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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路桥防撞护栏，包括防护

箱、防护桩和防护装置，所述防护箱与路面固定

连接，防护箱的内部设有防护槽，防护槽内铰接

有防护桩，相邻防护桩之间安装有防护装置，且

防护装置从上至下依次安装有三个，防护桩包括

防护柱，防护柱的下端为圆球形结构，且防护柱

的下端与防护箱铰接，防护槽的内侧壁沿其周向

方向均匀设有通孔。本发明可以解决现有条件下

硬质护栏防护作用小、缓冲护栏缓冲效果一般和

硬质护栏与缓冲护栏没有对冲击力加以改变应

用等问题，可以实现有效降低汽车与护栏冲击力

的功能，具有多道防护、能够将冲击力加以应用

反作用于冲击力和对汽车和护栏防护效果好的

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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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路桥防撞护栏，包括防护箱(1)、防护桩(2)和防护装置(3)，其特征在于：所述防

护箱(1)与路面固定连接，防护箱(1)的内部设有防护槽，防护槽内铰接有防护桩(2)，相邻

防护桩(2)之间安装有防护装置(3)，且防护装置(3)从上至下依次安装有三个；其中：

所述的防护桩(2)包括防护柱(21)，防护柱(21)的下端为圆球形结构，且防护柱(21)的

下端与防护箱(1)铰接，防护槽的内侧壁沿其周向方向均匀设有通孔，通孔与防护柱(21)的

外侧壁之间安装有防护弹簧(22)，通孔内设有防护支链(23)；

所述的防护装置(3)包括缓冲滑块(31)，防护柱(21)的中部设有缓冲槽，缓冲槽内通过

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缓冲滑块(31)，缓冲滑块(31)的前后两端通过限位弹簧(32)与缓冲

槽的内侧壁相连接，相邻防护柱(21)之间的缓冲滑块(31)通过连接块(33)安装有防护板

(34)，防护板(34)为中空结构，防护板(34)的前端安装有防撞支链(35)，防护板(34)的内部

安装有缓冲支链(36)；

所述的防撞支链(35)包括防撞支撑杆(351)，防护板(34)的前端面上下对称设有防撞

槽，防撞槽内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防撞支撑杆(351)，防撞支撑杆(351)的前端通过

回字形支撑架(352)相连接，防撞支撑杆(351)的侧壁安装有防撞弹簧(353)，防撞弹簧

(353)的前端与回字形支撑架(352)相连接，防撞弹簧(353)的后端与防护板(34)的前端面

相连接，回字形支撑架(352)的前端左右对称设有支撑板(354)，支撑板(354)之间上下对称

设有防撞杆(37)。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路桥防撞护栏，其特征在于：所述的缓冲支链(36)包括密

封塞(361)，防护板(34)的内部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密封塞(361)，密封塞(361)的前

端面与防撞支撑杆(351)的后端相连接，防护板(34)的下端面通过导气管(362)与气筒(38)

相连通，气筒(38)安装在防护板(34)前端面中部，且气筒(38)在防护板(34)的前端面均匀

设有。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路桥防撞护栏，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气筒(38)包括缓冲塞

(381)，气筒(38)内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缓冲塞(381)，缓冲塞(381)的前端通过缓冲

杆(382)安装有缓冲板(38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路桥防撞护栏，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护支链(23)包括防

护绳(231)，防护绳(231)在防护箱(1)内侧壁的导线槽内，且防护绳(231)在导线槽内通过

导向轮(232)对其进行导向和限位。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路桥防撞护栏，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箱(1)后侧的防护

绳(231)从通孔的两侧穿过，通孔内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防护滑块(233)，防护滑块

(233)呈T字形，且防护滑块(233)的上端与防护绳(231)相连接，防护滑块(233)的右端与防

护柱(21)的侧壁铰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路桥防撞护栏，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箱(1)前侧的防护

绳(231)从通孔内穿过，且防护绳(231)与防护杆(234)的前端相连接，防护杆(234)的后端

与防护柱(21)的侧壁铰接。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路桥防撞护栏，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防撞杆(37)包括横杆

(371)，支撑板(354)之间通过轴承安装有横杆(371)，横杆(371)的侧壁通过轴承安装有防

撞筒(372)。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路桥防撞护栏，其特征在于：所述三个防护板(34)从上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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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通过气管(4)相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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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路桥防撞护栏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防护领域，特别涉及一种路桥防撞护栏。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私家车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同时，交通事故的发生次数

也越来越多，在修路的过程中，道路两侧通过修建护栏对车辆进行防护，但是，现有条件下

的护栏在防护时存在很多的弊端：

[0003] 弊端一：现有护栏大多为硬质护栏，汽车与护栏相撞时依靠摩擦力及护栏或汽车

形变来减少碰撞瞬间的冲击力，防护作用小；

[0004] 弊端二：少数具有一定缓冲作用的护栏大多只是通过弹簧等来吸收汽车与护栏碰

撞时的冲击力，缓冲作用一般；

[0005] 弊端三：无论是硬质护栏还是具有缓冲作用的护栏，都没有对碰撞力做相应的改

变将其加以应用，使得一部分碰撞力反作用于碰撞力，达到降低冲击力的效果。

[0006] 针对上述所列的弊端，现有技术条件下还没有较好的探索与实践成果，因此，很有

必要做进一步的探索与实践，以解决上述所列的弊端。

发明内容

[0007] 为了解决上述弊端，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路桥防撞护栏，可以解决现有条件下硬质

护栏防护作用小、缓冲护栏缓冲效果一般和硬质护栏与缓冲护栏没有对冲击力加以改变应

用等问题，可以实现有效降低汽车与护栏冲击力的功能，具有多道防护、能够将冲击力加以

应用反作用于冲击力和对汽车和护栏防护效果好的优点。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一种路桥防撞护栏，包括防护箱、

防护桩和防护装置，所述防护箱与路面固定连接，防护箱的内部设有防护槽，防护槽内铰接

有防护桩，相邻防护桩之间安装有防护装置，且防护装置从上至下依次安装有三个。

[0009] 所述的防护桩包括防护柱，防护柱的下端为圆球形结构，且防护柱的下端与防护

箱铰接，防护槽的内侧壁沿其周向方向均匀设有通孔，通孔与防护柱的外侧壁之间安装有

防护弹簧，通孔内设有防护支链。

[0010] 所述的防护支链包括防护绳，防护绳在防护箱内侧壁的导线槽内，且防护绳在导

线槽内通过导向轮对其进行导向和限位；防护箱后侧的防护绳从通孔的两侧穿过，通孔内

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防护滑块，防护滑块呈T字形，且防护滑块的上端与防护绳相连

接，防护滑块的右端与防护柱的侧壁铰接；防护箱前侧的防护绳从通孔内穿过，且防护绳与

防护杆的前端相连接，防护杆的后端与防护柱的侧壁铰接；工作时，当汽车撞到防护柱上

时，防护桩能够缓解一定的碰撞力。

[0011] 所述的防护装置包括缓冲滑块，防护柱的中部设有缓冲槽，缓冲槽内通过滑动配

合的方式连接有缓冲滑块，缓冲滑块的前后两端通过限位弹簧与缓冲槽的内侧壁相连接，

相邻防护柱之间的缓冲滑块通过连接块安装有防护板，防护板为中空结构，防护板的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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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有防撞支链，防护板的内部安装有缓冲支链，三个防护板从上至下通过气管相连通。

[0012] 所述的防撞支链包括防撞支撑杆，防护板的前端面上下对称设有防撞槽，防撞槽

内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防撞支撑杆，防撞支撑杆的前端通过回字形支撑架相连接，

防撞支撑杆的侧壁安装有防撞弹簧，防撞弹簧的前端与回字形支撑架相连接，防撞弹簧的

后端与防护板的前端面相连接，回字形支撑架的前端左右对称设有支撑板，支撑板之间上

下对称设有防撞杆。

[0013] 所述的防撞杆包括横杆，支撑板之间通过轴承安装有横杆，横杆的侧壁通过轴承

安装有防撞筒；工作时，当汽车与防护板发生碰撞时，防撞支链能够对碰撞时进行分解。

[0014] 所述的缓冲支链包括密封塞，防护板的内部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密封塞，

密封塞的前端面与防撞支撑杆的后端相连接，防护板的下端面通过导气管与气筒相连通，

气筒安装在防护板前端面中部，且气筒在防护板的前端面均匀设有。

[0015] 所述的气筒包括缓冲塞，气筒内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缓冲塞，缓冲塞的前

端通过缓冲杆安装有缓冲板；工作时，缓冲支链能够对碰撞力加以利用反作用于碰撞力，有

效的降低了汽车与护栏的碰撞力，同时，三个防护板通过气管相连通，既能够相互配合，将

碰撞力反作用于汽车，又能够防止防护装置膨胀破裂。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7] 一、本发明设置有防护桩，防护桩为柔性结构，能够对冲击力起到一定的缓冲作

用；

[0018] 二、本发明设置有防撞支链，防撞支链设有多道防护，能够有效降低冲击力；

[0019] 三、本发明设置有防护支链，防护支链能够对冲击力加以应用，反作用于冲击力，

从而大大降低了冲击力，防护效果更佳。

附图说明

[002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21]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2是本发明的防护箱与防护桩之间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3是本发明的内部部分零件之间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4是本发明图3的A向局部放大示意图；

[0025] 图5是本发明的防护柱与防护装置部分零件之间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参考附图对本发明的实施例进行说明。在此过程中，为确保说明的明确性和

便利性，我们可能对图示中线条的宽度或构成要素的大小进行夸张的标示。

[0027] 另外，下文中的用语基于本发明中的功能而定义，可以根据使用者、运用者的意图

或惯例而不同。因此，这些用语基于本说明书的全部内容进行定义。

[0028] 如图1至图5所示，一种路桥防撞护栏，包括防护箱1、防护桩2和防护装置3，所述防

护箱1与路面固定连接，防护箱1的内部设有防护槽，防护槽内铰接有防护桩2，相邻防护桩2

之间安装有防护装置3，且防护装置3从上至下依次安装有三个。

[0029] 所述的防护桩2包括防护柱21，防护柱21的下端为圆球形结构，且防护柱21的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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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防护箱1铰接，防护槽的内侧壁沿其周向方向均匀设有通孔，通孔与防护柱21的外侧壁之

间安装有防护弹簧22，通孔内设有防护支链23。

[0030] 所述的防护支链23包括防护绳231，防护绳231在防护箱1内侧壁的导线槽内，且防

护绳231在导线槽内通过导向轮232对其进行导向和限位；防护箱1后侧的防护绳231从通孔

的两侧穿过，通孔内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防护滑块233，防护滑块233呈T字形，且防

护滑块233的上端与防护绳231相连接，防护滑块233的右端与防护柱21的侧壁铰接；防护箱

1前侧的防护绳231从通孔内穿过，且防护绳231与防护杆234的前端相连接，防护杆234的后

端与防护柱21的侧壁铰接；工作时，当汽车撞到防护柱21上时，碰撞产生的冲击力使得防护

柱21向后倾斜，此时，防护槽内后侧的防护弹簧22对防护柱21有一定的顶撑作用，而防护槽

内前侧的防护弹簧22对防护柱21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同时，防护柱21向后倾斜带动导线槽

后侧的防护绳231向后拉动，而导线槽前侧的防护绳231对防护柱21有一定的拉动作用，防

护箱1内多处的力对防护柱21工作，能够极大的降低了防护柱21倾斜的角度，既有效降低了

汽车的碰撞力。

[0031] 所述的防护装置3包括缓冲滑块31，防护柱21的中部设有缓冲槽，缓冲槽内通过滑

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缓冲滑块31，缓冲滑块31的前后两端通过限位弹簧32与缓冲槽的内侧

壁相连接，相邻防护柱21之间的缓冲滑块31通过连接块33安装有防护板34，防护板34为中

空结构，防护板34的前端安装有防撞支链35，防护板34的内部安装有缓冲支链36，三个防护

板34从上至下通过气管4相连通。

[0032] 所述的防撞支链35包括防撞支撑杆351，防护板34的前端面上下对称设有防撞槽，

防撞槽内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防撞支撑杆351，防撞支撑杆351的前端通过回字形支

撑架352相连接，防撞支撑杆351的侧壁安装有防撞弹簧353，防撞弹簧353的前端与回字形

支撑架352相连接，防撞弹簧353的后端与防护板34的前端面相连接，回字形支撑架352的前

端左右对称设有支撑板354，支撑板354之间上下对称设有防撞杆37。

[0033] 所述的防撞杆37包括横杆371，支撑板354之间通过轴承安装有横杆371，横杆371

的侧壁通过轴承安装有防撞筒372；工作时，当汽车与防护板34发生碰撞时，汽车碰撞到防

撞杆37，而防撞杆37能够转动，能够分解一部分的碰撞力，然后，防撞弹簧353与限位弹簧32

工作，碰撞力通过防撞杆37传递到防撞弹簧353，再通过防护板34传递到限位弹簧32，从而

能够有效降低碰撞力，同时，碰撞力通过防撞杆37和防撞支撑杆351传递到缓冲支链36上，

使得缓冲支链36工作。

[0034] 所述的缓冲支链36包括密封塞361，防护板34的内部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

密封塞361，密封塞361的前端面与防撞支撑杆351的后端相连接，防护板34的下端面通过导

气管362与气筒38相连通，气筒38安装在防护板34前端面中部，且气筒38在防护板34的前端

面均匀设有。

[0035] 所述的气筒38包括缓冲塞381，气筒38内通过滑动配合的方式连接有缓冲塞381，

缓冲塞381的前端通过缓冲杆382安装有缓冲板383；工作时，分解后的碰撞力通过防撞支撑

杆351带动密封塞361向后移动，防护板34内的空气通过导气管362进入到气筒38内，并带动

缓冲塞381向前移动，缓冲塞381通过缓冲杆382带动缓冲板383向前移动，使得缓冲板383从

防撞杆37的中部穿过与汽车接触，从而实现了将碰撞力通过利用转化反作用于汽车，有效

降低了汽车与护栏碰撞时的冲击力，同时，三个防护板34通过气管4相连通，既能够相互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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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将碰撞力反作用于汽车，又能够防护防护装置3膨胀破裂。

[0036] 与防护柱21碰撞时：当汽车撞到防护柱21上时，碰撞产生的冲击力使得防护柱21

向后倾斜，此时，防护槽内后侧的防护弹簧22对防护柱21有一定的顶撑作用，而防护槽内前

侧的防护弹簧22对防护柱21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同时，防护柱21向后倾斜带动导线槽后侧

的防护绳231向后拉动，而导线槽前侧的防护绳231对防护柱21有一定的拉动作用，防护箱1

内多处的力对防护柱21工作，能够极大的降低了防护柱21倾斜的角度，既有效降低了汽车

的碰撞力；

[0037] 与防护板34碰撞时力的缓冲：当汽车与防护板34发生碰撞时，汽车碰撞到防撞杆

37，而防撞杆37能够转动，能够分解一部分的碰撞力，然后，防撞弹簧353与限位弹簧32工

作，碰撞力通过防撞杆37传递到防撞弹簧353，再通过防护板34传递到限位弹簧32，从而能

够有效降低碰撞力，同时，碰撞力通过防撞杆37和防撞支撑杆351传递到缓冲支链36上，使

得缓冲支链36工作；

[0038] 与防护板34碰撞时力的反作用：分解后的碰撞力通过防撞支撑杆351带动密封塞

361向后移动，防护板34内的空气通过导气管362进入到气筒38内，并带动缓冲塞381向前移

动，缓冲塞381通过缓冲杆382带动缓冲板383向前移动，使得缓冲板383从防撞杆37的中部

穿过与汽车接触，从而实现了将碰撞力通过利用转化反作用于汽车，有效降低了汽车与护

栏碰撞时的冲击力；

[0039] 多个防护装置3配合工作：三个防护板34通过气管4相连通，既能够相互配合，将碰

撞力反作用于汽车，又能够防止防护装置3膨胀破裂。

[0040] 综上所述的工作流程实现了有效降低汽车与护栏冲击力的功能，解决了现有条件

下硬质护栏防护作用小、缓冲护栏缓冲效果一般和硬质护栏与缓冲护栏没有对冲击力加以

改变应用等问题，达到了目的。

[0041] 本发明只是参考附图图示的实施例进行了举例说明，我们认为具有相关领域基本

知识的人员可以以此为基础进行多种多样的变形和同等水平的其它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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