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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抗冲击减噪桥梁伸缩装置具有结构合理、性能优越、安装方便、减振

降噪、抗冲击能力强、耐久性强等特点，能适应桥梁各个方向的变位要求，

可增强伸缩装置的耐久性、安全性和舒适性，降低全寿命周期的运营成本，

有着良好的推广应用前景。为进一步规范抗冲击减噪桥梁伸缩装置的技术

质量要求，促进产品标准化、系列化和产业化应用，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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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冲击减噪桥梁伸缩装置应用技术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抗冲击减噪桥梁伸缩装置的产品分类、型号、结构形式、技术要求、安装、

试验方法、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本标准适用于伸缩量为40mm～160mm的桥梁结构，适宜的环境温度为-40℃～+60℃，

与桥梁斜交角为90°。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文件。

JT/T 327 公路桥梁伸缩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JT/T 722 公路桥梁钢结构防腐涂装技术条件

JT/T 4 公路桥梁板式橡胶支座

JB/T 5943 工程机械 焊接件通用技术条件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

GB/T 1499.1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1部分：热轧光圆钢筋

GB/T 1499.2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T 193 普通螺纹 直径与螺距系列

GB/T 699 优质碳素结构钢

GB/T 700 碳素结构钢

GB/T 702 热轧钢棒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706 热轧型钢

GB/T 985.1 气焊、焊条电弧焊、气体保护焊和高能束焊的推荐坡口

GB/T 1184 形状和位置公差未注公差值

GB/T 1222 弹簧钢

GB/T 1591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T 1804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

GB/T 3280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T 3323 金属熔化焊焊接接头射线照射

GB/T 3672.1 橡胶制品的公差 第1部分：尺寸公差

GB/T 4171 耐候结构钢

GB/T 11345 焊缝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 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

GB/T 12467.3 金属材料熔焊质量要求 第3部分：一般质量要求

GB/T 3274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热轧薄钢板和钢带

GB5666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JT/T327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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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抗冲击减噪桥梁伸缩装置 o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installation for highway bridge

为使车辆平稳通过桥面并符合桥梁上部结构变形的需要，在伸縮缝处设置的各种装置的

总称。

3.2 桥梁斜交角 oblique angle of bridge

桥梁斜交角采用右偏角标注，为以路线前进方向为基准，向右旋转到被交路或者河流的

轴线的角度。

4 分类、型号和结构形式

4.1 分类

按伸缩装置的伸缩量和结构构成：

(1)公路桥梁抗冲击减噪伸缩装置（简称伸缩装置）按伸缩结构分为：模数式伸缩装置，

代号M；

(2)模数式伸缩装置按橡胶密封带的数量分为：单缝，代号MA；

4.2 结构形式

抗冲击减噪桥梁伸缩装置由S边梁、横版、立板、加强筋板、锚固板、密封带、锚筋等组成。

立面

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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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预埋钢筋； 6—密封带；

2—连接钢筋； 7—加强筋板；

3—锚筋； 8—立板；

4—横版； 9—锚固钢板。

5—S型边梁；

图1 抗冲击减噪桥梁伸缩装置

4.3 规格

伸缩装置按伸缩量分为5个规格：40mm、60mm、80mm、120mm、160mm。

5 技术要求

5.1 外观

5.1.1 伸缩装置外观、涂装表面、焊缝外观等要求应符合JT/T 327的规定。

5.1.2 橡胶密封带表面应光滑平整，外观质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橡胶密封带外观质量要求

缺陷名称 质量要求

喷霜、发脆、裂纹 不允许

明疤缺胶
面积不超过30mm×5mm，深度不超过2mm 缺陷，

每延米不超过4 处

气泡、杂质
不超过成品表面面积的0.5%，且每处不大于25m²，

深度不超过2mm

表面平整度 不大于平面对角线或直径的0.4%

5.2 材料

5.2.1 钢材

5.2.1.1钢材性能应符合表2的要求。当桥梁结构处于氯化物环境时，伸缩装置宜使用Q335NHD、

Q235NHE级钢和Q355NHD、Q355NHE級钢，其力学性能和质量要求应符合GB/T 4171的规定。

表2 钢材性能指标

钢材类别 性能要求

异型钢材、横梁等

Ts>0℃ Q355B

GB/T 1591-20℃<Ts≤0℃ Q355C

Ts≤-20℃ Q355D

锚固板、钢板、圆钢、方

钢、角钢

Ts>0℃ Q235A、Q235B
符合GB/T 702、GB/T 706、

GB 912、GB /T 3274的规定
-20℃<Ts≤0℃ Q235C

Ts≤-20℃ Q235D

经常处于氯化物环境时
以上对应牌号分别采用Q355NHD、
Q355NHE、Q235NHD、Q235NHE GB/T 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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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为最低日平均温度值。

5.2.1.2 锚筋宜采用HPB300、HRB400，其性能应符合GB/T 1499.1、GB/T 1499.2 的规定。

5.2.2 橡胶

5.2.2.1 密封带结构橡胶采用天然橡胶

密封带用橡胶材料的物理机械性能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密封带用橡胶材料物理机械性能

序号 项目 天然橡胶 三元乙丙橡胶
改性三元乙丙

橡胶

1 硬度（IRHD） 55±5 55±5 55±5

2 拉伸强度（MPa） ≥15 ≥16 ≥14

3 拉断伸长率（%） ≥400 ≥400 ≥350

4 脆性温度（℃） ≤-40 ≤-50 ≤-60

5 恒定压缩永久变形（室温×24h)（%） 0～20 0～20 0～20

6
耐臭氧老化（试验条件：20%伸长，

40℃×96h）

臭氧浓度

50×10
-8

无龟裂

臭氧浓度

25×10
-8

无龟裂

臭氧浓度

50×10
-8

无龟裂

7
热空气老

化试验

试验条件（℃×h） 70×96 70×96 70×96

拉伸强度变化率（%） -15～+15 -25~+25 -10～+10

拉断伸长率（%） -25～+25 -25~+25 -20～+20

硬度变化（IRHD） 0～+10 -5～+10 0～+10

8
耐盐水性

（室温×144h：4%）

体积变化

（%）
0～+10 0～+10 0～+10

硬度变化

（IRHD）
0～+10 0～+10 0～+10

9

耐油污性

（1 号标准油，23℃×

168h）

体积变化

（%）
-5～+10 0～+45 0～+45

硬度变化

（IRHD）
-10～5 -25～0 -25～0

12 适用范围 -25℃～60℃ -40℃～60℃ -40℃～60℃

5.3 性能要求

5.3.1伸缩装置应适应、满足桥梁纵、横、竖三向变形要求,伸缩装置变形性能应符合表4的要求。

当桥梁变形使伸缩装置产生显著的横向错位和竖向错位时，宜通过专题研究确定伸缩装置的

平面转角要求和竖向转角要求，并进行变形性能检测。

表4 伸缩装置性能要求

序号 项目 要求

1 拉伸、压缩时最大水平摩阻力（kN/m） ≤5

2 拉伸、压缩时变形均匀性 每单元最大偏差值（mm） -2～+2

3 拉伸、压缩时每单元最大竖向变形偏差（m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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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符合水平摩阻力和变形均匀

性条件下的错位性能

纵向错位（°） 伸缩装置的扇形变位角度 ≥ 0.2

横向错位（mm） 伸缩装置两端偏差值≥20）

竖向错位（%） 顺桥向坡度≥5

5 防水性能 注水24h无渗漏

6 锚固性能 疲劳次数不低于200万次

5.3.2 伸缩装置的极限状态验算应按JT/T 327的规定进行。

5.3.3在正常设计、生产、安装、运营养护条件下，伸缩装置设计使用年限不应低于15年。当

公路桥梁处于重要路段时，其设计使用年限可适当提高。

5.4 工艺

5.4.1 钢构件

5.4.1.1钢构件机加工尺寸及公差配合应符合设计要求，未注线性尺寸和角度尺寸公差应符合

GB/T1804 中c级的规定，未注形状和位置公差应符合GB/T 1184 中L 级的规定。

5.4.1.3 S型钢组件沿长度方向的全长直线度公差值应满足5mm/10m，扭曲度不大于1/1000。

5.4.2 焊接

5.4.2.1焊缝应符合GB/T 11345 中的规定，焊接质量要求应符合GB/T985.1 和JB/T5943 的规

定。

5.4.2.2 焊接工艺及方法不应低于如下要求，焊接质量应符合GB/T 12467.3的规定。

a）边梁与锚固板间的焊接采用T422焊条交流弧焊；

5.4.5 防腐涂装

伸缩装置与混凝土结合的受力钢件（边梁、锚固板），其表面应进行金属涂装。涂装体

系按所处的环境类别、设计使用年限选用。涂装的表面处理、涂装要求及涂层质量应符合JT/T

722的规定。

5.4.3 装配

1） 所有待装配零件应满足设计要求，且应符合JT/T 327的规定后方可装配。装配应牢固可靠，

未注装配要求应符合JB/T 5945的规定。

2） 组装构件应平顺、整洁，去除铁屑、毛刺、油污，除锈后，均应进行有效的防护处理。

3） 橡胶密封带应整条安装，表面洁净，安装中不应以任何方法拉长，与异型钢型腔的夹持

力不应小于1kN/m。

4） 当装置完全压缩时，以两边纵梁顶平面为准，任意位置同一断面的每根中梁顶面和边纵

梁顶面相对高差不应大于1.5mm，每单元的纵向偏差应在±2mm范围内。当装置完全伸张时，

任意位置同一断面的每根中梁顶面和边纵梁顶面相对高差不应大于2mm，每单元的纵向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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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3mm范围内。

5） 伸缩装置装配后的尺寸偏差、型钢板厚及锚固板厚度偏差等应符合表5规定。

表5 伸缩装置尺寸允许偏差

形状

尺寸
长（mm） 高（mm） 宽度（mm）

型钢板厚

度（mm）

锚固板厚

（mm）

允许

偏差
总偏差值≤5

完全压缩：总偏差值≤1.5

完全拉伸：总偏差值≤2
总偏差值:±5 ±0.3 ±0.3

6）伸缩装置安装时除应符合设计要求外，还应符合JTG F80-1的规定。

7）对于既有桥梁需更换伸缩装置的，伸缩缝安装槽口及锚固筋位置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调整，

但应满足锚固要求。

6 试验方法

6.1 一般要求

6.1.1 试验样品

6.1.1.1试验对象分为三类：材料试件、构件试件和伸缩装置整体试件。

6.1.1.2 试件数量不应少于两个样本。

6.1.1.3 伸缩装置性能试验应根据装置设计性能进行测试，试验方法应能合理模拟装置实际工

作状态。

6.1.1.4 材料试件应按试验要求取样。构件试件应取足尺样本；整体试件宜采用整体装配后的

足尺样本，当现有试验设备无法满足足尺样本试验所要求的能力时，可按下列要求取样：

a)伸缩装置的试件长度应不小于4m。

6.1.2 试验条件及设备要求

6.1.2.1 试验温度为23℃±5℃下，试件静置24h，使其内外温度一致。

6.1.2.2 试验设备的最高加载频率不低于2Hz，且同时具有竖向和横向加载功能。

6.2 外观

6.2.1外观质量采用目测及量具测量的方法进行。

6.2.2

测量至少进行四次，结果取其实测值的平均值。

6.3 材料

6.3.1 橡胶

橡胶物理机械性能试验应按JT/T 4 规定的方法进行；橡胶耐盐水性、耐油污性试验应按

GB/T1690 规定的方法进行；伸张疲劳性能测试应按GB/T 1688规定的方法进行；六级屈挠疲

劳性能应按GB/T 13934规定的方法进行。当从橡胶密封带成品取样、制成标准试片、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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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试验时，与表4性能相比，其拉伸强度下降不应大于20％，拉断伸长率下降不应大于

35％。

6.3.2 钢材

6.3.2.1 钢材性能试验应按GB/T 699、GB/T 700、GB/T 1591、GB/T 11352和GB/T 11264规定的

方法进行。

6.4力学性能

6.4.1试件锚固系统应采用定位螺栓或其它有效方法，试验装置应能模拟伸缩装置在公路桥梁

的实际受力状态，并进行疲劳试验。

6.4.2 伸缩装置横向错位、纵向错位、竖向错位、转角、摩阻力及伸缩量等性能试验应按JT/T327

规定的试验要求及试验步骤进行。试验设备应满足如下条件：

a）试验台座、固定台座、移动台座应具有足够的刚度，以保证测量的精度，不得影响测

量结果；

b）试验台座应具备各个自由度的位移能力的要求，以满足试验要求；

c）试件在试验台座上的连接应具有足够的刚度。

6.4.3伸缩装置防水性能试验应按JT/T327 附录C的规定进行。

6.4.4伸缩装置承载性能试验应按JT/T327附录D规定进行。

6.4.5 锚固性能疲劳性能试验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a）伸缩装置试样边梁体用C50混凝土或C50以上强度等级的混凝土浇筑，形成伸缩装置锚

固试块，进行正常养护；

b）将伸缩装置锚固试块固定在标准荷载试验台上，固定应牢固可靠；

c）采用公路-Ⅰ级车辆荷载后轴轮载重力标准值1.5倍进行200万次振动冲击疲劳试验，冲

击力加载方向垂直于伸缩装置型钢表面。

d）实验过程中，加载波形可为正弦波或三角波，加载频率范围为2Hz~5Hz，反复加载次

数不低于200万次。

e）试验完成后，观察锚固件是否脱落、钢构件是否开裂、试样有无重大裂纹和破损现象。

6.5 工艺

6.5.1 焊接

焊接质量检验应按GB/T 3323 和GB 11345 规定的方法进行。

6.5.2 防腐涂装

表面涂装质量检验应按JT/T 722 规定的方法进行。

6.5.3外形尺寸应用钢直尺、游标卡尺、平整度仪、水准仪或量规测量。装配间隙应采用塞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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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塞尺进行测量。每2m取其断面测量后，按平均值取用。

6.5.4 橡胶密封带装配

6.5.4.1 试件宜取0.2m长构件，橡胶密封带按要求组装。

1-密封带；2-异型钢；3-加载水平力

图2橡胶密封带夹持性能试验示意图

6.5.4.2 试验步骤如下：

a）橡胶密封带加载：以0.05kN/s～0.15 kN/s速度连续均匀加载水平力，使水平力加载至

0.35kN；均持荷15min，观察橡胶密封带是否脱落、是否产生微细裂纹。

b）以连续、均匀速度卸载至无水平力，静置5min；加载过程连续进行3次；

c）若3次加载试验完成，均未出现橡胶密封带脱落和微细裂纹，则橡胶密封带的夹持性能

符合要求。

6.5.4.3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a）试件概况：包括对应的伸缩装置型号、试件编号，并附简图；

b）试验机性能及配置描述；

c）试验过程中出现的异常现象描述；

d）完整的试验记录，包括试验评定结果，试验过程照片等。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伸缩装置检验分为进厂原材料检验、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三类。

7.1.1 进厂原材料检验

进厂原材料检验为加工用原材料及外协加工件进厂时所进行的验收检验。

7.1.2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为生产厂在每批产品交货前应进行的检验。

7.1.3 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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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式检验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质量检测机构进行。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

式检验：

a)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检验；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正常生产时，定期每二年进行一次检验；

d)产品停产二年后，恢复生产时；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或用户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2 检验项目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按表6的要求进行。

表6 伸缩装置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项目

7.3 抽样

型式检验从该批正常生产产品中随机抽取至少2个样品，出厂检验从每批产品中随机抽取

至少2个样品进行检验。

7.4 判定规则

7.4.1检验中不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外购件不应使用。

序号 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型式检验 出厂检验 检验频次

1 外观 5.1 6.2 √ √

100%

2 外形尺寸 5.4 6.2 √ √

3 材料 5.2 6.3 √ √

4 焊接及涂装
5.4.2、

5.4.3

6.5.1及

6.5.2
√ √

5 装配 5.4.4 6.5.3 √ √

6 拉伸、压缩最大水平摩阻力 5.3 6.4.2 √ △

每批不少

于2件

7 横向错位 5.3 6.4.2 √ △

8 纵向错位 5.3 6.4.2 √ △

9 竖向错位 5.3 6.4.2 √ △

10 变位均匀性 5.3 6.4 √ △

11 密封带防水性能 5.3 6.4.3 √ △

12 锚固性能 5.3 6.4.5 √ △

注：“√”表示必检项目；“△”可选择进行的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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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出厂检验时，若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则应从该批产品中再随机抽取双倍试样进行复检，

若仍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7.4.3型式检验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抽样对象为经生产厂检验部门检验合格且为本评定周期

内的产品。若检验项目有一项不合格，则从该批产品中再随机抽取双倍试样进行复检，若仍

有一项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不合格。

8 标志、包装、运输、储存

8.1标志

每个伸缩装置成品应有永久性标志牌，其内容应包括：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生产厂家、

出厂编号和出厂日期。

8.2包装

8.2.1 伸缩装置应根据分类、规格型号及货运规定进行包装，如有特殊要求，可由厂方与用户

协商确定。

8.2.2 包装应牢固可靠，包装外面应注明产品名称、规格、制造日期，以及运输、贮存的注意

事项。

8.2.3 出厂时，包装内应附有产品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和清单。技术文件应用塑料薄膜装袋封

口。

8.3运输及储存

8.3.1 伸缩装置运输时，按同规格、同形状进行安全叠放。

8.3.2装车时要有专用的支架支撑和固定，不使其产生碰撞、磨擦。

8.3.3伸缩装置在运输及储存过程中，应保持清洁，保证外观完整，无磕碰、变形。远离酸、

碱、油类及有机溶剂等影响伸缩装置质量的物质，并注意防火，距离热源应在5m以外。运输

过程中不应随意拆卸。

8.3.3 伸缩装置在储存时，应保持清洁，防止变形，同时应有保护和固定措施确保其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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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说明

1 本标准执行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下列写法：

1）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

2）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

采用“不宜”。

3）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引用标准的用语采用下列写法：

1）在标准条文及其他规定中，当引用的标准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时，应表述为“应符

合×××××的有关规定”。(×××××为标准编号)。

2）当引用标准中的其他规定时，应表述为“应符合本标准（规范/规程/指南……）第×

章的有关规定”、“应符合本标准（规范/规程/指南……）第×.×节的有关规定”、“应按

本标准（规范/规程/指南……）第×.×.×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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