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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高架铁路路侧防护

装置，包括波形梁和嵌入安装在路基中的钢筋混

凝土墙，钢筋混凝土墙中埋设有自钢筋混凝土墙

顶面向上延伸的多根依次间隔布置的立柱，各立

柱通过吸能盒与波形梁相连。该高架铁路路侧防

护装置缓冲吸能效果好、防护性能高，能够有效

防止脱轨列车倾覆或者脱线造成二次事故，大大

减小列车的损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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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包括波形梁(2)和嵌入安装在路基(100)中的钢筋混凝

土墙(1)，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混凝土墙(1)中埋设有自钢筋混凝土墙(1)顶面向上延伸的

多根依次间隔布置的立柱(3)，各立柱(3)通过吸能盒(4)与所述波形梁(2)相连。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吸能盒(4)包括呈

中空筒状的本体(41)，所述本体(41)的两端分别对应与立柱(3)和波形梁(2)连接，所述本

体(41)的两对两个侧壁上分别设有多条沿立柱(3)到波形梁(2)方向依次间隔布置的诱导

凹槽(411)，各诱导凹槽(411)沿与立柱(3)到波形梁(2)方向垂直的方向延伸布置。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本体(41)与立柱

(3)连接的一端设有至少两个向本体(41)外侧翻折的折页(42)，各折页(42)通过螺栓与立

柱(3)连接，所述本体(41)与波形梁(2)连接的一端设有与本体(41)四周侧壁连接的连接板

(43)，所述连接板(43)通过螺栓与波形梁(2)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3)为采用

Q345钢制作的壁厚为8mm～10mm的方形管，所述吸能盒(4)连接于方形管的一个侧平面上；

所述波形梁(2)为采用Q235钢制作的厚度为6mm～8mm的双波形梁结构；所述吸能盒(4)采用

厚度为6～8mm的HC340LA钢制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波形梁(2)的高度

与列车底架的高度一致。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中任一项所述的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

混凝土墙(1)由若干依次间隔布置的钢筋混凝土基座(11)构成，各钢筋混凝土基座(11)上

设有一根以上所述立柱(3)，至少相邻两个钢筋混凝土基座(11)上的立柱(3)连接同一根波

形梁(2)。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混凝土基座

(11)的相对两个侧面分别为迎撞面(111)和背撞面(112)，所述迎撞面(111)包括下部坡面

(1111)和位于下部坡面(1111)上方的上部坡面(1112)，所述下部坡面(1111)和上部坡面

(1112)为沿由上至下的方向逐渐远离背撞面(112)的斜面，且所述下部坡面(1111)的倾斜

角度大于所述上部坡面(1112)的倾斜角度。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背撞面(112)为竖

直面，所述钢筋混凝土基座(11)具有连接于背撞面(112)上且底部嵌入路基(100)中的三角

形肋板(113)。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相邻两个钢筋混凝土基

座(11)之间的间距小于等于100mm。

10.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筋混凝土基座

(11)嵌入路基(100)中的部分包括上嵌入部(114)和连接于上嵌入部(114)下方的下嵌入部

(115)，所述下嵌入部(115)的宽度大于所述上嵌入部(114)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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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道路安全防护装备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

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铁路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列车安全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列车一

旦发生脱轨事故，势必会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我国根据国外铁路的经验

和国内外的研究成果，高架铁路普遍采用设置防护墙的方式，使列车在脱轨情况下可以沿

防护墙滑行，以防止列车倾覆或者脱线造成二次事故。合理的设置防护墙可以防止列车脱

线，但不能有效吸收脱轨列车的冲击动能，因为列车与防护墙的撞击力非常大，导致列车加

速度大，从而造成乘员的伤害会很大。

[0003] 我国针对高架铁路路侧的防护装置研究较少，但可以借鉴公路路侧护栏进行设

计。公路护栏主要有三种：刚性护栏、半刚性护栏和柔性护栏。刚性护栏是一种基本不变形

的护栏结构，可以有效的阻止车辆的高速运动，但乘员的安全很难得到保障。半刚性护栏是

一种连续的梁式护栏结构，具有一定的刚性和柔性，通过自身变形吸收车辆碰撞能量，但其

防护能力有限。柔性护栏初始成本低，可防堆积，用于风雪和风沙地区优越性较好，但其防

护能力弱。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提供一种缓冲吸能效

果好、防护性能高、能够有效防止脱轨列车倾覆或者脱线造成二次事故、大大减小列车的损

坏程度的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包括波形梁和嵌入安装在路基中的钢筋混凝土墙，

所述钢筋混凝土墙中埋设有自钢筋混凝土墙顶面向上延伸的多根依次间隔布置的立柱，各

立柱通过吸能盒与所述波形梁相连。

[0007]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08] 所述吸能盒包括呈中空筒状的本体，所述本体的两端分别对应与立柱和波形梁连

接，所述本体的两对两个侧壁上分别设有多条沿立柱到波形梁方向依次间隔布置的诱导凹

槽，各诱导凹槽沿与立柱到波形梁方向垂直的方向延伸布置。

[0009] 所述本体与立柱连接的一端设有至少两个向本体外侧翻折的折页，各折页通过螺

栓与立柱连接，所述本体与波形梁连接的一端设有与本体四周侧壁连接的连接板，所述连

接板通过螺栓与波形梁连接。

[0010] 所述立柱为采用Q345钢制作的壁厚为8mm～10mm的方形管，所述吸能盒连接于方

形管的一个侧平面上；所述波形梁为采用Q235钢制作的厚度为6mm～8mm的双波形梁结构；

所述吸能盒采用厚度为6～8mm的HC340LA钢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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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波形梁的高度与列车底架的高度一致。

[0012] 所述钢筋混凝土墙由若干依次间隔布置的钢筋混凝土基座构成，各钢筋混凝土基

座上设有一根以上所述立柱，至少相邻两个钢筋混凝土基座上的立柱连接同一根波形梁。

[0013] 所述钢筋混凝土基座的相对两个侧面分别为迎撞面和背撞面，所述迎撞面包括下

部坡面和位于下部坡面上方的上部坡面，所述下部坡面和上部坡面为沿由上至下的方向逐

渐远离背撞面的斜面，且所述下部坡面的倾斜角度大于所述上部坡面的倾斜角度。

[0014] 所述背撞面为竖直面，所述钢筋混凝土基座具有连接于背撞面上且底部嵌入路基

中的三角形肋板。

[0015] 相邻两个钢筋混凝土基座之间的间距小于等于100mm。

[0016] 所述钢筋混凝土基座嵌入路基中的部分包括上嵌入部和连接于上嵌入部下方的

下嵌入部，所述下嵌入部的宽度大于所述上嵌入部的宽度。

[0017]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18] 本实用新型的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能够有效防止脱轨列车倾覆或者脱线造成

二次事故，当列车脱轨与其发生碰撞时，在撞击过程中波形梁可发生折弯变形，吸能盒可发

生变形和轴向压溃，立柱可发生折弯变形，波形梁、吸能盒和立柱构成一多级变形吸能结

构，其缓冲吸能效果好，能够大大减小列车与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的冲击力，使列车与高

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的撞击力大幅度下降，有效减小列车加速度，保护车内乘客的安全，尽

量减小列车的损坏程度。同时，下部的钢筋混凝土墙能有效阻止列车翻越而发生脱线事故。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的局部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吸能盒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吸能盒的俯视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例说明：

[0024] 1、钢筋混凝土墙；100、路基；11、钢筋混凝土基座；111、迎撞面；1111、下部坡面；

1112、上部坡面；112、背撞面；113、三角形肋板；114、上嵌入部；115、下嵌入部；2、波形梁；3、

立柱；4、吸能盒；41、本体；411、诱导凹槽；42、折页；43、连接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以下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26] 如图1和图2所示，本实施例的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包括波形梁2和嵌入安装在

路基100中的钢筋混凝土墙1，钢筋混凝土墙1中埋设有自钢筋混凝土墙1顶面向上延伸的多

根依次间隔布置的立柱3，各立柱3通过吸能盒4与波形梁2相连。该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

能够有效防止脱轨列车倾覆或者脱线造成二次事故，当列车脱轨与其发生碰撞时，在撞击

过程中波形梁2可发生折弯变形，吸能盒4可发生变形和轴向压溃，立柱3可发生折弯变形，

波形梁2、吸能盒4和立柱3构成一多级变形吸能结构，其缓冲吸能效果好，能够大大减小列

车与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的冲击力，使列车与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的撞击力大幅度下

降，有效减小列车加速度，保护车内乘客的安全，尽量减小列车的损坏程度。同时，下部的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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筋混凝土墙1能有效阻止列车翻越而发生脱线事故。

[0027] 本实施例中，如图2至图4所示，吸能盒4包括呈中空筒状的本体41，本体41的两端

分别对应与立柱3和波形梁2连接，本体41的两对两个侧壁上分别设有多条沿立柱3到波形

梁2方向依次间隔布置的诱导凹槽411，各诱导凹槽411沿与立柱3到波形梁2方向垂直的方

向延伸布置。诱导凹槽411位置的变形刚度小于其他位置，以此来引导吸能盒4进行碰撞压

缩变形，同时降低碰撞力，达到碰撞过程中吸能盒4能够有序变形吸能，受力平稳的作用。该

吸能盒4的吸能效果好，变形稳定可靠。

[0028] 本实施例中，本体41与立柱3连接的一端设有至少两个向本体41外侧翻折的折页

42，各折页42通过螺栓与立柱3连接，不仅制作、连接方便，且能够很好传递撞击力。本体41

与波形梁2连接的一端设有与本体41四周侧壁连接的连接板43，连接板43通过螺栓与波形

梁2连接，连接板43与本体41四周侧壁连接，能够更加稳定均匀的传递撞击力，从而良好的

传递撞击力，并使吸能盒4变形稳定，保证缓冲吸能效果。

[0029] 本实施例具体是在本体41上设置两个折页42，两个折页42分设在本体41的相对两

侧。在其他实施例中，还可在上述两个折页42的基础上设置更多数量的折页42。本实施例的

本体41为方形筒体结构，能够提高缓冲吸能效果。

[0030] 本实施例中，立柱3为采用Q345钢制作的壁厚为8mm～10mm的方形管，吸能盒4连接

于方形管的一个侧平面上；波形梁2为采用Q235钢制作的厚度为6mm～8mm的双波形梁结构；

吸能盒4采用厚度为6～8mm的HC340LA钢制作。上述波形梁2、立柱3和吸能盒4的组合，能够

有效的减小现有列车加速度，以及有效减小列车的损坏程度。

[0031] 本实施例中，波形梁2的高度与列车底架的高度一致。使波形梁2与列车大刚度的

主要结构发生碰撞，可以更好的改变车体的运动状态，增强高架铁路路侧防护装置对脱轨

列车的保护性能。

[0032] 本实施例中，钢筋混凝土墙1由若干依次间隔布置的钢筋混凝土基座11构成，各钢

筋混凝土基座11上设有多根以上立柱3，至少相邻两个钢筋混凝土基座11上的立柱3连接同

一根波形梁2。若干依次间隔布置的钢筋混凝土基座11便于通风和流水，同时钢筋混凝土墙

1由若干依次间隔布置的钢筋混凝土基座11构成，也便于钢筋混凝土墙1的制作、安装和更

换。

[0033] 本实施例中，钢筋混凝土基座11的相对两个侧面分别为迎撞面111和背撞面112，

迎撞面111包括下部坡面1111和位于下部坡面1111上方的上部坡面1112，下部坡面1111和

上部坡面1112为沿由上至下的方向逐渐远离背撞面112的斜面，且下部坡面1111的倾斜角

度大于上部坡面1112的倾斜角度。下部坡面1111坡度较缓，可引导脱轨列车爬升，从而将部

分动能转化为重力势能，上部坡面1112坡度较急，可有效防止脱轨列车翻越护栏，造成脱线

事故。

[0034] 本实施例中，为减少钢筋混凝土基座11的质量以便于安装及更换，同时为了节约

成本，背撞面112为竖直面，钢筋混凝土基座11具有连接于背撞面112上且底部嵌入路基100

中的三角形肋板113，可增加钢筋混凝土基座11的稳定性，保证在脱轨列车与之发生碰撞时

根基稳固。优选的，三角形肋板113嵌入路基100的部分采用混凝土浇灌加固，以进一步增强

稳固性。

[0035] 本实施例中，相邻两个钢筋混凝土基座11之间的间距小于等于100mm。该间距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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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钢筋混凝土基座11使用量，保证通风和流水效果的前提下，不会造成列车脱轨时在相邻

两个钢筋混凝土基座11之间的间隔处出现卡滞现象。

[0036] 本实施例中，钢筋混凝土基座11嵌入路基100中的部分包括上嵌入部114和连接于

上嵌入部114下方的下嵌入部115，下嵌入部115的宽度大于上嵌入部114的宽度，钢筋混凝

土基座11的稳固性更好。

[0037] 本实施例中，优选的，吸能盒4与立柱3的顶部连接，以提高缓冲性能效果。钢筋混

凝土墙1高度大于870mm。

[0038]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仅局限于

上述实施例。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构思前提下所得

到的改进和变换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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