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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施工伸缩缝技术应用
崔海涛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 宁波 315000）

摘 要 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交通运输需求，我国市政道路工程的建设规模不断扩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

的发展。但是伴随着市政道路工程量的增多，各种各样的道路质量问题也随之而来，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道路

裂缝变形问题，严重影响了道路的行车体验，降低了道路的服务年限，还增加了事故发生的风险。而在市政道路

工程施工过程中应用伸缩缝技术，可以有效地解决道路裂缝的问题。本文就伸缩缝技术在市政道路工程施工中的

应用展开探讨，旨在为促进市政道路工程的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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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市政道路施工的过程中，沥青混凝土受外

界环境因素影响或因自身结构收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

因素的影响，都可能会导致道路的裂缝等质量问题，

严重影响道路的使用效果及寿命 [1]。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可以在市政道路工程施工过程中应用伸缩缝施工技术，

能够有效地避免各种因素导致的道路裂缝、变形等质

量问题。

1 伸缩缝施工技术应用的必要性

为满足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以及人们逐渐增

多的出行需求，市政道路工程的建设规模不断加大，

建设速度也不断加快。但是有些施工单位为了追求速

度而忽视了道路的质量问题，另外沥青混凝土自身结

构的原因以及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后期通车后过量

荷载等因素，都导致了市政道路工程容易出现裂缝、

变形等质量问题，严重影响了道路的使用寿命 [2]。为了

解决道路裂缝的问题，在道路施工的过程中应用伸缩

缝技术必不可少。伸缩缝技术可以有效地适应各种外

界环境引发的沥青混凝土结构变形，有效减少过重的

荷载对于路面造成的冲击力从而引起的路面裂缝问题。

具体来说，伸缩缝施工技术应用的过程中，充分考虑

到了施工现场周边环境因素以及工程项目整体结构等

因素对于路面的影响，进而能够合理地控制这些因素对

沥青混凝土结构带来的不良影响，减少结构裂缝产生的

概率；另外，在道路建成通车后，伸缩缝也能够有效地

减少外界荷载对道路结构造成的冲击破坏，提升道路的

质量和服务年限，保障道路的通行安全。

需要注意的是，伸缩缝施工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必

须考虑到实际施工现场的环境 [3]，进而制定合理的施工

方案。通常情况下，伸缩缝施工应当采取封闭式的施

工方式，并且要严格按照施工工序要求进行，保证施

工过程中的规范有序，这样才能提高伸缩缝技术的应

用效果，减少后期道路长时间使用导致跳车、伸缩缝

下沉等现象的出现。

2 伸缩缝技术分类

2.1 钢板式伸缩缝技术

钢板式伸缩缝技术具备较高的强度，能够承载较

大的荷载量，主要分为 U型铁皮伸缩缝技术和搭接板

技术两种。其中 U型铁皮伸缩缝技术的应用成本较小，

而且施工工序简便，通常用于加固道路的强度；搭接

板技术的强度及承载力都要高于U型铁皮伸缩缝技术。

但是这两种伸缩缝技术的有效时间较短，有一定的不

足之处。

2.2 填塞式伸缩缝技术

填塞式伸缩缝施工技术所使用的原材料有沥青及

油毛毡，价格低，能够有效地降低市政道路工程的施

工成本，但是这种材料会导致道路的服务年限相应降

低。另外，这种伸缩缝对于外界温度的控制要求较高，

因为填塞式伸缩缝技术极易受到温度变化的影响而产

生热胀冷缩，导致路面结构缝隙的扩张，进而影响道

路的质量以及实际服务年限。

2.3 板式橡胶伸缩缝技术

板式橡胶伸缩缝技术在市政道路施工过程中的应

用较为广泛，因为这种技术具有较强的承载能力，弹

性也较大，同时具备较高的抗震性能，能够有效地改

善道路结构裂缝的问题，保证道路的质量能够满足通

行需求。另外，该种伸缩缝技术的吸附能力很强，能

够有效地降低噪声污染，且施工简便，因此在市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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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工程施工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4 无缝式伸缩缝技术

无缝式伸缩缝施工技术的应用原理是利用原材料

的粘性来改变缝隙的尺寸大小，减少缝隙偏差，从而

达到控制裂缝产生的目的。该种伸缩缝技术的应用成

本较低，而且效果较好，具有较强的防水效果、伸缩

性能以及防震性能，因此在市政道路伸缩缝施工过程

中的应用也较为广泛。

3 伸缩缝施工技术应用分析

3.1 影响伸缩缝技术应用效果的因素

第一，操作不规范。在市政道路伸缩缝施工过程中，

必须严格按照施工工艺来进行操作，并且必须根据施

工现场的情况注意处理好细节问题。例如要根据道路

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来确定伸缩缝预留位置；确定好

后安装的过程中必须保证位置准确，纵缝和横缝的位

置要符合现场情况；而且预留的伸缩缝大小必须充分

考虑到伸缩缝装置的宽度，否则会影响后期伸缩缝的

正常安装嵌入。第二，温度的影响。温度的变化对于

道路伸缩缝施工效果的影响较大，因为温度变化会导

致伸缩缝施工时浇筑的混凝土结构收缩不均匀，进而

使伸缩缝处受到不同的压力而引发变形等质量问题。

另外，除了要避免温差过大的变化外，还要注意选择

合适的温度进行伸缩缝施工，如果温度过高，会导致

混凝土在浇筑过程中受温度应力影响水分过多的蒸发，

影响道路结构的稳定性；而温度过低，通常会引起混

凝土的结构收缩，导致混凝土对伸缩缝的支撑力降低，

引发伸缩缝下沉的现象。第三，混凝土的收缩渐变。

混凝土在浇筑的过程中，必须要掌握好混凝土中水分

添加的比例以及浇筑的温度，如果水分过少或者在浇筑

过程中蒸发较多，或者浇筑的温度过高，就会造成混凝

土在凝固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收缩应力不均，进而导致伸

缩缝的施工质量问题。第四，养护不当。混凝土浇筑

完成凝固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好养护工作，如果因为养

护工作不到位，会发生混凝土硬化过程中水分减少过

量、过快等而产生干缩裂缝。因此必须控制好混凝土

初凝过程中的水分、温度、时间等因素，保证伸缩缝

的施工质量。第五，荷载过重及使用年限的影响。道

路伸缩缝施工完成，道路整体投入使用后，长期受车

辆等外界荷载的碾压，或者道路荷载超出设计标准，

就会导致伸缩缝受压力过大而导致下沉、变形等问题，

如果未做控制和维护，则会继续扩大成裂缝，导致无

法正常使用。另外，在伸缩缝施工的过程中也必须控

制好路面的荷载量，如果荷载过重就会增加伸缩缝施

工的难度，并且质量难以保证。

3.2 技术应用

3.2.1 施工前准备

在市政道路伸缩缝施工之前，必须做好准备工作，

以保证施工过程顺利，施工质量符合标准要求。具体

准备过程中有以下注意要点：第一，施工单位与设计

单位要做好技术交底，明确伸缩缝施工的具体流程、

操作步骤及施工中的注意要点，讨论施工中可能会遇

到的各种影响因素及解决办法，设计方案是否具备可

行性并合理修改；第二，施工单位负责人与设计单位

做好技术交流后，要与实际施工操作人员做好任务分

配，明确各自负责的作业内容及工序；调查了解好施

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做好各种应急准备；第三，准备

好伸缩缝施工所用的原材料、设备。检查原材料的规

格型号、数量是否符合要求，查验原材料的合格证及

检测报告，必要时进行质量抽查检验，保证原材料的

质量合格。对施工所用设备进行性能检测，保证设备

能够正常操作，对设备要注重维护保养，避免施工过

程中设备发生质量问题影响施工的顺利进行。

3.2.2 伸缩缝切割

伸缩缝切割的过程中会产生扬尘污染，因此需要

注意在伸缩缝施工周边设立彩钢板进行遮挡，同时采

用喷洒等措施，减少粉尘对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在

沥青路面进行伸缩缝的切割，可能会造成路面的平整

度变化，因此在施工开始前应当先测量路面的平整度，

保证符合标准范围；同时在切割的过程中也要随时对

路面的平整度展开监测，使路面的平整度始终保持在

标准范围内。具体切割时，首先需要按照设计图纸确

定的位置进行放样，然后使用切割设备进行直线切割，

切割完成后需要将切缝清理干净，对于湿切方式需要

使用清水冲洗，干切的方式则需要使用鼓风机清理干

净尘土。

3.2.3 伸缩缝开槽

伸缩缝开槽是市政道路伸缩缝施工过程中的一道

重要的工序。通常情况下，伸缩缝开槽的深度要在 15

厘米以下，13厘米左右。开槽之前需要做好杂物的清

理工作，保证干净无粉尘无杂物；然后需要在槽内进

行型钢的安装，安装时必须确定好钢筋的位置，不能

存在偏差，否则会影响伸缩缝的施工质量，对于有破

损的地方应当检查修补，生锈的钢筋需要及时除锈，

保证安装的质量。型钢安装完成之后，需要进行全面

的验收，确认是否存在倾斜、变形、错位等情况并及

时纠正。在伸缩缝开槽的过程中，必须掌握好施工的

温度，并始终注意槽内的清洁，对垃圾杂物粉尘等彻

底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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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刚体平整校验

刚体对于道路伸缩缝的施工质量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在刚体安装之前，必须要对其质量是否符合要

求进行细致验收，确保不会存在弯曲等质量问题，或

者尺寸精度不准确、材质不符合要求等现象；在运输

的过程中也必须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避免因受外力

影响而导致的变形等质量问题，影响其在伸缩缝施工

中所发挥的保护加固作用。如果验收发现刚体存在质

量问题或者瑕疵，则应当退回不得用于伸缩缝的施工。

刚体在安装的过程中必须要保证安装的平整度符合要

求，在安装过程中要对其平整度进行实时监测，这样

才能保证伸缩缝施工的质量。

3.2.5 伸缩缝焊接

伸缩缝的焊接是伸缩缝施工过程中一道比较复杂

的工序，同时其对伸缩缝的质量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

用。在伸缩缝焊接过程中，各种外界因素如温度、湿

度、气候条件等都会影响焊接的质量，因此必须要根

据实际施工的条件，选择恰当的时机进行焊接操作，

保证作业能够顺利且高质量地开展。通常情况下，伸

缩缝的焊接适宜在 15℃至 20℃的环境下操作。在焊接

伸缩缝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图纸确定的施工工序

和焊接顺序来进行作业，严格按照规范来应用伸缩缝

焊接工艺，保证伸缩缝能够紧密连接，提高其密实度，

减少市政道路工程裂缝等质量问题发生的可能性。

3.2.6 混凝土浇筑

在上述工序完成之后就需要进行混凝土的浇筑。

在浇筑之前，要对伸缩缝内的安装情况做全面检查，

确保模板拼接严密，并再次确认其承载能力是否达到

要求，避免浇筑过程中发生漏浆的现象。另外，浇筑

之前必须做好伸缩缝槽内的杂物粉尘清理工作，保证

混凝土浇筑的效果。为了避免混凝土结构裂缝产生，

可以适当地在混凝土混合料中添加高强纤维，保证混

凝土的连接效果。在进行混凝土浇筑时，应当采用对

称的方式进行浇筑，保证缝隙两侧的混凝土浇筑均匀

且严密；浇筑完成之后需要使用振捣棒进行振捣，增

强混凝土的密实度；振捣完成后，将混凝土表面涂抹

平整光滑。需要注意的是，混凝土的浇筑过程必须要

保证连续作业，并且进行小功率性的振捣力度，在浇

筑完成后静置一定时间，在此期间必须做好混凝土的

保养工作。

3.3 伸缩缝施工质量控制

3.3.1 保证施工原材料与设备的质量

要确保伸缩缝的施工质量达到要求，首先施工所

用的原材料质量必须合格且符合设计的标准要求。在

原材料进场前，相关人员必须要认真核对验收材料的

规格、尺寸、性能、数量等是否符合标准，并采取抽

查检测的方式进行质量检验，对于发现不合格的，要

求供应商进行替换，不能用于伸缩缝的施工。在施工

之前要再进行一次质量抽查，避免存放不当导致材料

变质而未发现，进而将不合格的材料用于伸缩缝施工

中，导致最终的施工质量问题。另外，在施工前必须

做好施工设备的统一检查保养，确保设备的性能处于

最佳状态，能够顺利地进行伸缩缝施工。

3.3.2 不断创新伸缩缝施工技术

技术是伸缩缝施工质量的保证。伸缩缝在施工过

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伸缩缝施工技

术必须要不断地进行创新研发，实现技术抵消各种不

良因素的影响，使伸缩缝技术能够达到更好的应用效

果。施工单位要不断地引进高水平人才和先进设备，

加大对于伸缩缝施工技术的研究力度，不断促进伸缩

缝技术的进步，更加有效地解决市政道路裂缝、变形

等问题，进一步提高道路工程的服务寿命。

3.3.3 注重后期养护

伸缩缝施工完成后，必须注重养护工作，能够进

一步提升伸缩缝技术的应用效果。主要养护内容就是

对混凝土进行采取保温、防水等防护措施，避免外界

因素变化对混凝土凝固造成的不良影响。在养护过程

中如果发现任何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避免

形成质量隐患，进而在道路通车后增加质量问题发生

的风险，增加后期维护的成本。

4 结语

伸缩缝施工技术在当前市政道路施工中的应用较

为普遍，且能够有效地解决道路裂缝变形等问题。但

是我们必须注重伸缩缝技术的施工工艺和应用细节问

题，确保技术应用过程中的规范操作，同时注重伸缩

缝技术的不断开发，进而保证市政道路工程的质量能够

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大幅度延长市政道路的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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