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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养护工程中养护质量通病的解决办法
林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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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日益提高的现今社会，我国公路等基础民生设施的建设也越来越受重视。在

如今社会中公路的作用也不仅仅局限于承担交通运输任务，更是承担着保障人民群众舒适安全出行的重任。随着

我国公路里程越来越长，所承担的社会经济责任越来越重，也意味着我们国家每年要花费巨额资金进行公路养护，

那么公路养护工程的养护质量就显得极为重要了。本文就以在公路养护工程中养护质量通病和其解决办法为论题

进行探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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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的公路等基础民生设施的建设里程越来

越长，其中所涉及的养护及养护质量问题也越发受到

国家和人民的重视。为了提高公路养护工程的养护质

量，必须要明白在公路养护工程中存在的通病具体是

哪些，对待这些公路养护工程中存在的养护质量通病

该通过何种方法进行及时解决，以确保我国公路的质

量和寿命。

1 公路养护工程的分类

1.1 日常养护

日常养护即对公路及其公路附属设施进行日常性

的养护，其工作内容大多为日常生活中经常看到的对

公路的养护，大致养护作业项目分别是：对公路路面

及其附属设施的卫生清扫工作，即保持路面整洁和卫

生；对损坏较为轻微的路面进行简单的修补及其公路

附属设施的部分零件更换；对路面和路基上的绿化带

的日常维护和修剪；路面上积雪和积水的清理；以及

对偶尔中断交通的路面情况进行紧急处理等 [1]。这些日

常养护工作的本质就是保持公路原有的优良状态及其

具有的基本服务功能，尽量延长公路的使用寿命。

1.2 定期养护

公路的定期养护是指在公路的使用过程中，对公

路进行有计划性的规模较大的公路养护工作。其工作

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对公路附属设施的升级优

化；对公路路面被磨损层的修复和补充；对公路路面

的标线、公路下方涵洞和公路附属设施的检查和复原

性修葺；对金属桥进行油漆补充等工作。通过定期养

护可以使公路的基本服务水平得到保障，让公路的使

用寿命大大延长。

1.3 特别养护

当公路路面受到严重损害时，需要将路面恢复原

有状态的养护工作叫做特别养护。特别养护的工作内

容主要有：对已经损坏的路面结构进行修复和加强；

将破损的路基以及公路下的涵洞进行修补和复原；针

对对路面造成破坏的外界影响进行清除，如山体滑坡

隐患、私自改动路面下排水结构、雪崩、塌方等。通

过对公路的特别养护工作能够将严重恶化的路面状况

恢复到公路原有状态，保障公路交通的顺畅，保障人

民群众的出行安全。

1.4 改善工程

部分路段在建设或改建工作中会留下部分隐患和

缺陷，这时需要对该路段进行改善工程。改善工程的

主要作业内容包括：改善交通易堵塞路段，保障交通

顺畅；对路拱和超高进行校准并改善，保障通行车辆

的行车安全；对事故多发地带进行出入口和路段调整，

消除交通安全隐患；对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路段进

行降噪和防噪处理，降低噪声污染；对公路沿路的附

属设施进行扩建和整改，保障公路上交通的正常运行；

增建沿路休息区，提高公路的服务质量水平等。改善

工程能够有效地将公路上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降低乃

至消除，更能提高公路的服务质量水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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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路养护工作中存在的通病、产生原因及

养护策略

2.1 沥青路面破损

沥青路面在铺设完成后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较大

面积的下沉、车辙、裂缝和松散等问题。其形成原因

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2.1.1 沥青路面问题的形成原因

在施工完毕后，对路面的实际强度未重视，只追

求在工作完毕时的路面平整；在路面施工时所使用的

原料比例不恰当，沥青的质量不合格；路面施工材料

在使用过程中的最终施工温度不达标，在低温下碾压

程度过高；公路地基在热胀冷缩过程中沥青路面形成

了裂缝，而裂缝形成后由于雨雪的渗透，使路基和路

面整体变的不稳定，形成局部形变，最终衍生成为大

面积裂缝；公路地基的抗拉应力及载荷能力差，路面

的沉陷程度高。

2.1.2 沥青路面问题的解决办法

沥青公路进行铺设时应该加强质量管控，不能仅

追求某一指标的短时间内的高水准，而应对公路路基

及路面综合质量强度进行全方位考察，以求提高公路

的使用寿命，人民群众出行的安全和舒适度；制定沥

青公路在铺设时各个技术工艺的施工制度和质量管控

制度，确保工程在施工时每个环节的施工工艺都符合

制度要求，着重检测路基和路面的夯实程度和伸缩缝

的设计及施工情况，强化路面的实际载荷能力和抗拉

应力，保障路基路面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形变；加

强对施工中所使用的原材料质量的检测，做到对每批

原材料都进行质量实验和预留记录，确保每批原材料

都能严格按照施工要求进行采购和使用，只有保障原

材料的质量才能保证公路的质量；对沥青混料的各种

原材料的使用比例必须严格按照施工设计和施工标准

进行混合，在沥青铺设完成后要进行路面强度和路基

载荷能力的全面检测，通过水稳定性和低温弯曲实验

对公路质量进行实验检测，保证公路的使用质量和寿

命长度；对公路的防水排水进行科学设计，确保雨雪

天气的水分和地下水系不会对路基路面造成损害 [3]。

2.2 水泥路面破损

2.2.1 水泥路面破损原因

施工工期或停工时间太长；伸缩缝在施工时预留

过浅或切割太晚，在春秋日夜温差过大的时间段极易

产生裂缝；水泥路面未进行及时养护作业；在水泥公

路施工时忽略路基整体抗拉力和载荷能力的强化，使

路基路面夯实工作未按照质量要求进行，路基路面的

承载力不均，导致路基路面的不均匀下沉。

2.2.2 水泥路面破损问题的解决方法

控制水泥路面的原材料质量，将水泥主料与配料

的材料比例进行严格管控，保证水泥路面混凝土的质

量；施工过程中主要施工设备及人员都应进行双重准

备，防止出现问题时无工可用无人可用而导致的停工

现象，尽量减少施工停顿；若有必须停顿的情况，则必

须在公路路面上预设工作缝；对伸缩缝的设计和预留要

合理，及时进行伸缩缝的切割，保证切割深度符合设计

和质量要求，如有必要可以进行多台切缝机同时进行切

缝作业；在水泥公路施工完成后要对路面及路基进行及

时养护作业，保障水泥公路的质量；对路基路面的质量

进行严格管控，保证路基路面的实际载荷能力、施工后

的强度和密度以及路基路面的稳定性和均匀性，保障路

基路面的夯实工作按设计和质量完成，确保路基路面

沉降均匀，在路基路面沉降后不会影响水泥公路的使

用；在施工过程中要对易产生松散的部位进行振捣，

保证水泥公路中混凝土不会出现松散开裂的情况发生。

2.3 半刚性基层开裂过度

2.3.1 半刚性基层过度开裂的形成原因

水泥与碎石或砂砾的混合配比不科学，混料中水

泥过多，使混料的成型温度过高，抗拉力形成过快；

混料中碎石或砂砾不均匀，导致混料中最大粒径不均

匀，细料过多；在混料过程中水分和泥土含量过高；

在施工完成后未及时进行养护作业；路面和路基的下

沉程度不均匀。

2.3.2 半刚性基层开裂问题的解决办法

对混合料中各原材料的使用比例进行严格控制，

并严格按照设计进行原材料的混合工作；保证原材料

中的碎石或砂砾的直径均匀，其中水分和泥土的含量

不会超过标准要求；及时对半刚性基层进行养护作业；

选择合适的原材料，尽量不使用强度形成过快的水泥；

禁止以半刚性基层的结构层作为施工便道，防止载荷

的车辆对半刚性基层的结构层受到破坏 [4]。

2.4 结构物台背下沉

由于桥台台背、道路涵洞两侧墙壁和挡土墙后面

等位置的回填质量不高导致其与公路结合部位的松土

不到位，路基沉陷不均匀，在路面形成大量形变坑陷

叫做结构物台背下沉。

2.4.1 结构物台背下沉原因

由于回填的材料或者夯实工具不适用，导致台背

处回填材料的夯实力度不够，施工后下沉程度大；公

路沿边与台背驳接处的松土未处理干净；回填材料过

多或因积水、未及时进行回填工作等导致的桥头回填

材料夯实程度不够；未对回填作业的范围进行适当的

控制，导致台背回填材料与路基路面形成的坡度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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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软基路段处未进行适当处理，软基质量不符合设计

要求；对软基路段的堆载预压过早卸载，导致软基路

段沉降度不达标。

2.4.2 结构物台背下沉的解决方法
采用砂性土等透水性较强的回填材料，确保台背

处的回填材料夯实程度达标；将台背与道路沿边的驳

接处松土进行彻底清除，使台背与道路沿边呈阶梯状；

严格根据设计进行材料回填范围控制，使台背回填材料
与路基呈平缓坡度；严格控制回填材料每层的回填厚度；

使用合适的夯实工具，确保台背处的回填材料夯实程度

达标；确保软基路段按设计要求处理，保证软基质量。

2.5 隧道衬砌脱层鼓包

2.5.1 隧道衬砌脱层鼓包原因

混凝土喷射附着面浮土或已松动石块未彻底清理；
混凝土喷射附着面受潮、淋水或集中出水面未进行除

水处理；混凝土喷射附着面前一次喷射混凝土后未进

行风压、水压清理，表面仍有浮渣；在进行风压除渣

清理时与混凝土喷射距离不适当。
2.5.2 隧道衬砌脱层鼓包解决方法

将混凝土喷射附着面上的浮土和松动石块进行彻

底清除；对混凝土喷射附着面上的受潮、集中出水面

进行干燥处理；在混凝土喷射工作进行之前进行实验
性喷射，确定混凝土喷射与风压的适当距离 [5]。

2.6 衬砌渗漏水

2.6.1 衬砌渗漏水形成原因
使用不完整的防水板或是未按照施工要求对防水

带、止水条施工；排水系统阻塞。

2.6.2 衬砌渗漏水解决办法

确保防水板的完整程度，施工时对其焊接质量和
铺设时的松紧程度要符合施工标准，确保在焊接时不

会烧损或顶破防水板；在进行二衬浇筑之前要确认防

水板后面的排水系统，确保排水系统未被堵塞；对衬

砌混凝土进行检测，确保其无破损，无孔洞；严格要
求隧道中的防水及排水设计，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与原

设计不符时要及时进行改正。

2.7 桥面破损

2.7.1 桥面破损形成原因

在施工时的施工养护不到位，在铺装层和行车板

道之间存在缝隙导致桥面龟裂；伸缩缝设计不合理，
温差下导致路面的反射性裂缝；铺装层与桥面之间存

在空洞，导致桥面断裂；铺装层的铺装材料分布不均匀，

部分混凝土抗拉力不足，导致桥面有坑陷。

2.7.2 桥面破损解决办法
加强施工养护，保证在施工时铺装层与桥面充分

填实；合理设计伸缩缝，保证温差和压力下桥面沉降

程度均匀，不会产生裂缝；在施工过程中对铺装层的
铺装材料进行充分振捣，保证铺装材料分布均匀，确

保桥面不会出现坑陷 [6-8]。

2.8 公路建设过程中所用到的预制构件质量

差的解决办法

在公路建设和养护过程中所选择预制构件的生产

方必须是经验丰富具有专业资质的；对于小型混凝土
构件必须要严格按照设计要求进行构筑，并进行严格
的质量监测和管控；构件所用材料必须是统一进行预

混，严格按照设计配比，保证构件质量一致；对于小
型预制构件的外露表面必须采用钢模板预制；在构件预
制完成后必须严格按照养护规则进行养护，在确保构件

质量的同时兼顾其美观性；在预制件运输过程中必须保
持运输工具的稳定和安全，防止有意外情况发生。[9]

3 结语

随着我国的公路桥梁建设里程越来越长，对公路
养护工程中所出现的常规问题的总结和应对方案也更

加全面。在公路桥梁建设初期就要进行严格的质量和
设计把控，建立健全质量检测制度，在公路桥梁使用
过程中要积极落实日常养护和定期养护以及完善工程，

对于公路使用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损
害要及时进行特殊养护，保证我国的公路服务水平不
断提高，使我国的公路使用寿命不断延长，对即将建

设和正在建设施工中的公路桥梁提出更高的设计和质
量水平要求，同时对正在使用的公路桥梁养护工作提
起足够高的重视，彻底解决公路养护工程中的公路养

护通病，以确保人民群众的出行安全和出行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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