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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 品牌的结构支座最早于上世纪50年代开发，用于支承桥梁。

1957年，Andre 支座首次被安装，用以支承位于英格兰林肯郡的佩尔汉姆大桥。 如今全世界已有
成千上万的大桥内部安装叠层支座。 它已成为一种标准的建造方式。

早在一开始，ANDRE 就不断发展，开发出用以支承和隔离建筑物的叠层橡胶支座。 ANDRE 是英
国首家为建筑物提供隔震服务的公司。 位于伦敦的Albany Court 公寓大楼成为世界上首座采用
ANDRE 叠层天然支座以隔离来自地铁车站的振动的建筑物。

隔离原理

建筑物的隔离通过使用复合支座来实现。而这些复合支座通常由橡胶和钢制成，安置在地面和受
保护的结构之间。由于支座采用挠性设计，其可大大减少来自任何干扰源的振动传递。虽然不能
吸收通过地下传来的振动能量，但支座可防止地面振动频率与结构物自振频率趋于一致，从而避
免发生能量传递。

要想有效发挥功用，隔离支座必须能够：

- 支承建筑物及所含设施的重量；

- 使建筑物获得一个低于地面主要扰动频率的固有频率；

- 减少共振的传递；

- 具有能够经受实践考验的使用寿命；

- 抵抗老化作用，提供长期稳定性。

寿命

世界各地的建筑物都采用固定架来提供支承，防止住户感受到振动或听到噪声。当一座建筑物至少
需要具有60年的使用寿命时，耐久性和经实践证明的业绩记录在此行业中至关重要。 对于结构工
程师和建筑师来说，他们非常关心的一点就是我们的产品是否拥有经实践证明的耐久性。

对首批Andre 建筑支座的检验结果表明，50多年后它们仍保持良好状况，性能符合预期用途，建
筑物内并无可察觉到的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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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特瑞堡来说，最佳效果是让人们感觉不到支座的存在。当隔离好原本存在的噪声和振动后，人
们便不会认为这方面还存在问题。

支座承载的是豪华的Albany Court公寓大楼，而在其下方正是繁忙的圣詹姆斯公园地铁站。

参与这些早期项目让特瑞堡有机会直接获得试验数据，从而能够鉴定建筑物隔离支座中的橡胶复合
物的特性。

也许不同于其它应用，我们不会花费研究和开发时间来合成新的橡胶配方，而是需要鉴定支座的橡
胶复合物的全面特性。 这是规格制定者们所需要的内容。 他们需要依赖我们提供的技术标准，特
别是当他们建造的建筑物投资额高达5亿美元甚至更多时更是如此。

所有聚合物随着时间推移都会不可避免地硬化，但支座必须长期保持挠性，以隔离噪声和振动。 
佩尔汉姆大桥的支座曾在1994年做过检测，结果表明37年后它们的硬化幅度小于10%，而这一幅
度在设计阶段已完全考虑到。



The largest development in Oxford Street for the last 40 years, Park House occupies an entire island site opposite the 
Selfridges department store in the West End of London. It is a high-quality urban regeneration development which integrates 
three floors of retail space, prime west-end offices and 39 high specification residential units in one impressive building. The 
exclusive retail space lifts the quality and vitality of the surrounding public realm, anchoring and revitalising this important, 
western end of the world famous Oxford Street.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during construction was its proximity to Marble Arch Tube Station, part of London’s underground 
rail system, because of vibration and noise from the trains. Trelleborg Ridderkerk has contributed to the design and finally 
supplied individually engineered, specially manufactured rubber bearings, which are installed underneath and within buildings 
to protect them from problems of this sort. The bearings are installed at the sub-basement level, under the building’s two 
central 
cores – complex towers of steel-reinforced concrete that form the backbone of the building.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bearing in use, each one individually specified and tested. The highest level of noise and 
vibration isolation is needed on the second floor, where the luxury accommodation begins. The steel columns here are 
supported by high-specification bearings included in 44 modular steel assemblies, some of which weigh more than two 
metric tons. There are bearing assemblies at lower levels to isolate the towers and several hundred smaller bearings, 110 
millimetres across, fitted around the perimeter of the first floor to ensure that the exterior cladding cannot transmit vibrations 
from below.

For one of our most complex challenges at Park House, we developed a state-of-the-art solution using specialised ‘flat 
jacks’ to install bearings that will restrain any horizontal forces. The flat jack technology was used in Park House to aid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horizontally acting bearings around the perimeter of the two cores.  When grout is pumped under pressure 
inside the jack’s circular cavity, the steel casing expands and compresses the bearings. Once the grout has set, the bearings 
are permanently compressed and able to withstand sideways forces.

作为过去40年里牛津街上最大的开发地块，Park House 占据了伦敦西区的塞尔福里奇
（Selfridges）百货公司对面的一整块地段。 这是一个高品质的城市改造项目，在一栋建
筑内综合了三层零售空间、一流的西区办公区及39个高规格住宅单元。 独有的零售空间提
升了周边公共区域的品质和活力，让这条享誉世界的牛津街进一步巩固了重要地位，并焕
发生机。

由于列车行进会带来振动和噪声，施工中遇到的一大挑战是其位置过于靠近伦敦地下轨道
系统的大理石拱门（Marble Arch）地铁站。 特瑞堡集团参与了设计并最终提供了特制的
橡胶支座，它们安装于建筑物的下部和内部，用以提供相应的保护。 支座安装于地下室二
层层面，位于建筑物两个中央核心（形成建筑物主体的两个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大厦）的下
方。

使用的支座共有三种类型，每一种都分别进行规格设定和测试。 从二楼开始向上是豪华房
间，这里需要最高水平的隔音隔震能力。 这里的钢柱通过高规格支座来支承，它们含在44
个模块化钢制总成中，其中一些总成的重量甚至超过两吨。 下层支座总成用于隔离大厦，
另外在第一层的整个周长上设有数百个小型支座（跨度110毫米），以确保外壁覆层不会将
下部振动传递上去。

一年会有两百万人次从牛津街上的Park House 公寓经过。他们绝对意想不到，由于使用特
瑞堡支座，在零售商店上部房间内，噪音竟变得如此之小。

Park House公寓
英国伦敦牛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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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由顾问和建筑师组成的设计团队为伯明翰国际会展中心建造了11间会堂。 他们需要面对一系列难题，其
中较突出的一个难题是有一条地铁隧道正好位于施工现场下方。 建筑物的一大功能就是供伯明翰市立交响乐
团（CBSO）使用，因此完美的音响效果是重要设计标准之一。 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建筑物的筏形基础下方运
用Andre 橡胶叠层支座进行隔离。

最终设计采用了2,000多个支座，每个尺寸为300mm×300mm×125mm深（12"×12"× 5"）。 这些支座由
相应材料精准合成，使得每个支座的使用荷载可达到40吨，并能够隔离约40Hz的主频率。 这些支座以8个为
一组，位于从桩基础上升起的柱头上，负载着用以承接上层建筑的混凝土排基。 橡胶支座为建筑物与其基础
之间提供了一个物理屏障。

交响乐厅 英国伯明翰 榴莲壳剧院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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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著名的布罗德盖特（Broadgate）商业区，赫然矗立着两座大楼。 一座是165米、35层高的布罗德
盖特大厦，从平面设计图上看呈一个平行四边形，并带有独特的外部交叉支撑。 另一座是比肖普斯盖特201
号，这是一个13层的写字楼，从平面设计图上看大致呈一个带有中央中庭的三角形。 两栋楼通过玻璃屋顶
（下部为一个7层高的拱廊）相连通。 这是大都市型的建筑风格，布罗德盖特大厦是位列Tower 42和
Gherkin之后的伦敦第三高建筑。 两座大楼位于利物浦街的铁路轨道之上，因而也采用了Andre 隔震支座
作为支承。

荷兰国家文物局（NHB）是一所研究考古、纪念物和文化景观的研究院。 文物局主要检查全国哪些方面的遗
产和文物应得到保护，并且应如何对其维护。 文物局会基于该调查为他人就保护珍贵的人工制品提供建议。

自2009年起，国家文物局就搬到了位于阿默斯福特的一座新建筑中，这里安设了一间独特的文物馆，还有纪
念物档案及大量的照片和绘画。 该建筑尤其以令人惊叹的建筑式样而闻名。 这一当代建筑物由西班牙建筑师
Juan Navarro Baldeweg设计。这座建筑距离繁忙的高速铁路线（从阿默斯福特到兹沃勒）不到9米。 此建
筑下部采用了ANDRE的高性能隔震支座用以隔离和保护建筑物免受剧烈地面振动的干扰。

国家文物局 荷兰 比肖普斯盖特和布罗德盖特大厦 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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