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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

防撞缓冲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承压板、第一单

元段、第二单元段、第三单元段和固定立柱，第一

单元段、第二单元段、第三单元段均为由管件构

成的三层立方体结构，管件包括竖向管、横向管

和纵向圆管，第一单元段的纵向圆管套设在第二

单元段的纵向圆管中，第二单元段的纵向圆管套

设在第三单元段的纵向圆管中，各个单元段的竖

向管分段架设在纵向圆管上，横向管设于第一单

元段前端面的两管交叉处和第三单元段后端面

的两管交叉处。本技术方案在发生车辆碰撞能产

生伸缩，螺栓冲断消能孔间隔，消耗碰撞能量，起

到防撞缓冲作用，避免造成严重交通事故。本装

置拆装便捷，可根据需要进行移动，同时也便于

维修。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4页

CN 211113175 U

2020.07.28

CN
 2
11
11
31
75
 U



1.一种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依次连接的承压板(40)、

第一单元段(10)、第二单元段(20)、第三单元段(30)和固定立柱(50)，所述第一单元段

(10)、第二单元段(20)、第三单元段(30)均为由管件构成的三层立方体结构，所述管件包括

竖向管(11)、横向管(22)和纵向圆管(33)，所述第一单元段(10)的纵向圆管(33)套设在第

二单元段(20)的纵向圆管(33)中，第二单元段(20)的纵向圆管(33)套设在第三单元段(30)

的纵向圆管(33)中，各个单元段的竖向管(11)分段架设在纵向圆管(33)上，所述横向管

(22)设于第一单元段(10)前端面的两管交叉处和第三单元段(30)后端面的两管交叉处，所

述承压板(40)为弧形板，承压板(40)固定于第一单元段(10)的前端，所述固定立柱(50)紧

靠第三单元段(30)的后端面固定，所述纵向圆管(33)的正下方地面上设有滑道(60)，最下

方的竖向管(11)下端设有滑轮(61)；所述第一单元段(10)和第二单元段(20)的纵向圆管

(33)管面均开设有至少一排消能孔(331)，所述消能孔(331)为依次排列的、具有间隔的孔，

初始状态下相互套设的纵向圆管(33)的末端消能孔(331)以螺栓连接，所有纵向圆管(33)

呈拉出状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承压板

(40)包裹第一单元段(10)的前端面。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单

元段(20)和第三单元段(30)的每段竖向管(11)之间以加强管(44)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强管

(44)为方管。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竖向管

(11)均为方管，所述第一单元段(10)的横向管(22)为圆管，第三单元段(30)的横向管(22)

为方管。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滑道

(60)为槽钢制成，以锚地螺栓(601)固定。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立

柱(50)下方以锚地螺栓(601)固定在地面上，侧面以加长螺栓(501)贯穿固定在第三单元段

(30)的横向管(22)上。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立

柱(50)的柱脚前后方还设有加劲板(51)。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缓冲装

置整体由不锈钢制成。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接

均为螺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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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道路桥梁建筑设计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

缓冲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我国高速公路飞速发展，2017年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达13.6万千米，

较2012年年末新增4.1万千米，位居世界第一。交通量日益增多，交通事故发生率越来越高，

交通安全形式依然严峻。因此在进行交通安全设施设计时要坚持主动引导、全时保障、隔离

封闭、被动防护的原则来降低事故发生概率和事故严重程度。

[0003] 安全护栏是防护事故车辆的重要设施，目前，公知的高速公路护拦大多是波形梁

护栏，由护栏过渡段、护栏标准段、护栏端头三部分组成，通常安装在公路路侧危险路段，通

过其导向作用来阻拦车辆在发生事故时冲出路外，其中的护栏板一般采用横截面呈波浪形

的钢板制成，故称为波形梁。波形梁护栏端头是安装在波形梁护栏起点的一种防护结构，主

要作用是降低乘员由于车辆撞击护栏端部造成的伤害程度。波形梁护栏通常是在立柱上安

装由钢板制成的护栏板，两者为钢性材料并呈刚性连接，是半刚性护栏，是一种以波纹状钢

制护栏板相互拼接并由立柱支撑的连续结构，当汽车失控撞上护栏板后，由于波形钢制护

栏板有良好的耐撞、减震性能和吸收能量的作用，能有效地减缓解除车辆的撞击强度，特别

是对轻型车辆有较好的保护性能，既不容易撞毁，同时又可对车辆和司乘人员起到很好的

保护作用，它利用地基、立柱、横梁的变形来吸收碰撞能量，防止车辆冲出路外或冲入对向

车道，以保护车辆和乘客，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

[0004] 但实践证明，现实案例中，大多数护栏碰撞致命事故是由于护栏端部结构不合理

造成的，很多车辆由于撞击了护栏端部，而导致护栏板穿破车身，酿成惨祸。其原因在于，车

辆高速撞击护栏立柱时，导致护栏板与立柱的连接螺栓被快速剪断或撕裂，立柱与护栏板

分离，立柱倒地，而护栏板由于有第二立柱的支撑而仍保持水平状态，致使很多小型车辆因

高速撞击而被护栏板穿透车身，伤人更为严重，造成更严重的后果，因此其端部结构的合理

与否与道路交通安全息息相关。

[0005] 由于路侧安全护栏主要依据路堤填土高度、边坡坡度及路侧的危险程度决定是否

设置，因此，一般路侧安全护栏不是连续设置的，每设置一段护栏就有起点和终点，由上述

分析可见，车辆与护栏端部相撞是非常危险的，可能导致端部护栏板穿透车箱，造成比较严

重的伤亡事故，故对其进行合理的设计和处理是非常重要的。

[0006] 目前国内桥梁护栏端部缓冲防撞的装置刚刚起步，一般高速路桥梁护栏在桥头处

大多直接与其他类型的护栏过渡连接，而市政桥大多只在端部安装一块弧形铁板来起防撞

作用，或者采用悬臂或安装端部立柱，这样的装置防撞或缓冲作用有限，存在安全隐患。护

栏起始端的端头部分既有可能遭遇车辆的正面碰撞也可能遭遇侧面碰撞，在车辆发生碰撞

时，由于护栏端部为刚性不可伸缩，导致无法有效吸收碰撞能量，强烈的碰撞容易导致护栏

在瞬间损毁，车辆冲出隔离栏外，造成车毁人亡等恶性交通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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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内容

[0007] 针对以上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在碰

撞作用下该装置能产生伸缩，伸缩时螺栓冲断消能孔间隔，消耗碰撞能量，起到防撞缓冲作

用，避免造成严重交通事故。

[0008]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为：

[0009] 一种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承压板、第一单元段、第

二单元段、第三单元段和固定立柱，所述第一单元段、第二单元段、第三单元段均为由管件

构成的三层立方体结构，所述管件包括竖向管、横向管和纵向圆管，所述第一单元段的纵向

圆管套设在第二单元段的纵向圆管中，第二单元段的纵向圆管套设在第三单元段的纵向圆

管中，各个单元段的竖向管分段架设在纵向圆管上，所述横向管设于第一单元段前端面的

两管交叉处和第三单元段后端面的两管交叉处，所述承压板为弧形板，承压板固定于第一

单元段的前端，所述固定立柱紧靠第三单元段的后端面固定，所述纵向圆管的正下方地面

上设有滑道，最下方的竖向管下端设有滑轮；所述第一单元段和第二单元段的纵向圆管管

面均开设有至少一排消能孔，所述消能孔为依次排列的、具有间隔的孔，初始状态下相互套

设的纵向圆管的末端消能孔以螺栓连接，所有纵向圆管呈拉出状态。

[0010] 所述承压板包裹第一单元段的前端面。

[0011] 所述第二单元段和第三单元段的每段竖向管之间以加强管相连接。

[0012] 所述加强管为方管。

[0013] 所述竖向管均为方管，所述第一单元段的横向管为圆管，第三单元段的横向管为

方管。

[0014] 所述滑道为槽钢制成，以锚地螺栓固定。

[0015] 所述固定立柱下方以锚地螺栓固定在地面上，侧面以加长螺栓贯穿固定在第三单

元段的横向管上。

[0016] 所述固定立柱的柱脚前后方还设有加劲板。

[0017] 所述缓冲装置整体由不锈钢制成。

[0018] 所述连接均为螺栓连接。

[0019] 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包括依次连接的承压板、第一单元段、第二单元段和第三

单元段，承压板为弧形板，安装在第一单元段的前端面。三个单元段均为由管件构成的三层

立方体结构，管件包括竖向管、横向管和纵向圆管，第一单元段的纵向圆管套设在第二单元

段的纵向圆管中，第二单元段的纵向圆管套设在第三单元段的纵向圆管中，单元段的其余

管件均架设于纵向圆管上。纵向圆管下方地面上设置有滑道，竖向管下端设置有滑轮。纵向

圆管管面设置有至少一排消能孔，初始状态下，相互套设的末端消能孔以螺栓连接，纵向圆

管呈全部打开状态，滑轮位于行程的最前端。

[0020] 当碰撞发生时，车辆首先接触到位于最前端的承压板，承压板在碰撞冲击力下产

生挤压变形，将作用车传导到第一单元段、第二单元段和第三单元段，由于消能孔为紧密排

列、具有间隔的小孔，连接在纵向圆管的末端消能孔上的螺栓依次冲断孔间隔，竖向管下端

的滑轮在滑道上向后滑动，使纵向圆管逐步回缩合拢。回缩过程中，孔间隔被冲断，抵消车

辆冲击力，起到防撞缓冲作用，不仅提升了桥梁护栏的整体防护性能，而且保护了车内乘客

的生命安全，使乘客免受反向冲击力的伤害。另一方面，承压板包裹第一单元段的前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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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到车辆撞击时，第一单元段的竖向管、横向管和纵向圆管之间的接头不至于暴露出碰

撞面，从而避免管件因碰撞挤压而插入车体，造成车辆严重损坏，甚至对车内乘客造成伤

害。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立体图；

[0022] 图2为本实用新型的承压板拆除状态立体图；

[0023] 图3为本实用新型的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主视图；

[0024] 图4为本实用新型的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俯视图；

[0025] 图5为本实用新型的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左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构思、具体结构及产生的技术效果作进一步说

明，以充分地了解本实用新型的目的、特征和效果。

[0027] 参考图1-图5，本实用新型的桥梁护栏端部伸缩式防撞缓冲装置，包括依次连接的

承压板40、第一单元段10、第二单元段20、第三单元段30和固定立柱50，第一单元段10、第二

单元段20、第三单元段30均为由管件构成的三层立方体结构，管件包括竖向管11、横向管22

和纵向圆管33，第一单元段10的纵向圆管33套设在第二单元段20的纵向圆管33中，第二单

元段20的纵向圆管33套设在第三单元段30的纵向圆管33中，各个单元段的竖向管11分段架

设在纵向圆管33上，横向管22设于第一单元段10前端面的两管交叉处和第三单元段30后端

面的两管交叉处。

[0028] 承压板40为弧形板，承压板40固定于第一单元段10的前端、并包裹第一单元段10

的前端面。固定立柱50紧靠第三单元段30的后端面固定。为了加强固定，固定立柱50下方以

锚地螺栓601固定在地面上，侧面以加长螺栓501贯穿固定在第三单元段30后端面的横向管

22上，固定立柱50的柱脚前后方还设有加劲板51，增强柱脚在前后方向上的强度。固定立柱

50上表面可以安装其它形式的护栏。

[0029] 纵向圆管33的正下方地面上设有滑道60，滑道60为槽钢制成，以锚地螺栓601固

定。最下方的竖向管11下端设有滑轮61，滑轮61可在滑道60上滑动。第一单元段10和第二单

元段20的纵向圆管33管面均开设有至少一排消能孔331，消能孔331为依次排列的、具有间

隔的孔，初始状态下相互套设的纵向圆管33的末端消能孔331以螺栓连接，所有纵向圆管33

呈拉出状态，其拉出长度占纵向圆管33总长度的一半，滑轮61位于滑程的最前端。滑道60的

安装位置从承压板40前端开始，至固定立柱50为止，当滑轮61位于初始位置时，离滑道60前

端尚有一段距离，便于安装锚地螺栓601，避免锚地螺栓601影响滑轮61的滚动。

[0030] 进一步地，竖向管11均为方管，第一单元段10的横向管22为圆管，第三单元段30的

横向管22为方管。第二单元段20和第三单元段30的每段竖向管11之间以加强管44相连接，

加强管44为方管。方管的强度较大，可以抵抗较强烈的碰撞冲击，因此，本实施例结构中的

大部分管件均为方管，而将第一单元段20前部的横向管22设为圆管，车辆与缓冲装置接触

时，其接触面为平滑的表面，可以减轻给车体带来的伤害。为了增加强度，缓冲装置整体由

不锈钢制成，管件与管件之间、管件与地面之间的连接均为螺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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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1] 当碰撞发生时，车辆首先接触到位于最前端的承压板40，承压板40在碰撞冲击力

下产生挤压变形，变形过程吸收能量，直至变形空间为零，将作用力传导到第一单元段10、

第二单元段20和第三单元段30，由于消能孔331为紧密排列、具有间隔的小孔，连接在纵向

圆管33的末端消能孔331上的螺栓依次冲断孔间隔，竖向管11下端的滑轮61在滑道60上向

后滑动，使纵向圆管33逐步回缩合拢。滑道60将滑轮61的滑动约束在滑道60方向，使回缩过

程可以将孔间隔冲断，抵消车辆冲击力，起到防撞缓冲作用，不仅提升了桥梁护栏的整体防

护性能，而且保护了车内乘客的生命安全，使乘客免受反向冲击力的伤害。

[0032] 另一方面，承压板40大小比第一单元段10的端面稍大、且包裹第一单元段10的前

端面，在受到车辆撞击时，第一单元段10的竖向管11、横向管22和纵向圆管33之间的接头不

至于暴露出碰撞面，从而避免管件因碰撞挤压而插入车体，造成车辆严重损坏，甚至对车内

乘客造成伤害。

[0033] 本实用新型的防撞缓冲装置可以与各种桥梁护栏无缝连接，适用范围广泛，安装

简便，能提升桥梁护栏的整体防护性能。本装置全部采用螺栓连接，拆装便捷，可根据需要

进行移动，在纵向圆管33上的消能孔331被全部冲断后，可以简便地拆除受损的缓冲装置，

重新安装即可使用。本装置可重复使用，同时也便于维修，有利于提高桥梁道路的安全性，

大大降低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害程度。

[0034] 以上公开的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但是，本实用新型并非局限于此，任何本领

域的技术人员能思之的变化都应落入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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