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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铁路桥梁防撞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铁路桥梁防撞结构，属

于桥梁工程安全防护技术领域。所述铁路桥梁防

撞结构包括：舷体由钢质外板和钢质背板组成，

钢质外板的外壁涂覆有复合材料涂层；钢质隔板

和波纹板均设置在舷体内部；波纹板设有若干

层，均平行于钢质背板设置，相邻两层波纹板之

间通过钢质隔板隔开；聚氨酯泡沫填充物填充在

波纹板与钢质隔板之间的结构空隙。本实用新型

所述防撞结构通过将钢板与柔性吸能的复合材

料结合，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保证整体装置具有

足够的刚度和缓冲耗能的能力，同时内部波纹板

和聚氨酯泡沫也具有很好的缓冲吸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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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铁路桥梁防撞结构，为一种护舷式柔性防撞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舷体、复合

材料涂层(2)、钢质隔板(3)、波纹板(5)和聚氨酯泡沫填充物(6)；

所述舷体由钢质外板(1)和钢质背板(4)组成，其中所述钢质外板(1)作为所述舷体的

底板和侧壁板一体成型，所述钢质背板(4)作为所述舷体的顶板，所述顶板与所述侧壁板焊

接连接将所述舷体形成封闭结构；所述钢质背板(4)通过螺栓结构与被防护桥墩连接；所述

钢质外板(1)的外壁涂覆有所述复合材料涂层(2)；

所述钢质隔板(3)和波纹板(5)均设置在所述舷体内部；所述波纹板(5)设有若干层，其

横截面呈波纹状，所述若干层波纹板(5)均平行于所述钢质背板(4)设置，相邻两层波纹板

(5)之间通过钢质隔板(3)隔开；

聚氨酯泡沫填充物(6)填充在波纹板(5)与钢质隔板(3)之间的结构空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铁路桥梁防撞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钢质外板(1)在底板和

侧壁板连接处均设置为圆角。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铁路桥梁防撞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材料涂层(2)为玻

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铁路桥梁防撞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波纹板(5)与钢质隔板

(3)之间无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铁路桥梁防撞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波纹板(5)的两端通过

铰接螺栓铰接连接钢质外板(1)，在波纹板(5)受力变形时，所述波纹板(5)的端部绕铰接螺

栓旋转。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铁路桥梁防撞结构，其特征在于，相邻两层的波纹板(5)其中

一层波纹板(5)的波峰顶部为另一层波纹板(5)的波谷。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铁路桥梁防撞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波纹板(5)设有三层，所

述钢质隔板(3)设有两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铁路桥梁防撞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钢质外板(1)由薄壁钢

板制造；所述波纹板(5)的材质为钢板。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铁路桥梁防撞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钢质隔板(3)与所述钢

质背板(4)平行布置，且所述钢质隔板(3)的两端均与位于所述钢质隔板(3)两侧的钢质外

板(1)焊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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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铁路桥梁防撞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铁路桥梁防撞结构，属于桥梁工程安全防护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跨越江海且具有通航功能的桥梁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为防止桥梁在

运营过程中遭受大型船舶的直接撞击作用，在通航孔桥墩位置安装防撞装置已成为普遍采

用的工程措施。根据对防撞装置实际运营情况的调研来看，因防撞装置设计不合理和质量

问题等导致的装置被洪水冲走、装置连接部位破断、装置因生锈导致性能退化、强烈撞击导

致船舶自身首先破损等问题说明防撞装置的设计和相关结构构造还有待进一步优化。

[0003] 目前，桥墩防撞装置按材料分，包括钢、混凝土、木、绳索、复合材料及其组合等种

类。传统的钢护舷防撞装置采用薄钢板作为面板，抗冲击性能有限，在船舶撞击下(尤其是

球艏撞击时)钢面板过早地被刺穿，使相关构件的耗能有限，导致防撞装置整体消能效率

低。另一方面，钢护舷中主要耗能的水平和竖向钢板组成的结构，大多具有各向同性的刚

度，竖向和水平向刚度差异不大，在船撞作用下既可能发生失稳破坏，也可能发生压弯破

坏，两种破坏模式消能效率相差较大，使得钢护舷消能性能不稳定，无法预计其在实际工程

中的效果。采用全复合材料的柔性防撞装置在刚度方面存在不足，船舶撞击后易碎，可能导

致船舶对桥墩的二次撞击，因而其防撞效果不佳、撞后修复的难度较大。

[0004] 目前在开展桥梁防撞装置设计时，往往由厂家配合设计单位直接出具方案设计

图，缺少考虑不同船型撞击作用、损伤过程、长期使用性能的桥梁防撞详细设计，基于桥墩-

防撞装置-船舶综合性能的防撞设计尚未出现。导致部分桥墩防撞装置出现之前提及的相

关问题，未能充分发挥作用。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针对上述提及的防撞装置在结构构造和设计方法方面存在的不足，本实用新型的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铁路桥梁防撞结构——钢-波纹夹层复合材料护舷式柔性防撞结构，并

提出不同超越概率船舶撞击力作用下基于性能的桥梁-防撞结构-船舶协同设计方法。

[0006]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铁路桥梁防撞结构，为一种钢-波纹夹层复合材料护舷式柔性防撞结构，包括

舷体、复合材料涂层、钢质隔板、波纹板和聚氨酯泡沫填充物；

[0008] 所述舷体由钢质外板和钢质背板组成，其中所述钢质外板作为所述舷体的底板和

侧壁板一体成型，所述钢质背板作为所述舷体的顶板，所述顶板与所述侧壁板焊接连接将

所述舷体形成封闭结构；所述钢质背板通过螺栓结构与被防护桥墩连接；所述钢质外板的

外壁涂覆有所述复合材料涂层；

[0009] 所述钢质隔板和波纹板均设置在所述舷体内部；所述波纹板设有若干层，其横截

面呈波纹状，所述若干层波纹板均平行于所述钢质背板设置，相邻两层波纹板之间通过钢

质隔板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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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聚氨酯泡沫填充物填充在波纹板与钢质隔板之间的结构空隙。

[0011] 进一步的，所述钢质外板在底板和侧壁板连接处均设置为圆角。

[0012] 进一步的，所述复合材料涂层为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波纹板与钢质隔板之间无固定连接。

[0014] 进一步的，所述防撞护舷沿竖直或横向方向多排布置，相邻的防撞护舷的端部之

间为接触或不接触。

[0015] 进一步的，所述波纹板的两端通过铰接螺栓铰接连接钢质外板，在波纹板受力变

形时，所述波纹板的端部绕铰接螺栓旋转。

[0016] 进一步的，相邻两层的波纹板其中一层波纹板的波峰顶部为另一层波纹板的波

谷。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波纹板设有三层，所述钢质隔板设有两层。

[0018] 进一步的，所述钢质外板由薄壁钢板制造；所述波纹板的材质为钢板。

[0019] 进一步的，所述钢质隔板与所述钢质背板平行布置，且所述钢质隔板的两端均与

位于所述钢质隔板两侧的钢质外板焊接连接。

[0020]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21] 本实用新型所述钢-波纹夹层复合材料护舷式柔性防撞结构通过将钢材与波纹夹

层复合材料进行合理组合，由外包钢板直接承受意外的船撞作用，同时，船舶撞击力通过钢

板传递给内部波纹板，其在水平方向上发生自由形变，把面外力转换成横向变形，能够更好

的将力传递和分散，不仅使防撞结构具有稳定可控的抗力-位移光滑曲线和变形模式，而且

能够使整个耗能构件有了稳定的破坏模式及高效的缓冲吸能能力。外表面的玻璃纤维增强

复合材料涂层以及内部填充的聚氨酯泡沫也具有很好的缓冲吸能效果，因此该防撞结构能

够防止船舶撞击力过多地传递给桥墩，有效避免桥墩吸能过多发生损伤甚至倒塌，同时通

过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及聚氨酯泡沫等良好的缓冲吸能作用，减少撞击对船舶产生的反

作用，保护船舶以及船乘人员的安全。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实用新型所述铁路桥梁防撞结构的截面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实用新型所述钢质背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实用新型所述铁路桥梁防撞结构的侧立面结构示意图；

[0025] 其中，1-钢制外板；2-复合材料涂层；3-钢制隔板；4-钢制背板；5-波纹板；6-聚氨

酯泡沫填充物；7-螺栓孔。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附图及实施

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应当理解，此处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仅用以解释本

实用新型，并不用于限定本实用新型。

[0027] 本实用新型从兼具刚度和吸能减振的角度提出一种铁路桥梁防撞结构，为一种

钢-波纹夹层复合材料护舷式柔性防撞结构，如图1～图3所示，包括舷体、复合材料涂层2、

钢质隔板3、波纹板5和聚氨酯泡沫填充物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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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8] 所述舷体由钢质外板1和钢质背板4组成。其中所述钢质外板1作为所述舷体的底

板和侧壁板一体成型，且由薄壁钢板制造，为避免碰撞时连接角刺破或损伤船舶，所述钢质

外板1在底板和侧壁板连接处均设置为圆角。所述钢质背板4作为所述舷体的顶板，所述顶

板与所述侧壁板焊接连接将所述舷体形成封闭结构。所述钢质背板4通过螺栓结构与被防

护桥墩连接，如图2所示，沿所述钢质背板4一周均匀的设有8个螺栓孔7，本实施例中，所述

钢质背板4竖直固定在所述被防护桥墩上，如图3所示。

[0029] 所述钢质外板1的外壁涂覆有复合材料涂层2，形成钢-复合材料组合结构，所述复

合材料涂层2可选为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有较高的比强度，但在

碰撞中容易出现基体分层开裂、纤维断裂等脆性不稳定失效模式，而钢材具有较高的塑性

和稳定的变形模式，且具有较好的耐撞性，钢-复合材料组合结构可以发挥材料各自的力学

优点，使得碰撞中的抵抗变形能力和比吸能都得到明显提高。因此，涂覆了玻璃纤维增强复

合材料的钢质外板在碰撞初期就能吸收事故船舶的部分动能，有效降低防撞护舷的损坏程

度以及船舶接触桥墩的概率。

[0030] 所述钢质隔板3和波纹板5均设置在所述舷体内部。所述波纹板5设有若干层，本实

施例中设置三层波纹板5，所述波纹板5的横截面呈波纹状，三层波纹板5均平行于所述钢质

背板4设置即竖直布置，相邻两层波纹板5之间通过钢质隔板3隔开，所述钢质隔板3的设置

层数通常比波纹板5层数少一层，本实施例中设置有两层钢质隔板3。所述钢质隔板3与所述

钢质背板4平行布置，也竖直布置，且所述钢质隔板3的两端均与位于所述钢质隔板3两侧的

钢质外板1焊接连接。所述波纹板5与前、后钢质隔板3之间不设固定连接，从而使波纹板在

受到面外力时，能够产生更充分的横向形变，更多的消耗撞击能量。所述波纹板5的两端通

过铰接螺栓铰接连接位于所述波纹板5两侧的钢质外板1，波纹板5在受力变形时，所述波纹

板5的端部绕铰接螺栓旋转，使得在具备必要约束的前提下，能够尽可能的保证波纹板形变

的自由，使波纹板的形变更加充分，更好地发挥出波纹结构突出的缓冲吸能作用。相邻两层

的波纹板5其中一层波纹板5的波峰顶部为另一层波纹板5的波谷，如图1所示，采用这种对

齐方式，各层波纹弯板之间可以形成良好的支撑效果，从而提高防撞结构整体结构的抗撞

性能。通过设置多层波纹板5，相邻两层波纹板5之间通过钢质隔板3隔开，且钢质隔板和波

纹板的两端均固定的方式，可在保证波纹板缓冲吸能作用的前提下，同时保证整个被动防

撞装置的结构稳固性，且所述防撞装置外部受的撞击力经多层结构缓冲吸能，从而有效保

护防撞装置内部的桥墩。

[0031] 聚氨酯泡沫填充物6填充在波纹板5与钢质隔板3之间的结构空隙，使舷体内部形

成致密的吸能结构，大量吸收撞击产生的能量；同时，聚氨酯泡沫填充物包覆在波纹板和钢

质隔板的外部，能够很好的将集中力均匀地分散到波纹板上，使撞击点的受力相比传统的

加筋板结构，应力分布更为均匀，从而减小局部结构的失效破坏，使整个耗能构件有了稳定

的破坏模式及高效的吸能能力。

[0032] 所述波纹板5的材质也为钢板。可见，所述舷体内部由波纹板5、钢质隔板3和聚氨

酯泡沫填充物6组成了钢-波纹夹层复合材料结构。

[0033] 所述防撞护舷沿竖直或横向方向多排布置，相邻的防撞护舷的端部之间为接触或

不接触，起到更好的联合防撞吸能作用，保护桥梁、船舶及人员安全。

[0034] 本实用新型所述防撞结构通过将钢板与柔性吸能的复合材料结合，充分发挥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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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保证整体装置具有足够的刚度和缓冲耗能的能力，所述钢-复合材料柔性防撞护舷以

其大变形吸能、耐久性好的特点有效保护船舶。同时本实用新型充分考虑了防撞结构安装

的便利性、后期运营维护的易更换性。

[0035] 在确定铁路桥梁防撞结构的基本结构形式后，进一步通过基于性能的桥墩-防撞

结构-船舶系统系统协同设计方法实现对防撞结构的具体设计，包括以下步骤：

[0036] 步骤1，在桥墩防撞结构的全生命周期服役过程中，可能会遭遇大小不同的船舶撞

击力作用。通过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获取的统计

数据确定船舶计算参数，所述船舶计算参数包括船型分布、吨级分布、平均船速、不同超越

概率航速(主要为95％超越概率航速)和船舶撞击角度。

[0037] 步骤2，采用瞬态冲击动力学分析软件(如ANSYS  LS-DYNA等)模拟船舶撞击作用下

的防撞结构、船舶和桥墩的动力响应，所述动力响应主要包括力和位移，从而确定船舶撞击

力的分布。

[0038] 步骤3，根据船舶撞击力的分布，对桥墩-防撞结构-船舶系统提出不同的性能需

求：在多遇船舶撞击力作用下(60％超越概率)，防撞结构须保持弹性、连接不受损、结构整

体性完好，船舶和桥墩均完好；在设计船舶撞击力作用下(95％超越概率)，防撞结构局部可

出现轻微损伤，不影响使用，损伤部位为某个单独模块，易于更换，船舶和桥墩均完好；在罕

遇船舶撞击力作用下(99％超越概率)，防撞结构局部出现塑性变形，仍保持整体性，损伤部

位可整体更换，船舶允许出现轻微可修复的损伤，桥墩仍保持弹性，墩顶位移在规范允许限

值范围内，不影响桥上行车。由于铁路桥梁特别是高速铁路桥梁对桥上行车要求很高，不允

许出现船舶撞击后出现桥墩偏位等影响桥上行车安全的问题出现。

[0039] 步骤4，基于确定的性能目标，确定防撞结构钢制外板、钢制隔板和钢制背板的板

厚、尺寸，以及波纹板的布置形式，通过反复调整和参数分析，达到不同超越概率船舶撞击

力作用下防撞结构的性能要求，完成结构设计。

[0040] 以上在不同超越概率船舶撞击力作用下，针对桥墩-防撞结构-船舶系统提出的各

自性能要求，即为基于性能的防撞结构设计方法。

[0041] 本申请同时考虑撞击过程中桥墩和船舶自身的响应，公开了基于性能的桥梁-防

撞结构-船舶协同设计理论和方法。采用该方法设计得到的防撞结构，充分考虑了不同超越

概率船舶撞击力作用下的桥墩-防撞结构-船舶的协同抗撞性能，在充分发挥防撞结构工作

性能同时，可有效保护桥墩和船舶免遭撞击而破坏，且通过模数化设计主动适应各种形式

和尺寸的水中大型桥墩。本申请所述基于性能的桥墩-防撞结构-船舶系统协同设计方法是

目前在桥梁船撞学科领域尚未被提及的新方法，通过分级制定不同超越概率船撞力作用下

的桥墩、防撞结构和船舶性能需求，实现对防撞结构的优化设计。

[0042] 本申请在考虑不同超越概率船舶撞击力作用时，通过不同的性能目标对防撞结构

进行多水准设计，从而实现对桥墩、船舶和防撞结构的基于性能的设计。所提出的基于性能

的桥墩-防撞结构-船舶系统协同设计方法同样也可适用于其他类型防撞结构的设计。所述

的基于性能的桥墩-防撞结构-船舶系统协同设计方法代表了未来桥梁防撞结构设计的新

方向，通过明确不同船撞力水准下的桥墩-防撞结构-船舶系统的性能需求，开展精细化的

基于性能设计，实现在不同船撞力作用下对防撞结构性能的精准调控，同时保证桥墩和船

舶自身的结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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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对于本

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本实用新型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实用新型的精神和原则

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5/5 页

7

CN 211772765 U

7



图1

图2

图3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8

CN 211772765 U

8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ES00007

	DRA
	DRA00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