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西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文件 
 

 

桂高投发〔2014〕233号   

 

 

广西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关于 

印发路面施工质量管理有关规定（修订）的通知 

 

各项目公司、指挥部: 

为进一步巩固路面“四化”管理方面取得的成绩，全面提高路面

工程质量及路面标准化施工管理水平，努力缩小与先进施工管理的差

距，推动项目施工整体质量再上新台阶，全力打造公司“四化”管理

升级版。现对《广西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加强路面施工质量管理有

关规定》（桂高投发〔2014〕16 号）进行了修订，并研究制定了《广

西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路面施工质量管理有关规定（修订）》，现印

发给你们，请严格遵照执行，原下发的桂高投发〔2014〕16号文同时

废止。 

河池至都安、靖西至那坡、百色至靖西、南宁外环公路及桂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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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宾等 2014年计划通车项目，应根据本通知要求，结合各自项目施工

管理特点及路面工程质量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对路面工程“四化”

管理提出修订意见及建议，共同打造路面工程“四化”管理升级版，

为后续项目提出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 

特此通知 

 

    附件： 广西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路面施工质量管理有关规定

（修订） 

 

 

广西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2014年 6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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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路面施工质量管理有关规定（修订） 

 

第一条 总则 

本规定是在相关行业规定要求基础上，结合我公司目前路面施工

管理现状和最新管理要求进行编制而成，本规定本适用于广西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全额或部分参与投资的新建、改（扩）建、养护大修

等高速公路工程项目的路面工程。 

第二条 路面施工总体计划 

承包人进场施工前，应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编制路面施工总体

计划，其中应包含路面材料备料专项计划。总体计划要切合实际，保

证路面施工工期、质量及安全，经总监办审核后报项目公司审批后实

施。承包人应根据审批后的路面总体施工计划中的材料备料专项计划，

提前做好路面材料的备料准备工作。底基层、基层备料至少应满足连

续施工一个月的使用量，面层应达到总备料量的 50%方可允许施工。 

第三条 拌和站建设 

（一）水泥稳定土及沥青混凝土拌和站建设方案须经监理单位审

核、业主单位审批后实施。建设完成后须经监理单位、业主单位以及

我公司的共同验收后才能投入使用。 

（二）拌和站场内除绿化区域外，其它功能区场地应全部采用水

泥混凝土进行硬化，并合理划分各功能区域，尤其是场内行车道路和

排水系统；行车道路硬化采用C20砼，硬化厚度不应低于20cm；料仓隔

墙应采用钢筋砼浇筑，高度不得低于3.0m，厚度不得小于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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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泥稳定土集料仓严禁露天堆放，应采取有效措施覆盖；

沥青混凝土集料仓须设防雨棚，料仓容积应满足储存沥青集料总量的

50%备料要求，同时增加有效防尘覆盖措施；防雨棚应达到抗6-8级大

风的要求。 

（四）沥青拌和站须设置水洗区和水洗除尘设备，水洗除尘设备

的产能须与拌和楼的生产能力所需的碎石用量相匹配。水洗区域宜设

置五级沉淀池，进行循环利用，减少环境污染，并确保水洗用水充足。

中上面层沥青混凝土用集料进场后必须经水洗除尘合格后，再进入料

仓储存。 

第四条 材料质量控制 

（一）路面集料质量控制 

对路面集料实行验收核准制度管理，具体质量管理要求按《广西

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印发路面工程集料管理规定（试行）的通

知》（桂高投发〔2014〕201号）执行。 

（二）沥青材料质量控制 

1．沥青材料应严格检验沥青进货单，检验合格后专罐封存,对运

输车通过 GPS定位进行控制行车路线轨迹。沥青运输到拌和站后要求

逐车检验，在抽检各项指标合格后方可卸车入库。 

2．对改性沥青的加工过程进行有效控制，做到资料可追踪、可查

询。逐步实行改性沥青生产现场监理制，加大对改性沥青技术指标检

测，监控改性沥青的生产、储存、运输等所有环节。 

3. 沥青的检测及监测管理窗口须前移，沥青供应单位应在改性沥

青生产前 30天，以正式书面形式上报项目公司拟采用沥青改性剂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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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性能指标，项目公司聘请的第三方沥青检测单位，对成品改性沥青

的改性剂品种及掺量采用光谱分析等方法进行检测标定，然后向项目

公司正式提出沥青改性剂的使用品种及掺量，由项目公司批复沥青供

应单位所采用改性沥青的改性剂品种及掺量；码头应采用专用储蓄罐

全天候进行视频监控等技术手段，确保改性剂掺量满足设计，要求施

工单位及监理单位长期有 1-2人进行看守。 

4. 项目公司应将沥青材料机改性剂品种及掺量报我公司核备，并

认真开展改性沥青 SBS品种及掺量检测工作，具体要求按《广西高速

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开展改性沥青 SBS 掺量检测的通知》（桂高投

发〔2014〕200号）执行，并定期向我公司上报检测结果。 

第五条 路面主要施工设备实施准入许可制管理 

（一）承包人拟进场施工的路面主要大型施工机械设备，如拌和

站、摊铺机、洒布车、碾压设备、运料车等，须将设备清单、设备性

能指标等材料提前 3周报送总监办审核，并组织相关人员到设备存放

地核实其性能状况，拍照查验，总监办审核合格后报项目公司审批。

经审批合格的机械设备进场时，总监办应根据审批情况逐一核实并进

行编号管理。机械设备进场后，未经项目公司书面同意，不得中途撤

离或更换。 

（二）为防止拌和能力不足影响施工进度，造成后期赶工，水泥

稳定碎石混合料每 15公里（路面宽度为 26m）拌和生产能力不应低于

600t/h，沥青砼混合料每 30公里（路面宽度为 26m）拌和生产能力不

应低于 320t/h。 

第六条 路面施工及管理人员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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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摊铺机、压路机、运料车等操作机手须按要求进行培训，

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其他施工人员承包人应加强技能培训，并经

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二） 施工单位路面施工管理人员应由总监办考核合格后挂牌持

证上岗。监理单位路面专工、试验人员和监理员由项目公司进行考核，

考核合格后挂牌上岗。 

第七条 实行全断面路基交验 

路面工程施工前，应实行全断面路基交验管理，交验路段范围内

的路基土石方、小桥、涵洞、排水工程、边坡防护、绿化、台背回填

等分项分部工程 “全断面” 一次性移交，交验路段不小于 4km，小

于 4km的特殊路段要提出书面报告经项目公司同意后承包人才能提出

验收申请。 

第八条 垫层、底基层、基层施工 

（一）垫层、底基层及基层均采取拌和站集中拌和，现场使用摊

铺机摊铺，严禁采用装载机拌和、平地机摊铺等方式。 

（二）为防止底基层、基层混合料水分蒸发损失，混合料运输应

用篷布覆盖，直至运送到现场开始卸料前，不得提前揭开篷布，保证

混合料的最佳含水量状态。 

（三）注意防止水稳层强度过高开裂或过低不板结。项目公司应

组织设计单位、监理、咨询等单位对水泥稳定层配合比进一步优化，

对水泥用量、设计强度进行合理控制。 

（四）底基层及基层施工前，应确定施工界面进行清扫干净并洒

水湿润，为保证底基层及基层之间的整体性，层间应均匀撒布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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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增加层间粘结性。 

（五）模板安装应稳固，直顺，保证边缘的压实度、成型密实、

线形效果。水稳层养护统一采用土工布覆盖洒水养生，落实养生专职

责任人，严格养生管理，提高养生效果。对于干旱缺水地段，可考虑

采用一布一膜养生，确保土工布饱水后采用保水养生膜进行覆盖，减

少水分蒸发损失，但应注意及时回收养生膜，减少薄膜养护造成的白

色污染。 

（六）水稳层养护期间，严禁开放交通。养护期已过且强度满足

要求后，可根据实际情况经监理同意后开放交通，但应采取措施设置

行车路线，同时严禁产生对水稳层的污染和损坏。 

第九条 沥青混凝土面层及功能层施工 

（一）施工准备要求 

1．为减少交叉施工对路面的污染，推行“零污染”管理，中央分

隔带填土及路肩培土施工未完成，不应进行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 

2．强制性要求沥青拌合站安装黑匣子，监控施工配合比及生产质

量。监理、施工单位及第三方咨询单位要对各项数据进行动态统计分

祈，进行质量评估，出现异常波动应及时停止生产沥青混合料，找出

原因并调整后方可继续施工。 

3. 为保证沥青面层连续摊铺作业，减少接头数量，原则上连续摊

铺作业路段长度应具备 3 天工作量，即下面层不小于 4km，中面层不

小于 6km，上面层不小于 10km。 

（二）注重试验路施工总结 

1．项目公司应在试验路施工完成后，组织相关单位对沥青砼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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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进行会议评审。对配合比设计过程、生产及验证过程进行审查，对

面层试验路现场施工工艺、芯样检测、路面铺筑等进行实地查验，对

路面施工原材料性能指标、生产配合比参数确定、设备性能、生产工

艺各环节注意事项等提出要求。 

2.评审通过的面层配合比结果应经项目公司审批，报高投公司核

备。 

（三）透层、粘层施工要确保界面洁净、干燥，沥青洒布车性能

良好，喷洒均匀，避免超洒、漏洒或少洒的情况。透层、粘层施工后

严禁开放交通。 

（四）必须加大对同步碎石封层的施工质量控制，避免由于封层

施工质量引发的路面病害。 

1. 封层所采用的碎石应粒径均匀，形状近似于立方体，无针片状，

无风化、无杂质，粒径等满足相关指标要求。 

2. 碎石应进行水洗除尘加热干燥再装车，严格控制含泥量、含粉

量。撒布后要达到颗粒不重叠、均匀，碎石覆盖率符合设计要求（设

计未明确的宜按 60%控制为佳）。 

3. 石料洒布结束后立即碾压，并应在 5分钟内完成，宜在洒布机

后改加装碾压设备，以达到同步碾压的目的。当气温低于 15℃或遇大

风等恶劣天气时，必须经监理同意并采取相应措施才能施工封层。 

4. 经常注意检查封层车的洒布效果，定时抽检沥青、集料用量，

使施工过程按设计最佳洒布量进行。 

5．封层洒布车起步前，应在撒布口下方铺设一段土工布，避免车

辆起步时造成的碎石或沥青撒布不均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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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摊铺作业 

1. 逐步推广使用可自动调节摊铺宽度的全幅摊铺机，避免双机联

铺纵向接缝产生的各种缺陷。逐步推广沥青混合料转运车配合全幅摊

铺机施工，减少运料卡车对摊铺机的碰撞，实现连续摊铺，消除摊铺

前的级配离析和温度离析，保证混合料均匀性。 

2. 摊铺路段的下面层、桥面及隧道（含桥面及隧道与路基连接过

渡段）的中面层沥青砼，使用导线（走钢丝）进行高程控制，立柱间

距、钢丝张力必须符合摊铺高程、平整度控制要求。摊铺其他段落中、

上面层，使用平衡梁控制。 

3．沥青混合料运输车两侧加装保温挡板，使用双层帆布进行覆盖，

并控制装料高度，摊铺过程中不得掀帆布，减小混合料温度损失，确

保混合料摊铺和碾压的温度。 

4. 摊铺机应加装限速装置，并严格控制摊铺速度，摊铺速度必须

匀速进行，不能过快过慢或时快时慢。 

（六）碾压作业 

监理、施工单位及第三方咨询单位应对压实工艺进行试验研究，

制定具体的碾压作业方案，并对有关人员进行培训考核合格，现场严

格按既定碾压方案作业。 

（七）接缝处理 

监理单位必须对施工接缝执行首件认可，进行验收，确定施工工

艺、质量控制方法、标准。如出现高低、跳车、不密实现象,必须进行

返工处理。 

第十条 特殊路段施工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走钢丝&fr=qb_search_ex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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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减少桥头、涵背、隧道进出口跳车，要求桥涵搭板、隧

道进出口过渡段混凝土必须在基层铺筑前完成，保证桥梁、明涵或隧

道之间的垫层、基层与路基基本段同步连续摊铺、碾压作业。 

（二）伸缩缝：采用先铺筑上面层后做伸缩缝的施工方法。沥青

砼桥面沥青层前，先对伸缩缝预留空间进行处理，浇筑低标号混凝土

至梁顶面同样高程，使摊铺机至桥头时能连续地匀速通过。沥青砼上

面层摊铺完后再切割槽口安装伸缩缝，伸缩缝安装高程及平整度必须

严格控制。 

第十一条 防污染施工管理 

（一）基本要求 

1．各单位应以路面“零污染、零容忍”为宗旨，制定“以预防为

主”的防污染施工管理措施或细则，确保路面工程施工质量。为落实

路面施工“零污染”防治措施，由项目公司牵头成立路面污染防治小

组，项目公司主要领导为组长，分管工程的领导、总监、承包人主要

领导为副组长，成员由项目公司质安部、总监办及承包人等有关人员

组成。落实污染防治职责，路面承包人为污染防治第一责任人，各单

位应落实污染防治专职责任人。 

2. 遵循“谁污染谁清理，谁破坏谁修复”的原则，项目公司责成

污染方立即无条件彻底清理，同时追究各方专职责任人责任，并处以

一定的经济处罚。 

3．对全线进出高速公路的路口应进行封闭和合并，仅保留主要进

出口，并报总监办审核同意。对进出主线和联线的施工便道进行硬化，

硬化长度为 50m以上，避免将污染源带入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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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所有进入主线路面的车辆进行统一管理，禁止社会车辆的进

入；对已施工沥青路面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和门岗管理，封闭沿线的

施工便道和出入口，所有入口处须设置车辆清洗装置，减少车辆对沥

青路面的污染。 

5. 对于拌和站、停车区、服务区、互通区及个别边坡处置工程等

处，施工车辆无法避免与路面工程交叉施工时，必须在上述进出口处

设置轮胎冲洗设施。各水稳、沥青拌和站必须设置洗车池，运输车辆

进出时须经过洗车池。各拌和站至主线的便道必须用水泥混凝土或沥

青混凝土全部硬化，进入主线前，还应采取铺垫土工布、麻袋、冲洗

等措施确保轮胎的干净，且冲洗设施与排水系统结合，避免污水流向

路面。各拌和站应防止场地积水，日常应洒水降尘，经常冲洗，保持

场地整洁。 

6. 施工前对各下承层必须清扫、冲洗干净，并经监理工程师验收

合格。 

7. 对已完成施工的路段有效地进行成品保护，并根据施工情况，

及时调整施工路段的禁行标志和转向标志，确保车辆按规定路线行驶，

以免车辆轮胎碾压造成污染，必要时在关键路段设置岗哨，派专人看

管。 

8. 尽可能减少运输车辆直接在已施工完成的路面上行驶，运输车

辆在运输原材料的时候不能满载，并避免洒落；严禁履带式机械直接

在各结构层上行走，避免对路面的损坏。 

（二）水稳层施工防污染要求 

路基交验合格后，应尽快开展垫层及水稳层施工，确保路基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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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路面施工前对各下承层必须清扫、冲洗干净，并经监理工程师

验收合格。严禁将废弃水稳料堆放在边坡、路肩、中央分隔带上；及

时回收处理各种建筑材料及施工垃圾，严禁出现“白色污染”现象。 

（三）上基层及透层施工防污染要求 

两个结构物（包括桥梁、明涵、隧道）之间，必须完成搭板、排

水等工程，才能进行上基层及透层的施工。若路段之间无结构物，须

有连续 2公里以上的工作面才能进行上基层及透层的施工，确保工作

面的连续性。 

（四）沥青结构层施工防污染要求 

1. 要求尽量连续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必须杜绝工程运输车辆以外

的其他车辆驶入路面。 

2. 每辆沥青混凝土自卸车都应备有大小适宜的覆盖篷布，运输时

覆盖在车顶上，并覆盖密实，切实起到保温、防雨、防污染的作用。 

3. 运输车辆进入摊铺现场前，必须确保轮胎的干净；压路机碾压

轮在碾压过程中应保持清洁，有混合料沾轮应立即清除；沥青摊铺作

业前，对施工作业面的中央分隔带、路肩等易造成污染的部位，采用

土工布或彩条布隔离，隔离长度范围为摊铺机前 50m，摊铺机后 200m。 

4. 废弃材料应及时收集处理，严禁堆放在边坡、路肩、中央分隔

带等上面；应保护桥头、涵顶及路面两侧的结构物不受污染。 

（五）交叉施工防污染要求 

1. 严禁直接在沥青面层各结构层、功能层上拌和砂浆或堆放建筑

材料，堆放砂、砂浆等必须用彩条布、土工膜上加铁皮板等材料铺垫，

堆放片石、预制块等必须用木板铺垫，覆盖范围应包括材料及人员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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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业面以外不少于 1.5m，施工完成后须及时对现场进行彻底的清

理；在透层、封层施工前，应提前完成超高段集水沟开挖槽、路缘石

等预制构件及砌体工程的施工。 

2. 中央分隔带、土路肩培土交叉施工时，宜用小型农用车拉运土，

每车的方量不大于 4m
3
；倒土时，利用彩条布或土工膜铺垫，宽度（路

基宽度方向）不小于 5m，长度（沿路线方向）不少于 20m，避免倒土

洒落到路面结构层上；确保彩条布或土工膜的完整性，及时更换受损

材料。 

3. 绿化工程交叉施工时，绿化用的树种、植被不得直接堆放在路

面上，应采用土工布或彩条布进行铺垫后再堆放，并且铺垫面积不小

于堆放面积的 1.5倍；绿化种植开挖穴位时，应在作业区域周边铺设

土工布或彩条布，范围为施工区域外扩宽度不少于 1.5m，不得将泥土

抛撒在路面和边坡上，并及时清理散落在路面上的枝叶。 

4. 机电工程交叉施工时，机电设备安装过程中，不得将施工材料、

机械、设备及外包装材料等直接放置于路面结构层或功能层，应采用

土工布或彩条布进行铺垫后再堆放，并且铺垫面积不小于堆放面积的

1.5 倍；应及时清理施工现场所遗留的设备外包装材料等污染物；在

路面进行机电施工时，应在作业区域周边铺设土工布或彩条布，范围

为施工区域外扩宽度不少于 1.5m。 

5.交叉施工的污染防治措施，须经监理现场验收合格后方可开始

交叉作业施工。 

（六）机械停放与保养防污染要求 

1. 各种机械在路面上进行保养维修时，必须用防渗材料铺垫，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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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油料污染路面。 

2. 当工作完成后，路面摊铺、碾压设备统一整齐停放在防渗材料

铺垫之上，与沥青层隔开，避免设备漏油损坏沥青结构层及污染路面。 

（七）取芯检测防污染要求 

路面取芯检测时，应在钻头周围垫一圈海绵，减少取芯时产生的

浆液对路面的污染；取芯结束后，应对取芯部位周围的路面及时进行

清洗，待干燥后及时用同种材料（中、下面层也可采用混凝土）进行

封补，上一结构层及粘层施工前必须检查取芯孔是否已封补完成。 

第十二条  检查及验收 

（一）各项目公司、指挥部应负责组织路槽交接，垫层、基层、

面层中间交工验收。特别是监理单位要加强对水稳基层挡板标高、顺

直度以及沥青路面摊铺挂线等重要工序进行检查，要提前对桥面、隧

道路面、明涵搭板砼的平整度、标高要进行严格验收，对特异点位进

行处理才能施工沥青砼，并须编号建档，便于跟踪处理。 

（二）严格执行首件认可制和责任追究制。项目公司必须落实

专人负责，切实抓好路面试验路的施工、验收、总结，要从原材料、

施工过程控制、检测等明确工法工艺，对影响路面质量的事项要进

行责任追究。 

（三）在基层和面层施工中，及时采用 3米直尺对其平整度进行

检测，对不合格的点位要及时进行处理。终压后再进行检测，对不合

格点位再处理。 

（四）沥青上面层施工前，项目公司应组织施工及监理单位使

用连续式平整度仪（八轮仪）对已施工中面层段进行平整度检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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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建立平整度台帐，对数据异常的点位或段落及时处理，结合检

测评估及异常段落的处理结果，制定上面层施工的平整度控制方案

并严格落实，确保上面层平整度满足要求。 

（五）加强渗水检测。除使用路面渗水仪抽检以外，日常应随时

使用水壶简易方法检测异常点。下雨天要安排进行排查并做好记录，

对透水严重部位进行处理。 

（六）采用雷达检测厚度（总厚度）代替取芯测厚，减少取芯对

路面的污染和破坏。压实度检测尽量采用无损检测。 

（七）项目公司应定期召开路面施工数据分析总结会，发现问题

要及时研究，对严重影响路面质量的问题要及时上报，同时停止施工，

待研究确定处治方案并整改完善后再继续施工，严禁任何单位及个人

擅自隐瞒路面施工中有关质量问题，一旦发现，将按质量事故论处。 

第十三条 完善细则及作业流程 

各项目公司、指挥部应根据项目情况，制定路面施工标准化实施

细则以及防污染措施等，以规范路面各工序的施工工艺、施工工法及

作业流程等，实现路面工程的标准化、精细化施工管理目标，并要求

将制定的相关实施细则或措施等抄报我公司备案。 

第十四条 附则 

（一）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二）本规定由广西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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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 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金盟工程有限公司，广西宏冠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本公司秦董事长、吴总经理、胡副总经理、李总工程师，总工办、

法律事务部、审计部、工程管理部。  

 广西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            2014年 6 月 19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