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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路桥梁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程质量问题直接关系着经济发展与群众安全。近
年来,道路桥梁沉降、塌陷、裂缝造成的事故频频发生,如何提升道路桥梁工程施工质量的课题研究愈发
受到关注。本文从道路桥梁结构与技术的角度入手,对工程施工中常见的质量问题进行分析,并且提出相
关的防治对策,以期为提升道路桥梁的施工质量,促进城市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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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urban development,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qualit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ublic safety. In recent years, accidents caused by subsidence, collapse and cracks of
roads and bridges have occurred frequently, and the research on how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road and bridge projects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his paper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ad
and bridge structure and technology, analyzes the common quality problems i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preventive measur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promoting urban progress and ensuring the safety of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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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基础施工技术,对土方开挖、夯实、桥桩施工等部分二次处

随着人们出行与运输量的不断增加,道路桥梁所承受的荷

理时要确保基础部分的质量,提高道路桥梁基础部分的平整度

载也日益增加,鉴于道路桥梁的稳定性与持久性都受到了一些

和承载力。施工人员可采取分层填筑措施,保证机械设备对路基

影响。因此,对新时期交通建设中道路桥梁建设提出了全新的挑

的有效压实和保证,并有效控制回填材料的密度。

战。除此之外,道路桥梁工程规模大、范围广、环境复杂都给工

1.2路面桥面施工部分

程施工质量的提升造成了一定的阻碍。这就要求在道路桥梁建

路面桥面施工质量是道路桥梁整体质量最为直观的表现。

设实践中,有必要加强道路桥梁基础施工技术,全面提高基础设

因此,路面平整、连续无裂缝是其最基本的质量要求。一旦路面

施的施工质量,促进工程实际的高效应用。

出现质量问题,可能与本身施工或基础部分施工出现问题有关,

1 道路桥梁工程施工重点组成部分

应该进行及时补救,避免因路面稳定性变差引起的安全隐患发

1.1基础施工部分

生。在路面桥面施工过程中,不仅对施工工艺、施工设计有所要

基础施工是道路桥梁工程稳定性的前提。其施工建设技术

求,对施工材料也有明确的要求。例如,常见的道路桥梁路面施

必须结合区域内地质、水文、气候、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共同

工常用的材质为预制混凝土材料与沥青路面材料。在选择材料

考虑。也就是必须综合考虑影响道路桥梁基础部分建设的内部

时,应充分考虑区域环境、功能要求与材料的适应性。同时必须

因素与外部因素。例如：部分地区夏季降水较多,地质土壤含水

了解实际区域的规划发展与承载流量,在充分结合不同材料的

量急剧增多,或者区域内地质属于不良地基、膨胀土地质等,在

坚固程度与稳定性的情况下,选取最为经济、高效的建设材料与

施工中就要对地质进行改良后再进行施工或者选择利用防水层

方法。

等材料,避免基础施工部分的不稳定性。除此以外,采用科学有

2 道路桥梁工程施工质量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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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施工结构稳定性差

工程的耐久性。首先,在道路桥梁施工过程中,混凝土配合比不

施工结构是导致道路桥梁路基承载力降低、运行能力减弱、

符合工程要求,导致工程承载力不符合要求。其次,在混凝土浇

运营安全隐患增加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道路桥梁质量问题的

筑过程中,不规则的振动会导致不均匀现象和质量隐患。最后,

关键因素。通过对施工结构问题的研究可以看出,主要原因是路

在混凝土加工过程中,反复旋转必然会引起局部变形。如果接头

基结构存在地质问题。基层结构组成方案的可行性没有得到深

未拧紧,将发生泥浆泄漏。

入的分析和评价,在选择填筑材料方面效果也较差。因此,基础

2.5钢筋混凝土腐蚀

部分施工稳定性达不到设计标准,直接影响道路的使用寿命和

钢筋与混凝土锈蚀是影响公路桥梁使用寿命的重要因素,

可靠性。例如：在道路桥梁的应用中,桩基也起着承载作用,是

也是常见的隐患。首先,钢筋腐蚀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由于浇

基础的一部分。桥梁桩基稳定性不足的原因有很多。桩基设计

筑层中钢筋的厚度不符合要求,或浇筑过程中钢筋压力不够,

与桩基使用要求不一致可能导致稳定性不足。同时,桩基施工中

渗透性差,钢筋与其他腐蚀性化学气体接触产生化学反应,导

使用的材料与工艺也会影响基桩的承载力。

致钢筋腐蚀。其次,混凝土的腐蚀主要是由混凝土质量问题或

2.2道路桥梁不均匀沉降

气候因素引起的过度积水引起的。在这种情况下,腐蚀将逐渐

道路桥梁不均匀沉降也是工程中常见的质量问题。这些问

发展。在公路桥梁的日常运营中,必须充分发挥承台和路基的承

题与施工技术和施工环境密切相关。产生不均匀沉降的主要原

载能力。施加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剧混凝土的腐蚀。此外,在诸多

因是基础施工部分的稳定性不符合施工标准,也就是基础部分

因素的影响下,混凝土也会产生裂缝。混凝土裂缝比混凝土腐蚀

加固不到位。首先,道路桥梁施工前缺乏现场地形测量,导致设

更容易监测。

计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地基处理策略会导致地基处理不当,无法

3 道路桥梁工程施工质量问题的防治对策研究

保证地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其次,道路桥梁对路基平整度、压

3.1提升结构稳定性

实度要求较高。例如,在地基施工过程中的压实工序,由于一些

想要提升道路桥梁基础结构的稳定性,就需要对施工层次

管理人员在碾压过程管理中管理不当以及施工技术、施工工序

进行控制。首先,根据试验段路基的填筑高度进行施工,当新路

处理不当化,在碾压过程的实施中存在一些问题,如碾压的压实

堤与原土层连接时,应控制路堤对接台阶的长度,以确保两者之

度和平整度达不到工程设计标准,直接影响路基路面的施工质

间的对接是最短的值,以避免由于接缝太厚而导致路基压实不

量。在道路桥梁投入运行后,由于地基稳固性不足导致不均匀沉

足,从而影响路基和路面的施工质量。桥梁桩基施工结构的稳定

降问题。

性还需要对地质、建材、工序进行明确的协调。根据实际需要

2.3道路桥梁裂缝

进行准确的桩基设计,确保桩基能够满足使用要求；一般来说,

道路桥梁裂缝这一质量问题十分常见,且造成裂缝的原因、

土壤质地和含水量会影响土壤状况,根据土壤条件,选择桩基施

种类也十分复杂,是道路桥梁质量提升中的重要阻碍。首先,材

工材料可以确保应用的稳定性。此外,应特别注意桩基施工与后

料因素导致的裂缝。原材料的规格、型号以及混合使用温度、

期连接施工的衔接,桩基施工应充分考虑后期施工技术的应用。

配比以及养护步骤都会改变混凝土的最终质量,如果混凝土材

如果两者不能有效协调,将严重影响到地基稳定性。

料本身不能满足道路桥梁施工要求,或者预制桥梁板材质控制

3.2预防不均匀沉降问题

不当都会导致裂缝问题的发生。其次,在路基路面施工阶段,经

为有效提高道路桥梁工程的路基承载力,减少不均匀沉降

常发生渗水现象,对工程施工影响很大。一旦排水不畅,将对路

问题的出现。在道路路基工程施工前,首先,应对施工区的地质

基产生重大影响,施工过程中由于排水存在一些问题,导致路基

结构进行全面勘察,了解道路施工区的实际地质条件,合理优化

被雨水冲刷,被地下水侵蚀,降低了道路运营的整体安全性和稳

道路路基施工技术方案。其次,选择合适的路基填料,提高填筑

定性,缩短了道路的使用寿命也会产生道路裂缝。再次,随着交

质量,对压实工序进行严格控制。施工队应有效控制路基压实时

通流长期碾压路面,导致路面负荷过高开裂,虽然我国公路桥梁

间和遍数,防止操作流程不当对路基厚度产生不利影响,制约填

的路面主要是半刚性路面。这种结构的优点是可以提高承载力,

石路基施工技术的应用。最后,严格按照施工工艺规范的要求分

但也受温度的影响。特别是当气温上升和下降时,道路和桥梁表

段、分层进行。碾压每一层时,应注意与上一节的末端重叠。坡

面容易出现裂缝。最后,路面路基受到雨水、暴雪等自然环境的

口边缘不均匀应尽可能近距离切割,以便轧辊可以在边缘附近

影响产生自然老化损坏的情况,也是裂缝出现的原因之一。

轧制。边缘和角落应手动压实,以防止死角出现。与此同时控制

2.4路面平整性差

填筑含水量,以此来优化路基沉降均匀性,保证路基工程的施工

路面平整性差这一质量问题常规来说不会导致严重的安全

质量,避免不良地基的沉降。

事故,然而对道路桥梁的外观以及人们的通行舒适度会产生严

3.3有效控制道路桥梁裂缝

重的影响。常见的问题有路面凹凸、气泡、蜂窝状路面等。这

裂缝问题是道路桥梁施工中质量控制的重点。为了有效解

些问题的产生一般是由混凝土的耐水性不足导致结构强度下降

决这一问题,首先,在施工过程中应在适当的环境条件下进行,

导致的。使用不合格的混凝土进行施工将不可避免地影响路桥

避免大风、大雨等恶劣天气条件,以减少开裂的可能性。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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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优化道路排水性能减少雨水对道路造成的冲刷及破坏。排

规浇筑的注意事项,需要格外关注桥梁预埋件位置,应避免混凝

水措施可以分为,地上排水、地下排水两个部。地上排水对如急

土搅拌振捣施工过程对预埋件造成破坏。

流槽、边沟等排水设备进行疏通建设,确保路面排水系统发挥一

4 总结

定作用,以确保有效处理地上积水。地下排水是采取渗透、暗沟

道路桥梁施工质量是优化城市环境,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

等方式进行,需要注意的是,地下排数需要确保排水系统不对周

指标。因此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分析道路桥梁施工中存在的质量

边环境造成影响。常见的施工工艺又分为集中排水和分散排水

问题,并且提出相应的防治措施是实现我国道路桥梁建设可持

两种,根据工程实际环境进行选择。

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3.4提升路面平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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