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21461473.6

(22)申请日 2019.09.04

(73)专利权人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

地址 430063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杨园和平

大道745号

(72)发明人 刘斌　严爱国　吴伟宏　柳鸣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汇泽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28

代理人 秦曼妮

(51)Int.Cl.

E02B 3/26(2006.01)

 

(54)实用新型名称

防撞块及防撞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防撞块，包括壳体和位

于壳体内且支撑壳体内壁的骨架，所述骨架呈网

格状结构，所述网格状结构的网格内填充有缓冲

耗能层，所述壳体包括作为外壁的防护层和作为

内壁的吸能层，所述防护层和吸能层间夹有加强

层。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一种防撞结构，包括环绕

桥墩周围设置的多块上述的防撞块，相邻的防撞

块之间可拆卸连接。本实用新型提供的防撞块具

有更好的刚性，抗冲击性能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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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撞块，其特征在于：包括壳体和位于壳体内且支撑壳体内壁的骨架，所述骨架

呈网格状结构，所述网格状结构的网格内填充有缓冲耗能层，所述壳体包括作为外壁的防

护层和作为内壁的吸能层，所述防护层和吸能层间夹有加强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撞块，其特征在于：所述防护层为聚脲材料的防腐层。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撞块，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强层为钢板层。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撞块，其特征在于：所述骨架包括纵向支撑和横向支撑，纵向

支撑和横向支撑组成网格状结构。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防撞块，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支撑为具有吸能作用的复合材料

支撑杆。

6.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防撞块，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支撑包括若干加强支撑和若干吸

能支撑，沿横向，两加强支撑间设有至少一个吸能支撑。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防撞块，其特征在于：所述加强支撑包括一个增强层和两个复合

层，增强层和复合层均沿加强支撑的长度方向延伸，增强层位于两层复合层之间。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防撞块，其特征在于：沿纵向，防撞块的截面为梯形。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撞块，其特征在于：各所述网格间相互连通。

10.一种防撞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环绕桥墩周围设置的多块如权利要求1-9任一项

所述的防撞块，相邻的防撞块之间可拆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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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撞块及防撞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桥墩防撞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防撞块及防撞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水运和大型船舶的快速发展，安全性成了船运和桥梁的重要问题，为了避免

船舶撞击桥梁事故的发生，世界上有多种类型的桥墩防撞设施，其基本原理都是基于能量

吸收、动量缓冲而设计的，每种防撞设施都有其特点和使用条件，如防护板系统、支撑板系

统、系缆桩系统、人工岛或暗礁保护以及浮动保护系统。其中浮动式保护系统主要有浮体系

泊索防撞设施、钢套箱防撞设施和自浮式复合材料防撞设施；浮体系泊索是指在桥墩周围

水面设置一定数量的钢制绳索来防止船舶撞击桥墩。采用浮体系泊索方式阻止船舶撞击，

在水深很大的情况下使用非常经济，且吸收能大、对船舶损坏很小。但是船舶需要很大的缓

冲位移才能被卡住，因此其需要在桥墩周围占用很大的空间；在重大碰撞事件后的修复成

本较高；并且船艏如果比较尖锐，则水中部分缆索易被切断，同时长期维护成本明显地取决

于防腐范围和效果，因此，这种防撞系统运用性有限；钢套箱防撞设施一般安装在承台或桥

墩周围，主要靠钢材的塑性变形和破损来吸收撞击能量，钢套箱防撞设施可以通过采用橡

胶或钢丝绳防撞圈等防撞吸能元件作为辅助装置来改善其防撞性能。这种防撞设施吸能性

能好，适用性强，可根据实际的防撞要求来决定防护设施的规模，但是这种防撞设施一旦与

船舶碰撞就会变形，且随着变形的深入，船头可能会卡在防撞设施内，碰撞船舶的全部动能

由船头变形和防护设施的压坏变形吸收，因此防撞设施每次都需要修理才能使用，该装置

仅保护桥墩，而对船舶损伤大，并且结构较复杂，制作时间长，造价较高，防腐问题突出，安

装维护困难；自浮式复合材料防撞设施主要由纤维增强复合塑料(FRP)和缓冲耗能材料制

作，其为柔性防撞，具有缓冲吸能效率高、耐腐蚀等特点，例如专利“CN108643029A”公开了

一种由复合材料构成的消能型桥墩防撞安全装置，包括由复合材料制成的外防撞套和由复

合材料制成的内防撞套，所述由复合材料制成的外防撞套和由复合材料制成的内防撞套之

间由连接件连接，在所述由复合材料制成的外防撞套和由复合材料制成的内防撞套之间设

置有若干密封仓，该消能型桥墩防撞安全装置制备工艺简单，组装方便并具有良好的撞击

性能，但是现有复合材料防撞设施的刚性比较差，冲击性能差，断裂韧性明显低于金属材

料，层间剪切强度低，发生船撞时的冲击会导致出现不可见的内部损伤或可见的破坏，维修

费用高，耐久性差。

发明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之缺陷，提供了一种防撞块及防撞结构，以

增强防撞块及防撞结构的刚性。

[0004] 本实用新型是这样实现的：

[0005]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防撞块，包括壳体和位于壳体内且支撑壳体内壁的骨架，所

述骨架呈网格状结构，所述网格状结构的网格内填充有缓冲耗能层，所述壳体包括作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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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的防护层和作为内壁的吸能层，所述防护层和吸能层间夹有加强层。

[0006] 作为优选，所述防护层为聚脲材料的防腐层。

[0007] 作为优选，所述加强层为钢板层。

[0008] 作为优选，所述骨架包括纵向支撑和横向支撑，纵向支撑和横向支撑组成网格状

结构。

[0009] 作为优选，所述横向支撑为具有吸能作用的复合材料支撑杆。

[0010] 作为优选，所述纵向支撑包括若干加强支撑和若干吸能支撑，沿横向，两加强支撑

间设有至少一个吸能支撑。

[0011] 作为优选，所述加强支撑包括一个增强层和两个复合层，增强层和复合层均沿加

强支撑的长度方向延伸，增强层位于两层复合层之间。

[0012] 作为优选，沿纵向，防撞块的截面为梯形。

[0013] 作为优选，各所述网格间相互连通。

[0014] 本实用新型还提供一种防撞结构，包括环绕桥墩周围设置的多块上述的防撞块，

相邻的防撞块之间可拆卸连接。

[0015] 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6] 1、在本实用新型中，防撞块采用壳体、骨架和缓冲耗能层配合的方式，壳体对整体

防撞块进行保护，骨架对壳体进行支撑，并且延长撞击物与防撞设施之间的接触时间，缓冲

耗能层通过变形压溃和撕裂，将撞击力分散，降低撞击力，整体上一方面将撞击物的动能转

化为弹性势能，另一方面延长了撞击物与防撞设施之间的接触时间，从而实现防撞块的防

撞功能。

[0017] 2、在本实用新型中，防撞块壳体采用三层的结构设置，防护层用于防止防撞块受

到腐蚀，加强层用于增加壳体的强度，在受到小的撞击时，避免壳体损坏，吸能层用于对撞

击的能量进行吸收，减少防撞块内部受到的冲击力，从而从整体上提高防撞块的强度。

[0018] 3、在本实用新型中，防撞块的骨架采用横向支撑和纵向支撑互相交叉互布置的方

式，横向支撑沿非迎撞方向布置，纵向支撑沿碰撞方向布置，纵向支撑包括加强支撑和吸能

支撑，加强支撑和吸能支撑间隔布置，在保证吸能的同时，提高了防撞块的强度和耐撞性，

可承受小船多次撞击，经久耐用，减低了防撞块的维修次数和维修成本。

附图说明

[0019]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

或现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

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

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它的附图。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防撞结构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防撞块的截面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壳体的局部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加强支撑的局部示意图；

[0024] 图5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提供的导入孔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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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

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

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

所获得的所有其它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0026] 如图1-图5，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一提供一种防撞块1，包括壳体2和位于壳体内且支

撑壳体内壁的骨架3，所述骨架3呈网格状结构，所述网格状结构的网格内填充有缓冲耗能

层4，在本实用新型中，防撞块1采用壳体2、骨架3和缓冲耗能层4配合的方式，壳体2对整体

防撞块进行保护，骨架3对壳体2进行支撑，并且延长撞击物与防撞块1之间的接触时间，缓

冲耗能层4通过变形压溃和撕裂，将撞击力分散，降低撞击力，整体上一方面将撞击物的动

能转化为弹性势能，另一方面延长了撞击物与防撞块1之间的接触时间，从而实现防撞块的

防撞功能。

[0027] 所述壳体2包括作为外壁的防护层5和作为内壁的吸能层7，所述防护层和吸能层

间夹有加强层6，所述防护层5为聚脲材料的防腐层，所述加强层6为钢板层，在本实用新型

中，壳体2采用三层的结构设置，防护层5用于防止防撞块受到腐蚀，加强层6用于增加壳体

的强度，在受到小的撞击时，避免壳体损坏，吸能层7用于对撞击的能量进行吸收，减少防撞

块1内部受到的冲击力，从而从整体上提高防撞块的强度。

[0028] 作为优选，所述骨架3包括纵向支撑8和横向支撑9，纵向支撑8和横向支撑9组成网

格状结构，所述横向支撑9为具有吸能作用的复合材料支撑杆，复合材料为由玻璃纤维布、

乙烯基树脂以及固化剂采用真空导入工艺制备而成的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玻璃纤维布可采

用无碱E玻璃纤维，乙烯基树脂为热固性树脂具有良好的耐候性能，所述纵向支撑8包括若

干加强支撑10和若干吸能支撑11，沿横向，两加强支撑10间设有至少一个吸能支撑11，在本

实用新型中，骨架3采用横向支撑9和纵向支撑8互相交叉互布置的方式，横向支撑9沿非迎

撞方向布置，纵向支撑8沿碰撞方向布置，纵向支撑8包括加强支撑10和吸能支撑11，加强支

撑10和吸能支撑11间隔布置，在保证吸能的同时，提高了防撞块1的强度和耐撞性，可承受

小船多次撞击，经久耐用，减低了防撞块1的维修次数和维修成本。

[0029] 作为优选，所述加强支撑10包括一个增强层12和两个复合层13，增强层12和复合

层13均沿加强支撑的长度方向延伸，增强层12位于两层复合层13之间，复合层13采用上述

的复合材料制成，增强层12增强了加强支撑10的强度，复合层13对碰撞的能量进行吸收。

[0030] 作为优选，沿纵向，防撞块1的截面为梯形，使得防撞块1对水流具有更好地导流效

果，梯形的底部朝向桥墩设置。

[003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二提供一种防撞结构，包括环绕桥墩17周围设置的多块上述的

防撞块1，相邻的防撞块1之间可拆卸连接。在本实施例中，沿撞击方向，桥墩的两侧设有防

撞块1，沿非撞击方向，桥墩的两侧设置的防撞装置19可以采用防撞块1的结构形式也可以

采用别的结构形式，防撞块1和防撞装置19朝向桥墩17的一侧均设有护舷块18，护舷块18起

到弹性缓冲作用。

[0032] 如图1，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桥墩的防撞结构，由多个防撞块1可拆卸固定连接而成，

如图2，防撞块1分为碰撞方向14和非迎撞方向15，碰撞方向14为用于承受船只撞击的方向，

非迎撞方向15为用于彼此连接的方向，碰撞方向14与非迎撞方向15互相垂直；防撞块1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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壳体2、骨架3和缓冲耗能层4，骨架3位于壳体2的内部，与壳体2固定连接，缓冲耗能层4位于

骨架3的内部，充满骨架3内的间隙，壳体2、骨架3和缓冲耗能层4配合的方式，壳体2对整体

防撞块1进行保护，防止防撞块1受到腐蚀损坏，骨架3对壳体2进行支撑，并且延长撞击物与

防撞设施之间的接触时间，减少撞击力，缓冲耗能层4位于骨架3内部，变形压溃和撕裂，有

效将撞击力分散，降低撞击力，从而实现防撞块1的防撞功能；壳体2为三层结构，如图3所

示，分别为防护层5、加强层6和吸能层7，防护层5、加强层6和吸能层7依次固定连接，防护层

5位于壳体2的最外部，与水直接接触，将壳体2与水及水中的漂浮物进行隔离，避免壳体2的

外表面受到腐蚀，影响防撞块1的防撞性能，吸能层7位于壳体2的最内部，与骨架3固定连

接，用于对碰撞时产生的能量进行吸收，减少骨架3和缓冲耗能层4碰撞时受到的冲撞力，加

强层6位于防护层5和吸能层7之间，用于增加壳体2的刚性，避免小船撞击导致防撞块1损

坏，降低了防撞块1的维修次数和维修成本；防护层5为聚脲材料的防腐层，聚脲材料性能优

异，具有很好的防水、防腐、防冲磨和伸长率性能，在防腐的同时，其良好的伸长率在受到冲

击时，可以对重装力进行吸收，并且有自愈功能，在创口比较小的情况下，可以自行修复，减

少维修的次数和维修的成本；加强层6由钢板制作而成，用于增强壳体2的强度，避免轻微撞

击造成壳体2损坏，减少维修成本，吸能层7由复合材料制作而成，用于吸收对碰撞时产生的

能量，减少骨架3和缓冲耗能层4碰撞时受到的冲撞力；在壳体2的内部设置有骨架3，骨架3

与壳体2固定连接，骨架3为纵横交错的网格状结构，骨架3包括横向支撑9和纵向支撑8，横

向支撑9和纵向支撑8互相交叉布置，横向支撑9沿非迎撞方向15布置，纵向支撑9沿碰撞方

向14布置，横向支撑9为复合材料制作而成，实现对壳体进行支撑，纵向支撑9包括加强支撑

10和吸能支撑11，加强支撑10和吸能支撑11互相平行，加强支撑10间隔布置于吸能支撑11

之间，加强支撑10实现对骨架3强度的增强，吸能支撑11为复合材料制作而成，用于吸收碰

撞撞击时产生的能量，减少桥墩17受到的冲击力，如图4所示，加强支撑10包括三层结构，分

别为复合层12和增强层13，复合层12和增强层13固定连接，复合层12为两层，增强层13位于

两层复合层12的中间，从而增强了加强支撑10的强度，同时对碰撞的能量进行吸收；在横向

支撑9和纵向支撑8上均设置有导入孔16，如图5所示，导入孔16贯穿横向支撑9和纵向支撑8

左右两个表面，从而使有横向支撑9和纵向支撑8纵横交错的网格状结构的每个网格之间彼

此连通，便于缓冲耗能层4的加入，缓冲耗能层4为树脂材料通过真空导入法一次导入成型，

树脂填满骨架内的整个内部空间形成缓冲耗能层4，缓冲耗能层4通过变形压溃和撕裂，有

效将撞击力分散，降低撞击力，从而实现防撞块1的防撞功能。

[0033]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防撞块1采用壳体2、骨架3和缓冲耗能层4配合的方式，壳体2对

整体防撞块1进行保护，骨架3对壳体2进行支撑，并且延长撞击物与防撞设施之间的接触时

间，缓冲耗能层4通过变形压溃和撕裂，将撞击力分散，降低撞击力，整体上一方面将撞击物

的动能转化为弹性势能，另一方面延长了撞击物与防撞设施之间的接触时间，从而实现防

撞块1的防撞功能；并且壳体2采用三层的结构设置，防护层5在防止防撞块受到腐蚀的同时

具有自愈功能，加强层6用于增加壳体2的强度，在受到小撞击时，避免壳体2损坏，吸能层7

用于对撞击的能量进行吸收，减少防撞块1内部受到的冲击力，从而从整体上提高防撞块1

的强度；同时骨架3采用横向支撑9和纵向支撑8互相交叉布置的方式，纵向支撑8包括加强

支撑10和吸能支撑11，加强支撑10和吸能支撑11间隔布置，在保证吸能的同时，提高了防撞

块1的强度和耐撞性，可承受小船多次撞击，经久耐用，减低了防撞块1的维修次数和维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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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0034]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实用新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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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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