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建材

铁路桥梁聚氨酯弹性体伸缩缝气囊浇筑法施工技术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airbag casting method for polyurethane elastomer expansion joint of railway bridge
宋作栋
（中铁五局二公司，湖南 衡阳 421002）
摘要：铁路混凝土桥梁伸缩缝是桥面整体防水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桥梁防水体系的有效性和结构的耐久
性。高速铁路混凝土桥梁普遍采用橡胶止水带伸缩缝，由于橡胶止水带施工难度大，容易造成橡胶条嵌固不牢，或
因安装精度控制不好，极易造成错台、扭转等现象，导致伸缩缝变形，严重影响伸缩缝防排水质量，当伸缩缝胶条
脱落，功能丧失时，更换非常困难。近年来国内铁路开始逐步使用聚氨酯高分子弹性体密封材料替代常规的橡胶
止水带伸缩缝，但常规的衬垫法施工弹性体工艺复杂，工效低、质量保证率不高，探讨一种新型简便的弹性体浇筑
施工方法非常有意义。
关键词：聚氨酯；弹性体；伸缩缝；气囊浇筑法
Abstract: The expansion joint of railway concrete brid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verall waterproofing of the bridge
deck,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bridge waterproof system and the durability of the structure.
High-speed railway concrete bridges generally use rubber water-stopping expansion joints. Due to the difficulty in
construction of rubber waterstops, it is easy to cause the rubber strips to be not firmly embedded, or because the
installation precision is not well controlled, it is easy to cause misalignment and twisting. The deformation of the
expansion joint serious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he anti-drainage of the expansion joint. When the expansion joint strip
falls off and the function is lost,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replace. In recent years, domestic railways have gradually begun
to use polyurethane elastomer elastomer sealing materials instead of conventional rubber waterstop expansion joints.
However, the conventional liner method is complicated in construction, low in work efficiency and low in quality
assurance rate. The construction method of the elastomer casting is a very meaningful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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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由中铁五局二公司承建的济南至青岛高速铁路临青特
大桥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和潍坊市青州市境内，全长
20327.5m，桥梁型式采用双线箱梁，桥面宽 12.6m，梁端伸
缩全部采用聚氨酯弹性体伸缩缝结合梁端的挡水台在桥宽
范围内通长设置，全桥共设伸缩缝 610 道，该桥聚氨酯弹性
体伸缩缝全部采用气囊浇筑法施工。

2 铁路桥梁伸缩缝现状及聚氨酯弹性
体伸缩缝发展前景
以往铁路工程领域桥梁伸缩缝普遍采用橡胶止水带伸
缩缝，由于橡胶止水带施工难度大，容易造成橡胶条嵌固
不牢，或因安装精度控制不好，极易造成错台、扭转等现象，
橡胶止水带在使用数年后，往往因发生老化、伸缩缝变形
等情况，严重影响伸缩缝防排水质量。特别是当伸缩缝橡
胶止水带橡胶条发生脱落时，伸缩缝防排水、防杂物渗入
阻塞伸缩缝的功能丧失时，重新更换施工工艺复杂，施工
非常困难，有时还需要长时间封锁桥梁进行恢复施工，严
重影响桥梁的正常使用。
目前，国内铁路桥梁伸缩缝逐步开始使用聚氨酯高分
子弹性体密封材料替代橡胶止水带，弹性体密封材料由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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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常用跨度混凝土梁端接缝的防水密封高分子弹性密封材
料构成。
弹性体伸缩缝装置采用聚氨酯为主要材料，由可防水
的高分子密封材料组成，设置在梁缝处，与梁端混凝土粘
结，并由自身弹性变形适应梁端伸缩。聚氨酯弹性体伸缩
缝利用聚氨酯材料具有的超强粘接性能，半固态浇注的弹
性体材料具有良好的形状适应性和流动性，完全适应各种
形状的作业空间，无需根据伸缩缝实际宽度进行量体定做。
施工通用性好，整体结构合理，受安装精度影响小，质量容
易得到控制，便于快速施工。聚氨酯弹性密封胶具有优良
的耐磨性和低温柔软性，性能可调节范围广，非常适合于梁
端伸缩缝结构特性。其外露面通过防老化涂层处理后，抗
老化能力显剧增强，大大提升了使用寿命，克服了橡胶止
水带伸缩缝容易老化变形、胶条脱落，功能丧失等缺点，具
有工艺简单快捷、防水效果好等特点。有效解决了传统橡
胶止水带安装工艺难度大，更换维修工艺复杂，排水通道
积存垃圾等问题。在使用寿命上较橡胶止水带伸缩缝提高
了数倍，后期维修仅需人工剔除或打磨缺陷部位露出新鲜
表面后重新浇筑弹性体即可，大大减少了后期维修工作量，
节约维修费用。
聚氨酯高分子弹性体密封材料作为一种新材料、新工
艺，针对聚氨酯弹性体伸缩缝施工技术的分析研究并总结
提出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是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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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可以有效解决常规
施工工艺过程中弹性体浇筑质量通病，通过理论和实践总
结施工经验，实际应用于工程实践，将会取得巨大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弹性体施工利用气囊外包裹的隔离塑料薄膜来隔断弹
性体与气囊橡胶的粘接，塑料薄膜保证了弹性体下弧面光
滑圆顺，气囊轻便安装非常简单，还可通过气囊端部的充
气阀泄气后自然脱落来实现拆模。简化了常规弹性体工艺
中必需的衬垫、底衬安装工艺流程，节约了施工成本，工艺
简单快捷、效果好，实用性强，从工艺上保证了工作效率和
施工质量。一个气囊可重复使用上百次。

3 气囊法现浇聚氨酯弹性体伸缩缝主
要原理
弹性体伸缩缝装置采用聚氨酯为主要材料，由可防水
的高分子密封材料组成，设置在梁缝处，与梁端混凝土粘
结，并由自身弹性变形适应梁端伸缩。气囊底衬和塑料侧
衬作为弹性体伸缩缝一种辅助浇注成型的模具，主要起定
位和成型的作用。底衬由圆柱形充气气囊加工而成，位于
弹性体伸缩缝底部，气囊端部设充气阀门；侧衬位于伸缩
缝端部，采用塑料楔形块加工而成。充气气囊作为弹性体
浇筑成型的模具，利用了气囊与梁间挤压形成的摩擦支撑
力来支撑弹性体自重。利用气囊圆端形构造截面塑造弹性
体伸缩缝的下弧结构。简化了常规衬垫安装工艺中的削台
阶、安装弧形底衬等复杂工序，从根本上解决了底衬易扭
曲、安装复杂、容易脱落等问题。
利用气囊外包裹的塑料薄膜来隔断弹性体与气囊橡胶
的粘接，塑料薄膜表面光滑的特性保证了弹性体下弧面光
滑圆顺，气囊通过端部的充气阀泄气后会自然脱落。气囊
体积小重量轻，人工安拆非常简单，施工方便快捷，工作效
率高，实用性强，从工艺上保证了工作效率和施工质量。每
个充气气囊可重复使用上百次，施工过程中不再需要弹性
体伸缩缝常规施工方法（衬垫法）中必需投入的衬垫、底衬
等一次性材料，即节约了施工成本也实现了低碳、绿色环
保施工。
利用涂装在梁端混凝土表面的底涂层，来改善弹性体
与混凝土基体界面粘结性能；利用涂装在弹性体伸缩缝表
面的面涂料，来提高弹性体耐候性能，大幅延长弹性体伸
缩缝使用寿命。

4 铁路桥梁聚氨酯弹性体伸缩缝气囊
法现场浇筑施工控制要点
4.1 梁缝处理
首先采用聚合物水泥砂浆或细石混凝土对梁端砼空
洞、蜂窝等缺陷进行修补，修补完达到强度后，再用手持式
打磨机进行梁缝基层打磨，保证梁端混凝土表面平整、密
实、干燥、清洁。打磨完成后用高压风除尘，再用风枪对梁
端进行干燥处理，直至达到要求。
4.2 底涂料施工

底涂料必须按配比配制，每种组分的称量误差不得大
于 1%。混凝土基面进行底涂料施工时，应由人工采用油
漆刷来回涂刷均匀，要求涂刷不露底面，不堆积，涂刷面
外轮廓应大于底涂料与弹性体接触边界 10mm，涂层厚度
>0.2mm，每平米用量>0.4kg。底涂料自然干燥 15～30 分
钟后方可进行弹性体浇注。
4.3 气囊底衬及侧衬安装施工
气囊安装前应仔细检查气囊是否存在破损漏气情况，
破损处应修补好后再安装使用。
气囊底衬在充气前，要先在气囊外套一层塑料薄膜，然
后由 4～5 人用手抬着平顺地摆放在梁端的梁缝间。初步
摆放到位后安排专人测量控制顶面标高，初步定位好气囊，
两端人员把超出箱梁梁缝的气囊采用绳索捆绑固定在箱梁
防护栏上。

图1

图2

弹性体伸缩缝施工横截面图

弹性体伸缩缝施工示意图

将充气泵的通风管与气囊上的充气阀门连接好，利用
气泵对气囊进行充气，当气囊与梁缝稍微接触，气压表读
数在 0.18～0.2kg/cm2 时，停止充气，放开气囊，气囊在梁缝
两端混凝土的挤压摩擦力作用下支撑自重。此时采用水准
仪立塔尺对气囊顶面再次测量弧拱顶面标高，对气囊进行
精确调整定位，精确定位的方式是当气囊某处弧拱顶面标
高高于设计标高时对该处进行下压使之下沉；当气囊弧拱
顶面标高低于设计标高时，利用气囊的充气阀门放气，再
次提起气囊进行标高调整，然后补气，直到气囊标高调整
到设计位置，再适当补气至气压在 0.8～1.2kg/cm2 时，即可
停止充气。
气囊精确定位、充气气压达到要求后，在梁端处安装
下部为半圆形的塑料楔形块侧衬，侧衬包裹一层塑料薄膜，
（下转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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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要尽量用简练的色彩和有力的笔触，以强烈的对比和明
暗反差来表现其金属表面的特性。在绘制时可事先留出高
光白色的位置，用冷色调过渡周围的颜色。其次，在表现
圆柱等弧形表面时多采用湿接法，然后用深色系重点强调
明暗交界线。
2.3 石材的质感表现
在室内设计中石材应用也广泛，它是最古老的建材之
一。石材纹理是表现不同石材种类的关键所在。粗糙的石
材着重表现其固有色和粗糙的纹理结构；而光滑的石材具
等有明显的高光，并且在灯光的照射下会反射出其造型和
倒影。因此，在绘制这类石材时，可先用中性笔等画出一些
不规则的纹理和倒影来表现石材的光滑效果。石材质感的
表现一般为：首先用针管笔勾出线稿，再在上面用马克笔
薄薄涂一层底色，色调多用冷灰色。然后根据不同石的材
纹理、粗糙度等用不同深浅变化的笔触沿垂直方向画出物
象的倒影。其次如果需要，根据不同石材的纹理用彩铅画
出其花纹，地砖的砖缝也可根据其透视规律画出深浅变化、
近大远小的分割线。最后用马克笔对地面统一罩一遍薄色。
2.4 玻璃的质感表现
玻璃材质具有透明的特征，主要运用在门窗上。由于
透明的玻璃受光线照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当室内
光线不足时，玻璃具有高反光的特性，可反射光线；而当室
内光线充足时，玻璃反映出其透明特性，并且还对周围环
境有一定的影响。玻璃质感的表现一般为：透明玻璃一般
应把映射出的建筑、景物绘制出来，然后按照玻璃固有色
平涂出一层冷灰色系。反光玻璃一般用马克笔选用较浅的
蓝灰色系铺一遍底色再象征性地画几笔高光即可。总体上

透射物体要尽量概括，较宜用蓝灰色进行绘制。
2.5 织物软装材质的表现
在室内设计效果图的绘制中织物等材质主要表现在布
艺沙发、床具、地毯、窗帘等家居软装上。织物材质给人在
触觉上有一种天然的接近感，氛围亲切、自然。织物有丰
富的色彩，在室内设计中起着活跃空间变化、分割色彩的
作用。在具体质感表现上，可多用活泼、轻松的线条和笔
触来表现其丰富的质感变化。处理好可能就是整个效果图
的点睛之笔。
2.6 植物的表现
花草树木在建筑室内设计效果图中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方面。作为配景，它起到活跃画面气氛、平衡画面的作用。
在具体表现上，应根据不同花卉的特点，先勾画出花草的
动势和形态，在表达上尽量不要喧宾夺主，和周围主体衔
接要自然生动，注意植物的前后遮挡关系。在着色过程中
可用马克笔选择不同植物的色彩，基本平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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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建筑室内设计中，手绘效果图的表现无疑是设
计师必备的技能之一，通过设计师前期的构思规划，用手
绘的形式把最终设计构想形象地表达出来，这不光对下一
步电脑效果图绘制、具体施工提供依据外，更是和客户交
流的媒介。一幅形神兼备、质感、效果表现突出的建筑室
内效果图无疑对整个设计环节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手绘
效果图是艺术设计生命力的完美延续，也是建筑室内设计
艺术价值的完美体现。

（上接第 33 页）
用楔形木块楔紧固定形成侧衬。侧衬顶面至少高于弹性体
流平面 20mm，以保证伸缩缝端头起到挡水作用。气囊底
衬及塑料楔形侧衬安装要密贴，防止因局部离缝，导致弹
性体在浇筑过程中发生渗漏。
4.4 弹性体的浇注
弹性体A、B 组分使用带有自动温控功能的弹性体浇筑
机进行混合，采用人工方法进行浇注。人工浇筑时采用浇注
桶从梁缝一端往另一端缓慢倒入伸缩缝内，直至弹性体顶面
达到设计液面高度，弹性体进入伸缩缝内后会自动流平并密
实。配制好的弹性体应在 30 分钟内用完，随配随用。浇注
完成后，检查浇注表面是否有气泡浮出，如有气泡浮出胶面，
应采用人工手持液化气喷焰枪头距离弹性体表面10～15cm，
自一端往另一端进行焰烤升温除泡，焰烤时枪头应在弹性体
上方来回扫动，扫动速度控制在 0.8～1.2m/s之间。
4.5 面涂层施工
弹性体浇注完成 10～12 小时内，待弹性体胶面面干
不粘手时，可进行面涂料涂刷施工，面涂层厚度应不小于
0.1mm。
4.6 气囊底衬和侧衬的拆除
弹性体浇注完成24小时后，弹性体完全实干后即可进行
底衬和侧衬的拆除。侧衬由人工敲松楔形木块楔子后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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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气囊外包裹的塑料薄膜隔断了弹性体与气囊橡胶
的粘接，待弹性体伸缩缝实干、强度达到设计拆模强度后，
通过气囊端头的充气阀门进行放气，放气后的气囊会自然
脱落，人工解除气囊两端捆绑在桥梁防护栏上的固定绳，
放下无充气阀的一端，人工手持有充气阀的一端慢慢从伸
缩缝内抽出气囊，转移至下一道伸缩缝进行安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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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氨酯弹性体气囊法现场浇筑施工工艺，充分利用了
气囊的优点，简化了底衬和衬垫安装复杂的施工程序，优
化了施工工艺，克服了耐候钢橡胶止水带伸缩缝在安装精
度不足时容易积水，橡胶伸缩缝容易老化变形、胶条脱落、
功能丧失等缺点，排水、密闭防水效果均大幅提升，施工效
率大幅提高，安全质量始终处于可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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