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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路基施工质量控制

潘 艳 军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第一分局,四川 彭山　６２０８６０)

摘　要:市政道路工程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工程,在城市交通和运输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市政道路路基的施工

质量关系到整个市政工程的质量.针对市政道路路基施工质量控制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详细阐述了市政道路路基施工的

质量要求及其相应的控制措施.

关键词:市政道路;路基施工;质量控制

中图分类号:[TU９９７];TU７４;TU７２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Ｇ２１８４(２０２０)０２Ｇ００５７Ｇ０３

QualityControlofMunicipalRoadRoadbed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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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nimportantbasicprojectofurbandevelopment,municipalroadengineeringplaysanimportant
roleinurbantrafficandtransportation．Theconstructionqualityofmunicipalroadroadbedisinrelationtothe

qualityofthewholemunicipalengineering．Thispaperanalyzestheimportanceofqualitycontrolofmunicipal
roadroadbedconstruction,andexpoundsthequalityrequirementsandcorrespondingcontrolmeasuresofmuＧ
nicipalroadroadbedconstructionin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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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概　述

在市政道路工程施工中,不难看出市政道路

路基工程是其最为重要的一环.在路基施工过程

中,为了使其施工质量得到相应的控制,迫切需要

对整个市政道路路基的施工过程进行严格要求并

对一些出现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采取控

制措施之后,还需要保证整个道路路基工程的质

量符合道路路基施工的国家标准.在路基施工过

程中,通过应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基于 BIM 的数

字化施工管理平台、路基混凝土抗水化热开裂施

工技术等)[１],使道路路基的质量水平得到提高,
其安全性、稳定性、耐久性也相应地得到一定程度

的保障.正因为如此,才能使城市市政道路路基

质量的水平能够跨出关键性的一步.才能够以更

高的效率、更快的速度去推动城市交通的进步.

２　路基质量控制的重要性

２．１　市政道路路基

所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九层之台起于累

土.在任何工程中,基础都是最重要的部分,大坝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Ｇ０４Ｇ２３

没有基础何谈稳定,没有基础的建筑绝不能经受

住岁月的考验.正如著名水利学家潘家铮院士所

说:“工程建设,基础乃是最为重要的一环.”路基

是道路的根本,就犹如人的心脏一样十分重要,其
路面承受着各种交通荷载,之后又通过路基传递

给大地,以此完成一个力的转移.不难看出,道路

的路基不仅仅只承受车辆与人流荷载,还承受着

路面混凝土自重.路基是路面向大地传递荷载的

过渡部位.

２．２　市政道路路基工程施工质量控制

目前,在城市市政道路施工过程中,道路工程

在设计时就配备了相应的地下及地上工程.市政

工程的体现价值就是为城市交通、为人民出行服

务,路基的施工质量直接反映了整个道路的施工

整体质量,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和运行.在城市中,
由于路基施工过程中的工地比较分散,且其施工

工作面比较狭窄,为了保证工程的质量以及工期

的顺利完成,需要十分重视施工过程中的施工技

术和管理措施.如今,若要真正做好工程,必须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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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有一支自己的专业施工队伍,并且给这支

施工队伍配备足够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

专业的施工机械,且必须要有一套十分完整的施

工管理、施工技术规范流程,并且需要有一套十分

完整的施工质量检查验收条例,时时刻刻了解并

学习先进的施工管理方法[２],这是道路施工高速

发展必备的管理方法.

２．３　路基的强度

道路路基施工是市政道路施工中至关重要的

一环,因此,道路路基的强度问题需要被重视,使

道路路基强度能够达到«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CJJ－１－２００８ 规 范 所 规 定 的 标

准[３],方可有效地降低交通荷载对道路整体稳定

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对于市政工程来说,混凝土

的开裂问题没有像水工建筑物那样重要,但亦需

采用必不可少的手段防治其产生开裂.在道路路

基施工过程中,通过对混凝土产生的水化热采取

加冰块、空气降温等措施有效减小路基开裂,提高

路基的整体性,只有这样,才能合理、有效的提高

路基的强度和其相应的承载能力,采用切实可靠

的措施是为了使道路路基的质量得到有效的提

高,从而有效地减轻道路负荷,进而提高路基的承

载能力.通过安全、经济、高效的管理以及施工单

位特有的施工技术可以避免其在外力作用下发生

变形,同时,在温度变化的情况下,路基也不会发

生裂缝、变形等质量问题,进而有效地提高了城市

道路的使用寿命.

３　路基施工常见的质量问题

３．１　路基强度破坏

导致路基强度破坏的因素有很多,在施工现

场主要是通过填料最优含水量、压实度试验和路

基弯沉值进行施工控制以保证实现路基强度的目

标;在路基施工过程中,导致路基强度、含水量、压
实度和弯沉值不合格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

(１)降雨、违规泄水导致的土壤含水量失调,

导致路基土壤含水率过高、机械碾压后回弹而无

法达到设计标准;

(２)道路路基填料发生变化(由于土壤摩擦系

数不足,土料差异等)导致的路基填土不均匀,进

而产生路基弯沉值过大;
(３)路基填料未进行分段试验,没有明确填料

的松铺系数就直接进行摊铺而导致路基填料压实

不符合要求;
(４)压实机械设备的重量不足、压实遍数不够

等因素导致的压实度不合格.

３．２　土壤的不均匀沉降

在市政道路路基施工过程中,对于市政工程

道路施工中的路基明开挖,地下管网工程对路基

填充以及后期沉降产生的影响最为严重.市政道

路工程建设中的管网特别重要,施工过程中必须

避免与其发生冲突;而道路设计过程中对管网工

程的筛选精度常常不足,时常会出现未知管道出

现的现象,不仅加大了路基施工的难度,也会产生

土壤填充不均匀、压实不均匀等各种不利影响.

在市政工程建设中,建设工期对于其他工程而言

是比较短的,道路附近沟槽的回填工作常常会遇

到许多自然突发因素,导致沟槽回填夯实效果差,

同样也会很容易地造成无法控制回填效果而导致

出现路基不均匀沉降[４].

３．３　路基工程施工中的“弹簧土”现象

对于在路基工程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

现象———“弹簧土”,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在进行路

基施工过程中土料采用高含水率或接近饱和的土

壤,进而在对其进行压实的过程中,由于原来存在

于道路土层中的土壤,即原状土受到碾压机械的

碾压、振动,使得原有土壤中的毛细孔发生变化,

使原有土壤中的毛细孔减小,而毛细孔中的水分

变得不易蒸发,渗透作用也变得越来越小,从而在

施工时部分减小了整个土体的抗压强度.由于振

动碾压的原因使土体产生了一定的颤动现象,最
终导致形成了工程上常说的“弹簧土”现象.在道

路路基施工时,“弹簧土”现象偶有发生,其产生主

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１)土壤填筑前,一些杂物,如淤泥、植物残

枝、建筑废料等未清理干净,使压路机在正常碾压

后造成路基压实反弹;
(２)填土料的含水量未达到规定标准,压实机

械碾压不成形进而造成土壤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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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压实机械操作使用错误.如压实机械的

碾压速度超过规定速度、挤压到路旁的填土而造

成路基出现部分反弹现象.

４　路基施工质量控制措施

４．１　路基强度控制措施

施工前,首先要组织对进场的施工人员、管理

人员和操作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的学习,并且加强

他们的质量安全意识.需要对施工人员在施工过

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交底,选择有代

表性的路段填筑试验路段,通过试验结果,采取相

应的回填措施并用碾压机械碾压;同时,由于对土

体实施碾压,必须将土体含水率处于最优含水率

时才能起到比较良好的碾压效果,因此,必须对含

水率采取一定的控制措施,如人工翻拌以及晾晒

等,在进行完上述工作后再对土壤进行摊铺,之后

再用碾压机械进行碾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碾
压、摊铺之前,需要对每一个试验段按照规范规定

的要求进行试验,并用得到的精确试验结果确定

出的松铺厚度、碾压遍数、最佳含水量等施工参数

进行施工,进而控制路基的填筑、碾压.

４．２　路基工程施工中不均匀沉降的控制措施

(１)道路管网的回填质量控制.应回填到管

网上部５０cm 以上然后进行反开挖,安装完管网

后,按设计要求进行回填,管网回填时其与路基的

搭接面需人工夯实.
(２)需要严格对路基填料进行控制,当填筑土

料的液限、塑性指数及其相应的含水量未达到相

应的规范规定要求时,可添加３％~５％的生石灰

使土壤得到改良.
(３)对管网工程的回填填料必须严格控制,要

与设计要求的填料一致,并且不得出现超厚填筑.

４．３　路基 工 程 施 工 中 对“弹 簧 土”现 象 的 控 制

措施

(１)在施工前,明确施工区的管线位置、水流

流向、管道是否完好、是否存在渗漏等情况,提前

预防水流进入路基形成弹簧土.
(２)天气较好时,可以采用翻晒填料等方式控

制填料的含水率.
(３)采用钻孔机械在路基中打孔,之后再贯

入生石灰或按一定的比例加入一定量的粉煤

灰、矿渣等掺合料和极其少量的外加剂进行固

定频率振捣而形成实体桩,此方法适用于荷载

比较大的路基.
(４)打石桩[５].顾名思义,就是将直径３５０

mm 左右的石桩按照一定的顺序依次打入土中,

直到达到规定的深入深度即可.最后,在打好的

石桩之上铺设厚度为５０mm 的碎石层后再进行

夯实处理.这种施工方法只适用于晾槽不易进行

或路面荷载比较大的道路路基.

４．４　路基工程施工中的交叉施工质量控制措施

(１)在开始每一道施工工序之前,负责施工的

技术人员需对本工序的施工技术进行技术讲解,

并且对安全问题采取一定的防护措施,明确施工

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如管网情况与设计不符

等),及时与设计方联系调整设计方案;
(２)现场技术质量负责人严格监管 ,如有不

按照规范要求施工的现象,应立即制止并整改;
(３)现场技术人员应做好现场工序验收,上

一道工序验收不合格时,不允许进入下一道工

序施工;
(４)首先需要确定每一个施工单位所应该承

担的责任,应当合理且有序地进行工序之间的交

叉作业,加强对上一道工序的成品保护,并对下一

道工序实施交接验收;
(５)重视施工资料的管理及收集工作.每一

个项目的资料负责人主要负责对施工资料进行收

集和整理,并且需要现场相关的技术人员进行协

助.除此之外,资料和数据还应具有完整性和真

实性,同时应根据合同及规范要求编制竣工资料.

５　结　语

综上所述,改善市政工程道路路基施工过程

中的一系列施工质量控制技术,可以有效减少工

程问题的产生.道路工程路基施工不仅仅要达到

国家标准,更应尽可能地加大其使用年限,践行可

持续发展战略,而合格、高效的质量控制技术不仅

需要每一个工程技术人员深刻铭记,也需要每一

个工程技术人员不断地进行改善,没有完美的施

(下转第１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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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枯期经济运行指标管控算例表

调度值
得　　　分

发电量完成率/％ 水头损失率/％ 旋备损失率/％ 低效损失率/％ 总计/％
排名

调度一值 ２８．５２ ３０．２２ ９．４５ ２９．８８ ９８．０７ ５

调度二值 ３２．３７ ２８．６６ ８．９８ ３０．１２ １００．１３ ２

调度三值 ２８．１２ ３１．０６ １０．３４ ３２．８８ １０２．４ １

调度四值 ２９．５６ ２９．７６ ９．７７ ２９．０１ ９８．１０ ４

调度五值 ２７．６６ ２９．０５ ９．４５ ３３．０１ ９９．１７ ３

度班组积极争取精细调度,抬高运行水头,负荷率

较低时及时申请加负荷或停机减少旋备,减少低

负荷运行时间.

从表４可以得出评价:调度三值虽然发电量

排名靠后,但是在水头损失、低效损失控制方面得

分高,通过减少损失电量达到了增发目的.在“减
少损失电量”为考核导向下,可以积极地引导调度

人员开展相应的减损工作,达到公司的经营目的.

以 A电站为例,通过损失管控模型的运用,经济

运行指标显著提升,２０１９年电量损失率降低至

１２％,较前期降３个百分点,减少损失电量１亿

kWh,增效显著.

５　结　语

根据四川特殊电力市场环境,因地制宜,采用

枯水期水电站损失电量的分类及计算方法,可以

为管理层以及调度层提供经济运行过程管理支

撑,找出“损失电量”原因提供了一套直接、简便、

直观的手段.

通过典型电站损失因子关联度分析,直观地

反映出大型调峰调频电站为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做

出了巨大的电量损失贡献,此类型水电企业应从

调增优先发电利用小时数、提高 AGC效益补偿

额度等方面,加大呼吁,争取政策支持,以补偿效

益损失.枯期损失电量经济运行管控体系,在水

电企业经济运行管理中运用,可有效促进员工主

观能动性,提升经济运行水平,值得在行业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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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技术,只有永远的进步.希望本文能帮助工程

施工技术人员更好地进行道路路基的施工质量控

制,力争建设出合格、安全、耐久的市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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