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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桥梁工程常见病害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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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路桥梁工程常见病害不可避免，但倘若施以有效的防治之策，降低病害出现的概率，减少病害造成的

损失，便可以延长道路桥梁工程的使用寿命，节约相关成本，这不仅对我国交通工程的发展有利，而且还具备较

高的经济价值。在防治道路桥梁工程病害的时候，应当认准病害类型，追根溯源，找出引发病害的原因，然后有

针对行地采取防治策略。本文针对五类道路桥梁工程常见病害展开分析，探究其成因，然后提出相关对策，以期

有效防治病害，减轻病害引发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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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道路桥梁工程常见病害防治重要性

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我国“有车一族”日益增加，

堵车已经成为常态，而庞大的车流量也给交通工程带

来了不小的压力。公路桥梁工程是我国交通工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出行的保障，也是运输的主要支柱，

其一旦出现问题，必然会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目前来看，我国道路桥梁工程建设发展良好，但病害

的出现，却影响了道路道路桥梁工程的正常工作，造

成工程使用寿命缩短、性能减弱等后果。因此，提前

探测道路桥梁工程病害，并采取相应的防治手段，这

对当地交通工程发展来说极为重要。倘若工程因病害

而受损严重，甚至报废，则将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变相的浪费。如果提前

对病害进行防治，将病害威胁降低最低，那么只需要

花费少许维修及防治费用，根本无需耗费大量资源来

重建工程，所以，道路桥梁工程常见病害防治具备长

期性经济价值。

此外，从安全性角度来看，道路桥梁工程病害防

治也有着重要意义。道路桥梁工程为交通而服务，车

来车往之间，道路桥梁长期处于高负荷状态，如果其

质量不佳，必然会引发桥梁断裂、道路塌陷等危险事故，

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因此，我国在道路桥梁工程验

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验收标准，

尽可能确保建设完毕的道路桥梁工程具备较高性能。

不过，即使是性能极佳的道路桥梁工程，在长时间的

露天损耗下，也必然处于性能不断降低的状态中，为

了维持道路桥梁工程的高质量状态，相关工作人员便

会对其予以保养，而常见病害防治措施就是保养任务

中的关键环节。有效的病害防治措施能够极大规避病

害引发的道路桥梁工程安全事故，保护人们的生命及

财产安全，减少安全意外造成的社会不稳定问题，这

对促进社会、国家的稳步发展来说十分有利。

综上所述，不论是基于安全保障角度，还是基于

经济价值角度，道路桥梁工程病害防治都存在不可忽

视的重要性，应当引起管理者的重视。

2 道路桥梁工程常见病害类型

在进行道路桥梁工程病害防治工作之前，首先要

了解道路桥梁工程的常见病害类型，分析其出现的原

因，以便有针对性地采取病害防治措施。本文列举了

五类道路桥梁工程常见病害，并进行了以下简要介绍。

2.1 铺装层裂缝

在道路桥梁工程投入使用以后，其除了需要经

受太阳暴晒、雨水冲刷的考验外，还要承受极高的负

载——每日大量的私家车、货车等都会经由此过，且

有的货车所载之物极重，这都对道路桥梁工程的承受

力提出了较高要求。通常情况下，不论是路面建设材料，

还是桥面建设材料，均多以半刚性材料为主，由此提

供较强的承受力，然而，半刚性材料会受到温度影响，

倘若温度较低或温差较大，则往往会生出裂缝，这便

是人们常说的铺装层裂缝 [1]。铺装层裂缝多发生在北方

地区，皆因北方地区早晚温差大，且春秋冬三季均处

于较低温度下，铺装层受到温度影响，再加上持续承

受车来车往的压力，有时候甚至会发生凹陷或崩塌。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以上不可避免的因素以外，

铺装层裂缝的出现还有可能是因为建设材料质量不佳、

工程建设验收不严等人为方面的因素。例如，倘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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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材料的时候未能搅拌均匀，则其后的混凝土浇筑工

作便会受到影响，出现离析问题，这也是诱发裂缝的

原因之一，而此类因素为可控因素，必须尽可能避免。

2.2 地基沉降

在道路桥梁工程常见病害中，地基沉降也是一个

值得重视的问题。地基沉降的发生既有人为因素，也

有自然因素。首先，如果在工程施工前，对现场勘查

不全面，造成设计方案同实际情况存在出入，则容易

引发地基不稳问题。其次，如果施工材料质量不佳，

也会引发地基不稳。上述两种原因均由人为因素诱发，

属于可控性因素，可在施工活动中予以处理。

自然因素则主要在于土质问题。道路桥梁工程往

往难以快速完成，属于一项时间跨度较大的活动，在

此期间，由于地质活动、施工等因素的影响，地下表

层容易受损，且土质也极易发生改变，这样一来，路

面和桥面便出现了受力不均现象，受力不均是诱发地

基沉降的主要原因。由于土质问题无法控制，为了及

时掌握土质变化情况，工程管理团队不仅要在施工期

间安排专人对施工土质进行定期检测，还要在道路桥

梁工程投入使用后，利用相关设备时刻监控土质状态，

一旦发现土质大变动且存在引发地基沉降的迹象，负

责记录者要立即予以上报，以便迅速制定应对方案，

减少地基沉降带来的损失。

2.3 钢筋腐蚀

道路桥梁建设离不开钢筋材料，而钢筋材料的腐

蚀时有发生，对道路桥梁工程造成了较大影响。事实上，

钢筋存在于地基内部，一般情况下并不会发生锈蚀情

况，不过，倘若混凝土产生裂缝，则钢筋便会暴露在

空气中，初期表现为表层锈蚀，并不会对道路桥梁工

程造成多大的影响，但如果钢筋长期处于受锈蚀状态，

则钢筋的性能会日益降低，甚至发生结构断裂，这将

影响到道路桥梁工程的性能。

虽然钢筋腐蚀不可避免，但可以利用一些有效策

略来降低锈蚀速度。例如，如果采用优质钢筋材料，

并在使用前预先除锈，则可以有效延缓钢筋锈蚀进程。

此外，应当尽可能保证混凝土振捣充分，规避混凝土

缝隙问题，从而在钢筋外部形成严密的保护膜，这同

样对延长钢筋的使用寿命有着良好效果。

2.4 承载梁端头受损

道路桥梁工程有时也会发生承载梁端头受损问题，

简单来说，就是道路桥梁两端出现变形，且此变形会

影响到桥梁整体应力结构，导致工程使用寿命缩短，

工程运行风险变大。这种病害同建筑所用材料息息相

关，如果所用建筑材料质量不佳，承重力不够，则难

以负担较长时间的载重任务，在遭受车来车往的大压

力以后，材料便极易发生破损，从而引发桥头断裂，

造成人身威胁和较大的经济损失。据此，承载梁端头

受损同样是一项可控因素，其得以规避的关键在于选

材，只要选用上佳材料，便能够极大避免此病害的出现。

2.5 混凝土碳化

在公路桥梁工程中，混凝土是重要组成部分，而

混凝土长期暴露在空气中，便容易出现碳化问题。所

谓混凝土碳化，就是混凝土中的氢氧化钙同空气中的

二氧化碳发生反应，生成碳酸钙，碳酸钙属于中性物

质，而原有的氢氧化钙属于碱性物质，二者一增一减，

造成混凝土酸碱度改变，逐渐呈现出酸性，这对同混

凝土紧靠的钢筋来说是致命伤害——钢筋会受酸腐蚀，

长此以往，便会出现断裂问题。

由上可知，混凝土碳化很难规避，但由于其间的

化学反应并不强烈，因此，这种碳化速度并不快，可

是，如果混凝土出现裂缝，则会加速混凝土碳化问题，

这就要求公路桥梁工程在建设过程中，要预先考虑到

混凝土碳化现象，根据需要加厚混凝土，由此延缓混

凝土碳化速度，为处理混凝土碳化争取时间。

3 道路桥梁工程常见病害防治策略

3.1 对裂缝进行修补和填充

铺装层裂缝首先要避免人为因素，例如选材不当、

混凝土搅拌不均等，由此降低裂缝产生的概率。而在

发现裂缝以后，可以采用裂缝修补技术来对裂缝进行

修补，加固公路桥梁工程，避免裂缝扩大而引发严重

后果。例如，可以将水泥浆涂抹在裂缝处，待涂抹厚

度足够以后，再在外面涂上沥青防腐，最后盖以玻璃

纤维，这样一来，不仅有效处理了裂缝，还进一步提

升了公路桥梁工程承重力。

此外，还可以对裂缝进行填充。相较于裂缝修补，

裂缝填充的工程量要稍大一些。首先要在裂缝处挖一

条纵深方向的槽，然后在其中填入适当的水泥浆及环

氧树脂胶，从而填满裂缝，最后，还要往其中放入适

当橡胶材料。裂缝填充同样具有加固效果，且对外部

不良因素有着极为不错的抵抗性。

3.2 采取锚喷施工技术

桥头断裂主要同所用建材有关，因此，在处理桥

头断裂的时候，应当从源头入手，加强选材管理，选

用优质建材来完成承载梁修建任务，这便可极大降低

承载梁端头受损的问题，减少桥头断裂情况。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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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用材上乘，也有可能会出现承载梁端头受损问题，

这便需要用到一些特殊工艺，下面以锚喷施工工艺为

典型代表，对此类工艺的作用进行简要阐述。

锚喷施工工艺是解决承载梁端头受损问题的重要

手段 [2]。利用锚喷设备，可以获得极强的喷射力，从而

将硅胶材料推入裂缝内部，再结合模板加固，便可以

将硅胶材料同桥头有效联结，受损的承载梁端头由此

得到修补，且承受力也进一步得到增强。所以，利用

锚喷施工工艺，不仅能修补承载梁端头受损部分，还

具备加固承载梁端头的效果，这对延长承载梁端头使

用寿命、规避桥头断裂问题来说，意义重大。

3.3 增强混凝土保护性能

钢筋锈蚀乃至断裂，同混凝土关系密切，因此，

要想处理钢筋锈蚀问题，就必然要从混凝土上入手。

增强混凝土保护力的方式很多，例如加厚混凝土、涂

抹混凝土保护层等，这均对钢筋起到了明显保护作用，

也缓解了混凝土碳化问题。此外，还可以采用增大混

凝土密度的方法，在施工开始前，调整材料配比，从

而增大混凝土密度，然后加入适量矿渣、煤灰粉等物质，

提升混凝土防渗透能力，这样一来，所获得的混凝土

便具备了较高的保护性能。不过，需要注意到，混凝

土一定要保证搅拌均匀，尽可能避免裂缝产生，否则

混凝土牢固性将受到重大影响，更遑论保护钢筋。

混凝土碳化问题也较难预防，但可以通过加固混

凝土受弯结构来增强混凝土荷载能力，从而减小其影

响力 [3]。施加于受弯构件的预应力可以降低桥梁整体受

力，缓解混凝土裂缝扩展速度，这对裂缝、钢筋锈蚀

以及混凝土碳化的防治都有着重要意义。

3.4 构建动态地质监测机制

地基沉降受到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而人

为因素如选材不当、勘察不足等，应当尽可能避免。

但土质变化成因复杂，难以通过人力予以完全规避，

因此需要构建动态地质监测机制，在施工前、施工时、

施工后这三个重要阶段均实时进行地质监测，并分析

土质变化，由此根据需要调整施工方案，降低地基沉

降的出现概率。

动态地质监测机制首先有赖于高科技技术及设备。

施工单位要选用质量上乘的地质监测设备，并将其同

智能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结合起来，分析地质动态

情况并记录，从而保证施工完成的路面、桥面均受力

均匀。其次，动态地质监测机制还需要人工配合。施

工单位应当组建专门的地质监测小队，而这个小队的

任务，便是记录设备所探测到的重要数据，并将数据

上传到共享平台上，以便施工人员调取。此外，地质

监测小队要实行轮班制，以免土质出现重大变化却无

人发现的情况发生。

3.5 重视按时维护

事实上，病害防治重在防，而治只是弥补已存在

的漏洞，因此，重视按时维护，加强维护工作力度，

这对病害防治来说，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施工一

旦完成，要想尽早发现病害，便需要通过有力的维护

手段来完成。按时维护公路桥梁工程不仅能够及时查

漏补缺，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工程质量，延长工

程寿命。

公路桥梁工程作为一个关乎人民群众的大工程，

应当同交通部门时刻保持联系，而这种联系不仅在于

施工期，也在于后续维护期。施工完成后，首先要做

的，就是对工程性能经常检测，保证路面、桥面均具

备应有的承载能力，如果发现不足之处，要尽快弥补。

而在今后的工程维护工作中，施工单位也要同交通部

门积极交涉，实施交通管制策略，避免维护完毕的道

路在恢复期内受到车辆重压受损。

4 结语

总的来说，公路桥梁工程的常见病害较多，且多

数难以完全避免，不过，病害防治切不可抱着一劳永

逸的心理，而要秉承一颗坚定的心，尽量规避人为因

素引发的病害，积极应对自然因素造成的病害，以此

维持公路桥梁工程性能，延长工程寿命，节约资金、

人力及物力。就目前情况来看，关于公路桥梁工程病

害的防治技术已经成为业内的研究重点，相信在不远

的将来，公路桥梁工程病害防治技术将会得到进一步

发展，越来越多的病害防治技术会被研发出来。而对

于我国来说，交通工程是国家的重要支柱，我国应当

加强对公路桥梁工程的宣传，提升交通工作者的社会地

位，鼓励更多的人才加入到公路桥梁建设中来，这对于

推动公路桥梁病害防治技术的研发来说，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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