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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柔性三明治结构桥墩防

撞装置，桥墩防撞装置包括钢板内防撞层，缓冲

吸能夹芯层，外层迎撞面板，以及防撞装置各部

件之间的“工字型”连接件，夹芯层由内凹六边形

负泊松比蜂窝骨架和内部泡沫混凝土填充物组

成。本装置各部件之间通过环氧树脂胶粘剂粘

接，并由“工字型”夹扣连接为一个整体。为提高

防撞装置的耐久性和延性，在迎撞面板外表面喷

涂一层聚脲材料。与传统桥墩防撞装置相比，本

装置占地面积较小，安装更换方便快捷，对交通

造成的不利影响较小，而且本装置夹芯层吸能效

率高且能有效地实现应力扩散。由于本防撞装置

能够有效的吸收撞击产生的能量并降低撞击力

的峰值，故能同时减轻因撞击而对车辆和桥墩两

者造成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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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柔性三明治结构桥墩防撞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包裹在桥墩外表面的钢

板内防撞层、缓冲吸能夹芯层、外层迎撞面板以及防撞装置各部件之间的工字型连接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柔性三明治结构桥墩防撞装置，其特征在于：夹芯层骨架

由圆环形内凹六边形负泊松比蜂窝构成，蜂窝呈现为圆环状，能够与圆形桥墩和圆环状钢

板防撞层紧密贴合。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柔性三明治结构桥墩防撞装置，其特征在于：夹芯层负泊

松比蜂窝骨架由预制的外侧表板，中间层内凹折板和内侧背板经高强度胶粘接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柔性三明治结构桥墩防撞装置，其特征在于：负泊松比蜂

窝骨架中填充泡沫混凝土多孔材料、泡沫铝、聚氨酯泡沫或聚苯乙烯泡沫。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柔性三明治结构桥墩防撞装置，其特征在于：泡沫混凝土

多孔材料按照密度梯度进行填充，且蜂窝胞壁按照厚度梯度来制作。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柔性三明治结构桥墩防撞装置，其特征在于：本防撞装置

各部件之间首先通过环氧树脂胶粘剂粘接，然后由工字型连接件依次将预留螺栓孔的内侧

钢板，防撞夹芯层和外侧钢板紧密的连接为一个整体。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柔性三明治结构桥墩防撞装置，其特征在于：在本防撞装

置的迎撞面板外表面喷涂一层聚脲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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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柔性三明治结构桥墩防撞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墩撞击防护技术领域，具体地说是一种填充泡沫混凝土的负泊松比

蜂窝芯桥墩防撞三明治牺牲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快速发展和城市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为了缓解城区交通压力且为市民出

行提供便利，城市中高架桥和过街天桥的数量也随之不断增加，这些基础设施在很大程度

上提高了城市的交通运输能力和居民的生活质量，但是车辆撞击桥墩的交通事故也随之不

断增多。车桥相撞的事故不但造成公共财产的损失和交通的拥堵，而且给人的生命安全带

来了极大的威胁。

[0003] 目前，针对城市区域的桥墩防护一般采用外包水泥隔离墩和外包钢箱等防护措

施。由于市区的车速较慢且以小型车为主，大多数撞击产生的撞击力和撞击能量较小，而桥

墩的刚度较大，如果对桥墩进行刚性防护则将进一步增大桥墩的刚度，虽有利于保护桥墩，

但及易于对撞击车辆造成更大的损伤。所以，对于城区公路桥墩可以采用外包柔性三明治

多孔防撞牺牲结构的方法，吸收汽车撞击产生的能量，降低撞击产生的撞击力初始峰值，既

能避免桥墩遭到严重撞击破坏又能减轻车辆的损伤。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针对上述存在的因防撞结构刚度过大而造成车辆

撞击过程中严重损伤和防撞装置体积大且更换不方便等问题，提出了一种填充泡沫混凝土

的负泊松比蜂窝芯三明治结构防撞装置。将三明治防撞装置包裹在桥墩外表面作为牺牲

层，在桥墩受到撞击时，本防撞装置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吸收撞击能量，并减小作用在桥墩和

车体上的撞击力初始峰值，同时保护车辆和桥墩。

[0005]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公路桥墩三明治防撞装置，所述桥墩防撞装置由依次包裹在公路桥墩外表面

的钢板内防撞层，填充泡沫混凝土的负泊松比蜂窝缓冲吸能层，外层迎撞面板，以及防撞装

置各部件之间的连接件组成。

[0007] 上述方案中，桥墩防护装置为环状结构，为了便于其制作、施工和安装，防撞牺牲

结构的内防撞层、耗能夹芯层和外层迎撞面板部件均被设计为二分之一圆环的形状，并在

各部件上分别预留螺栓孔。通过使用“工字型”连接夹扣将内防撞面板，缓冲吸能层和外层

迎撞面板连接固定为一个整体。通过改变“工字型”连接件腹板的高度和厚度，翼缘的宽度

和厚度，以便将该连接件应用到不同工况中，例如根据桥墩尺寸而选用不同的内外侧防撞

层和夹芯层内径和厚度的情况。其中连接件由高强度钢材制成。

[0008] 上述方案中，负泊松比填充防撞夹芯层是本牺牲结构最主要的吸能构件，防撞芯

层以圆环状内凹六边形负泊松比蜂窝为骨架，该圆环状蜂窝夹芯骨架能够在不破坏胞元的

前提下与外层迎撞面板和内层防撞背板紧密贴合在一起共同作用。负泊松比蜂窝结构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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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蜂窝结构相比具有更好的应力扩散能力，更高的剪切模量和能量吸收能力。当受到冲击

荷载作用时，负泊松比蜂窝将会发生材料流动，提高撞击点的压痕阻力，并且能够更好的实

现沿夹芯层周向的应力传递，提高防撞芯层的应力扩散能力。负泊松比蜂窝骨架采用铝合

金板制作，其由芯层表板，芯层背板以及两者之间的中间层内凹折板组成，在制作时，首先

通过机加工制成上述三种芯层部件，然后按照设计要求通过环氧树脂胶粘剂将芯层外侧表

板，中间层内凹折板和芯层内侧背板依次粘贴在一起，待胶水固化之后即可制成负泊松比

蜂窝骨架。

[0009] 上述方案中，为提高防撞装置的耐撞性，在缓冲吸能夹芯层的负泊松比蜂窝骨架

中填充泡沫混凝土多孔材料。与泡沫铝和聚氨酯泡沫等多孔缓冲材料相比，泡沫混凝土具

有易浇筑成型，施工方便，造价低，节能环保，吸能效率较高等优点。在负泊松比填充蜂窝夹

芯层制作过程中，首先根据工况制作一定密度的泡沫混凝土浆体，然后将其浇筑到负泊松

比蜂窝骨架中并振捣均匀，经过预定龄期的养护，待泡沫混凝土硬化之后即可制成负泊松

比蜂窝填充夹芯层。负泊松比蜂窝填充夹芯层即能通过工厂预制直接应用到实际工程中亦

可进行现场施工浇筑。若需缩短制作周期，可采用快硬硫铝酸盐水泥来制作泡沫混凝土。

[0010] 上述方案中，可在本防撞装置的外防撞层表面喷涂一层聚脲弹性体材料，喷涂聚

脲材料不但可以提高外层迎撞面板的防腐能力和耐久性，同时也增大了其延性和能量吸收

能力。

[0011] 上述方案中，本防撞装置的缓冲吸能层可通过控制泡沫的掺入量来调节其内部泡

沫混凝土填充物的密度，亦可通过改变负泊松比蜂窝结构胞壁的厚度来改善负泊松比蜂窝

结构对泡沫混凝土的约束能力。由于牺牲结构参数的可控性，针对不同的工况可采取不同

的防护结构，使本结构既能保证结构的轻量化，降低制造成本，又能表现出良好的抗撞性

能。

[0012] 上述方案中，当桥墩受到撞击力作用且本防撞装置破坏失效时，可立即更换新的

牺牲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可减轻其对交通造成的不利影响。此外，本装置占据较小的路面面

积，其对交通产生的不利影响也较小。

[0013] 总体来说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14] (1)本发明的缓冲吸能层采用填充泡沫混凝土的负泊松比蜂窝结构，两种多孔缓

冲材料能够协同工作，共同吸收撞击能量，降低撞击峰值力。一方面，负泊松比蜂窝能够约

束内部泡沫混凝土材料的横向膨胀变形，提高撞击荷载沿夹芯层周向的应力传递能力，更

好的实现应力扩散，并且能够有效地防止泡沫混凝土在冲击荷载作用下发生飞溅或者因结

构性脆断而不能被完全压实，提高了泡沫混凝土的吸能能力；另一方面，泡沫混凝土能够为

负泊松比蜂窝提供侧向支撑，从而提高负泊松比骨架的竖向刚度，继而提高整个牺牲结构

的承载能力。

[0015] (2)本防撞装置由内防撞层，缓冲吸能层和外层迎撞面板构成，能够做到刚柔并

济，既能保证一定的刚度，又具备较好的柔性。在迎撞面板受到撞击力作用后，面板会吸收

一部分能量并将荷载较为均匀的传递到防撞夹芯层；防撞夹芯层能够通过泡沫混凝土的脆

性压碎破坏和蜂窝胞壁的弯曲变形来吸收一部分动能，并且由于撞击力在多孔缓冲夹芯层

中传递，减小了其传递到背板防撞层的撞击力峰值；最后荷载由背板防撞层传递给桥墩，从

而同时减轻了撞击对车辆和桥墩造成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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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3)与传统的桥墩防护装置相比，本防护装置具有质量轻，施工方便，易于更换，吸

能效率高等优点。而且相对于其它防护装置，本装置占据较小的面积，对道路设计和城市交

通的影响较小。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的桥墩防撞装置和桥墩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的桥墩防撞装置和桥墩俯视图。

[0019] 图3为本发明的桥墩防撞装置细部放大图。

[0020] 图4(a)为本发明的桥墩防撞装置安装示意图。

[0021] 图4(b)为本发明的“工字型”连接件大样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的负泊松比蜂窝骨架拼接示意图。

[0023] 在所有附图中，相同的部件标号表示相同的构件或材料，其中1为钢筋混凝土桥

墩，2为外侧迎撞面板，3为缓冲吸能夹芯层，4为内防撞层，31为泡沫混凝土材料，32为内凹

六边形负泊松比蜂窝骨架，321为负泊松比蜂窝外层表板，322为负泊松比蜂窝内凹折板，

323为负泊松比蜂窝内层背板，51为“工字型”夹扣，52为螺杆，53为螺母。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5] 如图1所示，本发明为一种桥墩防撞装置，主要由外层迎撞面板，缓冲吸能层和内

防撞层三部分组成，该防撞装置由如图4(b)所示的“工字型”夹扣连接。其中缓冲吸能层由

按一定规律排布的环状内凹六边形负泊松比蜂窝骨架与其内部填充的泡沫混凝土多孔材

料组成，具有此几何形状的负泊松比蜂窝骨架既能够完美的与圆环形内外防撞层紧密贴合

又能避免在制作过程中截断负泊松比蜂窝胞元，保证负泊松比蜂窝骨架的完整性。

[0026] 假设本结构外层迎撞面板厚度设计为t1内径为D1，内防撞层厚度设计为t2内径为

D2，胞元层数为n，则单个胞元沿面内方向的高度表达式为：

[0027]

[0028] 设已知内凹六边形蜂窝的夹角为 各层蜂窝沿周向有m组胞元，设第i层胞元的底

边长为l1i，顶边长为l2i，由于胞元尺寸具有连续性，则上层胞元的底边长度与下层胞元的

顶边长度相同，即l1(i+1)＝l2i，则第i层胞元的底边长为

[0029]

[0030] ，其中

[0031] 由上述可知，可通过确定内外层防撞面板参数D1，t1，D2，t2和蜂窝骨架层数n，沿周

向胞元个数m和胞元折角 即可大致确定夹芯结构的形状和尺寸，对本防撞装置进行参数

化设计。在设计“工字型”夹扣时，夹扣的内翼缘厚度取为3/4t2，螺母的厚度取为内翼缘厚

度的一半，即3/8t2。在制作内侧防撞钢板时应在钢板对接处边缘的内侧开槽，开槽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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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为3/4t2。夹扣的几何形状见夹扣大样图。

[0032] 为更好地解释本发明，下面给出具体实施例：

[0033] 参照附图4(a)本发明主要由内侧和外侧防撞钢板和夹在两者之间的预制泡沫混

凝土填充的负泊松比铝蜂窝夹芯层组成，各部件均呈半圆环状，在施工前分别在三个部件

预设位置开孔，开孔大小和位置由“工字型”连接件和螺栓的尺寸确定，根据“工字型”连接

件的尺寸在内防撞钢板对接处的内侧边缘开槽，并分别对各部件表面和桥墩外表面进行粗

糙化处理。分别在内防撞层外表面，外防撞层内表面和防撞夹芯层内外表面涂抹环氧树脂

胶水，对各部件进行胶粘，使各部件能够紧密贴合。最后通过“工字型”连接件将防撞装置连

接成为一个整体，外包于桥墩之上。若需进一步提高防撞装置的延性和耐撞性，则可在迎撞

面板外表面喷涂一层聚脲材料。

[0034] 为了较好地发挥负泊松比蜂窝填充结构的负泊松比效应，应确保负泊松比蜂窝胞

壁的侧向刚度和抗拉强度与泡沫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和孔隙率相匹配。在实际应用本防撞装

置之前可通过动态压缩或落锤试验确定相匹配的蜂窝胞壁厚度和泡沫混凝土密度，然后再

进行大量生产，使两者能够协同工作，充分发挥负泊松比填充芯层的缓冲吸能能力。聚脲具

有耐久性好，抗拉强度大、伸长率大的特点，为提高构件的延性和缓冲吸能能力，可在外层

迎撞面板表面喷涂一层聚脲，提高其耐撞性能。此外，由于泡沫混凝土材料密度较易控制，

且易浇筑，所以在设计防撞芯层时可考虑将其设为沿径向呈密度梯度分布的梯度夹芯结

构。

[0035] 车辆与桥墩相撞时，首先车辆与迎撞面板接触，面板会产生一定的弯曲变形吸收

一部分能量并将荷载较均匀的传递给夹芯层；防撞夹芯层可以通过负泊松比蜂窝骨架的塑

性弯曲变形吸收一定的能量，随着夹芯层逐步被压缩密实，负泊松比蜂窝结构发生材料流

动，产生沿夹芯层周向的内缩变形，能够较好地实现应力扩散，使更大面积的夹芯层发挥吸

能能力，而且由于受到负泊松比结构地约束，泡沫混凝土的横向膨胀被有效的约束，泡沫混

凝土能够被完全的压缩密实，表现出更好的能量吸收能力，撞击力在多孔材料中传播时，多

孔材料产生的反作用力能够一直保持一个较小且恒定的值，从而增加了撞击力的作用时间

而降低了传递到内层防撞钢板的撞击力峰值；最后荷载由背板防撞层传递给桥墩。在撞击

力传递过程中，一部分撞击能量被夹芯层和内外防撞钢板吸收且撞击力峰值发生一定程度

的下降，从而防撞装置既能减轻撞击对桥墩造成的损伤同时又能保障车辆及人的安全。

[0036] 以上所述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了描述，但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的

实施方式，上述实施方式仅是示意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

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111041979 A

6



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111041979 A

7



图3

图4(a)

说　明　书　附　图 2/3 页

8

CN 111041979 A

8



图4(b)

图5

说　明　书　附　图 3/3 页

9

CN 111041979 A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