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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天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天津市路驰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中交一

公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天津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公路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天津市国腾公路

咨询监理有限公司、天津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公路工程设计研究院、天津标信检测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永明、陈星、张建东、苏爱玲、牛军、孙妍、张亮、陈明、李海聪、高坤、

朱秋硕、刘博雄、刘思萌、徐鸿喆、王峥、陈建明、袁继强、李如鑫、张文佳、焦晓磊、庄洪亮、戴放

军、李清华、李朝忠、殷明文、闫卫喜、高翔、邹宝刚、王伟广、满伟、吴玉辉、齐占元、邢智、尹哲

颖、高敏、杨璐璐、孔繁杰、张弘博、蒋双喜、高静、刘艳双、马宝员、朱士良、杜学智、衣明丽、曹

琳琳、王锦科、冯国益、张冀洲、卜明津、牛雪菲、李卫波、陈正攸、郭利勇、李铮、宋丽丽、卢洪宇、

赵炜华、高俊义、孙茂元、王海峰、李欣杰、张斌、田增朝、潘峰、王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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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随着公路工程建设的迅速发展，新工艺、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交通运输部对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

提出了新的标准与要求，原《天津市市政公路工程施工技术质量文件管理规定》和《天津市公路工程竣

工文件管理用表》，已不能完全适应天津市公路工程建设的需要。为规范天津市公路建设项目文件资料

立卷归档工作，推行建设项目资料标准化管理，保证项目档案质量，更好地为公路建设事业服务。由天

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工程质量安全支队会同有关单位编制了天津市地方标准《公路工程资料

管理技术规程》（以下简称“规程”）。 

本规程在编写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专题研讨，总结了我市公路建设多年来资料管理

的实践经验，依据交办发[2010]382号《关于印发公路建设项目文件资料立卷归档管理办法的通知》、

交公路发[2010]65号《关于印发公路工程交竣工验收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并结合行业现行标准JTG 

F80/1-2017《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以及国家、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和技术规范，在

广泛征求了相关单位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本规程。 

本规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文件资料分类和编号、建设单位文件资料、勘察设计单位文件资料、

监理单位文件资料、施工单位文件资料、竣（交）工验收文件资料、档案整理、档案归档与移交、安全

生产管理文件资料、附录以及“天津市公路工程资料管理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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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资料管理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天津市公路建设项目文件资料整理、归档、验收等相关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天津市公路建设项目各阶段技术档案资料管理、竣工文件编制、档案整理及竣工档案

验收和移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609.3  技术制图 复制图的折叠方法 

GB/T 18894  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JTG F80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JTG G10  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风险辨识评估管控基本规范  交办安监〔2018〕135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建设项目  construction project 

按照一个总体设计进行施工、独立组成的，在经济上统一核算、行政上有独立组织形式、实行统一

管理的单位。 

3.2  

建设单位  project owner 

对项目实施进行组织管理，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负总责的组织。 

3.3  

从业单位  employment unit 

从事公路建设的项目法人，项目建设管理单位，咨询、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试验检测单位，

提供相关服务的社会中介机构以及设备和材料的供应单位。 

3.4  

单位工程  subunit of project  

在合同中具有独立施工条件和结构功能的工程。 

3.5  

分部工程  subproject  

在单位工程中，按路段长度、结构部位及施工特点等划分的工程。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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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项工程  kinds of construction  

在分部工程中，根据施工工序、工艺或材料等划分的工程。  

3.7  

项目文件  project decord  

在项目建设全过程中形成的文字、图表、音像、实物等形式的文件资料。 

3.8  

项目电子文件  digital project record  

在数字设备及环境中生成，以数码形式存储于磁带、磁盘、光盘等载体，依赖计算机等数字设备阅

读、处理，记录和反映项目建设和管理各项活动的文件。包括文本电子文件、图像电子文件、图形电子

文件、视频电子文件、音频电子文件等。   

3.9  

项目文件归档  filing of the project records  

从业单位将具有保存价值的项目文件经系统整理交建设单位档案管理机构的过程。 

3.10  

竣工文件  records on completion of project  

项目竣工时形成的反映施工过程中和项目真实面貌的文件，主要由项目文件、项目竣工图和监理文

件等组成。 

3.11  

竣工图  as-built drawing  

工程竣工后真实反映工程施工结果的图样。 

4 总则 

4.1 基本要求 

4.1.1 公路建设项目应加强文件资料档案管理，建立健全建设项目档案。 

4.1.2 公路建设项目文件资料管理工作实行项目法人（以下统称“建设单位”）负责制，实行统一管

理、统一制度、统一标准，从建设项目筹划到竣工验收各环节的文件资料，都要严格按照本规程收集、

整理、归档和移交。 

4.1.3 公路建设项目文件资料档案管理应列入建设项目的建设计划、质量保证体系、管理程序和岗位

责任制，并有相应的检查、控制及考核措施。  

4.1.4 公路建设项目文件资料立卷归档工作应纳入合同管理，按照“谁形成谁负责”的原则，由文件

资料的形成单位负责，不得委托他人。 

4.1.5 公路建设项目竣工文件资料是评定工程质量、竣工验收、查考利用、维修加固、改建和扩建的

依据，建设项目档案必须完整、准确、系统、规范和安全。 

4.1.6 公路工程文件资料管理除应执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和天津市现行有关规范的规定。 

4.2 组织体系和职责 

4.2.1 天津市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原则，依法对其责任范围内公路建设

项目文件资料立卷归档工作进行管理，同时接受本市及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4.2.2 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建立健全公路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章制度，负责

组织、协调和监督、指导各参建单位建设项目文件资料的管理工作，及时收集、整理、归档公路建设项

目各环节的文件资料，并在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按本规程要求及时向有关部门移交建设项目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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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各从业单位应建立符合建设单位要求的文件资料管理制度，明确建设项目档案管理岗位职责，

配备具有相关工程专业知识、能够适应建设项目文件资料立卷归档工作所需要的专职档案管理人员，并

保持其稳定性，按照本规程要求做好建设项目文件资料的整理、归档和移交工作。 

4.3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文件资料 

4.3.1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从业单位应依照责任分工严格履行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职责，按照建设项目不

同阶段文件资料产生的自然过程分别做好相关文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 

4.3.2 文件资料收集阶段划分和责任分工 

——建设项目准备阶段，建设单位负责收集、整理建设项目立项审批、设计审批、工程招投标及合

同、工程准备文件资料以及设备、工艺和涉外文件资料等，勘察设计单位负责收集、整理勘察

设计文件资料，并按规定向建设单位提交有关勘察设计基础文件资料； 

——建设项目施工阶段，建设单位负责收集、整理建设项目管理、资金管理和科研文件资料，施工

单位负责收集、整理建设项目施工文件资料，监理单位负责收集、整理建设项目监理文件资料，

同时负责监督、检查施工单位文件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并向建设单位提交检查报

告； 

——建设项目验收与缺陷责任期阶段，建设单位负责收集、整理竣（交）工验收文件资料，养管、

运营单位负责收集、整理在试运营过程中形成的文件资料，并向建设单位提交“接管养护单位

使用情况报告”。 

4.3.3 与项目有关的重要事件，以及具有查考利用价值的文件资料，应收集齐全，归入建设项目档案。 

4.3.4 引进技术、设备文件资料应首先由建设单位或接受委托的承包单位登记、存档。 

5 文件资料分类和编号 

5.1 分类原则 

5.1.1 按立卷、归档单位划分为建设单位文件资料，勘察设计单位文件资料，监理单位文件资料，施

工单位文件资料，其他从业单位文件资料； 

5.1.2 按公路工程竣工资料归档内容划分为综合文件资料，监理文件资料，施工文件资料，竣工图表，

科研新技术文件资料，决算审计文件资料和竣（交）工验收文件资料。 

5.2 编号要求 

5.2.1 单位、分部、分项工程划分及代号应符合附录 A的相关规定。 

5.2.2 施工原始记录、质量检查记录、测量记录、检验申请批复单、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表编号由

单位工程代号、分部工程代号、分部顺序号、分项工程代号、分项顺序号 5组组成； 

5.2.3 编号应符合以下规则： 

——单位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表编号由单位工程代号组成； 

——分部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表编号由分部工程代号、分部顺序号组成； 

——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表编号由分项工程代号、分项顺序号组成。 

5.2.4 编号样式见图 1。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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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单位工程代号从A 、B、C、D、E、F…………； 

注2：分部工程代号（2位）；  

注3：分部工程顺序号（2位），按分部工程划分填写；  

注4：分项工程代号（2位）；  

注5：分项工程顺序号（3位），按分项工程划分填写。 

图1 文件资料编号样式 

6 建设单位文件资料 

6.1 基本要求 

6.1.1 建设单位应将公路建设项目文件资料立卷、归档工作纳入工程建设管理程序，与工程建设同步

收集、同步整理、同步归档，负责对接收的整体建设项目档案进行系统化整理和排序工作。 

6.1.2 建设单位与从业单位签订合同、协议时应设立专门章节或条款，明确建设项目文件资料管理责

任，包括建设项目文件资料形成的质量要求、归档范围、归档时间、归档套数、整理标准、介质、格式、

费用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6.1.3 建设单位应建立建设项目文件资料管理考核机制，对建设项目文件资料的形成、积累和归档情

况等进行考核，实现全过程控制。 

6.1.4 建设单位应在建设项目开工前对从业单位进行项目文件资料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的技术交底。 

6.1.5 建设单位在建设项目开工前应组织参建单位填报《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基本情况表》和《公路质

量保证体系表》,填写格式符合附录 B的相关规定。 

6.1.6 建设单位宜将档案信息化建设纳入工程建设项目管理，统筹规划，同步实施。 

6.1.7 建设单位应按照天津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及时办理建设项目

档案管理登记。 

6.1.8 在公路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应积极配合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对公路工

程文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立卷工作进行的指导、检查和监督，在交工验收前完成建设项目档案自检工

作，建设项目工程档案未验收或验收不合格不得申请竣工验收。 

6.2 范围和内容 

6.2.1 建设单位应立卷、归档自建设项目准备至竣工验收各环节的文件资料。 

6.2.2 建设单位负责收集、整理的文件资料主要包括综合文件资料、科研新技术文件资料、决算审计

文件资料、竣（交）工验收文件资料等： 

——综合文件资料包括立项审批文件资料、勘察设计文件资料、拆迁征地文件资料、招投标及合同

文件资料、工程管理文件资料等； 

——科研新技术文件资料包括科研课题资料、新技术应用资料等； 

——决算审计文件资料包括支付报表、财务决算文件、工程决算文件、项目审计文件、其他文件等； 

——竣（交）工验收文件资料包括交工验收文件、工程单项验收文件、竣工验收文件、各参建单位

工作总结报告、接管养护单位建设项目使用情况报告等。 

7 勘察设计单位文件资料 

7.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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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勘察设计单位提供的勘察成果和设计文件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规程、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及天津市有关的规定，并对其质量负责。 

7.1.2 勘察设计单位提供的勘察设计文件必须签字完整，应加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制的工程勘

察、设计资质专用章。 

7.1.3 施工图设计出图前应按照有关规定通过图纸审查。 

7.1.4 在建设单位组织的设计交底会上，设计单位就施工图设计文件中的相关内容向参建单位作出技

术交底，并负责编制设计交底记录或纪要。 

7.1.5 设计单位应以书面形式就有关从业单位于施工图会审中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 

7.1.6 在工程施工过程中，设计单位按程序及时提供设计变更文件或设计变更通知单。 

7.1.7 勘察设计单位应按照合同约定向建设单位移交勘察设计档案。 

7.2 范围和内容 

7.2.1 勘察设计文件资料归档范围包括勘察设计文件资料、施工图技术文件资料、工程竣工验收需要

的有关文件资料。 

7.2.2 勘察文件资料应包括经建设单位批准的勘察纲要（含外业勘察与地质勘察指导书），工程建设

各阶段的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包括文字报告、附图、附表等)、水文地质勘查报告、工程地形图、物探报

告等。 

7.2.3 设计文件资料主要包含以下内容： 

——各设计阶段的审查意见及其回复文件，各设计阶段的审批文件，申报的规划设计条件和规划设

计条件通知书，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文件或协议等依据性文件，人防、环保、消防等有关部

门对设计的审查意见等； 

——调查报告及专题研究报告等设计基础文件； 

——工程重大事项往来文件，工程重大会议的会议纪要，勘测设计成品验证记录等设计过程文件； 

——计算书； 

——结合工程设计采用新工艺、新设备、新技术、新材料的科研试验资料； 

——设计交付成果，应含初步设计图纸和说明，技术设计图纸和说明，施工图设计图纸和说明，工

程概（预）算等； 

——设计交底记录、工程洽商记录、设计变更通知单（或设计变更文件）等设计文件记录； 

——公路工程设计工作报告。 

8 监理单位文件资料 

8.1 管理规定 

8.1.1 监理文件资料收集、整理应符合 JTG G10的有关规定。 

8.1.2 监理单位应把建设项目竣工文件资料立卷归档工作纳入合同管理工作内容，按照建设单位的统

一规定建立健全监理文件资料管理制度，配备专业档案管理人员，并报建设单位确认。 

8.1.3 监理单位应检查施工单位编制的竣工资料和竣工图的准确性、完整性、系统性、有效性和规范

性，并按规定进行签认，对项目档案质量提出审核意见。 

8.1.4 监理单位应按照合同约定向建设单位移交监理档案。 

8.1.5 监理资料管理人员负责所承担工程的文件收集、整理、立卷归档和移交工作；负责对所承担的

监理项目归档文件的完整性、准确性、系统性、有效性和规范性进行审查。 

8.2 范围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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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监理文件资料归档范围包括监理单位在建设项目施工准备阶段、施工阶段以及验收与缺陷责任

期阶段监理过程中形成或获取，并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文件资料。 

8.2.2 监理单位负责收集、整理和归档的文件资料应包括监理管理文件资料、质量监理文件资料、安

全监理文件资料、环保监理文件资料、费用监理文件资料、进度监理文件资料、合同事项管理文件资料

以及其他监理文件资料和影像资料： 

——监理管理文件资料包括监理合同，监理计划，监理细则，会议记录、会议纪要，综合性往来文

件等； 

——质量监理文件资料包括质量监理要求及往来文件，施工组织设计/专项方案审查资料，测量复

核资料，试验检测资料（含原材料、混合料、构配件平行/抽检试验，标准试验，配合比验证

等），监理工序抽检资料（含抽检记录、试验记录/报告等），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资料，质量

问题处理资料等； 

——监理抽检参照附录 C执行； 

——安全、环保监理文件资料包括安全、环保管理制度，监理要求和往来文件，检查记录，事故、

隐患及问题处理资料等； 

——费用监理文件包括费用监理要求和往来文件，工程计量、支付文件等； 

——进度监理文件包括进度监理要求和往来文件，施工进度计划审批、检查、调整的有关文件，工

程开工令（含总体开工、分部分项工程开工）等； 

——合同事项管理文件资料包括工程分包、履约检查文件资料（含人员、设备），停工令及复工令，

工程变更文件(工程变更令)、延期、索赔、违约和争端处理文件，价格调整文件等； 

——其他监理文件资料包括监理月报、监理工作报告、监理日志、巡视记录、旁站记录等。 

9 施工单位文件资料 

9.1 管理规定 

9.1.1 施工单位应建立项目文件资料管理组织体系，按照建设单位的统一规定建立健全施工资料管理

制度；配备满足档案管理工作的专职人员、设备等资源。 

9.1.2 施工单位填写的施工资料应与施工进度同步，书写工整，清晰整洁，数据真实，结论准确，签

署手续完备，内容齐全规范。 

9.1.3 在施工过程中使用的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的试验检测及评定等有关资料应包含在

施工资料内。 

9.1.4 工地试验室的母体单位应具备相应资质，经我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备案后在其授权范围内开展

试验检测工作，仪器设备使用应在检定周期内，工地试验室运行过程中的记录、台账、报告应符合国家、

行业及我市相关规定，试验数据应真实、有效。 

9.1.5 施工资料编制应符合附录 B的规定。  

9.1.6 房屋建筑等相关专业施工资料应按国家、行业及天津市有关现行标准执行。 

9.1.7 实行总承包的建设项目，总承包单位负责总承包范围内建设项目档案的组织协调工作，履行建

设项目档案管理职责。专业承包单位应将本单位形成的竣工文件资料和竣工图进行收集、整理并及时提

交总承包单位审核、归档。 

9.1.8 公路建设项目交工验收后施工单位应及时完成全部竣工文件资料和竣工图的收集、整理和归档

工作，并按合同约定移交建设单位。 

9.2 范围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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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施工单位负责收集、整理和归档的文件资料主要包括工程管理文件资料、施工质量控制文件资

料、安全和环保施工文件资料、进度控制文件资料、计量支付文件资料、合同管理文件资料、施工原始

记录、竣工图表等。 

9.2.2 施工管理文件资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工程开工应填报《施工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表》及《工程开、竣工报告表》，应有施工单位

项目技术负责人和总监理工程师签字； 

——收到施工图后，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应组织施工、质量等专业人员熟悉、审核图纸，将发

现的问题汇总形成《图纸会审记录》，并通过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及时反馈给设计单位，作为

设计回复、补充或修改施工设计图的依据； 

——施工单位应参加建设单位组织的设计交底会，留存设计交底会议纪要或会议记录，作为组织施

工的依据； 

——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应主持编制施工组织设计并填报《施工组织设计审批表》，应

由施工单位技术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和建设单位负责人审批签认；规模大、技术复杂且工期

长的工程，可按单位工程或部位分阶段编制；危险性较大的专项施工方案应单独编制，应有施

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和监理工程师签认，对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的工程，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并进行技术论证； 

——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应组织编制单位、分部、分项工程划分，报监理工程师

审批签认，工程发生重大变更影响单位、分部、分项工程划分时，应及时进行调整并重新履行

相关审批手续； 

——首件工程（试验段）施工方案应包括编制依据、范围、工程概况、施工准备、施工工艺、质量

标准等方面的内容；成功的首件工程（试验段）施工总结可作为正式的施工方案； 

——技术交底记录包括施工组织设计交底、（专项）施工方案交底、施工技术交底等；技术交底应

以书面形式进行，且交底双方应签字确认； 

——工程洽商记录应按事项填写，一事一议，内容真实、完整，相关单位负责人签字齐全； 

——施工日志应由专人负责收集、整理、填写和保管，记录人签字齐全； 

——施工总结报告应包括工程概况、组织机构、施工工艺、质量管理情况、施工进度控制情况、造

价完成情况，安全及环保施工情况、四新技术的应用情况、工程洽商和变更情况、工程遗留问

题和建议等内容。 

9.2.3 原材料、混合料、构配件及设备资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工程中使用的原材料、混合料、构配件资料包括出厂质量证明文件（包含质量检验合格报告、

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等）、进场检验记录、复试报告及运输单据（运输单据可作为施

工过程质量控制资料）等； 

——工程中使用的主要设备资料包括装箱单、产品合格证明、设备安装使用说明书、性能检测报告、

设备开箱检查记录等，必要时附验收影像资料，其质量应符合国家、行业、天津市有关规定以

及设计文件的要求；实行生产许可证或强制性认证的产品应有生产许可证或强制认证标志； 

——公路工程原材料、混合料、构配件质量检验项目应按规定进行复试，性能指标应符合国家、行

业标准和施工图设计的要求；取样频率参照附录 D； 

——工地实验室出具的试验检测报告应由具备相应资格证书的助理试验检测工程师和试验检测工

程师签认； 

——对涉及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原材料、混合料、构配件应进行见证取样检验；见证取样检

验的数量不应低于施工应检频率的 15%； 

——经检验确认不合格的原材料、混合料、构配件应立即清除出场，禁止用于工程中，并按规定留

存相应的工作指令及记录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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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施工测量和监控测量资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施工单位进场后应向监理单位报备满足工程需要的测量人员和仪器设备清单，进场的测量仪器

设备检验（校准）证书应在有效期内且满足测量精度要求； 

——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应按照施工图设计和相关规范要求组织编制《施工测量专项技术方

案》或《施工监控测量技术方案》并报监理工程师审批签认； 

——工程开工前，施工单位应在建设单位组织下做好接桩工作，交接单签字齐全，施工单位应对控

制点进行保护并及时进行复测，复测资料应包括施工单位复测原始测量记录、平差成果、控制

点复测成果技术总结报告。控制点复测资料应及时报监理工程师审批签认；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对控制点进行加密组成控制网，控制网应按现行规范要求

复测以满足测量精度要求，控制网测量和复测成果资料应报监理审批同意后使用； 

——施工放样资料应包括平面坐标、高程放样数据表、测量记录表，放样测量成果资料经自检合格

后连同《施工放样报验单》上报监理工程师审批签认； 

——施工测量记录应由现场施测人员填写，项目技术负责人审核，内容准确、完整，签字齐全； 

——施工监控测量数据应及时、准确，监控测量工作结束后应及时整理监控数据，形成监控成果报

告提交给有关各方； 

——竣（交）工测量应做好实测记录，测量精度满足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签字手续完备。  

9.2.5 施工记录和施工试验（检测）记录资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施工记录、施工试验（检测）记录填写内容应真实，签字齐全，具有可追溯性，为施工过程控

制和质量评定提供可靠依据； 

——施工记录应由现场施工人员填写，项目技术负责人审核签认，关键部位由监理工程师签认； 

——施工试验（检测）记录应由现场质量员填写，其中试验记录应由助理试验检测师、试验检测师

签字、项目技术负责人复核签认。 

9.2.6 隐蔽验收检查记录填写应涵盖验收部位并留有影像资料。 

9.2.7 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资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工程质量检验评定应按照 JTG F80执行； 

——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资料应包含分项、分部、单位工程质量检验评定； 

——分项工程质量评定资料由基本要求、实测项目、外观质量和质量保证资料检查情况等组成； 

 基本要求应逐项进行检查，检查结果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 

 实测项目中任一单个检测值不应突破规定的极值，一般项目的合格率应不低于 80%，关键

项目合格率应不低于 95%（机电工程为 100%），并且相关的试验检测评定满足要求； 

 外观质量应全面检查并满足规范要求； 

 质量保证资料真实、准确、齐全、完整。 

——分部工程评定资料内容包含外观质量和分项工程评定资料的检查，单位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内容

包含外观质量和分部工程评定资料的检查； 

——分项工程评定资料应由施工单位质检员和项目技术负责人签字，分部工程、单位工程评定资料

应由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签字。 

9.2.8 环保施工资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施工单位应严格落实工地周边围挡、裸露土方苫盖、物料（渣土）堆放覆盖、土方开挖湿法作

业、路面硬化、出入车辆清洗、渣土车辆密闭运输“六个百分之百”污染防控措施，对各类长

距离施工的公路线性工程，全面实行分段施工，并同步落实好扬尘防控措施； 

——施工单位应按要求在重污染天气条件下严格落实增加施工现场洒水频次、对现场堆放的散体物

料、裸露沟槽进行全部苫盖、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停止建筑垃圾、渣土、砂石运输、停止混

凝土搅拌站和砂浆搅拌站生产等扬尘污染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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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应将施工工地扬尘污染防治纳入文明施工管理范畴，建立扬尘控制责任制度，扬尘治

理费用列入工程造价； 

——施工单位应使用已在本市进行信息编码登记且符合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并禁止在禁止

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区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 

——施工单位应按要求安装施工现场扬尘在线监测设备，并与主管部门联网； 

——施工单位应制定专项弃渣、污水、生活垃圾处理、噪音治理及扬尘治理等方案和环境恢复措施

方案； 

——环保施工日志、环境隐患排查和整改记录、环境检测数据（空气、噪音等）、环保例会会议纪

要和环境保护月报等文字资料应真实可靠，签认手续完备。 

9.2.9 竣工图表应符合以下要求： 

——竣工图应按合同段、单位工程、专业编制，并配有图纸目录和竣工图编制说明； 

——竣工图应准确、规范、完整、清晰，应真实反映工程竣工的实际情况； 

——竣工图应由施工单位负责编制，相关责任人签字完整； 

——竣工图编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未发生设计变更的可在原施工图上加盖竣工图章形成竣工图； 

 涉及一般性设计变更且变更部分未超过图面面积百分之十的，可利用施工图改绘并应注明

修改依据文件的名称、编号和条款号，在加盖竣工图章后形成竣工图； 

 凡结构形式、工艺、平面布置等有重大改变或变更部分超过图面面积百分之十或不宜在原

施工图上直接修改的，应重新绘制竣工图并加盖竣工图章。 

——竣工图应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竣工图应与施工图图幅、比例、字体、字号保持一致； 

——总监理工程师应对施工单位编制的竣工图进行审核签认； 

——变更文件资料应按建设单位相应的图纸变更管理规定收集完整的变更要件。 

10 竣（交）工验收文件资料 

10.1 管理规定 

10.1.1 公路工程验收分为交工验收和竣工验收两个阶段： 

——交工验收文件资料包括施工合同的执行情况，评价工程质量是否符合技术标准及设计要求，是

否可以移交下一阶段施工或是否满足通车要求，对各参建单位工作进行初步评价； 

——竣工验收文件资料包括综合评价工程建设成果，对工程质量、参建单位和建设项目进行综合评

价。  

10.1.2 建设单位负责组织竣（交）工文件编制。 

10.1.3 竣（交）工文件编制要求： 

——编制应完整、规范、科学，符合本规程要求；  

——交工验收前，完成附录 A中第三、四、五部分的文件编制工作； 

——竣工验收前，完成附录 A要求的全部文件编制工作；  

——公路工程竣工资料归档内容和文件资料排序应符合本规程附录 A的规定。 

10.2 范围和内容 

建设单位负责收集、整理交工验收文件、工程单项验收文件、竣工验收文件、从业单位总结报告、

接管养护单位项目使用情况报告：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E%E8%AE%A1%E5%8F%98%E6%9B%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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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工验收文件资料包括公路工程交工验收申请表、公路工程交工验收报告、公路工程交工验收

合同段工程质量评分一览表、公路工程交工验收证书、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工程交工质量检测

意见、建设单位组织出具的交工验收质量检测报告、设计单位出具的工程设计符合性评价意见、

监理单位提交的工程质量评定或者评估报告、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自检报告；  

——工程单项验收文件包括机电工程单项验收文件、房建工程单项验收文件、交通设施、环保工程

单项验收文件、绿化工程单项验收文件；  

——竣工验收文件包括公路工程竣工验收申请书、公路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公路工程参建单位工

作综合评价表、公路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综合评价表（设计工作、监理工作、施工管理工作）、

公路工程竣工验收评价表、公路工程参建单位工作综合评价等级证书、竣工验收委员会各专业

检查组意见、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工程质量鉴定报告、公路工程交接表、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  

——从业单位总结报告包括公路工程项目执行报告、公路工程设计工作报告、公路工程施工总结报

告、公路工程监理工作报告； 

——接管养护单位使用情况报告。 

11 档案整理 

11.1 组卷原则 

11.1.1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文件资料应遵循项目文件自然形成过程并保持其内在有机联系和专业特性

的原则，进行系统化整理组卷，做到分类科学，便于保管和利用。 

11.1.2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一般按照综合文件资料、监理文件资料、施工文件资料、竣工图表、科研新

技术文件资料、决算审计文件资料和竣（交）工验收文件资料等分别组卷。 

11.1.3 案卷内不应有重复资料，不同专业内容资料一般应分别组卷。 

11.1.4 不同载体的文件资料应分别组卷。 

11.2 质量要求 

11.2.1 纸质文件资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文件资料内容应真实、准确、完整，与工程实际情况相符； 

——书写工整，字迹清楚，图样清晰，图表整洁，修改规范，签字认可手续完备,不得代签，不得

使用签字章； 

——幅面尺寸规格统一为 A4纸（297mm×210mm），小于 A4纸规格的出厂证明、材质合格证等应用

胶水粘贴在 A4纸上，不得使用胶带或胶棒，不得使用复写纸、热敏纸等容易褪色的纸张材料； 

——书写材料应符合耐久性要求，书写工具应用碳素笔，不得用不易长久保存的书写工具（红色墨

水、纯蓝墨水、圆珠笔、铅笔等），不得使用修正液； 

——所有竣工图上应加盖竣工图章，竣工图章应使用不易褪色的红印泥，盖在图标栏上方空白处； 

——厚度一般在 20mm～40mm，图纸厚度不得超过 50mm。 

11.2.2 竣工图章尺寸为 80mm×50mm，并符合图 2竣工图章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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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竣工图章 

11.2.3 电子文件与纸质文件同时归档时，电子文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提交的电子文件必须与纸质文件完全一致，包括文件名称、版式、内容等； 

——电子文件保存格式均应采用国际上较为通用且不易修改的格式，如 PDF、JPG等； 

——录音、录像文件应保证载体的有效性； 

——所有类型电子档案禁止使用可擦除型存储媒介，推荐使用档案级光盘。 

11.2.4 电子数码照片应冲洗出 6寸纸质照片与说明一并整理归档。 

11.3 组卷方法 

11.3.1 综合文件资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建设依据及上级有关指示文件根据建设项目的基建程序、审批事项内在联系、形成单位及专业

分别整理组卷； 

——勘察设计文件资料按照勘察设计的不同阶段和专业分别单独组卷； 

——征地拆迁资料按照基建程序结合文件类别以及形成的时间顺序整理组卷； 

——工程管理文件资料按照文件类别结合时间顺序整理组卷； 

——招投标及合同文件资料按照招投标工作程序和合同类别单独组卷。 

11.3.2 监理文件资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监理管理文件资料按照文件类别结合时间顺序组卷； 

——监理原材料、混合料、构配件平行/抽检资料参照施工单位相应资料的组卷方法组卷； 

——监理抽检文件资料按照合同段、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结合部位或桩号顺序组卷；   

——其余的监理文件资料可以合同段结合时间顺序组卷。 

11.3.3 施工文件资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施工管理文件以合同段或单位工程为单位，按照文件类别结合时间顺序整理组卷； 

——原材料、混合料、构配件及设备试验资料以合同段、单位工程、部位为单位，按照试验类别结

合时间顺序组卷； 

——施工测量和监控资料 

 控制网加密测量、复核资料以合同段、单位工程为单位，按照时间顺序整理组卷； 

 施工放样报验单以合同段、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为单位，按照部位或桩号结合

时间顺序整理组卷； 

 施工监控资料以合同段为单位，按照监控项目结合时间顺序整理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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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质量检验评定资料、试验检测评定表按照合同段、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结合部

位或桩号顺序整理组卷。各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资料由相对应的一组资料（含检验申请批复

单，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表，施工原始记录，施工数据表，质量检查、测量记录，试验、检

测报告或记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等）组成； 

——其他施工文件资料可以合同段或单位工程为单位，结合时间顺序组卷。 

11.3.4 竣工图表应以合同段、单位工程为单位，按照专业进行组卷。 

11.3.5 科研新技术文件资料按课题项目类别和形成规律整理组卷。 

11.3.6 决算审计文件资料以建设项目为单位，按照合同进行整理组卷。 

11.3.7 竣（交）工验收文件资料由建设单位按照验收时段进行整理组卷。 

11.4 排序 

11.4.1 文字资料按事项、时间顺序排列，同一事项的批复与请示、主件与附件不能分开；并按批复在

前，请示在后，主件在前，附件在后的顺序排列。 

11.4.2 分项工程资料应遵循工程自然形成规律进行排序，左幅、右幅、匝道等分别单独按设计桩号自

小桩号到大桩号排序。分项工程成套组卷资料应列卷内文件小排序表，小排序表应保持统一、完整。 

11.4.3 变更文件资料按合同段和专业为单位，按照变更文件编号顺序排列。 

11.4.4 竣工图按合同段和专业排列顺序，相同专业图纸按图号顺序排列。 

11.4.5 当案卷内既有文字资料又有图纸时，文字资料排在图纸前面。 

11.4.6 案卷排序按照综合文件资料卷、监理文件资料卷、施工文件资料卷、科研新技术文件资料卷、

竣工图表卷、决算审计文件资料卷和竣（交）工验收文件资料卷的顺序排列。 

11.4.7 公路工程资料归档具体内容和排序按照附录 A执行。 

11.5 案卷编目 

11.5.1 案卷应由案卷封面、卷内目录、卷内文件和备考表组成，一盒一卷。 

11.5.2 编制案卷封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案卷封面排列在卷内目录之前,内容包括档号、案卷题名、编制单位、起止日期、保管期限、

密级、建设项目案卷总数、本案卷在该建设项目中的排序； 

——档号、保管期限应由档案接收保管单位按相关规定填写；  

——案卷题名应包括建设项目名称，合同段名称，案卷类别名称，卷内文件单位、分部、分项工程

名称和部位（桩号）范围，主要标题等内容； 

——编制单位应填写立卷单位的名称；  

——起止日期应填写案卷内文件形成的起止日期（采用阿拉伯数字，年代编写用四位数）；  

——密级应由档案形成单位按相关规定填写。  

11.5.3 编制卷内目录应符合下列规定： 

——卷内目录应排列在案卷内文件首页之前,内容包括序号、文件编号、责任者、文件材料题名、

日期、页次和备注；  

——序号应以一份文件或一张图纸为单位,按排列顺序用阿拉伯数字从“1”依次标注；  

——文件编号应填写发文号或图纸编号； 

——责任者应填写文件的直接形成单位或主要责任者； 

——文件资料题名应填写文件标题或图纸全称；  

——日期应填写文件的形成日期；  

——页次应填写每份文件在卷内排定的起始页号,最后一份文件填写起、止页号。如最后一份文件

为单页,只填写该页在卷内排定的页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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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应填写对本份文件资料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  

11.5.4 卷内文件页号的编写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每卷单独编号,在有书写内容的页面上用阿拉伯数字从“1”开始连续编写； 

——单面有书写内容的文件在右下角编写，双面有书写内容的文件,正面在右下角编写，背面在左

下角编写，折叠后的图纸一律在右下角编写；  

——印刷成册且连续编有页号的文件资料，自成一卷时,可不重新编写页号；   

——应使用黑色印油打号或用碳素墨水书写；  

——案卷封面、卷内目录、卷内备考表不编写页号。 

11.5.5 备考表应符合下列规定： 

——备考表应排列在案卷内文件尾页之后,内容包括页数、说明、立卷人、审核人和时间；  

——页数应填写卷内文件的总页数，其中文字资料页数、图纸资料页数应分别填写；  

——说明应由立卷单位填写对该卷文件内容有无遗留或补充的说明,并加盖单位公章；  

——应由立卷人、审核人签字或盖章；  

——时间应填写完成立卷和审核的时间,年代编写用四位数。 

11.6 案卷装订与图纸折叠 

11.6.1 文字资料卷和文字资料与图纸混装卷应装订。 

11.6.2 图纸卷散装,印刷成册的文字材料自成一卷时可不重新装订。 

11.6.3 装订应采用左侧三孔线装法,横排文件字头朝左,应整齐牢固。 

11.6.4 装订时必须剔除金属物。 

11.6.5 竣工图应按 GB/T 10609.3的方法折叠成 A4 图幅，图标外露。 

11.6.6 文字资料组卷厚度在 10mm～40mm，图纸组卷厚度不得超过 50mm。 

12 档案归档与移交 

12.1 一般规定 

12.1.1 对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载体的文件资料,应按照本规程要求进行档案移交。 

12.1.2 从业单位依据本规程 4.3.2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各自建设项目竣工文件资料的立卷归档工

作，归档文件资料分类应符合本规程 11.1.2的规定。 

12.1.3 由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自行归档保管的建设项目文件资料，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和

本规程有关要求。 

12.1.4 我市建设项目竣工档案一般分为四套，由一正卷三副卷组成，正卷由建设单位保存，其余三套

副卷由建设单位分别按照我市档案管理部门、公路管理机构和养护管理单位规定的内容组卷并负责移

交。有特殊要求时由建设单位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12.1.5 工程档案盒及照片装具应符合本市档案管理部门的相关要求。 

12.2 建设项目竣工档案移交 

12.2.1 公路建设项目从业单位应在合同段交工验收前，将已按本规程要求编制完成的建设项目档案连

同案卷目录（含电子版目录）和案卷编制说明由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检查合格后移交建设单位，并按规

定办理移交手续。案卷编制说明内容包括本合同段项目建设内容、档案整理执行标准、建设项目档案整

编情况及案卷数量、竣工图编制质量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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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建设单位负责对经系统化整理和排列的所有案卷汇总编制案卷总目录（含电子版）及项目档案

整编情况说明。说明内容包括项目立项审批及初步设计审批情况、建设规模及主要建设内容、项目档案

整编执行的标准、项目档案整理情况及案卷数量、项目档案运用计算机管理情况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2.2.3 建设单位应在建设项目通过竣工验收后 3个月内，按照有关规定向有关单位办理建设项目档案

移交手续。 

12.2.4 建设单位向天津市档案部门、公路行业部门和养护管理单位移交工程档案时，应保证工程竣工

档案内容完整，填写移交清册一式两份，建设单位和接收单位签字、盖章后各留一份。 

12.2.5 工程竣工档案移交清册由封面、工程档案整编说明和移交目录组成。 

12.2.6 清册封面见图 3，内容按下列要求填写： 

——工程名称应填写工程项目全称； 

——案卷数量：使用阿拉伯数字填写移交档案总卷数；档案载体与纸质、声像和电子方块相对应处

挑√； 

——移交人签字或盖章：由移交单位建设项目经办人签字或盖章； 

——移交单位盖章：由移交建设项目竣工档案的单位加盖公章； 

——接收人签字或盖章：由接收单位管理部门经办人签字或盖章； 

——接收单位盖章：由接收单位管理部门加盖接收专用章； 

——本清册共  页：使用阿拉伯数字填写清册（含封面、整编说明、移交目录）总页数； 

——移交时间：使用阿拉伯数字填写移交工程档案的日期，年代编写用四位数。 

 

图3 天津市公路建设项目档案移交清册 

12.2.7 工程档案整编说明见图 4，内容按下列要求填写：  

——工程概况包含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建设规模和主要建设内容、立项审批和初步设计情况说

明、工程总投资、开竣工时间、工程参建单位名称、档案整理执行标准； 

——工程档案整编单位及整编范围、形成案卷数量及工程档案移交情况、存在问题的原因及解决方

法； 

——其它； 

——填表人签字并填写填表日期； 

——移交单位填写单位名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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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工程档案整编说明 

12.2.8 移交目录见图 5，按下列要求填写：  

——工程名称：填写建设项目全称； 

——案卷编号：建设单位应用阿拉伯数字从“1”开始依次排列； 

——单项工程：按照合同段划分对应填写； 

——案卷标题：填写卷内文件概要等内容； 

——卷内页数：使用阿拉伯数字对应填写卷内文件、图纸总页数； 

——备注：填写必要的说明。 

 

图5 天津市公路建设项目纸质档案移交目录 

12.3 建设项目工程照片移交 

12.3.1 移交清册由封面、工程照片整编说明和移交目录组成，移交清册一式两份，建设单位和接收单

位签字、盖章（按照工程档案移交清册、编制说明、移交目录要求对应填写）。 

12.3.2 照片档案卷内目录中照片编号、照片题名、拍摄日期、页次依次填写齐全，需要说明在备注栏

进行填写；照片栏中照片题名、序号、地点、拍摄日期及拍摄人等要素填写齐全，文字说明要求文字简

洁、能概况揭示照片所反映的信息。 

12.4 电子档案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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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 档案扫描应根据纸质档案原件实际情况、数字化目的、数字化规模、计算机网络和储存条件等

选择相应的扫描设备、进行相关参数的设置和调整。参数的设置和调整应保证扫描后数字图像清晰、完

整、不失真，图像效果最接近档案原貌。 

12.4.2 公路工程项目电子档案的移交应符合 GB/T 18894的有关规定。 

13 安全生产管理文件资料 

13.1 建设单位主要安全生产管理资料 

13.1.1 工程项目的建设单位（项目法人）、代建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

试验检测单位和专业分包单位应分别进行安全责任登记。 

13.1.2 工程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应认真组织开展项目安全生产条件核查，提出核查意见，并向直接

监管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机构）报送。 

13.1.3 建设单位现场管理机构应对施工单位资质进行审核并建立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台账。 

13.1.4 建设单位履行建设管理职责，应具备相应的管理能力和建设经验，应当依照相关规定设置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公路工程项目现场管理机构应制作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登记表，

登记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13.1.5 建设单位应在项目开始施工前应按要求将项目综合应急预案向直接监管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机构）进行告知性备案。 

13.1.6 建设单位应将重大风险有关信息（包括重大风险登记表、重大风险基本信息表、重大风险的评

估报告和管控措施、预警信息和事故信息（在预警和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报备））向直接监管的交通运

输管理部门（机构）进行重大风险登记。重大风险经评估确定等级降低或解除的，建设单位应于 5个工

作日内填报重大风险销号表予以销号。 

13.1.7 建设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根据各岗位职责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应当建立由主

要负责人牵头，各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安全生产责任监督考核机构，制定考核办法和奖惩制度，定期

开展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 

13.1.8 安全生产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建设单位应制定安全检查制度，建立安全检查及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计划，按要求开展安全

检查，发现问题督促整改到位。检查结果应当留有记录，检查人员签字留档； 

——建设单位应对安全生产检查实行闭合管理。在安全检查中发现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时应下达《隐

患整改通知单》。建设单位组织人员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复查情况应形成文字记录并建立《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整改及复查台账》。 

13.1.9 建设单位应建立安全生产费用的支付、审批和使用管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台

账并定期检查。 

13.1.10 建设单位应根据项目或工程的事故风险特点，制定应急预案演练计划，依照国家、地方、行

业有关要求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制订演练方案并真实记录演练情况。针对演练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

行总结、修改完善。 

13.1.11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相关要求处置，并填写《生产安全事故快报表》报送

至相关单位。 

13.1.12 建设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项目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按规定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按要求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并组织考核，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内容及考核结果应留有记录。 

13.1.13 建设单位应按要求对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生产工作进行考核并填写《施工企业

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生产工作考核评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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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监理单位主要安全生产管理资料 

13.2.1 安全生产条件审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项目开工前，监理单位应对项目安全生产条件进行核查，核查结果报建设单位； 

——监理单位应审核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前的安全生产条件，审核结果报建设单位。 

13.2.2 监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根据各岗位职责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应当建立由主

要负责人牵头，各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安全生产责任监督考核机构，制定考核办法和奖惩制度，定期

开展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 

13.2.3 监理单位应当对施工安全保障资料包括施工组织设计、三区规划、保险、安全生产费用、人员

资质、人员教育、机械设备、风险预控、应急管理、施工安全专项方案、施工单位安全管理制度等进行

审批审查。审批工作应填写《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报审表》、《安全通用报审表》，审查工作应留

有记录。 

13.2.4 安全监理工程师应每日填写安全监理日志，由总监理工程师或总监代表定期检查并签字确认。 

13.2.5 安全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监理单位应制定安全检查与整改制度。制度中应包括检查计划、检查形式、参与人员、检查内

容及检查记录、通报、整改、复查等内容； 

——检查时，监理人员应留有书面检查记录，对发现的问题应保留图片或影像资料，并要求相关单

位进行整改；情况严重的，由总监理工程师下达工程暂停施工令，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拒不整改或不停止施工的，应及时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书面报告。在巡视中，如果发现存在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应及时签发《隐患整改通知单》，责成施工单位整改，并跟踪整改结果，对

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复查情况应形成文字记录并建立完整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整改及

复查台账》。 

13.2.6 监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项目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按规定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按要求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并组织考核，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内容及考核结果应留有记录。 

13.2.7 监理单位应定期或不定期对施工企业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带班生产制度和月度带班生产计划

的落实情况进行专项检查，依照国家、地方、行业有关要求进行施工现场带班生产工作的考核评价工作。 

13.2.8 监理单位应当依照国家、地方、行业有关要求召开安全会议，按规定填写会议记录。 

13.3 施工单位主要安全生产管理资料 

13.3.1 施工单位应当依照相关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施工单位主

要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其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应当建

立主要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登记管理台账。 

13.3.2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根据各岗位职责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应当建立由主

要负责人牵头，各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安全生产责任监督考核机构，制定考核办法和奖惩制度，定期

开展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 

13.3.3 施工单位应当按相关规定制定安全生产费用使用计划，建立安全生产费用台账。 

13.3.4 施工单位应当制定安全会议制度，依照国家、地方、行业有关要求召开安全会议，按规定填写

会议记录。 

13.3.5 施工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制定项目负责人施工现场轮流带班生产制度，制定月度带班生产计划，

并严格实施。 

13.3.6 施工单位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对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及安全检查情况进行记录，施工单位

安全部门负责人应定期对安全日志进行检查并签字。 

13.3.7 安全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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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应制定安全检查制度。各类安全检查应按相关技术标准和规章制度的要求进行，安全

检查结果应形成文字记录，填写安全检查记录表，对于检查中发现的违章指挥、违章作业，应

立即制止，并责令其予以纠正。不能立即整改的，应下发《隐患整改通知单》，整改完成后应

及时回复。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治理情况应按期复查，复查合格后方可销项，复查情况形成文字

记录； 

——在接到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下达的《隐患整改通知单后》后，应立即组织人员进行整改。整改

完成后，填写《隐患整改反馈表》，将《隐患整改反馈表》和相关整改资料一同提交建设单位

或监理单位进行复查； 

——以上记录应当建立完整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整改及复查台账》。 

13.3.8 施工设备及机具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机械设备分类管理台账。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

配件必须由专人管理，定期进行检查、维修和保养，建立相应的资料档案，并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及时报废。 

——自有或租赁的施工机械设备、设施、机具及配件，应当具有生产（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

或者法定检验检测合格证明，并在进入施工现场前进行查验，无查验合格记录的不得投入使用。

大型模板、承重支架及未列入国家特种设备目录的非标设备，应组织专家论证和验收。 

13.3.9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施工单位应对特种设备组织进场验收，填写《特种设备进场验收表》并建立特种设备安全技术

档案； 

——在用特种设备，应按要求进行日常使用状态记录，并对日常维护保养和自行检查形成记录。 

13.3.10 施工单位应当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建立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员工进行岗前消防安全培

训，定期组织开展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并形成记录； 

——登记按照相关标准配备的消防设施、器材，定期检验维修并形成记录； 

——定期开展防火检查、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检查情况形成文字记录； 

——消防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策文件规定的其他职责。 

13.3.11 施工单位应针对危化品存放区制定严格的安全管理制度、用火管理制度以及外来人员管理制

度。危化品存放必须符合防爆、防雷、防潮、防火、防盗等要求。危化品应当由专人负责管理，填写《危

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登记表》并向直接监管的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机构）报送。 

13.3.12 安全风险管理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风险管理工作制度，应当按照《公路水路行业安全生产风险辨识评估管控基

本规范》全面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和管控； 

——按交通运输部和天津市交通运输委有关规定开展施工安全风险评估； 

——危险性较大的工程需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按规定进行论证、审核； 

——重大风险及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应按规定书面

告知作业人员。 

13.3.13 施工单位应当依照国家、地方、行业有关规定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并形成记录，建立安全

技术交底台账。 

13.3.14 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项目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按规定制定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

按要求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并组织考核，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内容及考核结果应留有记录。 

13.3.15 人员登记及从业人员劳动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施工单位应对所有进场人员及时分类办理实名登记手续，签订劳动合同，人员离场，应及时在

人员登记表中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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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记录劳动防护用品发放情况； 

——应对入场特种作业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和登记。 

13.3.16 施工单位应根据项目或工程的事故风险特点，制定应急预案演练计划，依照国家、地方、行

业有关要求定期组织应急预案演练，制订演练方案并真实记录演练情况。针对演练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

行总结、修改完善。 

13.3.17 施工单位对发生的事故应按要求向相关单位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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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公路工程竣工资料归档内容和排序表 

表A.1 公路工程竣工资料归档内容和排序表 

类别 序号 归档资料名称 
归档单位 

档案馆 
建设 监理 施工 

第 

一 

部 

分 

综合 

文件 

资料 

一 建设依据及上级有关指示文件资料     

1 项目建议书及批准文件 √   √  

2 
项目核准（备案）通知书及核准（备案）登记表（企业投资

项目） 
√   √ 

3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准（核准）文件 √   √  

4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估及行业主管部门对可行性研究报告

的审查意见 
√   √ 

5 专家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评审文件 √   √ 

6 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准文件 √    

7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批复文件 √   √ 

8 文物调查、保护、矿产资源调查等文件 √    

9 建设工程勘察文件审查合格书 √   √ 

10 初步设计批准文件、专家审查意见及审查会议纪要 √    

11 施工图设计批准文件、审查意见 √   √ 

12 施工许可批准文件 √   √ 

13 质量监督通知书 √   √ 

14 建设前原始地形、地貌状况图、照片 √    

15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人防、环保、安全、职业卫生、社会稳

定、消防、交通园林、市政、文物、通讯等）批准文件或备

案及意见 

√   √ 

16 上级单位有关指示 √    

17 其他文件资料 √    

二 勘察设计文件资料     

1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初步勘察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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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详细勘察阶段） √   √ 

3 初步设计文件 √    

4 施工图设计文件 √    

5 工程勘测、设计基础资料 √    

6 设计中重大技术问题往来文件、会议纪要 √    

三 征地拆迁文件资料     

1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规划条件） √   √ 

2 选址意见书的通知书及附图 √    

3 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    

4 建设用地批复、土地勘测定界技术报告书 √    

5 建设用地批准书 √   √ 

6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定用地图 √    

7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通知书及附图 √   √ 

8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   √ 

9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通知书及附图 √    

10 不动产权证书 √   √ 

11 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审定 √   √ 

12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备案登记 √   √ 

13 洪水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二级以上河道） √    

14 
征地拆迁批文、合同、协议（征用土地数量一览表、拆迁数

量一览表） 
√    

15 
供电、供水、通讯、排水、切改、占路、占绿、临时用地等

文件及合同协议 
√    

16 其他文件资料 √    

四 招投标及合同文件资料     

1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招标文件 √    

2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投标文件（中标单位） √    

3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评标文件及中标通知书 √ √ √ √ 

4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合同 √ √ √  

5 其他各类工程、服务、采购等合同协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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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类合同技术文件及补充文件 √    

五 工程管理文件资料      

1 建设单位各类管理规定或制度 √    

2 建设单位各类往来文件及批复、回复文件 √    

3 
涉及质量、安全、进度、费用控制、文件及档案管理等检查

记录文件 
√    

4 工地例会、专题会议纪要 √ √ √  

5 重大活动、重大事故处理 √ √ √ √ 

6 计划进度报表 √    

7 质量监督机构印发的与项目相关的质量监督文件 √    

8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基本情况表  √    

9 公路工程质量保证体系表 √    

10 其他文件资料 √    

第 

二 

部 

分 

监理 

文件 

资料 

一 总监办(驻地办)监理管理文件资料     

（一） 监理合同  √    

（二） 监理计划、监理细则  √    

（三） 
监理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及变更文件（含注册证、培训证），

监理人员的工作范围、责任划分文件， 
 √    

（四） 监理工地试验室管理文件     

1 工地试验室备案通知书  √    

2 母体检测机构对工地试验室的授权书  √    

（五） 会议记录、会议纪要  √    

（六） 综合性往来文件     

1 与建设单位往来文件 √ √   

2 与施工单位往来文件  √ √  

3 与其他从业单位往来文件  √ √  

二 工程监理质量控制文件资料     

（一） 监理质量控制资料（监理指令单等）  √    

（二） 监理测量控制资料     

1 基准点或控制网监理复测报告（含监理复测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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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测量复核记录（含监理复测记录）  √ √   

（三） 监理原材料、混合料、构配件平行/抽检资料     

1 原材料、混合料、构配件试验台账，试验报告  √    

2 标准试验、配合比设计复试台账，复试记录/报告  √    

（四） 监理抽检文件资料     

1 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表  √    

2 监理抽检测量/检测记录  √    

3 监理抽检试验记录/报告  √    

（五） 单位工程质量评定资料，分部工程质量评定资料  √    

（六） 质量问题处理资料  √ √  

三 安全、环保监理文件资料     

（一） 监理安全、环保管理制度  √   

（二） 监理指令及回复  √ √  

（三） 监理检查记录  √   

（四） 事故、隐患及问题处理资料  √ √  

四 费用监理文件资料  √ √  

五 进度监理文件资料  √ √  

六 合同事项管理文件资料     

（一） 分包、履约检查文件 √ √ √  

（二） 停工令及复工令 √ √ √  

（三） 工程变更文件(工程变更令) √ √ √  

（四） 延期、索赔、违约和争端处理文件  √ √  

（五） 价格调整文件 √ √ √  

（六） 现场工程量确认资料  √ √  

七 其它监理文件资料     

（一） 监理月报  √   

（二） 监理工作报告  √  √ 

（三） 监理日志  √   

（四） 监理巡视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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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监理旁站记录  √   

（六） 影像资料  √   

第 

三 

部 

分 

施工 

文件 

资料 

一 工程施工管理文件资料     

（一） 工程开工、竣工报告   √ √ 

（二） 施工组织设计（包括专项技术方案）   √  

（三） 图纸会审记录   √  

（四） 设计交底记录   √  

（五） 施工技术交底记录   √  

（六） 工程往来管理文件      

1 质量保证体系   √  

2 工程质量、安全、进度、费用控制管理文件   √  

3 
施工单位就工程质量、安全、进度、费用控制与项目法人的

来往文件 
  √  

4 工地例会、专题会议纪要    √  

二 施工质量控制资料      

（一） 
单位、分部、分项工程划分表 

（注：包括单位、分部、分项工程编号） 
     

1 一般建设项目工程划分   √ √ 

2 特大斜拉桥、特大悬索桥工程划分   √ √ 

（二） 工程质量自评资料     

1 合同段质量评定资料   √ √ 

2 单位工程质量评定资料   √ √  

3 分部工程质量检验评定   √ √  

（三） 工地试验室管理资料   √  

（四） 原材料、混合料、构配件及设备试验资料     

1 原材料（构配件）台账记录   √  

2 原材料、混合料、构配及设备进场报验单   √  

3 原材料、混合料、构配件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  

4 原材料、混合料、构配件试验台账，试验记录/报告   √ √ 

5 标准试验、配合比设计台账，试验记录/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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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备出厂合格证，使用说明书，质量检验/鉴定报告   √  

（五） 施工测量和监控资料     

1 控制点交接单 √ √ √ √ 

2 水准基点交接单 √ √ √ √ 

3 控制网加密测量、复核资料   √ √ 

1） 测量复核确认单（含测量/复测记录，平差计算表）  √ √  

2） 水准点一览表   √ √ 

3） 导线控制点一览表   √ √ 

4 施工放样报验单（含平面坐标、高程测量记录）   √  

5 监控观测记录     

1） 沉降观测记录   √ √ 

2） 位移观测记录   √  

（六） 工程检测结果汇总表   √  

1 路面面层平整度质量检测结果汇总表   √  

2 路面面层拱度质量检测结果汇总表   √  

3 路面面层宽度质量检测结果汇总表   √  

4 路面面层结构层厚度质量检测结果汇总表   √  

5 稳定土类（石灰、水泥）剂量质量检查汇总表   √  

6 稳定土类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汇总表   √  

7 油石比检测结果汇总表   √  

8 液塑限联合试验汇总表   √  

9 重型击实试验汇总表   √  

10 路面结构层压实度汇总表   √  

11 路基、路面弯沉值检测结果汇总表   √  

12 混凝土、砂浆强度（性能）试验汇总表   √  

（七） 试验检测评定表      

1 压实度评定表   √   

2  水泥混泥土弯拉强度评定表   √  

3 水泥混泥土抗压强度评定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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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喷射混凝土抗压强度评定表   √  

5 水泥砂浆强度评定表   √  

6 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强度评定   √  

7 路面结构层厚度评定表   √  

8 路基、粒料类基层和底基层、沥青路面弯沉值评定表   √  

9 路面横向力系数评定表   √  

10 水泥基浆体抗压强度评定表   √  

11 防水层与混凝土间正拉黏结强度评定表   √  

（八） 施工检验检测报告（如，桩基检测报告等）   √  

（九） 施工质量检验评定资料     

 一般建设项目     

1 路基工程     

1.1 
路基土石方工程（地表处理资料；不良地质处理方案、施工

资料、检测资料；分层压实资料；路基检测、验收资料） 
    

1） 检验申请批复单   √  

2）  分项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表   √  

3） 施工原始记录、施工数据表（如需）   √  

4） 质量检查、测量记录，试验、检测报告或记录   √  

5）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  

6） 其它   √  

 
注：以下工程施工质量检验评定资料排序参照 1.1 路基土石

方工程，序号 1）— 6）执行 
  √  

1.2 
排水工程（基坑放样；开挖处理、试验检测资料；各工序工

序检查、成品检测资料；砂浆、混凝土强度试验资料） 
  √  

1.3 

小桥及符合小桥标准的通道、人行天桥、渡槽（基坑放样、

开挖处理、试验检测资料；基础施工检查、试验资料、桩基

检测资料；各分项工程施工工序检查、成品检测资料；砂浆

强度、混凝土强度、台背回填压实度等试验报告及汇总表） 

  √  

1.4 

涵洞、通道工程（基坑放样、开挖处理、试验检测资料；各

施工工序检查、成品检测资料；砂浆、混凝土强度强度、台

背回填压实度等试验报告及汇总表） 

  √  

1.5 

防护支挡工程（基坑放样；开挖处理、试验检测资料；各工

序施工记录、检测、试验资料；成品检测资料；砂浆、混凝

土强度试验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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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大型挡土墙、组合挡土墙（参照 1.5 执行）     

2 路面工程     

2.1 
路面工程（施工工序检查资料；材料配合比抽检资料；压实

度、弯沉、强度等试验检测报告及汇总资料） 
  √  

3 

桥梁工程（基坑放样、开挖处理、试验检测资料；基础施工

检查、试验资料、桩基检测资料；墩台、现浇构件、预预制

构件、预应力等施工工序检查、成品检测资料；各工序施工、

检测记录；砂浆、混凝土强度、台背回填压实度等试验报告

及汇总表；引道工程施工检测、试验资料） 

    

3.1 基础及下部构造   √  

3.2 上部构造预制和安装   √  

3.3 上部构造现场浇筑   √  

3.4 桥面系、附属工程及桥梁总体   √  

3.5 防护工程   √  

3.6 引道工程   √  

4 

隧道工程（洞身开挖施工、检查资料；衬砌施工、检验资料；

隧道路面工程施工、检查资料；照明、通风、消防设施施工、

检查资料；洞口施工检查资料；各种附属设施检验施工资料；

各环节工序检查、验收资料；隧道衬砌厚度、混凝土、砂浆

强度试验检测资料） 

    

4.1 总体及装饰装修   √  

4.2 洞口工程   √  

4.3 洞身开挖   √  

4.4 洞身衬砌   √  

4.5 防排水   √  

4.6 路面   √  

4.7 辅助通道   √  

5 

交通安全设施（各种标志牌制作安装检查记录；标线检查资

料、施工记录；防撞护栏、隔离栅及附属设施施工、检查资

料；照明系统施工、检测资料；各中间环节检测资料；成品

检测资料） 

    

5.1 标志、标线、突起路标、轮廓标   √  

5.2 波形梁钢护栏、混凝土护栏、缆索护栏   √  

5.3 防眩设施、隔离栅、防落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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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里程碑和百米桩   √  

5.5 避险车道   √  

6 绿化工程     

6.1 绿地整理、树木栽培   √  

6.2 草坪、草本地被及花卉种植   √  

6.3 喷播绿化   √  

7 声屏障工程   √  

 特大斜拉桥、特大悬索桥     

8 塔及辅助、过渡墩     

8.1 塔基础   √  

8.2 塔承台   √  

8.3 索塔   √  

8.4 辅助墩   √  

8.5 过渡墩   √  

9 锚碇      

9.1 锚碇基础   √  

9.2 锚体   √  

10 上部钢结构制作与防护     

10.1 主缆   √  

10.2 索鞍   √  

10.3 索夹   √  

10.4 吊索   √  

10.5 加劲梁   √  

11 上部结构浇筑与安装     

11.1 加劲梁浇筑   √  

11.2 安装     

12 桥面系、附属工程及桥梁总体     

11.1 桥面系   √  

11.2 附属工程及桥梁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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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交通机电工程（参照 JTG F80/2-2004《公路工程质量检验

评定标准 第二册·机电工程》执行）。 
  √  

14 
房屋建筑工程（参照天津市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资料管理

规程执行） 
  √  

（十） 缺陷责任期资料   √  

（十一） 质量事故报表     

1 公路工程重大质量事故快报    √ √ 

2 工程质量事故及处理报告   √ √ 

3 质量事故调查处理文件   √ √ 

三 施工安全、环保及文明施工文件     

（一） 
安全生产的有关文件（安全组织机构人员、岗位责任、安全

保证体系、施工专项技术方案、技术交底文件等） 
  √  

（二） 环保施工有关文件   √  

（三） 文明施工有关文件   √  

（四） 安全、环保事故调查处理文件。   √ √ 

四 进度控制文件     

（一） 工程开工令（含总体开工、分部分项工程开工）  √ √  

（二） 施工进度计划审批、检查、调整文件  √ √  

（三） 进度计划（文件、图表）   √  

（四） 进度执行情况（文件、图表）   √  

（五） 有关进度的往来文件   √  

五 计量支付文件资料     

（一） 中期支付（含动员预付款）     

1 中期支付申请/证书 √ √ √  

2 清单支付报表 √  √  

3 中间计量支付汇总表 √  √  

4 中间计量表 √  √  

5 中间交工证书 √  √  

（二） 终期支付申请/证书 √ √ √  

六 合同管理文件 √ √ √  

七 施工原始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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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施工日志   √  

（二） 天气、温度及自然灾害记录。   √  

（三） 测量原始记录   √  

（四） 其他施工原始记录   √  

（五） 会议记录、纪要   √  

八 施工照片、音像资料   √  

九 项目档案质量审核意见表 √ √ √  

十 其它   √  

第 

四 

部 

分 

竣工 

图表 

一 设计变更文件与竣工图档号对照一览表   √  

二 变更设计一览表   √ √ 

三 变更图纸   √  √ 

四 工程竣工图   √ √ 

第 

五 

部 

分 

科研新

技术 

资料 

一 科研资料     

1 课题报告、任务书及立项批准文件 √   √ 

2 研究方案、试验记录、分析计算数据 √   √ 

3 专家评审及技术鉴定报告、验收报告 √   √ 

4 课题应用文件资料 √   √ 

二 
新技术应用资料 

（批准的所有科研、新技术资料均要整理归档） 
√   √ 

第 

六 

部 

分 

决算 

审计 

文件 

一 支付报表 √    

二 财务决算文件资料 √    

三 工程决算文件资料 √    

四 项目审计文件资料 √    

五 其他文件资料 √    

第 

七 

部 

分 

竣（交）

工验收

文件 

一 交工验收文件     

（一）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申请表 √   √ 

（二）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报告  √   √ 

（三） 公路工程交工验收合同段工程质量评分一览表 √   √ 

（四） 公路工程（合同段）交工验收证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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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交工验收质量检测意见 √   √ 

（六） 建设、勘察、设计、监理、施工等单位工程报告 √   √ 

（七） 建设单位组织出具的交工验收质量检测报告 √    

（八） 设计单位出具的工程设计符合性评价意见 √    

（九） 监理单位提交的工程质量评定或者评估报告 √    

（十） 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自检报告 √    

（十一） 公路工程交工报告备案表 √    

二 工程单项验收文件     

（一） 机电工程单项验收文件 √   √ 

（二） 房建工程单项验收文件 √   √ 

（三） 交通设施、环保工程单项验收文件 √   √ 

（四） 绿化工程单项验收文件 √   √ 

（五） 档案单项验收文件 √   √ 

（六） 其它 √    

三 竣工验收文件     

（一） 公路工程竣工验收申请书 √    

（二） 
公路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含公路工程竣工验收委员会名

单、公路工程交接单位代表签名表） 
√   √ 

（三） 公路工程从业单位工作综合评价表     

1 公路工程建设管理工作综合评价表 √   √ 

2 公路工程设计工作综合评价表 √   √ 

3 公路工程监理工作综合评价表 √   √ 

4 公路工程施工管理综合评价表 √   √ 

（四） 公路工程竣工验收评价表     

1 公路工程竣工验收委员会工程质量评分表 √   √ 

2 公路工程竣工验收工程质量评分表 √   √ 

3 公路工程竣工验收建设项目综合评价表 √   √ 

4 公路工程竣工验收建设项目综合评价表 √   √ 

5 公路工程合同段工程质量鉴定评分一览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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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路工程从业单位工作综合评价一览表 √   √ 

（五） 公路工程从业单位工作综合评价等级证书 √   √  

（六） 竣工验收委员会各专业检查组意见 √   √ 

（七） 质量监督机构出具的工程质量鉴定报告 √   √ 

（八） 公路工程交接表 √   √ 

（九） 缺陷责任期终止证书 √ √ √ √ 

（十） 其他文件资料 √     

四 公路工程各从业单位工作总结报告     

（一） 公路工程项目执行报告 √   √ 

（二） 公路工程设计工作报告 √   √ 

（三） 公路工程监理工作报告（含缺陷责任期内容） √   √ 

（四） 公路工程施工总结报告（含缺陷责任期内容） √   √ 

（五） 公路工程程质量监督报告 √   √ 

（六） 试运行记录、检测、观察记录及成果报告、缺陷整改文件 √   √ 

（七） 其他文件资料 √     

五 接管养护单位使用情况报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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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天津市公路工程资料管理用表 

B.1 管理用表说明 

B.1.1 表格形式 

B.1.1.1 表格样式，分表头、正文两部分。表头部分为固定格式，正文部分从业单位应根据国家现行

标准和规范填写、签字。 

B.1.1.2 表格幅面，采用国际标准A4（210mm×297mm）。 

B.1.1.3 表格式样纸张，采用70g标准书写纸张。 

B.1.2 表格种类（公路工程资料管理用表共分六类550种表格） 

B.1.2.1 第一类，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表（42种表格），包括： 

——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基本情况表（建设单位组织从业单位填写 22种表格）； 

——公路工程质量保证体系表（建设单位组织从业单位填写 9种表格）； 

——公路工程交、竣工验收表（建设单位和竣工验收委员会组织填写 11 种表格）。 

B.1.2.2 第二类，公路工程监理管理表（44种表格），包括： 

——公路工程监理管理表（监理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填写 28种表格）； 

——公路工程监理计量支付报表（监理单位组织施工单位填写 16种表格）。 

B.1.2.3 第三类，公路工程施工管理表（106种表格），包括： 

——公路工程施工管理表（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填写 18种表格）； 

——公路施工测量记录表（施工单位填写 14种表格）； 

——公路工程（土建工程）施工记录表（施工单位填写 34种表格）； 

——公路工程（土建工程）质量检查记录表（施工单位技术、质量负责人组织检查和验收 40种表

格）。 

B.1.2.4 第四类，公路工程（土建工程）质量检验评定表（共231种表格），包括： 

——按照 JTG F80/1进行检查填表，并对工程质量进行检验评定； 

——监理单位可作为对工程抽检用表。 

B.1.2.5 第五类，公路机电工程管理用表（机电工程管理用表分两部分共82种表格），包括： 

——公路工程（机电）施工记录表 50种； 

——公路工程（机电）质量检验评定表 32种； 

——按照 JTG F80/2进行检查填表，并对工程质量进行检验评定； 

——监理单位可作为对工程抽检用表。 

B.1.2.6 第六类，公路工程建设项目安全管理表（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在工程建设中应按要求填写安

全生产、作业情况记录表45种表格），包括： 

——公路安全通用管理表 11种表格； 

——公路安全建设管理表 10种表格； 

——公路安全监理管理表 3种表格； 

——公路安全施工管理表 21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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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管理用表填写要求 

B.2.1 表格填写要遵循实事求是、简明扼要、清晰可辨、数据可靠、填写规范、可追溯性的原则。 

B.2.2 字迹、线条清楚，书写工整，书写工具应用碳素笔，不得用圆珠笔、铅笔等不易长久保存的书

写工具书写；每张表格应注明填写时间及签字人的亲笔签字，不得使用名章代替签字；填写的数字应用

阿拉伯数字，不得使用带有复印签字的空表。 

B.2.3 表格签字手续应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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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公路工程监理主要原材料检验项目表 

表C.1 公路工程监理主要原材料检验项目表 

原  材 监理检测指标 

钢

筋 

钢筋混凝土用光圆钢筋 拉伸、弯曲、尺寸。 

钢筋混凝土用带肋钢筋 拉伸、弯曲、尺寸。 

钢筋网片 拉伸、弯曲、抗剪力。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所采用的

钢绞线 

整根钢绞线最大力、最大力总伸长率、弹性模量。 

锚夹具 硬度、静载锚固性能。 

水

泥 

水泥（桥涵普通水泥混凝土） 凝结时间、安定性、强度、氯离子含量。 

水泥（桥涵高性能水泥混凝

土） 

化学指标(氧化镁、烧矢量、三氧化硫)、凝结时间、安定性、强度、比表面积、氯

离子含量、碱含量。 

水泥（水泥混凝土路面） 
化学成分（氧化镁、烧矢量、三氧化硫(腐蚀场合)）、氯离子（钢筋混凝土路面）），

物理性能（细度、凝结时间、安定性、强度）。 

水泥（路面基层） 强度等级、初凝时间、终凝时间。 

沥

青 

道路石油沥青 针入度、软化点、延度、TFOT或 RTFOT 后质量变化。 

乳化沥青 破乳速度、筛上残留物（1.18mm 筛）、蒸发残留物。 

改性沥青 
针入度、针入度指数、5℃延度、软化点、离析、25℃弹性恢复、TFOT 或 RTFOT 后

残留物质量变化。 

改性乳化沥青 破乳速度、粒子电荷、筛上残留物（1.18mm 筛）、蒸发残留物。 

冷再生乳化沥青 破乳速度、粒子电荷、筛上残留物（1.18mm 筛）、蒸发残留物。 

碎

石 

山皮土 粒径、最佳含水量（含石 30%以下）、最大干密度（含石 30%以下）。 

桥涵 
粗集料 压碎值、含泥量、泥块含量、针片状颗粒含量、级配。 

细集料 天然砂含泥量、泥块含量、人工砂石粉含量、级配、有害物质含量（高性能混凝土）。 

沥青 

面层 

粗集料 
压碎值、洛杉矶磨耗损失、表观相对密度、针片状颗粒含量、水洗法<0.075mm 颗

粒含量、软石含量、集料规格、磨光值（表面层或磨耗层）。 

细集料 表观相对密度、含泥量、砂当量、亚甲蓝值、天然砂规格、机制砂或石屑规格。 

水泥 

面层 

粗集料 
压碎值、针片状颗粒含量、含泥量、泥块含量、洛杉矶磨耗损失、表观密度、磨光

值、级配范围。 

天然砂 含泥量、泥块含量、氯离子含量、级配。 

机制砂 单粒级最大压碎值、泥块含量、石粉含量、级配。 

路面 

基层 

粗集料 压碎值、针片状、0.075mm 以下的石粉含量、软石含量、集料规格。 

细集料 颗粒分析、塑性指数。 

石

灰 

生石灰 有效氧化钙加氧化镁含量、氧化镁含量。 

消石灰 有效氧化钙加氧化镁含量、氧化镁含量。 

注1：该表格所列为主要原材，未涉及的原材及混合料按照监理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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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 该表中所列内容与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规范文件要求冲突时，执行相关规范标准文件。 

注3： 当标准出现更新时，执行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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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公路工程常用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常规检验项目表 

表D.1 公路工程常用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常规检验项目表 

序号 
种类名称 

相关标准、规范代号 

复验项目 
组批规则及取样数量规定 

常规 必要时 

一、路基工程 

1 土 

（1） 

《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

JTG/T 3610-2019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JTG E40-2007 

土的界限含水率 

（液限和塑限） 
 

每公里应至少取 2 点，并应根据土质

变化增加取样点数。 

（2） 

《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 

JTG/T 3610-2019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JTG E40-2007 

含水率  
每公里应至少取 2 点，并应根据土质

变化增加取样点数。 

（3） 

《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 

JTG/T 3610-2019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JTG E40-2007 

承载比(CBR）试验  
每公里应至少取 2 点，并应根据土质

变化增加取样点数。 

（4） 

《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 

JTG/T 3610-2019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JTG E40-2007 

标准击实  
每公里应至少取 2 点，并应根据土质

变化增加取样点数。 

（5）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 

JTG F80∕1-2017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

程》JTG 3450-2019 

压实度  每 200m 每压实层测 2 处。 

2 山皮土 

（1） 

《天津地区山皮土填筑路基

施工及验收规范》 

DB12/T 895-2019 

粒径、CBR、石料强度、

不均匀系数、最佳含水

量、最大干密度 

 

粒径、CBR、石料强度、不均匀系数：

5000m
3
，且每层、每批材料至少 1 次； 

最佳含水量、最大干密度：每层至少

1 次，每批材料至少 1 次。 

3 泡沫轻质土 

（1） 

《现浇泡沫轻质土路基设计

施工技术规程》 

TJG F10 01-2011 

配合比、湿密度、抗压

强度、弯沉 
 

①密度：每一浇筑层检测 6 次。 

②抗压强度：1000m
3
检测 1 组，每组

为 100mm×100mm×100mm3 块试件； 

400m
3
检测2组，每组为 100mm×100mm

×100mm3 块试件。 

③弯沉：每一双车道评定路段（不超

过 1km）测量检查点数，落锤式弯沉仪

测点数为 40，自动弯沉仪或贝克曼梁

测点数为 80。多车道公路应按车道数

与双车道之比，相应增加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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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发泡剂 

（1） 

《现浇泡沫轻质土路基设计

施工技术规程》 

TJG F10 01-2011 

稀释倍率、发泡倍率、

标准泡沫密度、标准

泡沫泌水率 

 1 次/8000m³泡沫轻质土 

二、路面基层 

1 土 

（1）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

则》JTG/T F20-2015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JTG E40-2007 

土的界限含水率 

（液限和塑限） 
 

每种土使用前测 2 个样品，使用过程

中每 2000m³测 2 个样品 

（2）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

则》JTG/T F20-2015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

材料试验规程》 

JTG E51-2009 

含水率  每天使用前测 2 个样品 

（3）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

则》（JTG/T F20-2015）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JTG E40-2007 

承载比(CBR）试验  材料发生变化时。 

（4）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

则》JTG/T F20-2015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

材料试验规程》 

JTG E51-2009 

标准击实  材料发生变化时。 

（5）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

则》JTG/T F20-2015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

材料试验规程》JTG E51-2009 

无侧限抗压强度  1 次/d，不少于 9-13 个样本 

（6）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

则》JTG/T F20-2015 

《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

材料试验规程》 

JTG E51-2009 

石灰（水泥）剂量  每 2000 ㎡取样 1 次，至少 6 个样品 

（7）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

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 

JTG F80∕1-2017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

程》JTG 3450-2019 

压实度  
每 200m测 1 点，核子密度仪每 200m

测 1 处每处 5 点。 

2 水泥 

（1）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175-2007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

则》JTG/T F20-2015 

强度、标准稠度用水

量、凝结时间、安定

性 

 

①按同一生产厂家、同一等级、同

一品种、同一批号且连续进场的水

泥，袋装水泥不超过 200t 为一检验

批，散装水泥不超过 500t 为一检验

批，每批抽样不少于 12kg。 

②水泥的取样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水泥取样方法》GB/T12573 的

要求取样。 

3 细集料 

（1）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

则》JTG/T F20-2015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 E42-2005 

路面基层： 

颗粒分析、塑性指数、

有机质含量、硫酸盐

含量 

水泥混凝土路面： 

碱活性反应、氯离

子含量、硫化物及

硫酸盐含量在使用

前应至少检验一

次。 

①按同产地、同规格、连续进场数

量不超过 400m
3
或 600t 为一验收

批，小批量进场的宜以不超过 200m
3

或 300t 为一验收批进行检验，每一

验收批取样一组(20kg）。 

②当质量稳定且进料量较大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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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凝土路面： 

坚固性可根据需要

进行。 

以 1000t 为一验收批。 

③取样部位应均匀分布，在料堆上

从 8 个不同部位抽取等量试样。用

四分法缩至 20kg，取样前先将取样

部位表面铲除。 

4 粗集料 

（1）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

则》 

JTG/T F20-2015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

技术细则》 

JTG/T F30-2014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

范》 

JTG/T F40-2004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 E42-2005 

集料规格、压碎值、

针片状颗粒含量、

0.075mm 以下粉尘含

量、软石含量 

 

 

①按同产地、同规格、连续进场数

量不超过 400m3 或 600t 为一验收

批，小批量进场的宜以不超过 200m3

或 300t 为一验收批进行检验，每一

验收批取样一组(20kg）。 

②当质量稳定且进料量较大时，可

以 1000t 为一验收批。 

③取样一组 40kg(最大粒径 9.5mm、

16.0mm、19.0mm、26.5mm）或 80kg

（最大粒径 31.5mm、37.5mm）。取

样部位应均匀分布，在料堆上先将

表层铲除，从不同部位抽取大致相

等的试样 15 份（料堆的顶部、中部、

底部均匀分布）组成一组样品。 

5 道路用石灰 

（1）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

则》 

JTG/T F20-2015 

生石灰：有效氧化钙

加氧化镁含量、未消

化残渣含量、氧化镁

含量. 

消石灰：有效氧化钙

加氧化镁含量、含水

率、细度、氧化镁含

量 

 

①以同一产地、同一批进场石灰做

材料组成设计和生产使用时分别测

2 个样品，以后每月至少取 2 个样

品送检。 

②取样方法应多处选点抽样缩分后

总量不少于 3kg。 

③生石灰注意密封贮存。 

6 粉煤灰 

（1） 

《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 

JTG/T 3610-2019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

则》JTG/T F20-2015 

SiO2+Al2O3+Fe2O3总含

量、烧失量、比表面

积、0.3mm 筛孔通过

率、0.075mm 筛孔通

过率、含水率 

 

 

①以连续供应的同一产地、同等级

的粉煤灰为一验收批，在做材料组

成设计前，应抽取不少于 2 个样品。 

②每验收批样品不少于 2kg。 

③从运输工具、贮存库或堆灰场中

的 10 个不同部位，各收集大致相同

数量(不少于 1kg）试样，混合均匀

后按四分法缩取 2kg 试样。 

7 非饮用水 

（1） 
《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细

则》JTG/T F20-2015 

pH 值、不溶物、可溶

物、氯化物、硫酸盐、

碱含量 

 

①水质分析用水样应不少于 5L，井

水、钻孔水样一般应在放水冲洗管

道或排除积水后采集。 

②地表水（江河、湖泊和水库）水

样宜在中心部位距水面下 100mm 采

集，采集水样用容器应无污染，采

集时再用正采集水样的水冲洗 3 次

后才能采集水样，水样采集后应加

盖密封。 

③再生水(中水）应在取水管终端接

取。 

8 土工布和土工格栅 

（1） 

《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 短

纤针刺非织造土工布》 

JT/T 520-2017 

厚度、单位面积质量、

宽度、撕破强力、CBR

顶破强度、断裂强度

及伸长率 

等效孔径、垂直渗

透系数检验 

①每批以同一品种、同一规格、同

一工艺的一个交货批划分检验批； 

②每批数量不大于 400 卷的性能复

验抽取检验批量的 1%—2%，但不少

于 3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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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按《土工合成材料取样和试样准

备》（GB/T13760）取样及试样准备。 

（2） 

《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 长

丝纺粘针刺非织造土工布》 

JT/T 519-2004 

外观、单位面积质量、

单位面积质量偏差、

厚度、厚度偏差、宽

度、标称宽度偏差、

断裂强度、断裂伸长

率、CBR 顶破强度、

等效孔径、垂直渗透

系数、撕破强度 

 

组批：以同一班次生产的同一规格

的产品为一批，批量较小时可累计

400 卷为一批，但一周产量仍不满

400 卷时，则以一周内产量为一批；

交付验收的产品应以同一品种、同

一规格、同一工艺的一个交货批划

分检验批。 

抽样：性能要求的测定以批为单位，

每批产品随机抽取 2%～3%，但不少

于两卷，采样及试验准备按 GB/T 

13760 的规定。 

（3） 

《公路工程土工合成材料 土

工格栅》 

JT/T 480-2002 

外观质量及成品尺

寸、抗拉强度和伸长

率、断裂强度及伸长

率（玻纤土工格栅）、

粘焊点极限剥离力

（粘焊土工格栅） 

 

①以批为单位进行验收，同一牌号

的原料、同一配方、同一规格的产

品为一批，每批数量不超过 500 卷。 

②在每批土工格栅产品中随机抽取

5 卷，每卷截取 1m 长作为样品，共

5 件。 

三、水泥混凝土路面 

1 水泥 

（1）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175-2007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

技术细则》JTG/T F30-2014 

强度、标准稠度用水

量、凝结时间、安定

性、细度、化学成分

（熟料游离氧化钙含

量、氧化镁含量、铁

铝酸四钙含量、铝酸

三钙含量、碱含量、

氯离子含量、三氧化

硫、烧失量）、比表面

积、28d 干缩率、耐

磨性. 

 

①按同一生产厂家、同一等级、同

一品种、同一批号且连续进场的水

泥，袋装水泥不超过 200t 为一检验

批，散装水泥不超过 500t 为一检验

批，每批抽样不少于 12kg。 

②水泥的取样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水泥取样方法》GB/T12573 的

要求取样。 

2 细集料 

（1）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

技术细则》JTG/T F30-2014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 E42-2005 

颗粒级配、坚固性、

含泥量、泥块含量、

云母含量、海砂中的

贝壳类物质含量、轻

物质含量、吸水率、

表观密度、松散堆积

密度、空隙率、有机

物含量、结晶态二氧

化硅含量、人工砂单

粒级最大压碎值、人

工砂石粉含量； 

碱活性反应、氯离

子含量、硫化物及

硫酸盐含量在使用

前应至少检验一

次； 

 

①按同产地、同规格、连续进场数

量不超过 400m
3
或 600t 为一验收

批，小批量进场的宜以不超过 200m
3

或 300t 为一验收批进行检验，每一

验收批取样一组(20kg）。 

②当质量稳定且进料量较大时，可

以 1000t 为一验收批。 

③取样部位应均匀分布，在料堆上

从 8 个不同部位抽取等量试样。用

四分法缩至 20kg，取样前先将取样

部位表面铲除。 

3 粗集料    

（1）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 

技术细则》 

JTG/T F30-2014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 E42-2005 

颗粒级配、压碎值、

坚固性、针片颗粒含

量、含泥量、泥块含

量、有机物含量、表

观密度、松散堆积密

度、空隙率。 

吸水率（有抗冻、

抗盐要求时）；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

量、碱活性反应、

岩石抗压强度在使

用前至少做一次； 

洛杉矶磨耗损失、

磨光值等（制作露

石水泥混凝土时）。 

按同产地、同规格、连续进场数量

不超过 400m3 或 600t 为一验收批，

小批量进场的宜以不超过 200m3 或

300t 为一验收批进行检验，每一验

收批取样一组(20kg）。 

4 粉煤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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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

技术细则》 

JTG/T F30-2014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

煤灰》 

GB/T 1596-2017 

细度、烧失量、需水

量、含水率、游离氧

化钙含量、SO3、混合

砂浆强度活性指数。 

 

①以同种类、同等级编号的 500t 为

一验收批。不足 500t 亦为一验收

批。 

②抽取不少于 2kg 样品试验粉煤灰

的数量按干灰（含水率小于 1%）的

质量计算 

5 矿粉 

（1）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

技术细则》 

JTG/T F30-2014 

《用于水泥和粉煤灰中的粒

化高炉矿渣粉》 

GB/T 18046-2017 

比表面积、密度、烧

失量、流动度比、含

水率、玻璃体含量、

游离氧化钙、SO3、混

合砂浆强度活性指

数。 

氯离子含量（在配

筋混凝土与钢纤维

混凝土面层中为必

测项目，水泥混凝

土面层为选测项

目）。 

①矿渣粉出厂前按同级别进行组批

和取样。每一批号为一个抽样单位。

矿渣粉出厂批号按矿渣粉单线年生

产能力规定。 

②取样应有代表性，可连续取，也可从

20 个以上的不同部位取等量样品，总

量至少 20kg，试样应混合均匀，按四

分法缩取。 

6 水 

（1）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

技术细则》 

JTG/T F30-2014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 63-2006 

pH 值、Cl
-
含量、SO4

2-

含量、碱含量、可溶

物含量、不溶物含量、

其他杂质、与蒸馏水

进行凝结时间和水泥

胶砂强度对比试验。 

 

①水质分析用水样应不少于 5L，井

水、钻孔水样一般应在放水冲洗管

道或排除积水后采集。 

②地表水（江河、湖泊和水库）水

样宜在中心部位距水面下 100mm 采

集，采集水样用容器应无污染，采

集时再用正采集水样的水冲洗 3 次

后才能采集水样，水样采集后应加

盖密封。 

③再生水(中水）应在取水管终端接

取。 

7 混凝土外加剂 

（1）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

技术细则》 

JTG/T F30-2014 

《混凝土外加剂》 

GB 8076-2008 

减水率、泌水率比、

含气量、凝结时间差、

抗压强度比、弯拉强

度比、收缩率比。 

磨耗量 

①按同一品种、同一型号、同一生

产条件、同一批号、同一掺量为一

批。 

②掺量大于 1%（含 1%）的外加剂每

批号为 100t，掺量小于 1%的外加剂

每批号为 50t，不足 100t 或 50t 的

应按一个批量计。 

③每一批量的取样数量不少 0.2t

水泥所需用的外加剂量。 

四、沥青混凝土路面 

1 沥青 

（1）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

范》JTG F40-2004 

1）道路石油沥青： 

针入度、软化点、15℃

延度、闪点、溶解度；

密 度 、 TFOT( 或

RTFOT)后（质量变化、

残留针入度比、残留

延度）。 

2）改性沥青：针入度、

针入度指数、延度、

软化点、闪点、溶解

度、弹性恢复、

TFOT(或 RTFOT)后

（质量变化、针入度

比、5℃延度）、贮存

稳定。 

1）道路石油沥青： 

PI 值、10℃延度、

60℃动力粘度、蜡

含量。 

2）改性沥青： 

运动粘度性、离析、

粘韧性、韧性、5℃

延度。 

3）乳化沥青： 

与粗集料的粘附

性、与粗细集料拌

和试验、粘度、水

泥拌和试验的筛上

剩余。 

①石油沥青：以同一产地、同一批

出厂、同标号的沥青连续运进为一

验收批，首件应按标准进行沥青全

项指标的复验。以后每 100t 至少取

样 1 次进行常规项目试验。必要时

检验蜡含量。 

②改性沥青：每天 1 次检验针入度、

软化点试验；每周检验 1 次贮存稳

定性；必要时检验低温延度和弹性

恢复。 

③乳化沥青和改性乳化沥青：每

2—3天检验一次蒸发残留物含量及

蒸馏残留物的针人度和软化点，必

要时检验蒸馏残留物的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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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乳化沥青：粒子电

荷、筛上残留物、蒸

发残留物、贮存稳定

性、破乳速度。 

2 细集料 

（1）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

范》JTG/T F40-2004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 E42-2005 

粒径规格、表观相对

密度、含泥量、砂当

量、亚甲蓝值、棱角

性。 

坚固性可根据需要

进行 

①按同产地、同规格、连续进场数

量不超过 400m
3
或 600t 为一验收

批，小批量进场的宜以不超过 200m
3

或 300t 为一验收批进行检验，每一

验收批取样一组(20kg）。 

②当质量稳定且进料量较大时，可

以 1000t 为一验收批。 

③取样部位应均匀分布，在料堆上

从 8 个不同部位抽取等量试样。用

四分法缩至 20kg，取样前先将取样

部位表面铲除。 

3 粗集料 

（1）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

范》JTG/T F40-2004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 E42-2005 

粒径规格、压碎值、

洛杉矶磨耗损失、表

观相对密度、吸水率、

针片状含量、水洗法

＜0.075mm 颗粒含

量、软石含量、沥青

与粗集料的粘附性、

磨光值。 

 

坚固性 

①按同产地、同规格、连续进场数

量不超过 400m3 或 600t 为一验收

批，小批量进场的宜以不超过 200m3

或 300t 为一验收批进行检验，每一

验收批取样一组(20kg）。 

②当质量稳定且进料量较大时，可

以 1000t 为一验收批。 

③取样一组 40kg(最大粒径 9.5mm、

16.0mm、19.0mm、26.5mm）或 80kg

（最大粒径 31.5mm、37.5mm）。取

样部位应均匀分布，在料堆上先将

表层铲除，从不同部位抽取大致相

等的试样 15 份（料堆的顶部、中部、

底部均匀分布）组成一组样品。 

5 矿粉 

（1）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

范》JTG F40-2004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 E42-2005 

表观密度、含水量、粒

度范围、外观、亲水系

数、塑性指数、加热安

定性。 

 

使用前应进行各项技术质量指标试

验，对于同一产地材料，应按材料的

技术要求进行各项技术质量指标试

验，至少试验一次。 

6 沥青混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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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

范》 

JTG F40-2004 

密度、矿料级配、沥青

含量、马歇尔稳定度、

流值、空隙率、路面渗

水、配合比设计。 

浸水马歇尔试验、

车辙试验。 

①沥青混合料用粗、细集料，矿粉，

沥青等原材料，使用前应进行各项技

术质量指标试验。对于同一产地材

料，应按材料的技术要求进行各项技

术质量指标试验，至少试验一次； 

②沥青混合料生产单位应按同类型、

同配比生产，每批次至少向施工单位

提供一份产品质量合格证书和试验

报告，连续生产时，每台班且不大于

3000t 提供一次； 

③混合料成品每机每班至少一次进

粗、细集料级配和沥青含量、孔隙率

和稳定度、流值检验。必要时进行浸

水马歇尔试验和车辙试验。沥青混合

料性能、粗细集料级配组成和沥青用

量的质量检验评定应达到合格标准。 

五、桥梁工程 

1 水泥 

（1）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T F50-2011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175-2007 

强度、标准稠度用水

量、凝结时间、安定

性  

桥涵普通水泥混凝

土：碱含量、氯离

子含量、化学成分。 

桥涵高性能水泥混

凝土：比表面积、

碱含量、氯离子含

量、化学成分。 

①按同一生产厂家、同一等级、同

一品种、同一批号且连续进场的水

泥，袋装水泥不超过 200t 为一检验

批，散装水泥不超过 500t 为一检验

批，每批抽样不少于 12kg。 

②水泥的取样方法应按现行国家标

准《水泥取样方法》GB/T12573 的

要求取样。 

2 细集料 

（1）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T F50-2011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 E42-2005 

颗粒级配、含泥量、

泥块含量、筛分、细

度模数、有机物含量、

含泥量、泥块含量、

人工砂的石粉含量。 

桥涵普通水泥混凝

土：有害物含量、

坚固性、氯离子含

量及碱活性、表观

密度、松散堆积密

度、空隙率、碱集

料反应。 

桥涵高性能水泥混

凝土：云母含量、

轻物质含量、氯离

子含量、有机物含

量、硫化物及硫酸

盐含量。 

①按同产地、同规格、连续进场数

量不超过 400m
3
或 600t 为一验收

批，小批量进场的宜以不超过 200m
3

或 300t 为一验收批进行检验，每一

验收批取样一组(20kg）。 

②当质量稳定且进料量较大时，可

以 1000t 为一验收批。 

③取样部位应均匀分布，在料堆上

从 8 个不同部位抽取等量试样。用

四分法缩至 20kg，取样前先将取样

部位表面铲除。 

3 粗集料 

（1）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T F50-2011 

《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 E42-2005 

颗粒级配、压碎指标、

针片状颗粒含量、含

泥量、泥块含量、碱

活性。 

桥涵普通水泥混凝

土：坚固性、吸水

率、有害物质含量、

岩石抗压强度、表

观密度、松散堆积

①按同产地、同规格、连续进场数

量不超过 400m3 或 600t 为一验收

批，小批量进场的宜以不超过 200m3

或 300t 为一验收批进行检验，每一

验收批取样一组(2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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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空隙率、碱

集料反应。 

桥涵高性能水泥混

凝土：硫化物及硫

酸盐含量、氯离子

含量、有机物含量。 

②当质量稳定且进料量较大时，可

以 1000t 为一验收批。 

③取样一组 40kg(最大粒径 9.5mm、

16.0mm、19.0mm、26.5mm）或 80kg

（最大粒径 31.5mm、37.5mm）。取

样部位应均匀分布，在料堆上先将

表层铲除，从不同部位抽取大致相

等的试样 15 份（料堆的顶部、中部、

底部均匀分布）组成一组样品。 

4 钢筋及焊接 

4.1 钢筋 

（1）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部分：

热轧光圆钢筋》 

GB/T 1499.1-2017 
力学性能、弯曲性能

（对牌号带 E 的钢筋

应进行反向弯曲试

验）、尺寸偏差、化学

成分、重量偏差。 

 

①钢筋应按批进行检查和验收，每批

由同一生产厂、同一牌号、同一炉罐

号、同一规格的钢筋组成，每批重量

60t为一验收批。每一验收批取一组

试件（拉伸、弯曲各 2个试样、化学

成分 1根试样、尺寸偏差和重量偏差

5根试样），超过 60t部分每增加 40t

（或不足 40t的），增加一个拉伸试验

试样和一个弯曲试验试样。 

②允许由同一牌号、同一冶炼方法、

同一浇筑方法的不同炉罐号组成混

合批，但各炉罐号含碳量之差不大

于 0.02%，含锰量之差不大于

0.15%，混合批的重量不大于 60t。 

（2） 

《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部分：

热轧带肋钢筋》 

GB/T 1499.2-2018 

 

（3） 
《钢筋混凝土用钢筋焊接网》

GB/T 1499.3-2010 
拉伸、弯曲、抗剪力  

①每批由同一型号、同一原材料来

源、同一生产设备并在同一连续时

段内制造的钢筋焊接网组成，重量

不大于 60t。 

②力学性能样品数量：拉伸 2根、

弯曲 2 根、抗剪力 3 根。 

（4） 

《冷轧带肋钢筋》 

GB/T 13788-2017 

 

力学性能、弯曲性能、

尺寸偏差、化学成分、

重量偏差 

 

同一生产厂、同一牌号、同一外形、

同一生产工艺每 60t 为一验收批。

每一验收批取 1 个拉伸试件（逐

盘）、弯曲试件 2 个（每批）。 

（5） 
《碳素结构钢》 

GB/T 700-2006 

力学性能、弯曲性能、

尺寸偏差、化学成分、

重量偏差 

 

①每批由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同

一质量等级、同一品种、同一尺寸、

同一交货状态的钢材组成，每批重

量不大于 60t。 

②公称容量比较小的炼钢炉炼制的

钢材，同一炼制、浇注和脱氧方法、

不同炉号、同一牌号的 A 级钢或 B

级钢，允许组成混合批，但各批各

炉号含碳量之差不得大于 0.02%，

含锰量之差不得大于 0.15%。 

（6）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GB/T 5224-2014 
拉伸性能 应力松弛性能 

①每批由同一牌号、同一规格、同

一生产工艺制度的钢绞线组成，每

批重量不大于 60t。 

②力学性能样品数量：3根 1.1m长；

松弛率：1 根 2.5m 长。 

（7） 
《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

JG161-2016 

钢绞线的外观、表面

质量、公称直径、整

根钢绞线最大力、

0.2%屈服力、最大力

总伸长率、伸直性 

防腐润滑脂的工作

锥入度、滴点、腐

蚀、盐雾试验、相

容性；摩擦试验。 

应从由同一公称抗拉强度、同一公

称直径、同一生产工艺生产的产品

中任意盘卷的任意一端端部 1m后

的部位截取不同试验所需长度的试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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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逐盘卷检验； 

钢绞线公称直径检验、力学性能试

验和伸直性检验：3 件； 

防腐润滑脂性能：在同一牌号、同

一生产工艺的防腐润滑脂原材料中

随机取样 2.0kg； 

防腐润滑脂含量和护套厚度：3 件； 

护套拉伸性能：5 件。 

4.2 钢筋焊接 

（1）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F50-2011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JGJ 18-2012 

拉伸、弯曲  

①闪光对焊接头，在同一台班内，

由同一焊工完成的 300 个同牌号、

同直径钢筋焊接头作为一验收批。

当同一台班内焊接的接头数量较

少，可在一周之内累计计算；累计

仍不足 300 个接头，应按一批计算。

力学性能试验，应从每批接头中随

机切取 6 个试件，其中 3 个做拉伸

试验，3 个做弯曲试验。 

②电弧焊、电渣压力焊接头均以 300

个同形式、同钢筋牌号的接头作为

一验收批；不足 300 个接头，仍作

为一验收批。力学性能试验，应从

每批接头中随机切取 3 试件做拉伸

试验。③钢筋气压焊接头均以 300

个同形式、同牌号钢筋接头作为一

验收批。在柱、墙的竖向钢筋连接

中，应从每批接头中随机切取 3 个 

    

接头做拉伸试验；在梁、板的水平

钢筋连接中，应另切取 3 个接头做

弯曲试验。 

④钢筋焊接网应按批进行检查验

收，每批应由同一型号、同一原料

来源、同一生产设备并在同一连续

时间内制造的钢筋焊接网组成，重

量不大于 60t。 

5 钢材及焊接 

5.1 钢材 

（1） 
《桥梁用结构钢》 

GB/T 714-2015 
拉伸试验、弯曲、 

化学成分、冲击性

能 

①每批由同一牌号、同一炉号、同

一规格、同一轧制制度、同一热处

理制度的钢材组成，每批重量不大

于 60t。 

②力学性能样品数量：拉伸 1根、

弯曲 1 根；化学成分 1 根，冲击试

验 3 根。 

（2） 
《桥梁缆索用热镀锌钢丝》

GB/T 17101-2008 

力学性能、反复弯曲、

抗脉动拉伸疲劳、伸

直性能 

尺寸、重量偏差、

镦头性能、镀锌层

的性能、表面质量 

钢丝一般由同一规格、同一炉号、

同一生产工艺制造的钢丝组批验

收，但松弛试验和疲劳试验按重量

组批验收。 

供方取样数量：直径、不圆度、表

面质量：逐盘。 

抗拉强度、断后伸长率：每盘取一

根。 

规定非比例延伸长度、缠绕试验、

反复弯曲、弹性模量、扭转试验、

伸直性能、锌层重量、锌层附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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锌层均匀性：每 10 盘取一根； 

松弛试验每 300t 取样 1 根； 

疲劳试验每 2000t 取样 1 根。 

需方的进货检验每批按供方取样数

量的 5%取样试样。 

（3） 
《钢拉杆》 

GB/T 20934-2016 

化学成分、拉伸、冲

击、尺寸、表面、涂

层、无损检测、成品

拉力试验 

 

对应同一炉批原材料，按同一热处

理制度制作的同一规格杆体，组装

数量不超过 50 套的钢拉杆为一批。

（化学成分：1 个/炉、拉伸：1 个/

热处理炉次、冲击：3 个/热处理炉

次中的任意一只、尺寸、表面、涂

层：逐套、无损检测杆体、销轴：

10%/批、无损检测 O 型或 U 型接头：

100%） 

（4） 

《高强度低松弛预应力热镀

锌钢绞线》 

YB/T 152-1999 

尺寸、表面质量、拉

伸试验、松弛试验、

偏斜拉伸试验、疲劳

试验、锌层重量、锌

层附着力、锌层均匀

性 

 

镀锌钢绞线应成批验收，每批由同

一牌号、同一规格、同一生产工艺

的钢绞线组成，每批重量不大于

100t。（尺寸：逐盘、表面质量：逐

盘、拉伸试验：每批 10%，不少于 3

盘，每盘一根、松弛试验：200t 一

根、偏斜拉伸试验：1000t 一次、 

    

疲劳试验：100t 一根、锌层重量、

锌层附着力、锌层均匀性：每批 10%，

不少于 3 盘，每盘一根）。 

5.2 钢材焊接 

（1）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T F50-2011 

《钢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

GB/T50621-2010 

《焊缝无损检测 超声检测 

技术、检测等级和评定》

GB/T11345-2013 

《钢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

范》GB 50205-2001 

超声波探伤、射线探

伤、磁粉探伤、渗透

探伤 

 

①焊缝无损检测的质量分级、检验

方法、检验部位和等级应符合《公

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F50）

表 19.6.2 的规定，距离—波幅曲线

灵敏度及缺陷等级评定应符合《公

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附录 F2的规

定。 

②钢结构焊缝质量检验级别还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钢结构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GB50205）的规定。 

6 防水材料 

（1）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材

料》GB18445-2012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

水涂料：外观、含水

率、细度、氯离子含

量、施工性、抗折强

度、抗压强度、湿基

面粘结强度、砂浆抗

渗性能、混凝土抗渗

性能。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

水剂：外观、含水率、

细度、氯离子、总碱

量、减水率、含气量、

凝结时间差、抗压强

度比、收缩率比、混

凝土抗渗性能。 

 

连续生产，同一配料工艺条件制得

的同一类型产品 50t 为一批，不足

50t 亦按一批计。 

每批产品随机抽样，抽取 10kg样

品，充分混匀。取样后，将样品一

分为二。一份检验，一份留样备用。 

7 水 

（1）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 63-2006 

pH 值、不溶物、可溶

物、氯化物、硫酸盐、
 

①水质分析用水样应不少于 5L，井
水、钻孔水样一般应在放水冲洗管
道或排除积水后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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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含量 ②地表水（江河、湖泊和水库）水
样宜在中心部位距水面下 100mm 采
集，采集水样用容器应无污染，采
集时再用正采集水样的水冲洗 3 次
后才能采集水样，水样采集后应加
盖密封； 
③再生水(中水）应在取水管终端接
取。 

8 水泥混凝土用掺合料 

（1）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F50-2011)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

煤灰》GB/T 1596-2017 

细度、烧失量、需水

量比、二氧化硅三氧

化二铝三氧化二铁总

质量分数 

桥涵普通水泥混凝

土：比表面积、含

水率、游离氧化钙

含量、SO3含量、安

定性、均匀性、总

碱量。 

桥涵高性能水泥混

凝土：细度、需水

量 

①以同种类、同等级编号的 500t 为

一验收批。不足 500t 亦为一验收

批； 

   

比、含水率、烧失

量、SO3含量、CaO

含量、游离 CaO 含

量、氯离子含量、

安定性。 

②抽取不少于 2kg 样品试验粉煤灰

的数量按干灰（含水率小于 1%）的

质量计算。 

（2）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F50-2011 

《用于水泥和粉煤灰中的粒

化高炉矿渣粉》 

GB/T 18046-2017 

密度、比表面积、流

动度比、活性指数 

S 桥涵普通水泥混

凝土：含水率、SO3

含量、氯离子含量、

烧失量、玻璃体含

量、放射性。 

桥涵高性能水泥混

凝土：含水率、烧

失量、O3含量、MgO

含量、氯离子含量、

28d 活性指数。 

①矿渣粉出厂前按同级别进行组批

和取样。每一批号为一个抽样单位。

矿渣粉出厂批号按矿渣粉单线年生

产能力规定。 

②取样应有代表性，可连续取，也可从

20个以上的不同部位取等量样品，总

量至少20kg，试样应混合均匀，按四

分法缩取。 

（3）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F50-2011 

《砂浆和混凝土用硅灰》 

GB/T 27690-2011 

比表面积、烧失量、

含水率、活性指数 

桥涵普通水泥混凝

土：氯离子含量、

SiO2含量、混合砂

浆性能、总碱量。 

桥涵高性能水泥混

凝土：需水量比、

SiO2含量、氯离子

含量、28d 活性指

数。 

组批：以 30t 相同种类的硅灰/硅灰

浆为一个检验批，不足 30t 计一个

检验批。 

抽样：取样按 GB/T 12573 进行，取

样应有代表性，可连续取，也可以

从 10 个以上不同部位取等量样品，

总量至少 5kg，硅灰浆至少 15kg，

试样应混合均匀。 

9 混凝土外加剂 

（1）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F50-2011 

《混凝土外加剂》 

GB 8076-2008 

减水率、泌水率比、

含气量、凝结时间差、

抗压强度比、收缩率

比 

桥涵普通水泥混凝

土：1h 经时变化

量、含固量、含水

率、密度、细度、

pH 值、氯离子含

量、硫酸钠含量、

总碱量。 

桥涵高性能水泥混

凝土：水泥净浆流

动度、硫酸钠含量、

碱含量、减水率、

坍落度保留值、常

压泌水率比、压力

泌水率比、抗压强

①按同一品种、同一型号、同一生

产条件、同一批号、同一掺量为一

批。 

②掺量大于 1%（含 1%）的外加剂每

批号为 100t，掺量小于 1%的外加剂

每批号为 50t，不足 100t 或 50t 的

应按一个批量计。 

③每一批量的取样数量不少 0.2t

水泥所需用的外加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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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比、对钢筋的锈

蚀作用、收缩率比、

相对耐久性指标。 

（2）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F50-2011 

《混凝土膨胀剂》 

GB 23439-2017 

抗压强度比、限制膨

胀率 

细度、氯离子含量、

氨释放量、碱含量 

①以同一生产厂，同品种、同一编

号的膨胀剂，每 200t 为一验收批，

不足 200t 也按一批计。 

②取样应有代表性，可连续取，也

可从 20 个以上的不同部位取等量

样品，总量不小于 10kg。 

（3） 
《混凝土防冻剂》 

JC 475-2004 

减水率、含气量、抗

压强度比、冻融强度

损失率比、氯离子含

量 

泌水率比、凝结时间

差、收缩率比、对钢

筋锈蚀作用 

①以同一品种每 50t 为一验收批，

不足 50t 也按一批计。 

②取样应有代表性，可连续取，也

可从 20 个以上的不同部位取等量

样品，液体防冻剂取样时应从容器 

    

的上、中、下三层分别取样。 

③取样总量不小于 0.15t 水泥所需

用的防冻剂剂量。 

10 桥梁支座 

（1） 
《公路桥梁板式橡胶支座》 

JT/T 4-2019 

外观质量、几何尺寸、

抗压弹性模量、抗剪

弹性模量、抗剪黏结

性及抗剪老化交叉检

验、极限抗压强度 

 

每种规格支座抽取数量分别为：抗

压弹性模量 3 块、抗剪弹性模量 3

对、抗剪黏结性 3 对（四氟板支座）、

极限抗压强度 3 块。 

（2） 
《公路桥梁盆式支座》 

JT/T 391-2019 

竖向承载力、摩擦系

数、转角 
 每种规格支座每批抽取数量分别

为：竖向承载力 2 块、水平承载力

2 块、摩擦系数 2 块、转角 2块、

转动性能 2 块。 

 

（3） 
《桥梁球型支座》 

GB/T 17955-2009 

竖向承载力、水平承

载力、摩擦系数、转

动性能 

 

（4） 
《公路桥梁高阻尼隔震橡胶

支座》JT/T842-2012 

压缩性能、转动性能、

剪切性能、大变形剪

切性能、拉伸性能、

解刨性能 

 

压缩性能、转动性能、剪切性能项

目检测总数的 20%；剪切性能、大

变形剪切性能每个工程项目至少检

测一次；解刨性能为总数的 0.5%。 

11 预应力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及预应力混凝土用波纹管 

（1） 

 《公路桥梁预应力钢绞线用

锚具、夹具和连接器》 

JT/T 329-2010 

外观、硬度、静载锚

固性能 
 

①在同一种规格、同一原材料、同
一种工艺应以不超过 2000 套为一
验收批，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②外观、尺寸：抽样数量不应少于
5%且不应少于 10 件（套）。 
③硬度：抽样数量不应少于热处理
每炉装炉量的 3%且不应少于 6件
（套）。 
④锚固静载性能：应在外观及硬度
检验合格后的产品中按锚具、夹具
或连接器的成套产品抽样，每批抽
样数量为 3 个组装件的用量。 

（2） 

《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

管》 

JG 225-2007 

径向刚度、集中荷载

作用后抗渗漏、弯曲

后抗渗漏 

尺寸 

①每批应由同一钢带生产厂生产的

同一批钢带所制造的金属波纹管组

成，每 50000m 为一批。 

②在波纹数量、同一截面形状、同

一材质和生产工艺的螺旋管中，每

种规格每项试验抽取 3 个试件进行

试验，样品长度不应小于 300mm。 

（3） 《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用塑料 环刚度、集中荷载作 灰分、氧化诱导时 ①同一配方、同一生产工艺、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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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纹管》 

JT/T 529-2016 

用后抗渗漏、弯曲后

抗渗漏、径向刚度。  

间、抗老化性、局

部横向荷载、纵向

荷载、柔韧性、抗

冲击性、拉伸性能、

拉拔力、密封性 

备稳定连续生产的一定数量的产品

为一批，每批数量不超过 10000m。 

②环刚度取五根管长 300±10（mm）

试样，两端应与轴线垂直切平；柔

韧性和局部横向荷载取样 1100mm

长 5 个试件。 

12 预应力孔道压浆料 

（1）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F50-2011 

抗压、抗折强度、流

动度、比表面积、氯

离子含量、三氧化硫

含量 

凝结时间、泌水率、

压力泌水率、自由

膨胀率、充盈度、

对钢筋的锈蚀作

用。 

①每一工作班取样应不少于 3次； 

②每次取样应不少于 1 组，每组样

品由 3 个 40mm×40mm×160mm 的试

件组成。 

③每一工作班系指按 8 小时工作日

计。 

13 钢筋机械连接 

（1）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F50-2011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JGJ 107-2016 

工艺检验： 

单向拉伸（抗拉强度、

残余变形、最大总伸长

率 

现场检验： 

抗拉强度 

 

接头的现场检验按验收批进行。同

一钢筋生产厂、同强度等级、同规

格、同类型和同型式接头以每 500

个为一个验收批进行检验与验收，

不足 500 个也作为一个验收批。对

接头的每一验收批，应在工程结构

中随机截取 3 个接头做极限抗拉强

度试验；现场在连续 10 个验收批抽

样拉伸抗拉强度试验一次合格率为

100%时，验收批接头数量可以扩大

为 1000 个；当验收批接头数量少于

200 个时，可随机抽取 2 个试件做

极限抗拉强度试验。对接头的每一

验收批，应在工程结构中随机截取

3 个接头试件作抗拉强度试验（不

应使用“模拟件”），按设计要求的

接头等级进行评定。 

14 钢结构的连接组装 

（1）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T F50-2011 

《钢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

范》GB 50205-2001 

抗滑移系数  

①制造批可按单位工程划分规定的

工程量每 2000t为一批，不足 2000t

也视为一批。 

②选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表面处理工

艺时，每种处理工艺应单独检验。 

③每批 3 组试件，每组试件应采用

双摩擦面的两栓或三栓拼接的拉力

试件。 

注1：常规项目是指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规范文件中所指基本的检测项目； 

注2：必要时是指国家、行业、地方对所检项目有特殊要求； 

注3：当标准出现更新时，执行新标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