为 0.5；幅值比 na 取值从 0.25 到 1，间隔为 0.25；时间相位比 nt 取值从 0 到 1，间隔为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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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有限元模拟结果及分析
3.4.1 滞回曲线
图 11 为变接触压应力下 MSM-DSSI 支座的滞回曲线。由图 11 可知，在变接触压应力下 MSM-DSSI 支座
的滞回曲线的形状呈现为非规则多边形，两侧边近似垂直，滞回曲线表现为刚塑性。当幅值比 na 为固定值
时，滞回曲线的形状随着频率比 nf 和时间相位比 nt 改变而改变，这表明变接触压应力的波动频率 fv 时间相位
差 t0 主要影响 DSSI 支座的滞回曲线的形状。当频率比 nf 和时间相位比 nt 为固定值时，随着幅值比 na 从 0 增加
到 2，支座的最大水平恢复力会增加，最大增加幅值为 69％，这表明变接触压应力波动幅值 A 主要影响
MSM－DSSI 支座的最大水平恢复力。

Fig. 11

图 11

变接触压应力下 MSM-DSSI 支座的滞回曲线

Hysteresis loops of MSM-DSSI bearing under variable contact compressiv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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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能能力

图 12 为变接触压应力下 MSM-DSSI 支座的加载循环耗能值。由图 12 可知，随着变接触压应力的频率比

nf、幅值比 na 和时间相位比 nt 的变化，支座的耗能能力会出现增强和减弱情况，其中最大增加幅值为 29.85％，
最大减弱幅值为 16.75％。产生这一现象主要是支座的摩擦系数随着变压应力变化导致。这表明，变接触压

应力波动幅值 A、频率 fv 和时间相位差 t0 对 MSM-DSSI 支座的耗能能力有较大影响，且在变接触压应力下支座
的分析不能忽略变接触压应力对摩擦系数的影响。

Fig. 12

图 12

变接触压应力下 MSM-DSSI 支座的耗能能力

Energy-dissipating capacity of MSM-DSSI bearing under variable contact compressive 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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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1）MSM-DSSI 支座的水平恢复力和摩擦系数与接触压应力相关。在文中研究范围内，支座的水平恢复

力会随着接触压应力增加而不断提高，其中最大增加幅值为 273.8％；MSM-DSSI 支座的瞬时摩擦系数呈现先
减小后稳定的趋势，最大减小幅值为 54.2％。

（2）干摩擦 MSM-DSSI 支座的摩擦系数可用平均摩擦系数表示。根据不同接触压应力下 MSM-DSSI 支座

的压剪试验结果，拟合出考虑接触压应力变化的支座摩擦系数与计算公式，可用于变接触压应力下带有
MSM-DSSI 支座的滞回性能分析。

（3）变接触压应力的波动频率和幅值对 MSM-DSSI 的滞回曲线有影响。变接触压应力下支座的滞回曲

线呈现非规则多边形，两侧边近似垂直，滞回曲线表现为刚塑性。其形状主要是由变接触压应力的波动频

率和时间相位差确定。在本文研究范围内，滞回曲线的最大水平恢复力是由变接触压应力的波动幅值确
定，最大变化幅值为 69％。

（4）变接触压应力对 MSM-DSSI 支座的耗能有影响。在文中研究范围内，随着变接触压应力的波动频

率、幅值和时间相位差的改变，支座的耗能能力会出现增强和较弱情况，其中最大增加幅值为 29.85％，最大
减弱幅值为 16.75％。这表明，在变接触压应力下支座的分析不能忽略变接触压应力对摩擦系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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