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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
时亚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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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路工程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得到了进步与发展，高质量的道路建设使城市基础建设工作面临新

的机遇与挑战，公路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直接关系着公路建设的质量、进度和效率。本文以沥青混凝土施工

的优势为出发点，提出施工要求，探讨施工技术和质量控制措施，旨在为新时代公路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提供参考，

促进我国交通运输行业朝着高水平、高质量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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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混凝土路面在使用过程中容易出现破损、开

裂等道路结构损坏问题，并且维护难度较大，使用寿

命相对较短。大量实践证明：沥青混凝土路面一方面

可以延长公路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路

面病害的产生，加之沥青混凝土路面的噪声小、污染

低等特点，深受业内人士青睐与喜爱。

1 公路沥青混凝土施工的优势

沥青混凝土除了具有噪声小、污染低等特点，还

具有很多方面的优势，以下进行详细分析。

1.其与普通类型的路面施工技术相比来说，沥青

混凝土施工技术还具有平整、耐磨、抗滑高以及舒适

等特点。

2.由于沥青混凝土路面不存在涨缝和伸缩接缝。

因此，当车辆以本项目设计速度匀速行驶在沥青混凝土

路面上时，还能有效吸收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噪声。

3.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受自然环境的影响程度较

小，车辆在实际的行驶过程中不会出现尘土。另外，

沥青混凝土路面不论是防水性能还是排水性能均优于

普通类型公路路面。

4.沥青混凝土路面方便施工，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并且施工和维修的过程中无需中断交通 [1]。

2 公路沥青混凝土路面的施工要求

公路沥青混凝土实际的施工过程中，应当全面做

好以下工作：

1.工程项目在开始建设之前，相关工作人员需要

深入施工现场勘察地形，掌握和了解工程项目所在区

域内的气候特征、水文特征、地质构造等，使得沥青

混凝土路面的抗压性和抗疲劳性可以更好地满足工程

项目设计方案中的基本要求。

2.混合料的拌和比例、集料性能以及铺设质量的

优劣和高低，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着路面的使用寿

命的长短和抗压能力的高低。为此，常温下所测量结

果需要结合工程具体环境做合理的调整与修改后才能

在实际的工程作业中应用。

3.因混合料严重制约着抗滑性能，要保证混合料

的质量合格以及沥青混凝土路面的防滑性能满足相关

要求，确保公路运营后人身与车辆的安全。

4.沥青混凝土路面需要能够承受来自不同温度的

影响，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使用寿命长、损伤低的目标 [2]。

3 公路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质量存在的问题

公路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建设工作是一项十分复

杂的工作，公路最终质量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其中

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施工材料的质量、施工技术手

段及相关设施的具体使用情况对公路沥青混凝土的路

面质量影响较大，承建企业的管理人员应该充分认识

到各项工作的意义及重要性，下文将从不同的方面阐

述各个因素对于施工质量的具体影响情况，以帮助承

建企业的管理人员充分认识到各项工作的意义及重要

性，确保最终施工质量达到相关规定要求。

3.1 施工人员的技术水平

人员的工作素养和施工过程的认真程度直接影响

到沥青混凝土路面的工程质量，工程建设最终还是依

靠人来进行，工作人员如果在施工过程中不能保持较

高的责任意识，在施工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安全隐患。

因此应该不断加强施工人员的思想建设工作力度，通

过招揽高素质技术人才，开展培训工作等措施以保障

工程施工质量，并通过加强质量把控力度，及时进行

抽检工作，确保最终工程质量满足相关技术标准。

3.2 施工材料的影响

施工质量直接受到施工材料的影响，工程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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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材料如果存在质量问题，路面的质量一定无法得
到保障。因此在进行原材料采购过程中一定要严把质量
关，在采购过程进行多方比较，对水泥、沙砾、沥青等
材料进行抽检，确保其能够充分满足工程建设的需要。

3.3 施工技术的影响

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的技术路线和技术指标也会
直接影响到路面质量，施工团队在不同外界环境和土
壤质地条件下进行施工时，要能够根据现实需要及时
地调整技术路线和技术指标，充分把握施工过程中的
技术要点，确保施工质量。同时也应该积极开展学习
研究工作，对施工过程中的重难点问题积极开展讨论
研究，不断地学习和掌握更为科学高效的施工技术，
保障施工过程的施工质量，减少各类安全隐患的产生。

3.4 施工设备的影响

施工设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是否能
够根据具体施工需求采用符合标准的设备进行施工，
二是如何确保设备的综合性能能够满足工程施工的需
求。针对以上两点问题，施工团队在工作开展前期应
该充分熟悉施工流程，并对施工地的环境因素开展一
定的调查工作，科学有效地选取施工设备，在设备使
用前应该对设备的质量进行检查工作，在使用过程中
做好调试工作，使用后做好保养和检修工作，充分保
障设备的综合性能，确保施工进度顺利完成。

3.5 施工环境影响

承建单位在进行公路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时，为
了尽早完成工程，减少工期，即使是遇到恶劣天气也
坚持施工，直接导致了公路建设工程的质量受到影响。
例如在暴雨天气下施工，由于环境湿度较大，水泥等
原材料不能和地面完美贴合，土壤含水量的增加还可
能造成空鼓现象。沥青的凝固过程会放出大量的热量，
如果施工时遇到极端寒冷环境，沥青和外界的温度差
可能导致路面龟裂，进而破坏混凝土结构 [3]。

4 公路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

4.1 基层和透层的严格施工

公路沥青路面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基层和透层当
属其施工内容的重点项目。鉴于基层路面往往需要承
受的压力比较大的缘故，因此，必须要保证路面施工
中基层结构的稳定性。基层施工环节需注意使用水泥
能够稳定处理无机结合料，这时应该于基层上面借助
透层油进行覆盖，以使沥青面层能够和基层有效结合。
假如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强度依然不够，此时可以设
置水泥来提高无机结合料或者级配碎石层等垫层的稳
定性，全面提升道路的稳定性及其承载能力。

4.1.1 混合料目标配合比设计
（1）沥青。一般在公路建设施工中应用到的沥青，

其在处于高温状态时稳定性较高，而遇低温状态时抗
裂性能又非常好。因此，要尽可能选用一些溶－凝胶
型结构的环烷基稠油直馏沥青。（2）集料。第一步先
要保证明确骨料的最大粒径。一般来说，粗集料的粒
径能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沥青混合料的抗疲劳强度及抗
车辙能力。鉴于沥青本身显酸性，为了保证集料能够
和沥青更好地结合起来，选料时一般都优先考虑选用
碱性集料。（3）填料。对于沥青混凝土填料的选择，
需选用由石灰岩、岩浆岩当中一些强基性岩石研磨之
后获取到的矿粉，且这种情况下要求必须使矿粉保持
干燥、洁净。如果选用填料为石灰、粉煤灰、水泥，
则对其用量的控制应该在矿粉总量 2%以内。

4.1.2 生产配合比验证
相关人员必须对经试验室或拌和站获取到的混合

料进行混凝土铺筑试验验证环节后再应用到实际施工
过程中去。经过铺筑试验之后，就基本能够确定摊铺
机摊铺的速度和温度、振级或者压路机碾压速度和松
铺系数等。进行铺筑试验时，由摊铺机取样至进行马
歇尔试验以及开展抽堤试验的一连串流程当中，需要
对抽堤之后的矿料进行筛选、试验，且要求试验得到
的结果必须与要求的规范相符合，要能够应用于实际
施工工作中去。与此同时，由施工现场采集到的数据，
也同样应该能够用于指导实验室的调整和实际设计工
作的开展。

4.2 矿料选择

在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中，一定要将矿料选
择的问题重视起来，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对砂石进行
检查，观察材料的规格、形状、含水量等是否满足实
际工程建设需求。若要提高沥青混凝土路面质量，就
可以将辉绿岩用在道路上层，因为这一材料具有一定
的耐磨性，并且材料的质地坚硬，其表面还十分粗糙，
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可以有效地与沥青混合料粘附。与
此同时，在实际工程建设过程中还需要将粗集料二次
破碎处理工作重视起来，在实际工作中可以应用反击
式破碎机进行处理，在处理过程中还需要保证材料干
燥度，并降低杂质掺杂问题出现的概率。在混合料的
细集料选择上，最好应用天然砂或是机制砂，利用天
然砂时一定要保证其用量在总用料量的百分之二十以
内。若是对主干道进行铺设，其面层部分石屑用量一
定要低于砂料量。例如在对某条城市快速路进行铺设
时，就需要注意粉煤灰的应用，一定要将其当作填料，
在辅道铺设时可以将粉煤灰当作填料，但是其用量需
要控制在总用料量的百分之五十以内，同时砂石量还
需要保证低于百分之十二 [4]。

4.3 沥青混合料拌制

若要保证公路沥青混凝土路面质量，在实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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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过程中还需要将沥青混合料拌制工作重视起来，
通常情况下常见的拌制方式为热拌热铺以及热拌冷铺
两种。与此同时，在拌和场地内还需要设置相应的拌
和站，同时还要建立实验检测室，通过这样的方式对
混合料的温度进行控制，保证混合料温度能够控制在
70℃左右，进而提高施工质量与效率。

4.4 沥青混合料的运输

沥青混合料的运输也会影响到施工质量，所以在
实际工作中还需要将这一问题重视起来，在运输前要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吨位的运输车辆，同时还要在
运输车辆内涂抹油层与水混合物，避免在运输过程中
出现液体在车厢内残留的问题，同时降低混合料与车底
板沾粘的概率。在装料时一定要采用一后一中的方式移
动，通过这样的方式避免沥青混合料出现离析现象。

4.5 沥青混合料摊铺

在进行摊铺工作前，还需要做好摊铺前处理工作，
进而有效提高摊铺效率与质量。那么在清理过程中，
首先需要将路面清理干净，随后喷洒透油层，以提高
道路黏结性。摊铺设备应用也需要合理挑选，施工单
位可以选择应用非接触式平衡梁自动找平装置。在利
用摊铺机开展工作时，相关施工人员还需要对混合料
摊铺厚度进行测量，保证摊铺厚度偏差能够控制在
3mm以内。与此同时，在施工过程中还需要组建测量组，
并要求测量组能够随时进行高程检测，同时还要对横
坡进行检测，若是在检测时发现问题就要及时进行处
理。最重要的是在道路摊铺后未进行压实前，一定要
避免踩踏路面，若是出现特殊情况则需要及时找平，
以降低路面出现质量问题的概率 [5]。

4.6 沥青混凝土碾压

沥青混凝土路面碾压工作是整个工程的重中之
重，在这一工作环节中包含三个不同的处理步骤，分
别是初压、复压、终压，所以在实际工程建设过程中
就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将以上三个步骤重视起来。首先
是初压，这一步骤十分重要，因为初压会直接影响到
路面稳定性，所以在工作中就需要利用轮胎式压路机，
同时还要将路面温度控制在 140℃左右，若是施工环
境温度较高，则需要适当提升路面温度，将其提升到
150℃ ~160℃即可。在初压过程中还需要控制压路机行
驶速度，行驶速度不要过快也不要太慢。在初压工作
完成后，还需要对路面平整度进行检查，若是发现存
在位移偏差问题，就需要等到路面温度降低后进行调
整。复压处理也需要得到关注，这一处理工作会直接
影响到混合料密实度与成型度，这一工作也需要路面
保持较高温度，一般进行复压时路面温度需要保持在
120℃ ~130℃之间。设备可以选用双钢震动压路机，在
复压过程中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强震或弱震，同时

还要将碾压数量进行确认。最后就是终压，这一步骤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压路机碾压痕迹，同时处理路
面碾压缺陷，使路面平整度能够达到设计与实际应用
需求，这一处理工作需要路面温度保持在 90℃左右，
设备可以选用双轮压路机，一般需要重复碾压三遍，
进而有效提高路面质量，并彻底消除齿轮痕迹。

4.7 路面接缝处理

在沥青混凝土路面摊铺过程中还会出现接缝施工，
同时这也是影响路面质量的主要原因，所以在实际施
工过程中就需要合理地对接缝处进行处理。首先，接
缝处在碾压时要预留一段距离，并将其设计为基准面，
通过热接缝的方式进行处理。其次，通过跨接缝碾压
将缝隙痕迹消除，在消除过程中需要将前一天摊铺的
路面尾部切齐铲除，同时还要对废料进行清理并涂抹
透油层。最后，再对接缝进行压实处理，设备可以选
择钢桶式压路机，宽度要保证在 20cm以内，在进行压
实处理时一定要先对已经完成摊铺的路面进行压实，
之后再对新摊铺的路面进行压实，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提高路面接缝质量，保证行车安全 [6]。

5 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的公路沥青混凝土路面施工
技术已经位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由于工程施工的高度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工程建设环节依然存在各种各
样的问题，需要工程项目的责任人给予足够的重视。
只有在施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按照科学有效的质量制
度标准进行操作，在施工过程中充分考虑外界环境的
影响，严格把控原材料质量，构建并不断完善责任体系，
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公路的建设质量，不断完善我国
交通网络的建设，促进国家交通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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