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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市政道路中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与常见问题
王晋泉
北京市政路桥管理养护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
【摘要】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持续深入，市政道路建设工程也如火如荼地开展。沥青混凝土路面是目前
国内高速公路上广泛使用的结构形式，是市政道路建设的主要构件。本文围绕市政道路的沥青混凝土路面
施工技巧与问题展开了论述，从施工准备、施工设备、施工过程等三个部分，系统阐述了沥青混凝土路面
的施工技巧，并针对道路不平整、裂纹、桥头跳车等施工质量问题，给出了具体的处理方法，以便改善路
面的使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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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China's urbanization, municipal road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also in full swing. Asphalt concrete pavement is a widely used structure form in domestic expressways, and it is the
main component of municipal road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unicipal road asphalt concrete
pavement construction skills and problems, from the construction preparation, construction equipment,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system of asphalt concrete pavement construction skills, and for the road uneven, crack, bridge jump
construction quality problems, gives the specific metho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avement.
【Keywords】municipal road; asphalt concrete pavemen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ommon problems
引言：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导致了城市的人口数
量越来越多，但是人口的增多势必为道路情况带来
一定压力，影响人们的交通出行，这个问题变成了
一种很特殊的社会现象，基于此，市政道路建设就
变得尤为重要。市政道路不但关系着市民的出行问
题，还从侧面体现出了一座城市的发展水平与城市
内涵。要想使市政道路施工理想化，施工技术是基
础也是关键，要学会利用科技帮助我们从方方面面
提升。目前，尽管沥青混凝土道路施工作为国内路
面施工的主体路面结构，也在不断采用新材料、新
工艺，但在具体使用实践中仍然存在着很多的困难，
各项规范有待健全，非常需要我们进行研究。
1 沥青混凝土路面简介
1.1 沥青混凝土道路的基本概念
沥青混凝土道路指以沥青混凝土为层面的道
路，是经人工进行的，有一定级配租的矿物质、瓦

砾及压毁碎石沥青混合料和相应的路面沥青料在严
格把控下，搅拌而成的混合料。
1.2 沥青混凝土路面与水泥混凝土路面的差别
水泥费用较高且很难将道路标线划分清，还有
防渗性能也很不好，道路积水是常有的现象。所以
尽管沥青混凝土路面的成本价格相比于水泥混凝土
道路的价格还要高些，但是从长期的经济效益和后
期的维修、养护等方面考虑，沥青混凝土道路还是
具有着难以比拟的优越性。首先是沥青混凝土道路
的风噪音较小，对汽车的胎面损坏程度较小同时又
可以增加对汽车的抓地力。其次是沥青混凝土道路
的弹性较好，抗压性和伸缩性能好，可以克服道路
路基不稳定的问题。再次是后期维修较简单，能够
部分重建，且维修成本价低廉[1]。最后就是环境保
护问题，尽管沥青混凝土道路在铺设过程中会产生
一定的污染，但只要对沥青材料不产生化学反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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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以实现重复使用的，还可以合理增加资源利用
率。

的黏结力。还应该采用专门的拌和机械，并根据规
定的期限拌和然后才能采用大吨数的自卸输送车加

1.3 如何分辨沥青混凝土种类
沥青混凝土按照所使用结合材料的差异，又可

以运送，在运送中要做好保温、防风雨和抗污染。
第三便是最关键的步骤了，即沥青混凝土的摊铺过

分成石油沥青料和煤沥青料两大类；沥青有害，但
由于沥青中的有毒成分都是非挥发性的，所以目前

程，在施工完成之后严密观察现场工作人员的活动

还未有研究表明沥青中存在危险致癌物质，因此目
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方沥青仍普遍的使用于防水
工程和交通工程中，在人身体不会直接触及的地区
应用沥青是不会对人们的健康造成危害的。
2 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
2.1 施工准备
沥青混凝土道路施工的准备工作分为基础竣工

以防止出现打扰，并且要注意在施工阶段工作过程
中应当匀速不停歇地铺设，如果出现问题就要及时
调整。最后，想要实现并确保道路设计的成功实现，
对沥青混凝土路面的碾压也是至关重要的环节。为
了不发生纰漏，我们还需要在合适的环境温度下加
以碾压，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损失。
3 市政道路中沥青混凝土路面常见问题及解决
措施

验收和施工设备的检验。其中，基础工程分为新建

3.1 市场道路中沥青混凝土路面原材料应用问

设道路和使用原有路基两类。高级路基除临土基第
一层底基进行路拌浇筑外，其他全部使用集中的建
筑施工机械拌料摊铺方式进行浇筑。目前，为防止

题及对策
目前市政道路理清混凝土路面施工中主要是用

路基开裂一般在上基上应隔 15 至 20 米处改性沥青
敷设[2]。对在既有路基上重新铺砌的混凝土也要严
格检查和进行，对混凝土面层出现问题加以解决，
并对波浪较大的先行铺上混凝土料。此外，沥青水
泥料拌制时要严格按照标准所选用的各种建筑材
料，并必须对建筑材料来源、品质、用量、原物料
的堆放与贮存情况加以严格审核。实际中了解到，
一个项目由几个厂商采购材料，虽然名义都是相同
大小尺寸的材料，但毕竟来自各个厂商，容易产生
品种杂，甚至出现质量上层次不齐的情况。当然即
使同一厂商使用各种型号设备生产的材料，其材料
级配也是有区别的。所以应做好二次删选从而确保
沥青水泥品质的稳定性。另外就是应在浇筑时对机
器和设备的稳定性、测量准确性做好系统测试，这
可以提高沥青混凝土的配比性。
2.2 试铺阶段
当确保了建筑材料和机械设备供应以后，就是
进行沥青混凝土路面的试铺阶段了。这一阶段的主
要目的，就是监视试铺路面状况、提出具体建设量
和施工进度计划，并且全面建立施工组织者、管理
者之间的统一指挥制度[3]。
2.3 施工阶段
首先是沥青混合料的拌和，沥青与矿石材质的
受热情况应该调节至能搅拌沥青混合料的适应温
度，如果温度调节过高会影响沥青与矿石材质之间

到石油沥青和煤沥青两种原材料，其次为碎石、砾
石、矿渣等集料，不同的原材料实际应用效果受到
周围环境、应用方式等诸多因素影响，错误的应用
方式直接造成材料应用过程中变异情况的发生，不
利于维持混凝土路面的质量，这也是目前市政道路
沥青混凝土路面中的主要质量问题。针对这一问题
需要材料管理人员做好使用原材料的把关工作，企
业自行加强原材料监管力度的同时也可邀请第三方
的检测结构参与进来，对原材料进行科学化的检验，
及时发现原材料中存在的问题并做好标记。材料的
应用标准需严格遵循国家层面制定的材料应用标
准，对于可能危害生态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原材料，
一经发现立刻停止使用，严格追责。进行沥青混凝
土路面的施工时各种原材料要严格按照科学方法进
行配比，确保沥青混合材料可以发挥良好的使用性
能，此外，需根据施工标准对原材料配比进行调整，
以达到最理想的施工效果。
3.2 市场道路中沥青混凝土路面不平整问题及
对策
路面工程是市政道路施工和运用的基石，是施
工质量的主要衡量因素，对市政道路路面的工程质
量控制也影响到了公路行驶安全性和运行品质。路
面不平整主要由以下几点造成：首先在施工阶段，
可能出现沥青混凝土的施工结构不平整以及透油层
设置不平整等问题，导致后续通车后出现路基高低
不平、轻微波浪等状况。其次可能涉及轮胎碾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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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损害等因素共同影响，通过长时间车辙性碾压

的路面构造类型之一，以其行驶舒适、震动小、便

可使路基呈凹字形以及在路基两侧膨起变形；水侵
蚀问题则是指在长期的雨水腐蚀效应下，沥青混凝
土道路表面发生沥青层剥落及疏松的状况，并造成

于养护的特点已逐步在现代路面施工中应用，沥青

许多不同形式大坑出现，最后雨水聚集腐蚀城市道

有关施工材料和施工方法，针对施工中可能存在的
材料和工艺问题应进行处理，强化控制，提高道路
品质。

路，并危害公路的长期使用。故各施工人员单位在
施工时均需做好沥青混凝土的施工质量管理，并强
化人员管理，以控制拌和均匀度，设有专人在现场
监督透油层撒布等情况，如发生油包及未撒布区域
应及时进行管理[4]。

混凝土道路施工方法在其施工管理中有着重大应用
价值，故各施工单位在城市道路施工中需严格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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