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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沥青路面设计施工
中的质量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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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建设规模也在逐渐扩大，市政道路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因此对市政道路的

设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目前很多市政道路的设计都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足，主要体现在：路面结构

的不完善、路基的不均匀沉陷以及排水的不合理等方面。为了保证沥青路面的质量能够满足人们的出行需求，要

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采取有效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针对当前的现状和问题，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

对如何加强沥青路面的质量管理，提高沥青混凝土路面的使用寿命，对工程的质量做了详细的论述与说明。并指

出由于道路的交通量是非常巨大且复杂的，在施工的过程中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施工工艺，促使整

个施工的效率达到最高。

关键词 市政道路 沥青路面 路面病害 路面养护

中图分类号：TU99；U416.2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22）05-0046-03

市政道路工程是一个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城

市发展有着非常大的影响作用。因此在进行市政道路

的设计时，必须要考虑到路面的性能和结构，并且要

根据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来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设计方

案和施工计划。在我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很多地区的交通量也越来越多，而为了保证道路交通

的畅通，就需要对其路面的功能以及材料的选择上做

出相应的调整与改进。所以，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相关人员一定要结合本地的具体情况，充分了解各地

的地理条件，确定出最佳的设计方案。目前，国内对

于市政道路路面的设计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规范，

这也是导致各种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例如：有的地

方比较偏远，无法及时地得到维修，造成了一些不必

要的损失；还有的路段由于受到车辆荷载的限制不能

正常行驶，这就会使道路的使用寿命极大降低；有的

施工单位不能严格按照设计及规范要求施工，这些因

素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干扰到道路的整体质量。

1 市政道路沥青路面结构及质量现状分析

沥青路面的主要功能是将沥青混合料均匀的摊铺

在路基上，保证其具有一定的粘合力和抗老化性能，

提高了道路的耐久性。因此在进行市政道路沥青路面

设计时，需要对其结构类型、材料的选用以及施工工

艺等方面的内容加以确定。

1.结构形式的选择根据道路的实际情况，对各种

不同的结构形式的沥青混凝土的使用范围和适用性等

因素予以考虑，同时还需结合工程的具体要求，合理

选取。例如：采用普通的硅酸盐水泥、碎石与环氧树

脂胶浆的组合配制的复合型的集料，可以有效地改善

集料的水稳定性，降低了出现病害的可能性。

2.施工工序的控制在市政道路的建设过程中，要

严格按照相关的规范标准，对整个的施工流程实施监

控，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首先应做好现场的勘

察工作；其次要加强施工人员的技术培训，使施工人

员能够掌握先进的施工方法；最后还要制定科学的施

工方案 [1]。

对于市政道路的设计施工，需要对路面进行合理

的设计与配置，在对路面的结构层数确定之后，就能

够根据不同的材料选择合适的沥青混合料，这样可以

有效地提高沥青的使用性能，同时还能降低工程的成

本投入，保证其质量。在对沥青混凝土的设计过程中，

要结合实际的情况来制定出科学的设计方案和施工方

案，并且还要考虑到各种因素，比如温度、湿度等，

确保整个道路的质量达到标准。另外，还应该做好路

基的排水工作，防止出现积水的现象发生，影响行车

的安全以及车辆的正常通行。在道路的建设中，要充

分地发挥出市政道路的作用与价值，将其作为基础，

使其成为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为人们的出行提供便

利。此外，还应当加强市政道路面的防滑处理，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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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交通量过大而导致的车辙问题，造成不必要的损

失。最后，为了保障市政道路路面的稳定性和耐久性，

必须严格地控制好施工的质量问题，并采取一定的措

施来维护好路面上的环境卫生，以促进市政的可持续

发展 [2]。

2 市政道路沥青路面设计施工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2.1 施工设计中的问题

市政道路沥青路面设计施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设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素

质有限，对设计方案的理解不够透彻，致使设计不合

理，从而在进行实际的工程建设时，不能很好地把握

整个施工过程，造成了铺装层出现严重的不良现象，

影响了铺装层的质量；其次，材料的选择不合适。市

政道路沥青路面的原材料是由不同的厂家提供的产品

来生产的；而在具体的施工中，有些企业为了降低成

本，使用劣质的原料来制作沥青混合料，这就会使路

面的质量受到极大的威胁；最后，路基的处理不恰当，

排水方式不当，容易发生沉降，从而破坏路面的稳定

性和强度。因此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结合道路的

等级标准，合理地选用路堤，并做好相应的加固工作。

如果路堤的承载能力不足，则会使其产生较大的沉陷，

进而引发桥头跳车的情况；而若是没有经过必要的加

固措施，也可能引起跳车的状况等 [3]。

2.2 市政道路沥青路面病害

路面的病害主要是由于沥青混合料的拌和不均匀

造成的；在摊铺过程中，没有按照既定的顺序进行摊铺，

导致路面的平整度不够；在碾压时，碾压机的速度快

慢以及温度的变化都会对路面的质量产生影响，从而

使其不能满足要求。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也会使沥青

的拌和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良情况，例如：（1）水损害。

水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物质而不是人为的物理反应，所

以如果搅拌不匀，就很容易使其发生离析现象，最终

破坏沥青的粘结性，降低其使用寿命。（2）高温。低

温时，集料的表面会有一定的氧化作用，使得集料的

强度下降，也增加了集料的热膨胀系数，当温度超过

规定的范围后，就极易引起松散。因此在实际施工中，

必须严格控制温湿度 [4]。

2.3 市政道路沥青路面的使用状况

当前市政道路沥青路面的使用情况比较差，其原

因主要是由于其路面的结构设计不合理，导致出现了

很多的质量问题。在进行市政道路沥青路面设计的过

程中，需要对不同的地区和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进

行考虑，选择合适的材料和施工工艺，这样才能保证

市政道路的沥青质量。此外，还应该对施工的环境加

以控制，因为城市的发展与交通的关系十分紧密，因

此要充分地重视道路的建设与维修，避免因外界的干

扰而产生的质量问题。在实际的操作中，要根据具体

的工程特点来确定最佳的设计方案以及施工方案，并

且还要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他们的专业

技能，确保整个的施工质量。另外，还可以采用先进

的技术来提升沥青的性能、改善路面的整体性，进而

为后续的养护提供有效的保障措施 [5]。

3 市政道路沥青路面设计施工中的质量问题

与对策

在进行沥青混凝土路面的设计施工前，需要对沥

青材料的性能、等级等多方面的因素充分考虑，并根

据实际情况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设计方案；在施工过程

中，要严格按照相关的标准要求，保证工程的质量；

在设计阶段，要结合当地的气候条件，选择合适的原

材料和配合比，并做好相应的检测工作，确保路面的

质量符合国家标准。

3.1 市政道路沥青路面概况

道路沥青路面的主要功能是通过沥青来改善路面

的抗滑性和抗滑性，但是由于其本身的结构特点，在

实际的施工过程中，往往会受到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

而出现一些病害。因此为了保证市政道路的质量能够

达到要求，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设计与施工。在对市

政道路的设计与施工时，需要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

交通量情况以及工程的具体需求等，选择合适的设计

方案来满足市政道路的建设标准。首先，在对路基的

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周围的地质状况，并结合现场

的水文气象等资料，科学地确定出最适合的方案；其次，

要做好排水系统的规划工作，防止雨水的冲刷，降低

地表的含水量，使路面的强度得到有效的提高；最后，

还要加强养护的管理和养护的力度，以确保路面的质

量符合相关的规范规定。总而言之，为保障沥青的良

好性能，就应该严格控制好原材料的配比，并且还应

注意到材料的运输、储存及使用的方式等等。

3.2 市政道路沥青路面的质量管理

首先，在进行市政道路沥青路面的设计过程中，

要对施工现场的环境情况、气候条件等因素充分考虑，

结合当地实际的地理地貌、水文特征等，制定出合理

的设计方案；其次，在对市政道路的沥青材料的选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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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不同地区的地质结构和水文状况，选用合适的

沥青混合料，并做好相应的养护工作，保证其具有一

定的强度和稳定性，以满足行车的需求；最后，在对

市政道路路面层的铺设时，要注意保护好周边的植被

和土壤，防止出现坑洼的现象发生，影响到路基的质

量问题。另外，为了提高施工的效率以及质量，可以

采用分层铺筑的方式来实现，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地降

低成本，还能使工程的质量得到保障。此外，还应该

重视施工的后期养护，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与隐患，

并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以确保整个道路的质量符合相

关的标准要求，加强市政道路路面的设计管理工作，

对于提升整体的建设效果有积极的意义与价值。

3.3 市政道路沥青路面结构与预防

第一，对混合材料的选择进行合理的控制与配置。

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要根据不同的工程情况，选用

合适的沥青混凝土，并对其配比方案做出科学的分析

与论证，确保其质量符合要求；第二，要严格按照设

计图纸的规定来对原材料进行质量检验，保证其合格

后才可以使用；第三，要做好养护工作，养护时间一

般为 10天左右，而且还需要注意温度的变化和湿度的

影响等；第四，在路面的基层处理上，一定要采用相

应的措施来防止出现裂缝，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细节

的问题；第五，对于路面的排水系统的建设也很重要，

如果路面的防水性能较差，那么就会导致雨水进入路

基，造成道路的破坏；第六，在道路的施工中，必须

重视对施工的管理和监督，避免因为偷工减料而引起

的安全事故。为了提高市政沥青路面的设计水平，加

强相关的技术性的研究十分关键，另外还要注重沥青

的配合比的确定、拌合的均匀性以及拌合的规范性等。

3.4 市政道路沥青路面的养护工作

对沥青路面的养护工作，主要是对其进行定期的

洒水和除草，使其保持湿润，保证路面的平整度。在

沥青路面的维护过程中，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提高

沥青的强度和抗老化性能。在道路施工中，要及时对

路基的压实度、基层的硬度以及表面的粗糙程度等方

面的数据加以检测，并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制定出相应

的养护计划，这样可以使市政道路的质量得到保障。

此外，还应该做好路面的防滑处理，以防止出现交通

堵塞的现象。另外，还应对路面上的积水问题及时处理，

如果发现路面上的雨水会自动地排到排水沟内，这时

就应立即停止通车，以免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对于已

经被污染的水应采用人工方法排除，并将其清理干净，

避免影响行车的视线。还要加强施工现场的管理力度，

严格按照相关的规定要求，规范施工流程，确保工程

的顺利实施。同时也要重视材料的采购与保管，尽量

选择质量较好的原材料供应厂家，降低不合格品的数

量及危害。为了使市政道路的建设能够满足国家规定

的养护指标，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其功能，如

设置必要的隔离设施，以防止病害的进一步扩大，降

低病害的发生率和程度。还要注意及时的预防性养护，

以减少病害的发生频率，并可以通过增加养分的方式

来增强路面的抗车辙能力。除此之外，还应重视对路

基的压实，使其具有一定的承载力，进而避免出现沉

降现象，还需要注重排水系统的完善与优化，为行车

提供良好的环境与保障 [6]。

4 结语

城市道路建设发展迅捷，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

高，人们对于交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对市政道

路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技术规范。因

此，在进行市政道路的设计过程中，必须要充分考虑

各种影响因素，并根据实际的情况制定出科学合理的

设计方案来满足工程的需求和质量。在对市政道路的

设计工作中，需要注意的内容包括：路面的结构、材

料选择、路基的压实度以及排水的能力等，只有把握

好这些，才能做好工程。本文通过对目前的沥青混凝

土路面的设计现状的分析与总结，指出了当前的沥青

混合料的性能特点，并结合一些先进的施工工艺，从

沥青的最佳级配控制，沥青面层的抗滑性、抗疲劳性、

抗老化性、耐久性、防滑性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措施，

从而为以后的铺筑及维修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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