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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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交通运输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天津津质技术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天津

市乡村公路管理中心、蓟州区交通局、宝坻区交通局、武清区交通局、静海区交通局、宁河区交通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永明、高敏、李朝忠、刘晓宇、陈星、苏爱玲、王伟广、宋得亚、张弘博、

李正中、张建东、高翔、黄宏宝、牛军、满伟、高权、赵春媛、刘艳双、杨卫璇、杨红娜、高静、魏国

相、王峥、沙莎、王蕾、朱秋硕、吴迪、黄涛、李勇攀、靳庆霞、杨云、郭志东、刘国慧、田磊、焦晓

磊、陈正攸、张民、张文玉、何建伟、徐学歧、张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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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好，为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提

供更好的保障。“建好”在“四好农村路”中的占首要位置。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质量工作，提出

建设交通强国和质量强国。我国建设工程质量水平要全面提升，人民群众对工程质量满意度要显著提高。

对乡村公路工程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天津市综合交通运输“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提出建设一批旅游路、生态路、产业路和新型村镇

出口路，共新改建农村公路3500公里左右。”我市今后还将在乡村公路提级改造、打通断头路、加宽窄

路、增加功能路等方面继续加大对乡村公路建设的投入力度，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工程质量管理基础性

工作非常必要。 

本标准主要依据《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结合天津市乡村公路工程实际情况进行编写，遵

循“符合规范、从严要求、切合实际、便于使用”的原则，与国家及行业标准接轨，注重标准的可操作

性。本标准完全服从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是对现行法律、法规、标准在乡村公路工程方面的细化

和补充，针对性、操作性更强。除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等其他现行有关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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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程划分、质量检验、质量评定等内容，适用于三级、四级新建、改扩建、大修乡村

公路工程施工质量检验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天津市三级、四级新建、改扩建、大修乡村公路工程施工质量检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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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T 17671  水泥砂浆强度检验方法 

GB/T 19813  太阳能突起路标 

GB/T 23827  道路交通标志板及支撑件 

GB/T 24722  路面标线用玻璃珠 

GB/T 24725  突起路标 

GB/T 24970  轮廓标 

GB/T 26941  隔离栅 

GB/T 31439  波形梁钢护栏 

JG 3056  数显式黏结强度检测仪 

JT/T 280  路面标线涂料 

JT/T 712  路面防滑涂料 

JT/T 895  缆索护栏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关键项目  dominant item 

分项工程中对结构安全、耐久性和主要使用功能起主导性作用的检查项目，在本标准中以“Δ ”标

识。 

3.2  

一般项目  general item 

分项工程中除关键项目以外的检查项目。 

3.3  

外观质量  quality of appea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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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观察和必要的量测所反映的工程外在质量及功能状态。 

4 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4.1.1 施工单位应在施工准备阶段按附录 A将建设项目划分为单位工程和分项工程，并报监理单位和

建设单位审核。对于附录 A未涵盖的分项工程、单位工程，可由建设单位组织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协商

确定。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应按相同的工程项目划分进行工程质量的监控和管理。 

4.1.2 单位工程应在建设项目中，具有独立施工条件的工程。如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桥梁工程、涵

洞工程、交通安全设施等。 

4.1.3 在单位工程中，应按结构部位、路段长度及施工方法、材料、工序等划分为若干个分项工程。 

4.1.4 工程质量评定等级分为合格与不合格，应按分项工程、单位工程、建设项目逐级评定。评定为

不合格的分项工程，应采取措施进行处理。 

4.1.5 分项工程完工后，应按基本要求、实测项目、外观质量和质量保证资料进行检验，对分项工程

质量进行评定。 

4.1.6 单位工程完工后，应汇总所属分项工程质量评定资料，进行外观质量检查，对单位工程质量进

行评定。 

4.1.7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进行检查，合格后方可继续施工。 

4.2 工程质量检验 

4.2.1 分项工程应按基本要求、实测项目、外观质量和质量保证资料分别检查。 

4.2.2 分项工程质量应在所使用的原材料、半成品、成品及施工控制要点等符合基本要求的规定，无

外观质量限制缺陷且质量保证资料真实齐全时，方可进行检验评定。 

4.2.3 基本要求检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分项工程应对所列基本要求逐项检查，经检查不符合规定时，不得进行工程质量的检验评定； 

——分项工程所用的各种原材料的品种、规格、质量及混合料配合比和半成品、成品应符合有关技

术标准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4.2.4 实测项目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对检查项目按规定的检查方法和频率进行随机抽样检验并计算合格率； 

——本标准规定的检查方法为标准方法，采用其他高效检测方法应经比对确认； 

——本标准中以路段长度规定的检查频率为双车道路段的最低检查频率，对多车道应按车道数与双

车道之比相应增加检查数量，单车道路段检查频率按双车道路段检查频率控制； 

——对于在设计和合同文件中提出了高于本标准技术要求的乡村公路工程，检验评定按设计和合同

文件的要求执行； 

——检查项目合格率应按公式（1）进行计算。 

 %100% 
点（组）数该检查项目的全部检查

合格的点（组）数
）检查项目合格率（  ................ (1) 

4.2.5 实测项目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关键项目的合格率应不低于 95%，否则该检查项目为不合格； 

——一般项目的合格率应不低于 80%，否则该检查项目为不合格； 

——有规定极值的检查项目，任一单个检查值不应突破规定极值，否则该检查项目为不合格； 

——应按附录 B至附录 L所列方法进行检验评定的检查项目，不满足要求时，该检查项目为不合格。 



DB12/T 942—2020 

3 

4.2.6 对工程外观应进行全面检查，对于明显的外观缺陷，施工单位应采取措施进行整修或返工处理

后再进行评定。 

4.2.7 工程应有真实、准确、齐全、完整的施工原始记录、试验检测数据、质量检验结果等质量保证

资料。质量保证资料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所用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质量检验结果； 

——材料配合比、拌和加工控制检验和试验数据； 

——地基处理、隐蔽工程施工记录； 

——各项质量控制指标的试验记录和质量检验汇总图表； 

——施工过程中遇到的非正常情况记录及其对工程质量影响分析评价资料； 

——施工过程中如发生质量事故，经处理补救后达到设计要求的认可证明文件等。 

4.3 工程质量评定 

4.3.1 分项工程质量评定合格条件 

4.3.1.1 基本要求应符合规定。 

4.3.1.2 实测项目应达到合格标准。 

4.3.1.3 外观质量应符合规定。 

4.3.1.4 质量保证资料应符合规定。 

4.3.2 单位工程质量评定合格条件 

4.3.2.1 评定资料应完整。 

4.3.2.2 所含分项工程的质量均应评定合格。 

4.3.2.3 外观质量应满足要求。 

4.3.3 建设项目的质量评定合格条件 

建设项目的质量评定合格条件为所有单位工程均评定合格。 

4.3.4 评定为不合格分项工程处理 

评定为不合格的分项工程，经加固、补强或返工满足设计要求后，可以重新进行质量检验和评定。 

5 路基工程 

5.1 一般规定 

5.1.1 路基压实度应分层检测，应按本标准附录 B 的规定进行评定。路基工程其它检查项目应在上路

床进行检测。 

5.1.2 土质路肩工程可作为路面工程的一个分项工程进行检查评定。 

5.1.3 乡村公路服务区道路、停车场的土方工程压实标准可按土方路基要求进行检测。 

5.2 土方路基 

5.2.1 基本要求 

5.2.1.1 在路基用地和取土坑范围内，应清除地表植被、杂物、积水、淤泥和表土，处理坑塘，并按

施工技术规范和设计要求对基底进行压实。表土应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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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2 填方路基应分层填筑压实，每层表面平整，路拱合适，排水良好，不得有明显碾压痕迹，不

得亏坡。 

5.2.1.3 应设置施工临时排水系统，避免冲刷边坡，路床顶面不得积水。 

5.2.1.4 在设定取土区内合理取土，不得滥开滥挖。完工后应按要求对取土坑和弃土场进行修整。 

5.2.2 实测项目 

见表1。 

表1 土方路基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压实度（%）  
0～1.9m ≥95 按附录 B 检查 

密度法：每 200m 每压实层测 2处 ≥1.9m ≥92  

2 宽度（mm） 满足设计要求 尺量：每 200m 测 4 点 

3 平整度（mm） ≤20 3m 直尺：每 200m 测 2 处×5 尺 

4 横坡（%） ±0.5 水准仪：每 200m 测 2 个断面 

5 纵断高程（mm） +10，-20 水准仪：中心位置每 200m测 2点 

6 中线偏位（mm） 100 
全站仪：每 200m 测 2 点，弯道加 HY、YH

两点 

7Δ  弯沉（0.01mm） ≤设计验收弯沉值 按附录 H 检查 

8 边坡（%） 满足设计要求 尺量：每 200m 测 4 点 

注1：表列压实度以重型击实试验法为准，评定路段内的压实度代表值（平均值下置信界限）不得小于规定标准，

单个测定值不得小于极值（表列规定值减5个百分点）。按测定值不小于表列规定值减2个百分点的测点占总

检查点数的百分率计算合格率。 

注2：特殊干旱、特殊潮湿地区或过湿土路基等，可按路基设计、施工规范所规定的压实度标准进行评定。 

5.2.3 外观质量 

5.2.3.1 路基边线与边坡应无明显弯折。 

5.2.3.2 路基边坡、护坡道、碎落台不得有滑坡、塌方或深度超过 100mm的冲沟。 

5.3 土沟 

5.3.1 基本要求 

土沟边坡应平整、密实、稳定。 

5.3.2 实测项目 

见表2。 

表2 土沟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沟底高程（mm） 0，-30 水准仪：每 200m测 4 点，且不少于 5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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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断面尺寸（mm） ≥设计值 尺量：每 200m测 2 点，且不少于 5 点 

3 沟坡坡度 不陡于设计值 尺量：每 200m测 2 点，且不少于 5 点 

4 边棱直顺度（mm） 50 尺量：20m 拉线，每 200m 测 2点，且不少于 5 点 

5.3.3 外观质量 

沟内不得有杂物，无排水不畅。 

5.4 浆砌水沟 

5.4.1 基本要求 

5.4.1.1 浆砌片（块）石、混凝土预制块的质量和规格，应符合国家和行业强制性标准以及合同约定

的其他标准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5.4.1.2 砌体砂浆配合比准确，砌缝内砂浆均匀饱满，勾缝密实。 

5.4.1.3 基础中缩缝应与墙身缩缝对齐。 

5.4.2 实测项目 

见表3。 

表3 浆砌水沟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砂浆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E 检查 

2 轴线偏位（mm） 50 全站仪或尺量：每 200m 测 5 点 

3 沟底高程（mm） ±15 水准仪：每 200m测 5 点 

4 墙面直顺度（mm） 30 20m 拉线：每 200m 测 2 点 

5 坡度 满足设计要求 坡度尺：每 200m测 2 点 

6 断面尺寸（mm） ±30 尺量：每 200m测 2 个断面，且不少于 5 个断面 

7 铺砌厚度（mm） ≥设计值 尺量：每 200m测 2 点 

8 
基础垫层宽度、厚度

（mm） 
≥设计值 尺量：每 200m测 2 点 

5.4.3 外观质量 

5.4.3.1 砌体抹面不得有空鼓。 

5.4.3.2 沟内不应有杂物，无排水不畅。 

5.5 其他路基 

石方路基、软土地基处置、土工合成材料处置层等分项工程检验评定应按JTG F80/1执行。 

6 路面工程 

6.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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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稳定土基层和底基层包括水泥土、石灰土、石灰粉煤灰、石灰粉煤灰土等；稳定粒料基层和底

基层包括水泥稳定材料、石灰稳定材料、石灰粉煤灰稳定材料、水泥粉煤灰稳定材料等。 

6.1.2 旧水泥混凝土路面上加铺沥青面层，沥青面层可不检测弯沉。 

6.1.3 基层完工后应及时洒布透层油，透层油透入深度应不小于 3mm。 

6.2 水泥混凝土面层 

6.2.1 基本要求 

6.2.1.1 基层质量应符合规范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表面清洁、无浮土。 

6.2.1.2 接缝填缝料应符合规范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6.2.1.3 接缝的位置、规格、尺寸及传力杆、拉力杆的设置应满足设计要求。 

6.2.1.4 混凝土路面铺筑后按施工规范要求养护。 

6.2.1.5 应对干缩、温缩产生的裂缝进行处理。 

6.2.2  实测项目 

见表4。 

表4 水泥混凝土面层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弯拉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C 检查 

2Δ  
板厚度 

（mm） 

代表值 -5 

按附录 G 检查，每 200m 测 2 点 合格值 -10 

极值 -15 

3 平整度
a
 

σ （mm） ≤2.0 平整度仪：全线每车道连续检测， 

每 100m 计算σ 、IRI IRI（m/km） ≤3.3 

最大间隙 h（mm） 5 3m 直尺：每半幅车道每 200m测 2 处×5 尺 

4 
抗滑构造深度

（mm） 

一般路段 0.5～1.0 
铺砂法：每 200m测 1 处 

特殊路段
b
 0.6～1.1 

5 
横向力系数

SFC 

一般路段 — 
按附录 I 检查：每 200m 测 1 点 

特殊路段
b
 ≥50 

6 相邻板高差（mm） ≤3 
尺量：胀缝每条测 2 点；纵、横缝每 200m 抽查 2 条、

每条测 2 点 

7 纵、横缝顺直度（mm） ≤10 
纵缝 20m 拉线尺量：每 200m 测 4 处； 

横缝沿板宽拉线尺量：每 200m 4 条 

8 中线平面偏位（mm） 20 全站仪：每 200m测 2 点 

9 路面宽度（mm） ±20 尺量：每 200m测 4 点 

10 纵断高程（mm） ±15 水准仪：每 200m 测 2 个断面 

11 横坡（%） ±0.25 水准仪：每 200m 测 2 个断面 

12 断板率 c（%） ≤0.4 目测：全部检查，数断板面板块数占总块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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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中σ 为平整度仪测定的标准差，IRI为国际平整度指数，h为3m直尺与面层的最大间隙。 

注2：包括设超高路段、组合坡度大于或等于4%坡度段、交叉口路段、桥面及其上下坡段、集镇附近路段等处。 

注3：断板率包含断角率，应统计行车道与超车道面板，不计硬路肩板，不计入修复后的面板。 

6.2.3 外观质量 

6.2.3.1 不应出现附录 J中板的外观限制缺陷。 

6.2.3.2 面板不应有坑穴、鼓包和掉角。 

6.2.3.3 接缝填注不得漏填、松脱，不应污染路面。 

6.2.3.4 路面应无积水。 

6.3 沥青混凝土面层和沥青碎（砾）石面层 

6.3.1 基本要求 

6.3.1.1 基层质量应符合规范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表面干燥、清洁、无浮土。 

6.3.1.2 应严格控制沥青混合料拌和的加热温度。拌和后的沥青混合料应均匀，无花白，无粗细料分

离和结团成块现象。 

6.3.1.3 应按规定要求控制碾压工艺，严格控制摊铺和碾压温度。 

6.3.2 实测项目 

见表5。 

表5 沥青混凝土面层和沥青碎（砾）石面层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压实度
a
（%） 

≥试验室标准密度的 96%（*98%）； 

≥最大理论密度的 92%（*94%）； 

≥试验段密度的 98%（*99%） 

按附录 B 检查，每 200m测 1 点。核子

（无核）密度仪每 200m测 1 处，每处

5 点 

2 平整度 

σ （mm） ≤2.5 平整度仪：全线每车道连续检测，按每

100m 计算 IRI 或σ  IRI（m/km） ≤4.2 

最大间隙 h（mm） ≤5 3m 直尺：每 200m 测 2 处×5 尺 

3 弯沉值（0.01mm） ≤设计验收弯沉值 按附录 H 检查 

4Δ  
厚度

b

（mm） 

代表值 
总厚度 H＞60mm -8%H 

按附录 G 检查，每 200m测 1 点 
总厚度 H≤60mm -5mm 

合格值 
总厚度 H＞60mm -15%H 

总厚度 H≤60mm -10mm 

5 中线平面偏位（mm） 30 全站仪：每 200m测 2 点 

6 纵断高程（mm） ±20 水准仪：每 200m测 2 个断面 

7 
宽度 

（mm） 

有侧石 ±30 
尺量：每 200m 测 4 个断面 

无侧石 ≥设计值 

8 横坡（%） ±0.5 水准仪：每 200m测 2 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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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Δ  矿料级配 满足生产配合比要求 T 0725，每台班 1 次 

10Δ  沥青含量 满足生产配合比要求 T 0722，T 0721，T 0735，每台班 1 次 

11 马歇尔稳定度 满足生产配合比要求 T 0709，每台班 1 次 

注1：表中σ 为平整度仪测定的标准差，IRI为国际平整度指数，h为3m直尺与面层的最大间隙。 

注2：沥青混凝土面层分层铺筑时，压实度应分层检测，其他检查项目在上面层铺筑完成后检测。 

a   
压实度选用其中的 1 个标准进行评定。带*号者是指 SMA 路面。 

b   
表列沥青层厚度仅规定负允许偏差。H 为沥青面层总厚度。 

6.3.3 外观质量 

6.3.3.1 表面应无明显泛油、松散推挤、碾压轮迹、油丁、泛油、离析现象。 

6.3.3.2 搭接处烫缝应无枯焦。 

6.3.3.3 路面应无积水。 

6.4 稳定土基层和底基层 

6.4.1 基本要求 

6.4.1.1 石灰应充分消解，路拌深度应到达层底。 

6.4.1.2 石灰类材料应处于最佳含水率状态下碾压，水泥类材料碾压终了的时间不应超过水泥的终凝

时间。 

6.4.1.3 碾压检查合格后立即覆盖或洒水养护，养生期应符合规范规定。 

6.4.2 实测项目 

见表6。 

表6 稳定土基层和底基层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基层 底基层 

1Δ  
压实度 

（%） 

代表值 ≥95 ≥93 
按附录 B 检查，每 200m测 2 点 

极值 ≥91 ≥89 

2 平整度（mm） ≤12 ≤15 3m 直尺：每 200m 测 2 处×5 尺 

3 纵断高程（mm） +5，-15 +5，-20 水准仪：每 200m测 2 个断面 

4 宽度（mm） 满足设计要求 满足设计要求 尺量：每 200m测 4 个断面 

5Δ  厚度（mm） 
代表值 -10 -12 

按附录 G 检查，每 200m测 2 点 
合格值 -20 -30 

6 横坡（%） ±0.5 ±0.5 水准仪：每 200m测 2 个断面 

7Δ  强度（MPa） 满足设计要求 满足设计要求 按附录 F 检查 

6.4.3 外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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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应无松散、无坑洼、无碾压轮迹。 

6.5 稳定粒料基层和底基层 

6.5.1 基本要求 

6.5.1.1 应选择质坚干净的粒料，石灰充分消解，矿渣应分解稳定，未分解渣块应予剔除。 

6.5.1.2 路拌深度应达到层底。 

6.5.1.3 石灰类材料应处于最佳含水率状态下碾压，水泥类材料碾压终了的时间不应超过水泥的终凝

时间。 

6.5.1.4 碾压检查合格后立即覆盖或洒水养护，养生期应符合规范规定。 

6.5.2 实测项目 

见表7。 

表7 稳定粒料基层和底基层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基层 底基层 

1Δ  
压实度

（%） 

代表值 ≥97 ≥95 
按附录 B 检查，每 200m 测 2 处 

极值 ≥93 ≥91 

2 平整度（mm） ≤12 ≤15 3m 直尺：每 200m 测 2 处×5 尺 

3 宽度（mm） 满足设计要求 满足设计要求 尺量：每 200m测 4 点 

4Δ  厚度（mm） 
代表值 -10 -12 

按附录 G 检查，每 200m 测 2 点 
合格值 -20 -30 

5 横坡（%） ±0.5 ±0.5 水准仪：每 200m测 2 个断面 

6Δ  强度（MPa） 满足设计要求 满足设计要求 按附录 F 检查 

7 纵断高程（mm） +5，-15 +5，-20 水准仪：每 200m测 2 个断面 

6.5.3 外观质量 

6.5.3.1 表面应无松散、无坑洼、无碾压轮迹。 

6.5.3.2 表面应无明显离析。 

6.6 冷再生基层和底基层 

6.6.1 基本要求 

6.6.1.1 应选择质坚干净的粒料。 

6.6.1.2 路拌深度应达到层底。 

6.6.1.3 碾压终了的时间不应超过水泥的终凝时间。 

6.6.1.4 碾压检查合格后立即覆盖或洒水养护，养生期应符合规范规定。 

6.6.2  实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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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8。 

表8 冷再生基层和底基层实测项目 

6.6.3 外观质量 

6.6.3.1 表面应无松散、无坑洼、无碾压轮迹。 

6.6.3.2 表面应无连续离析。 

6.7 缘石铺设 

6.7.1 基本要求 

6.7.1.1 水泥混凝土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6.7.1.2 安装应砌筑稳固，顶面平整，缝宽均匀，勾缝密实，线条直顺。 

6.7.1.3 槽底基础和后背填料应夯打密实。 

6.7.2  实测项目 

见表9。 

表9 路缘石铺设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直顺度（mm） 15 20m 拉线尺量：每 200m 测 4 处 

2 

预制 

铺设 

相邻两块高差（mm） 3 水平尺：每 200m测 4 点 

相邻两块缝宽（mm） ±3 尺量：每 200m测 4 点 

现浇 宽度（mm） ±5 尺量：每 200m测 4 点 

3 顶面高程（mm） ±10 水准仪：每 200m测 4 点 

6.7.3 外观质量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基层 底基层 

1Δ  压实度（%） 
代表值 ≥97 ≥95 

按附录 B 检查，每 200m测 2 处 
极值 ≥93 ≥91 

2 平整度（mm） ≤12 ≤15 3m 直尺：每 200m 测 2 处×5 尺 

3 宽度（mm） 满足设计要求 满足设计要求 尺量：每 200m 测 4 点 

4Δ  厚度（mm） 
代表值 -10 -12 

按附录 G 检查，每 200m测 2 点 
合格值 -20 -30 

5 横坡（%） ±0.5 ±0.5 水准仪：每 200m测 4 断面 

6Δ  强度（MPa） 满足设计要求 满足设计要求 按附录 F 检查 

7 纵断高程（mm） +5，-15 +5，-20 水准仪：每 200m测 2 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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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3.1 路缘石不应破损。 

6.7.3.2 平缘石不应阻水。 

6.8 路肩 

6.8.1 基本要求 

6.8.1.1 路肩表面应平整密实，无积水。 

6.8.1.2 肩线应直顺，曲线圆滑。 

6.8.2 实测项目 

见表10。 

表10 路肩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压实度（%） 
不小于设计值， 

设计未规定时不小于 90% 
按附录 B 检查，每 200m测 1 点 

2 平整度（mm） 
土路肩 ≤20 

3m 直尺：每 200m 测 2 处×5 尺 
硬路肩 ≤10 

3 横坡（%） ±1.0 水准仪：每 200m 测 2 个断面 

4 宽度（mm） 满足设计要求 尺量：每 200m 测 2 点 

6.8.3 外观质量 

路肩应无阻水、无杂物。 

7 桥梁工程 

7.1 一般规定 

7.1.1 乡村公路中每座小桥作为一个单位工程评定。 

7.1.2 桥梁的每个结构、构件均应检验，另有规定的除外。 

7.1.3 乡村公路中的中桥、大桥及预应力结构应按 JTG F80/1进行检验评定。 

7.1.4 钢筋混凝土构件除包括构件浇筑、构件安装等分项工程外，还应包括钢筋加工及安装分项工程。 

7.2 桥梁总体 

7.2.1 基本要求 

7.2.1.1 桥梁工程应按设计文件内容全部完成。 

7.2.1.2 桥下净空不得小于设计要求。 

7.2.1.3 承载能力需要验证的桥梁应进行荷载试验，试验结果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的

规定。 

7.2.2 实测项目 



DB12/T 942—2020 

12 

见表11。 

表11 桥梁总体实测项目 

7.2.3 外观质量 

7.2.3.1 桥梁内外轮廓线形应无异常突变。 

7.2.3.2 结构内外部、支座、伸缩缝处应无残渣、杂物。 

7.2.3.3 桥头不得出现跳车。 

7.3 钢筋加工和安装 

7.3.1 基本要求 

7.3.1.1 钢筋安装应保证设计要求的钢筋根数。 

7.3.1.2 钢筋的连接方式、同一连接区段内的接头面积应满足设计要求；接头位置应设在受力较小处，

任何连接区段内同一根钢筋不得有两个接头。 

7.3.1.3 钢筋的搭接长度、焊接和机械接头质量应满足施工技术规范的规定。 

7.3.1.4 受力钢筋表面不得有裂纹和其他损伤。 

7.3.1.5 钢筋的保护层垫块应分布均匀，数量及材料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和有关技术规范的规定。 

7.3.1.6 钢筋应安装牢固，钢筋网应有足够的钢筋支撑，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钢筋不应出现移位。 

7.3.2 实测项目 

见表12至表14，任一点的保护层厚度不能超过表中数值的1.5倍的允许偏差，在海水或受侵蚀性物

质影响的环境中，保护层厚度的偏差不应出现负值，保护层厚度应在模板安装完成后混凝土浇筑前检查。 

表12 钢筋安装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桥面中线偏位（mm） ≤20 全站仪：每 50m 测 1 点，且不少于 5 点 

2 桥宽（mm） 
车行道 ±10 

尺量：每 50m 测 1 个断面，且不少于 5 个断面 
人行道 ±10 

3 桥长（mm） +300，-100 全站仪或钢尺：检查中心线处 

4 桥面高程（mm） 

L＜50m ±30 
尺量：分别将引道中心线和桥梁中心线延长至

两岸桥长端部，比较其平面位置 

L≥50m ±（L/5 000+20） 
水准仪：桥面每侧每 50m 测 1点，且不少于 3

点；跨中、桥墩、桥台处应布置测点 

注：：L为桥梁跨径，计算规定值或允许偏差时以mm计算。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受力钢筋 

间距 

（mm） 

两排以上排距 ±5 

尺量：长度≤20m 时，每构件检查 2 个断面；

长度＞20m 时，每构件检查 3个断面 
同

排 

梁、板、拱肋及拱上建筑 ±10 

基础、锚碇、墩台身、墩柱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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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钢筋网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网的长、宽（mm） ±10 尺量：逐边测 

2 网眼尺寸（mm） ±10 尺量：测 5 个网眼 

3 网眼对角线差（mm） ±15 尺量：测 5 个网眼 

4 
网的安装位置

（mm） 

平面内 ±20 
尺量：测每网片边线中点 

平面外 ±5 

表14 钻（挖）孔灌注桩钢筋安装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主筋间距（mm） ±10 尺量：每段测 2 个断面 

2 箍筋或螺旋筋间距（mm） ±20 尺量：每段测 10 个间距 

3 钢筋骨架外径或厚、宽（mm） ±10 尺量：每段测 2 个断面 

4 钢筋骨架长度（mm） ±100 尺量：每个骨架测 2 处 

5 钢筋骨架底端高程（mm） ±50 水准仪：测顶端高程，用骨架长度计算 

6Δ  保护层厚度（mm） +20，-10 尺量：测每段钢筋骨架外侧定位块处 

7.3.3 外观质量 

7.3.3.1 钢筋表面无裂皮、油污、颗粒状或片状锈蚀及焊渣、烧伤，绑扎或焊接的钢筋网和钢筋骨架

不得松脱和开焊。 

7.3.3.2 焊接接头、连接套筒不得出现裂纹。 

7.4 砌体 

7.4.1 基本要求 

7.4.1.1 地基承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严禁地基超挖后回填虚土。 

7.4.1.2 砌块应错缝、坐浆挤紧，缝宽均匀，砌块间嵌缝料和砂浆应饱满。 

2 箍筋、构造钢筋、螺旋筋间距（mm） ±10 尺量：每构件测 10 个间距 

3 

钢筋骨架 

尺寸 

（mm） 

长 ±10 

尺量：按骨架总数 30%抽查 
宽、高或直径 ±5 

4 弯起钢筋位置（mm） ±20 尺量：每骨架抽查 30% 

5Δ  

保护层 

厚度 

（mm） 

梁、板、拱肋及拱上建筑 ±5 
尺量：每构件各立模板每 3m2检查 1 处， 

且每侧面不少于 5 处 基础、锚碇、墩台身、墩柱 ±10 

注1：小型构件的钢筋安装按总数抽查30%。 

注2：表中基础不包括混凝土桩基及地下连续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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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3 勾缝砂浆强度不得小于砌筑砂浆强度。 

7.4.2 实测项目 

见表15至表17。 

表15 基础砌体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砂浆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E 检查 

2 轴线偏位（mm） ≤25 全站仪：纵、横向各测 2 点 

3 平面尺寸（mm） ±50 尺量：长度、宽度各测 3 处 

4 顶面高程（mm） ±30 水准仪：测 5 处 

5 基底高程（mm） 
土质 ±50 

水准仪：测 5 处 
石质 +50，-200 

表16 墩、台身砌体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砂浆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E 检查 

2 轴线偏位（mm） ≤20 全站仪：纵、横向各测 2 点 

3 墩台长、宽（mm） 

料石 +20，-10 

尺量：测 3 个断面 块石 +30，-10 

片石 +40，-10 

4 
竖直度或坡度

（%） 

料石、块石 ≤0.3 
铅锤法：测两轴线位置共 4 处 

片石 ≤0.5 

5Δ  墩、台顶面高程（mm） ±10 水准仪：测 5 处 

6 
侧面平整度

（mm） 

料石 ≤10 

2m 直尺：每 20 ㎡测 1 处，且不少于 3 处，

每处测竖直、水平两个方向 
块石 ≤20 

片石 ≤30 

表17 侧墙砌体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砂浆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E 检查 

2 
外侧平面

偏位（mm） 

无镶面 
向外 ≤30 

全站仪：测 5 处 
向内 ≤10 

有镶面 
向外 ≤20 

向内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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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Δ  宽度（mm） +40，-10 尺量：测 5 处 

4 顶面高程（mm） ±10 水准仪：测 5 处 

5 
竖直度或坡度

（%） 

片石砌体 ≤0.5 

铅锤法：测 5 处 块石、粗料石、

混凝土块镶面 
≤0.3 

6 平整度（mm） 

料石 ≤10 

2m 直尺：每 20 ㎡测 1 处，且不少于 3 处，

每处测竖直、水平两个方向 
块石 ≤20 

片石 ≤30 

7.4.3 外观质量 

7.4.3.1 砌缝开裂、勾缝不密实和脱落的累计换算面积不得超过该面面积的 1.5%，单个换算面积不应

大于 0.04㎡，且不应存在宽度超过 0.5mm、长度大于砌块尺寸的非受力砌缝裂隙。换算面积应按缺陷

裂缝长度乘以 0.1m计算。 

7.4.3.2 砌缝应无空洞、宽缝、大堆砂浆填隙和假缝。 

7.5 基础 

7.5.1 混凝土扩大基础 

7.5.1.1 基本要求 

7.5.1.1.1 基底处理及地基承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 

7.5.1.1.2 地基超挖后严禁回填虚土。 

7.5.1.2 实测项目 

见表18。 

表18 混凝土扩大基础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混凝土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检查 

2 平面尺寸（mm） ±50 尺量：长、宽度各测 3 处 

3 基础底面高程（mm） 
土质 ±50 

水准仪：测量 5 处 
石质 +50，-200 

4 基础顶面高程（mm） ±30 水准仪：测 5 处 

5 轴线偏位（mm） ≤25 全站仪：纵、横各测 2 点 

7.5.1.3 外观质量 

7.5.1.3.1 表面应无垃圾、杂物、临时预埋件。 

7.5.1.3.2 混凝土表面不应存在本标准附录 J所列限制缺陷。 

7.5.2 钻孔灌注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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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1 基本要求 

7.5.2.1.1 成孔后应清孔，并测量孔径、孔深、孔位和沉淀厚度，确认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施工技术

规范规定后，方可灌注水下混凝土。 

7.5.2.1.2 水下混凝土应连续灌注，灌注时钢筋笼不应上浮。 

7.5.2.1.3 嵌入承台的锚固钢筋长度不得小于设计要求的锚固长度。 

7.5.2.2 实测项目 

见表19。 

表19 钻孔灌注桩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混凝土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检查 

2 
桩位 

（mm） 

群桩 ≤100 
全站仪：每桩测中心坐标 

排架桩 ≤50 

3Δ  孔深（m） ≥设计值 测绳：每桩测量 

4 孔径（mm） ≥设计值 探孔器或超声波成孔检测仪：每桩测量 

5 钻孔倾斜度（mm） ≤1%S，且≤500 钻杆垂线法或超声波成孔检测仪：每桩测量 

6 沉淀厚度（mm） 满足设计要求 沉淀盒或测渣仪：每桩测量 

7Δ  桩身完整性 
满足设计要求；设计未要求时，

每桩不低于Ⅱ类 

满足设计要求；设计未要求时，采用低应变

反射波法或超声波法：每桩检测 

注：S为桩长，计算规定值或允许偏差时以mm计。 

7.5.2.3 外观质量 

7.5.2.3.1 凿除桩头预留混凝土后，桩顶应无残余的松散混凝土。 

7.5.2.3.2 外露混凝土表面不应存在本标准附录 J 所列限制缺陷。 

7.5.3 承台等混凝土结构 

7.5.3.1 基本要求 

7.5.3.1.1 水化热引起的混凝土内最高温度及内表温差应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7.5.3.1.2 施工缝的设置及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施工技术规范的规定。 

7.5.3.2 实测项目 

见表20。 

表20 承台等混凝土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混凝土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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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面尺寸 

（mm） 

B＜30m ±30 
尺量：测 2 个断面 

B≥30m ±B /1 000 

3 结构厚度（mm） ±30 尺量：测 5 处 

4 顶面高程（mm） ±20 水准仪：测 5 处 

5 轴线偏位（mm） ≤15 全站仪：纵、横向各测 2 点 

6 平整度（mm） ≤8 
2m 直尺：每侧面每 20m

2
测 1 处，且不少于 3 处。

每处测竖直、水平两个方向 

注：B为边长或直径，计算规定值或允许偏差时按mm计。 

7.5.3.3 外观质量 

7.5.3.3.1 混凝土表面不应存在本标准附录 J所列限制缺陷。 

7.5.3.3.2 应无建筑垃圾、杂物和临时预埋件。 

7.6 混凝土墩、台 

7.6.1 基本要求 

7.6.1.1 模板及支架的强度、刚度、稳定性应符合施工技术规范的规定。 

7.6.1.2 施工缝设置及处理应符合施工技术规范规定。 

7.6.2 实测项目 

见表21至表22。 

表21 现浇墩、台身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混凝土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检查 

2 断面尺寸（mm） ±20 
尺量：每施工节段测 1 个断面，不分段施工的测 2

个断面 

3 

全高竖

直度 

（mm） 

H≤5m ≤5 

全站仪：纵、横向各测 2 处 5m＜H≤60m ≤H/1 000，且≤20 

H＞60m ≤H/3 000，且≤30 

4 顶面高程（mm） ±10 水准仪：测 3 处 

5Δ  

轴线偏

位 

（mm） 

H≤60m ≤10，且相对前一节段≤8 

全站仪：每施工节段测顶面边线与两轴线交点 
H＞60m ≤15，且相对前一节段≤8 

6 节段间错台（mm） ≤5 尺量：测每节每侧面 

7 平整度（mm） ≤8 
2m 直尺：每侧面每 20m

2
测 1 处，每处测竖直、水

平两个方向 

8 预埋件位置（mm） 
满足设计要求，设计未规定

时≤5 
尺量：每件测 

注：H为墩台身高度，计算规定值或允许偏差时以mm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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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墩、台帽或盖梁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混凝土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检查 

2 断面尺寸（mm） ±20 尺量：测 3 个断面 

3 轴线偏位（mm） ≤10 全站仪：纵、横各测 2 点 

4 顶面高程（mm） ±10 水准仪：测 5 点 

5 支座垫石预留位置（mm） ≤10 尺量：每个检查 

6 平整度（mm） ≤8 2m 直尺：每侧面测 3 处，每处测长度方向 

7.6.3 外观质量 

7.6.3.1 混凝土表面不应存在本标准附录 J所列限制缺陷。 

7.6.3.2 应无建筑垃圾、杂物和临时预埋件。 

7.7 预制安装梁、板 

7.7.1  基本要求 

7.7.1.1 拼接粗糙面的质量和键槽的数量、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7.7.1.2 在吊移出预制底座时，混凝土强度不得低于设计所要求的吊装强度，预制件不得受到损伤；

在安装时，支承结构（墩台、盖梁、垫石）的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7.7.1.3 安装前，梁、板应检验合格，墩、台支座垫板应稳固；就位后，梁、板两端支座应对位，梁

底与支座以及支座底与垫石顶应密贴，临时支撑应稳固。 

7.7.1.4 梁段之间接缝填充材料的种类、规格和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接缝填充密实。 

7.7.2 实测项目 

见表23至表24。 

表23 梁、板或梁段预制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混凝土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检查 

2 梁长度（mm） 
总长度 +5，-10 

尺量：毎梁顶面中线、底面两侧 
梁段长度 0，-2 

3Δ  

断

面 

尺

寸

（

mm

） 

宽 

度 

箱梁 
顶宽 ±20（±5） 

尺量：检查 3 处 
底宽 ±10（+5，0） 

其它 

梁、板 

干接缝（梁翼缘、板） ±10（±3） 尺量：检查 2 个断面 

湿接缝（梁翼缘、板） ±20 

尺量：检查 2 个断面 高 

度 

箱梁 0，-5 

其它梁、板 ±5 

顶板、底板、腹板或梁肋厚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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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整度（mm） ≤5 
2m 直尺：沿梁长方向每侧面每 10m 梁长

测 1 处×2 尺 

5 横系梁及预埋件位置（mm） ≤5 尺量：每件 

6 横坡（%） ±0.15 
水准仪：每梁测 3 个断面，板和梁段测 2

个断面 

表24 梁（板）安装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支承中心偏位（mm） 
梁 ≤5 

尺量：每跨测 6 个支承处，不足 6 个时全测 
板 ≤10 

2 梁（板）顶面高程（mm） ±10 
水准仪：每跨测 5 处，跨中、桥墩（台）处

应布置测点 

3 
相邻梁（板）顶面 

高差（mm） 

L≤40 ≤10 
尺量：测每相邻梁、板高差最大处 

L＞40 ≤15 

7.7.3 外观质量 

7.7.3.1 混凝土表面不应存在本标准附录 J所列限制缺陷。 

7.7.3.2 应无建筑垃圾、杂物和临时预埋件。 

7.7.3.3 梁段接缝胶结材料不得存在脱落和开裂。 

7.8 就地浇筑梁、板 

7.8.1 基本要求 

7.8.1.1 支架和模板的强度、刚度、稳定性应符合施工技术规范的规定。 

7.8.1.2 预计的支架变形及支承的下沉量应满足施工后梁体设计高程的要求，需要消除支承不均匀沉

降、非弹性变形的支架应进行预压。 

7.8.1.3 预埋件的设置和固定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施工技术规范的规定。 

7.8.2 实测项目 

见表25。 

表25 就地浇筑梁、板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混凝土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检查 

2 轴线偏位（mm） ≤10 全站仪：每跨测 5 处 

3 梁、板顶面高程（mm） ±10 水准仪：每跨测 5 处，跨中、桥墩（台）处布置测点 

4Δ  

断面 

尺寸 

（mm

高度 +5，-10 

尺量：每跨测 3 个断面 顶宽 ±30 

箱梁底宽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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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底、腹板或梁肋厚 +10，-0 

5 长度（mm） +5，-10 尺量：每梁测顶面中线处 

6 与相邻梁段间错台（mm） ≤5 尺量：测底面、侧面 

7 横坡（%） ±0.15 水准仪：每跨测 3 处 

8 平整度（mm） ≤8 2m 直尺：沿梁长方向每侧面每 10m 梁长测 1 处×2尺 

7.8.3 外观质量 

7.8.3.1 混凝土表面不应存在本标准附录 J所列限制缺陷。 

7.8.3.2 应无建筑垃圾、杂物和临时预埋件。 

7.9 桥面系和附属工程 

7.9.1 混凝土桥面板桥面防水层 

7.9.1.1 基本要求 

7.9.1.1.1 防水层材料之间应具有相容性，并应至少有不低于桥面沥青混凝土铺装层使用年限的寿命，

具有适应动荷载及混凝土桥面开裂时不损坏的性能。 

7.9.1.1.2 混凝土与防水层的黏结面应坚实、平整、清洁、干燥，无垃圾、尘土、油污与浮浆，表面

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 

7.9.1.1.3 应按设计要求的工艺施工，施工环境条件应满足防水材料的要求，预计涂料表面在干燥前

会下雨，则不应施工。施工过程中，严禁踩踏未干的防水层。防水层养护结束后、桥面铺装完成前，行

驶车辆不得在其上急转弯或紧急制动。 

7.9.1.1.4 防水层与泄水孔、护栏、路缘石等衔接处的防水构造应满足设计要求。 

7.9.1.1.5 卷材、胎体长度及宽度方向的搭接宽度应满足设计要求，不得出现横向通缝。 

7.9.1.2 实测项目 

见表26。 

表26 防水层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防水涂层 
厚度（mm） 

满足设计要求；设计未要求时，平均厚

度≥设计厚度，85%检查的厚度≥设计

厚度，最小厚度≥80%设计厚度 

测厚仪：每施工段测 10 处，每处测 3

点 

用量（kg/m
2
） 满足设计要求 按施工段涂数面积计算 

2Δ  防水层黏结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N 检查 

3 混凝土黏结面含水率（%） 满足设计要求 

含水率测定仪：当施工段不大于

1000m
2
时，每施工段测 5 处，每处测 3

次，取均值；每超过 1000m
2
增加 1 处 

注：剥离强度仅适用于卷材类或加胎体涂膜类防水层。 

7.9.1.3 外观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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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3.1 涂层防水应无漏涂、气泡、脱皮、胎体外露。 

7.9.1.3.2 卷材防水应无空鼓、翘边、褶皱。 

7.9.1.3.3 防水层与泄水孔进水口、伸缩装置、护栏、路缘石衔接处应无渗漏。 

7.9.2 混凝土桥面板桥面铺装 

7.9.2.1 基本要求 

7.9.2.1.1 水泥混凝土桥面应符合本标准 6.2.1的规定，沥青混凝土桥面应符合本标准 6.3.1的规定。 

7.9.2.1.2 桥面泄水孔进水口附近的铺装应有利于桥面积水和渗入水的排除，泄水孔数量不得少于设

计要求。 

7.9.2.2 实测项目 

见表27至表29。 

表27 水泥混凝土桥面板桥面铺装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强度或压实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或 B 检查 

2 厚度（mm） +10，-5 

水准仪：以同桥面板产生相同挠度变形的点位基准点，测量

桥面铺装施工前后相对高差；长度不大于 100m 每车道测 3

处，每增加 100m 每车道增加 2处 

3 

平 

整 

度 

σ （mm） ≤2 
平整度仪：全桥每车道连续检测，每 100m 计算σ 、IRI  

IRI（m/km） ≤3.3 

最大间隙 h（mm） ≤5 3 米直尺：半幅车道板带每 200m 测 2 处×5 尺 

4 横坡（%） ±0.25 
水准仪：长度不大于 200m 时测 5 个断面，每增加 100m 增加

1 个断面 

5 抗滑构造深度（mm） 0.5～0.9 
铺砂法：长度不大于 200m 时测 5 处，每增加 100m 增加 1

处 

注：表中σ 为平整度仪测定的标准差；IRI为国际平整度指数；h为3m直尺与面层的最大间隙。 

表28 沥青混凝土桥面铺装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压实度（MPa） 

≥试验室标准密度的 96%（*98%） 

≥最大理论密度的 92%（*94%） 

≥试验段密度的 98%（*99%） 

按附录 B 检查，长度不大于 200m 时测 5 点，每增加

100m 增加 2 点 

2 厚度（mm） +10，-5 

水准仪：以同桥面板产生相同挠度变形的点位基准

点，测量桥面铺装施工前后相对高差；长度不大于

100m 每车道测 3 处，每增加 100m 每车道增加 2 处 

3 
平整

度 

σ （mm） ≤2.5 
平整度仪：全桥每车道连续检测，每 100m 计算σ 、

IRI  
IRI

（m/km）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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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间隙

h（mm） 
≤5 3 米直尺：半幅车道板带每 200m 测 2 处×5 尺 

4 渗水系数（mL/min） 
满足设计要求；设计未要求时，

SMA 铺装≤80，其它≤100 

渗水试验仪：长度不大于 200m时测 5处，每增加 100m

增加 1 处 

5 横坡（%） ±0.5 
水准仪：长度不大于 200m时测 5个断面，每增加 100m

增加 1 个断面 

注1：表中压实度选用1个标准进行评定。带*号者是指SMA路面。 

注2：表中σ 为平整度仪测定的标准差；IRI为国际平整度指数；h为3m直尺与面层的最大间隙。 

注3：小桥可并入路面进行检测。 

注4：当沥青混合料、施工工艺与路面相同时，压实度、渗水系数可并入路面进行检验，压实度可在路面上取芯。 

表29 复合桥面水泥混凝土铺装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混凝土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检查 

2 厚度（mm） +10，-5 

水准仪：以同桥面板产生相同挠度变形的点位基准点，测量桥

面铺装施工前后相对高差：长度 100m 以内每车道测 3 处，每增

加 100m 每车道增加 2 处 

3 平整度（mm） ≤5 3m 直尺：半幅车道板每 200m测 2 处×5 尺 

4 横坡（%） ±0.15 
水准仪：长度不大于 200m 时测 5 个断面，每增加 100m 增加 1

个断面 

注：复合桥面的沥青混凝土面层按表28评定。 

7.9.2.3 外观质量 

7.9.2.3.1 与路缘石、护栏等结构构件衔接处，水泥混凝土铺装应无宽度超过 0.3mm的裂缝，沥青混

凝土铺装应无开裂、松散。 

7.9.2.3.2 其他应符合本标准 6.2.3和 6.3.3的规定。 

7.9.3 支座垫石和挡块 

7.9.3.1 基本要求 

7.9.3.1.1 施工缝处理应符合施工技术规范的规定。 

7.9.3.1.2 支座垫石和挡块与墩台帽或盖梁的连接处混凝土应密实、无裂缝。 

7.9.3.2 实测项目 

见表30和表31。 

表30 支座垫石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混凝土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检查 

2 轴线偏位（mm） ≤5 全站仪尺量：测支座垫石纵、横方向抽查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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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断面尺寸（mm） ±5 尺量：测 1 个断面，抽查 50% 

4Δ  

顶面高程（mm） ±2 

水准仪：测中心及四角 顶面高差 

（mm） 

垫石边长≤

500mm 
≤1 

其它 ≤2 

5 预埋件位置（mm） ≤5 尺量：测每件 

注：表中顶面高差允许偏差仅适用于直接安放支座的垫石。 

表31 挡块实测项目 

7.9.3.3 外观质量 

7.9.3.3.1 混凝土表面不应存在本标准附录 J所列限制缺陷。 

7.9.3.3.2 挡块应无大于 3mm的连接错台。 

7.9.4 支座安装 

7.9.4.1 基本要求 

7.9.4.1.1 支座的类型、规格和技术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和有关规范的规定，具有产品合格证，经验

收合格后方可安装。 

7.9.4.1.2 对先安装后灌浆的支座，灌浆材料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灌注密实，不得出现空洞、缝隙。 

7.9.4.1.3 支座上下各部件纵轴线必须对正。当安装时温度与设计要求不同时，应通过计算设置支座

顺桥向预偏量。 

7.9.4.1.4 支座不得发生偏歪、不均匀受力和脱空现象。滑动面上的四氟滑板和不锈钢板不得有划痕、

碰伤等，位置正确，安装前必须涂上硅脂油。 

7.9.4.1.5 支座与桥梁上、下部的连接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施工技术规范的规定。 

7.9.4.1.6 支座钢构件及连接处表面应按设计要求进行防护处理。 

7.9.4.2 实测项目 

见表32。 

表32 支座安装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支座中心横桥向偏位（mm） ≤2 尺量：测每支座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混凝土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检查 

2 平面位置（mm） ≤5 全站仪：抽查 30%，测中心线 2 端 

3 断面尺寸及高度（mm） ±10 
尺量：抽查 30%，每块测 1 个断面尺寸，2

处高度 

4 与梁体间隙（mm） ±5 尺量：抽查 30%，每块测两侧各 1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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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座中心顺桥向偏位（mm） ≤5 尺量：测每支座 

3Δ  支座高程（mm） 
满足设计要求； 

设计未规定时±5 
水准仪：测每支座中心线 

4 支座四角高差（mm） 
承压力≤5000kN ≤1 

水准仪：测每支座 
承压力＞5000kN ≤2 

7.9.4.3 外观质量 

7.9.4.3.1 支座表面应无污损及灰尘，支座附近无建筑垃圾和其他杂物。 

7.9.4.3.2 支座防护层应无划伤、剥落。 

7.9.4.3.3 防尘罩应无缺失、无损坏。 

7.9.5 伸缩装置安装 

7.9.5.1 基本要求 

7.9.5.1.1 伸缩装置种类、规格及技术性能应满足设计并符合有关技术规范的规定，具有产品合格证，

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安装。 

7.9.5.1.2 伸缩装置两侧混凝土的类型和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预埋锚固钢筋定位准确、无缺失。 

7.9.5.1.3 伸缩装置处不得积水。 

7.9.5.2 实测项目 

见表33。 

表33 伸缩装置安装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长度（mm） 满足设计要求 尺量：测每道 

2Δ  缝宽（mm） 满足设计要求 尺量：每道每 2m测 1 处 

3 与桥面高差（mm） ≤2 尺量：伸缩装置两侧各测 5 处 

4 纵坡（%） 
一般 ±0.5 

水准仪：每道测 5 处 
大型 ±0.2 

5 横向平整度（mm） ≤3 
3m 直尺：每道顺长度方向检查伸缩装置及锚固混凝土

各 2 尺 

6 焊缝尺寸（mm） 满足设计要求，设计未要求

时，按焊缝质量二级 

量规：检查全部，每条焊缝检查 2 处 

7Δ  焊缝探伤 超声法：检查全部 

注1：项次2应按安装时气温折算。 

注2：项次6、7应为工地焊缝。 

7.9.5.3 外观质量 

7.9.5.3.1 伸缩装置无渗漏、变形、开裂。 

7.9.5.3.2 伸缩缝及伸缩装置中无阻塞活动的杂物。 

7.9.5.3.3 焊缝无裂纹、焊瘤、夹渣、未焊透、电弧擦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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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3.4 锚固混凝土表面不应存在本标准附录 L 所列限制缺陷。 

7.9.6 人行道铺设 

7.9.6.1 基本要求 

7.9.6.1.1 人行道各构件应连接牢固。 

7.9.6.1.2 人行道板必须在人行道梁锚固后方可铺设，并应坐浆密实。 

7.9.6.1.3 地砖应粘贴牢固，无空鼓、裂缝。 

7.9.6.2 实测项目 

见表34。 

表34 人行道板铺设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人行道边缘平面偏位（mm） ≤5 全站仪、钢尺：每 200m测 5 处 

2 纵向高程（mm） +10，0 水准仪：每 200m 测 5 处 

3 接缝两侧高差（mm） ≤2 尺量：抽查 10%接缝，测接缝高差最大处 

4 横坡（%） ±0.3 水准仪：每 200m 测 5 处 

5 平整度（mm） ≤5 3m 直尺：每 200m 测 5 处 

注：桥长不满200m者，按200m处理。 

7.9.6.3 外观质量 

7.9.6.3.1 不得出现断裂构件。 

7.9.6.3.2 应无长度超过 20mm或深度超过 10mm的缺棱掉角。 

7.9.6.3.3 地砖应无开裂，嵌缝无空洞、间断。 

7.9.7 栏杆安装 

7.9.7.1 基本要求 

7.9.7.1.1 应采用验收合格的栏杆及其他构件。 

7.9.7.1.2 栏杆应在人行道板铺完后方可安装。 

7.9.7.1.3 栏杆安装应牢固，其杆件连接处的填缝料应饱满平整，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7.9.7.2 实测项目 

见表35。 

表35 栏杆安装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栏杆平面偏位（mm） ≤4 全站仪、钢尺：每 200m 测 5 处 

2 扶手高度（mm） ±10 水准仪、尺量：抽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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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顶高差（mm） ≤4 

3 接缝两侧扶手高差（mm） ≤3 尺量：抽查 20% 

4 竖杆或柱纵、横向竖直度（mm） ≤4 铅锤法：抽查 20%，每处测纵、横向，各测 1 处 

7.9.7.3 外观质量 

7.9.7.3.1 杆件接缝处应无开裂。 

7.9.7.3.2 栏杆线形应无异常突变。 

7.9.8 混凝土护栏 

7.9.8.1 基本要求 

7.9.8.1.1 护栏上的钢构件应焊接牢固，并按设计要求进行防护。 

7.9.8.1.2 护栏的断缝、假缝的设置应满足设计要求。 

7.9.8.1.3 应按设计要求的施工阶段安装护栏。 

7.9.8.2 实测项目 

见表36。 

表36 混凝土护栏浇筑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混凝土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检查 

2 平面偏位（mm） ≤4 全站仪、钢尺：每道护栏每 200m 测 5 处 

3Δ  断面尺寸（mm） ±5 尺量：每道护栏每 200m 测 5 处 

4 竖直度（mm） ≤4 铅锤法：每道护栏每 200m测 5处 

5 预埋件位置（mm） ≤5 尺量：测每件 

注：护栏长度不满200m者，按200m处理。 

7.9.8.3 外观质量 

7.9.8.3.1 护栏线形应无异常弯折、突变。 

7.9.8.3.2 混凝土表面不应存在本标准附录 J所列限制缺陷。 

7.9.8.3.3 焊缝表面不得有裂纹、焊瘤、夹渣。 

7.9.9 桥头搭板 

7.9.9.1 基本要求 

7.9.9.1.1 桥头搭板下的地基及垫层或路面基层强度和压实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7.9.9.1.2 桥头搭板与桥台的连接应满足设计要求。 

7.9.9.2 实测项目 

见表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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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桥头搭板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混凝土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检查 

2 枕梁尺寸（mm） 
宽、高 ±20 尺量：毎梁测 2 个断面 

长 ±30 尺量：测每梁中心线处 

3 板尺寸（mm） 
长、宽 ±30 尺量：各测 2 处 

厚 ±10 尺量：测 4 处 

4 顶面高程（mm） ±5 水准仪：测四角及中心线附近 5 处 

7.9.9.3 外观质量 

7.9.9.3.1 混凝土表面不应存在本标准附录 J所列限制缺陷。 

7.9.9.3.2 搭板接缝填充应无空洞、虚填。 

7.9.10 护坡（锥坡）和踏步 

7.9.10.1 基本要求 

7.9.10.1.1 勾缝砂浆强度不得小于砌筑砂浆强度。 

7.9.10.1.2 护坡下端基础埋置深度及地基承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 

7.9.10.1.3 护面下填土密实度应满足设计要求，对坡面刷坡整平后方可铺砌。 

7.9.10.1.4 砌块应相互错缝、咬扣紧密，嵌缝饱满密实。 

7.9.10.1.5 应按设计要求设置沉降缝、伸缩缝、泄水孔、坡面防排水设施。 

7.9.10.2 实测项目 

见表38。 

表38 护坡（锥坡）和踏步实测项目 

7.9.10.3 外观质量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砂浆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E 检查 

2 
平面尺寸（mm） ±50 尺量：长、宽各检查 2 处 

顶面高程（mm） ±50 水准仪：测量 3～5 点 

3 表面平整度（mm） ≤35 
2m 直尺：除堆坡外每 50m 测 3处，每处

纵、横向各 1 尺；堆坡处顺坡测 3 尺 

4 坡度（%） ≤设计值 
坡度尺：长度不大于 30m 时测 5 处，每增

加 10m 增加 1 处 

5Δ  厚度或断面尺寸（mm） ≥设计值 
尺量：长度不大于 50m 时测 10个断面，

每增加 10m 增加 1 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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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10.3.1 浆砌缝开裂、勾缝不密实和脱落的累计换算面积不得超过该面面积的 1.5%，且最大单个

换算面积不应大于 0.08m²。换算面积按缺陷缝长度乘以 0.1m计算。 

7.9.10.3.2 坡面不得出现坍塌、外鼓变形。 

8 涵洞工程 

8.1 一般规定 

8.1.1 乡村公路中每座涵洞作为一个单位工程评定。 

8.1.2 涵洞的每个结构、构件均应检验，另有规定的除外。 

8.1.3 钢筋混凝土涵洞除按本章规定的分项工程进行检验外，还应包括钢筋加工及安装分项工程的检

验。 

8.2 涵洞总体 

8.2.1 基本要求 

8.2.1.1 应按设计文件的要求完成全部施工项目。 

8.2.1.2 各结构构件应无异常变形。 

8.2.1.3 各接缝、沉降缝位置应正确，填缝应无空鼓、开裂、漏水现象。对预制构件，其接缝应与沉

降缝在同一平面内。 

8.2.2 实测项目 

见表39。 

表39 涵洞总体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轴线偏位 

（mm） 

明涵 ≤20 
全站仪：测中心线 5 处 

暗涵 ≤50 

2 流水面高程（mm） ±20 水准仪：测洞口、中点和其他四分点附近 5 处 

3 涵底铺砌厚度（mm） +40，-10 尺量：测 5 处 

4 长度（mm） +100，-50 尺量：检查中心线 

5 
跨径或内

径（mm） 

波形钢管涵 ±2%D 
尺量：每 5m 测 1 处，且不少于 3 处，测相互垂

直两个方向 

其他 ±30 尺量：测 5 处 

6 净高（mm） 
明涵 ≥设计值-20 

尺量：测洞口及中心共 3 处 
暗涵 ≥设计值-50 

注1：D为管涵直径，计算规定值或允许偏差时以mm计。 

注2：实际工程未涉及的项目不检查。 

8.2.3 外观质量 

8.2.3.1 涵洞内不得遗留建筑垃圾、杂物，进出口、洞身、与沟槽等衔接处无阻水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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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2 锥坡不得出现塌陷和亏坡。 

8.3 涵台 

8.3.1 基本要求 

8.3.1.1 地基承载力及基础埋置深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8.3.1.2 沉降缝应竖直、贯通，填缝密实、饱满。 

8.3.1.3 砌块应错缝、坐浆挤紧，砌块间嵌缝料和砂浆饱满。 

8.3.1.4 勾缝砂浆强度不得小于砌筑砂浆强度。 

8.3.2 实测项目 

见表40。 

表40 涵台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混凝土或砂浆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或 E 检查 

2 断面尺寸（mm） 
片石砌体 ±20 

尺量：测 3 个断面 
混凝土 ±15 

3 竖直度（mm） ≤0.3%H 铅锤法：测 3 个断面 

4 顶面高程（mm） ±10 水准仪：测 5 处 

注：H为台高，计算规定值或允许偏差时以mm计。 

8.3.3 外观质量 

8.3.3.1 混凝土表面不应存在本标准附录 J所列限制缺陷。 

8.3.3.2 砌缝开裂、勾缝不密实和脱落的累计换算面积不得超过该面面积的 1.5%，单个换算面积不应

大于 0.04m²，且不应存在宽度超过 0.5mm、长度大于砌块尺寸的非受力砌缝裂隙。换算面积应按缺陷缝

长度乘以 0.1m计算。 

8.3.3.3 砌缝应无空洞、宽缝、大堆砂浆填隙和假缝。 

8.4 混凝土涵管安装 

8.4.1 基本要求 

8.4.1.1 地基承载力必须满足设计要求，涵管与管座、垫层或地基紧密贴合，垫稳坐实。 

8.4.1.2 接缝、沉降缝填料应嵌填密实，表面平整。 

8.4.1.3 不得安装破损的涵管。 

8.4.1.4 管座沉降缝应与涵管接头齐平，无错位现象。 

8.4.1.5 每节涵管底坡度均不得出现反坡。 

8.4.1.6 防渗漏的倒虹吸涵管应做渗漏试验，渗漏量应满足相关技术规定的规范。 

8.4.2 实测项目 

见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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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混凝土涵管安装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管座或垫层混凝土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检查 

2 管座或垫层宽度、厚度（mm） ≥设计值 尺量：测 5 个断面 

3 相邻管节底面错台（mm） 
管径≤1m ≤3 

尺量：测 5 个接头最大值 
管径＞1m ≤5 

8.4.3 外观质量 

8.4.3.1 涵管线形不应出现反复弯折。 

8.4.3.2 接缝不得出现脱落、间断、空鼓及宽度超过 0.5mm的裂缝。 

8.5 盖板制作 

8.5.1 基本要求 

8.5.1.1 分块的接缝应与沉降缝在同一平面内。 

8.5.1.2 在吊移出预制底座时，混凝土的强度不得低于设计所要求的吊装强度。 

8.5.2 实测项目 

见表42。 

表42 盖板制作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混凝土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检查 

2Δ  高度（mm） 
明涵 +10，-0 

尺量：抽查 30%的板，且不少于 3 块板，每板检查 2 个

断面 

暗涵 ≥设计值 

3 宽度（mm） 
现浇 ±20 

预制 ±10 

4 长度（mm） +10，-20 尺量：抽查 30%的板，且不少于 3 块板，每板检查 2 侧 

8.5.3 外观质量 

8.5.3.1 混凝土表面不应存在本标准附录 J所列限制缺陷。 

8.5.3.2 应无建筑垃圾、杂物和临时预埋件。 

8.6 盖板安装 

8.6.1 基本要求 

8.6.1.1 盖板、涵台及支承面应检验合格。 

8.6.1.2 盖板与支承面应密贴。 

8.6.1.3 板与板之间的接缝填充材料的品种和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填充密实。 

8.6.1.4 接缝应与沉降缝在同一平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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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2 实测项目 

见表43。 

表43 盖板安装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支承面中心偏位（mm） ≤10 尺量：每孔抽查 3 块板 

2 相邻板最大高差（mm） ≤10 尺量：抽查 20%，且不少于 6 块板，测相邻板高差最大处 

8.6.3 外观质量 

8.6.3.1 填缝不得出现脱落及超过 0.5mm的裂缝。 

8.6.3.2 吊装孔应填充密实。 

8.7 箱涵浇筑 

8.7.1 基本要求 

8.7.1.1 支架和模板的强度、刚度、稳定性应符合施工技术规范的规定。 

8.7.1.2 预计的支架变形及支承的下沉量应满足施工后涵体设计高程的要求，需要消除支承不均匀沉

降、非弹性变形的支架应进行预压。 

8.7.1.3 预埋件的设置和固定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施工技术规范的规定。 

8.7.2 实测项目 

见表 44。 

表44 箱涵浇筑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混凝土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检查 

2 
净高、宽

（mm） 

高度 +5，-10 
尺量：测 3 个断面 

宽度 ±30 

3Δ  
顶板厚 

（mm） 

明涵 +10，-0 
尺量：测 5 处 

暗涵 ≥设计值 

4 侧墙和底板厚（mm） ≥设计值 尺量：各墙、板测 5 处 

5 平整度（mm） ≤8 2m 直尺：每侧面每 10m 测 2 处，每处竖直及水平 2 个方向 

8.7.3 外观质量 

8.7.3.1 混凝土表面不应存在本标准附录 J所列限制缺陷。 

8.7.3.2 应无建筑垃圾、杂物和临时预埋件。 

8.8 一字墙和八字墙 

8.8.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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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1 地基承载力及基础埋置深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8.8.1.2 沉降缝应竖直、贯通，填缝密实、饱满。 

8.8.1.3 砌块应错缝、坐浆挤紧，砌块间嵌缝料和砂浆饱满。 

8.8.1.4 勾缝砂浆强度不得小于砌筑砂浆强度。 

8.8.2 实测项目 

见表45。 

表45 一字墙和八字墙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混凝土或砂浆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D 或 E 检查 

2 平面位置（mm） ≤50 全站仪：测墙顶内边线 3 点 

3 顶面高程（mm） ±20 水准仪：测 3 处 

4 坡度（%） ≤0.5 铅锤法：长度方向测 3 处 

5Δ  断面尺寸（mm） ≥设计值 尺量：测 2 个断面 

8.8.3 外观质量 

8.8.3.1 混凝土表面不应存在本标准附录 J所列限制缺陷。 

8.8.3.2 砌缝开裂、勾缝不密实和脱落的累计换算面积不得超过该面面积的 1.5%，单个换算面积不应

大于 0.04m²，且不应存在宽度超过 0.5mm、长度大于砌块尺寸的非受力砌缝裂隙。换算面积应按缺陷缝

长度乘以 0.1m计算。 

8.8.3.3 砌缝应无空洞、宽缝、大堆砂浆填隙和假缝。 

8.9 倒虹吸竖井、集水井砌筑 

8.9.1 基本要求 

8.9.1.1 砌筑要求应符合本标准 6.2.1。 

8.9.1.2 抹面应压光，与井壁黏结牢固。 

8.9.1.3 井壁、接头填缝应平整密实、不漏水。 

8.9.1.4 应做灌水试验，试验结果应符合相关技术规范的规定。 

8.9.2 实测项目 

见表46。 

表46 倒虹吸竖井、集水井砌筑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砂浆强度（MPa） 在合格标准内 按附录 E 检查 

2 高程（mm） 
井底 ±15 

水准仪：各测 3 点 
井口 ±20 

3 圆井直径或方井边长（mm） ±20 尺量：测 2 个断面，直径测相互垂直两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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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井壁、井底厚（mm） +20，-5 尺量：测井壁 8 处，井底 3 处 

8.9.3 外观质量 

8.9.3.1 井内不得遗留建筑垃圾、杂物。 

8.9.3.2 井壁抹面应无剥落、空鼓。 

9 交通安全设施 

9.1 一般规定 

9.1.1 交通安全设施产品应检测合格，并经进场检验确认满足设计要求后方可使用。 

9.1.2 交通安全设施采用钢质材料时，必须进行防腐处理，防腐层质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9.2 交通标志 

9.2.1 基本要求 

9.2.1.1 交通标志的加工、制作应符合 GB 5768和 GB/T 23827的规定。 

9.2.1.2 交通标志在运输过程中不得损伤标志面及金属构件涂层。 

9.2.1.3 交通标志的设置及安装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施工技术规范的规定。 

9.2.1.4 交通标志及支撑件应安装牢固，基础混凝土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9.2.2 实测项目 

见表47。 

表47 交通标志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标志面反光膜逆反射系数（cd·1x
-1
·m

-2
） 满足设计要求 逆反射系数测试仪：每块板每种颜色测 3 点 

2 标志板下缘至路面净空高度（mm） +100，0 经纬仪、全站仪或尺量：每块板测 2 点 

3 
柱式标志板、悬臂式和门架式标志立柱

的内边缘距土路肩边缘线距离（mm） 
≥250 尺量：每处测 1 点 

4 立柱竖直度（mm/m） 3 垂线法：每根柱测 2 点 

5 基础顶面平整度（mm） 4 尺量：对角拉线测最大间隙，每个基础测 2 点 

6 标志基础尺寸（mm） +100，-50 尺量：每个基础长度、宽度各测 2 点 

9.2.3 外观质量 

交通标志在安装后标志面及金属构件涂层应无损伤。 

9.3 交通标线 

9.3.1 基本要求 

9.3.1.1 交通标线施划前路面应清洁、干燥、无起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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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2 交通标线用涂料产品应符合 GB/T 24722和 JT/T 280的规定；防滑涂料产品应符合 JT/T 712

的规定。 

9.3.1.3 路面标线的颜色、形状和设置位置应符合 GB 5768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9.3.1.4 反光标线玻璃珠应撒布均匀，施划后标线无起泡、剥落现象。 

9.3.2 实测项目 

见表48。 

表48 交通标线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标线线段长度 

（mm） 

6000 ±30 

尺量：每 1km 测 3 处，每处测 3 线段 

4000 ±20 

3000 ±15 

2000 ±10 

1000 ±10 

2 标线宽度（mm） +5，0 尺量：每 1km 测 3 处，每处测 3 点 

3Δ  
标线厚度 

（干膜，mm） 

溶剂型 ≥设计值 

标线厚度测量仪或卡尺：每 1km 测 3 处，

每处测 6 点 

热熔型 +0.50，-0.10 

水性 ≥设计值 

双组份 ≥设计值 

预成型标线 ≥设计值 

突

起

型 

突起高度 ≥设计值 

基线厚度 ≥设计值 

4 标线横向偏位（mm） ≤30 尺量：每 1km 测 3 处，每处测 3 点 

5 
标线 

纵向间距（mm） 

9000 ±45 

尺量：每 1km 测 3 处，每处测 3 个线段 
6000 ±30 

4000 ±20 

3000 ±15 

6Δ  
逆反射亮度系数 RL

（mcd·m
-2
·lx

-1
） 

非

雨

夜

反

光

标

线 

Ⅰ级 
白色 ≥150 

标线逆反射测试仪：每 1km 测 3 处，每处

测 9 点 

黄色 ≥100 

Ⅱ级 
白色 ≥250 

黄色 ≥125 

Ⅲ级 
白色 ≥350 

黄色 ≥150 

Ⅳ级 
白色 ≥450 

黄色 ≥175 

雨

夜

反

光

干燥 
白色 ≥350 

标线逆反射测试仪：每 1km 测 3 处，每处

测 9 点 

黄色 ≥200 

潮湿 
白色 ≥175 

黄色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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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线 

连续 

降雨 

白色 ≥75 

黄色 ≥75 

立

面

反

光

标

记 

干燥 
白色 ≥400 

黄色 ≥350 

潮湿 
白色 ≥200 

黄色 ≥175 

连续 

降雨 

白色 ≥100 

黄色 ≥100 

7
①
 抗滑值（BPN） 

抗滑标线 ≥45 
摆式摩擦系数测量仪：每 1km测 3 处 

彩色防滑标线 满足设计要求 

注：注1：抗滑标线、彩色防滑标线测量抗滑值。 

9.3.3 外观质量 

交通标线线形不得出现设计要求以外的弯折。 

9.4 波形梁钢护栏 

9.4.1 基本要求 

9.4.1.1 波形梁钢护栏产品应符合 GB/T 31439的规定。 

9.4.1.2 路肩和中央分隔带的土基压实度应不小于设计值。 

9.4.1.3 石方路段和挡土墙上的护栏立柱的埋深及基础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 

9.4.1.4 波形梁钢护栏各构件的安装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施工技术规范的规定。 

9.4.1.5 护栏的端头处理及与护栏过渡段的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 

9.4.2 实测项目 

见表49。 

表49 波形梁钢护栏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波形梁板基底金属厚度（mm） 符合 GB/T 31439 规定 
板厚千分尺、涂层测厚仪：抽查板

块的 5%，且不少于 10 块 

2Δ  立柱基底金属壁厚（mm） 符合 GB/T 31439 规定 
千分尺或超声波测厚、涂层测厚仪：

抽检 5% 

3Δ  横梁中心高度（mm） ±20 尺量：每 1km 每侧测 5 处 

4 立柱中距（mm） ±20 尺量：每 1km 每侧测 5 处 

5 立柱竖直度（mm/m） ±10 垂线法：每 1km 每侧测 5 处 

6 立柱外边缘距路肩边线距离（mm） ≥250 或≥设计要求 尺量：每 1km 每侧测 5 处 

7 立柱埋入深度（mm） ≥设计要求 
尺量或埋深测量仪测量立柱打入后

定尺长度：每 1km 每侧测 5 处 

8 螺栓终拧扭矩 ±10% 扭力扳手：每 1km 每侧测 5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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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外观质量 

9.4.3.1 护栏各构件表面应无漏镀、露铁、擦痕。 

9.4.3.2 护栏线形应无凹凸，起伏现象。 

9.5 混凝土护栏 

9.5.1 基本要求 

9.5.1.1 混凝土护栏的地基承载力应满足设计要求。 

9.5.1.2 混凝土护栏块件标准段、混凝土护栏起终点的几何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 

9.5.1.3 混凝土护栏预制块件在吊装、运输、安装过程中，不得断裂。 

9.5.1.4 各混凝土护栏块件之间、护栏与基础之间的连接应满足设计要求。 

9.5.1.5 混凝土护栏的埋入深度、配筋方式及数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9.5.1.6 混凝土护栏的端头处理及护栏过渡段的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 

9.5.2 实测项目 

见表50。 

表50 混凝土护栏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护栏断面尺寸

（mm） 

高度 ±10 

尺量：每 1km 每侧测 5 处 顶宽 ±5 

底宽 ±5 

2 钢筋骨架尺寸（mm） 满足设计要求 
过程检查，尺量：每 1km 每侧测 5

处 

3 横向偏位（mm） ±20 或满足设计要求 尺量：每 1km 每侧测 5 处 

4 基础厚度（mm） ±10%H 
过程检查，尺量：每 1km 每侧测 5

处 

5Δ  护栏混凝土强度（MPa） 满足设计要求 按附录 D 检查 

6 混凝土护栏块件之间的错位（mm） ≤5 尺量：每 1km 每侧测 5 处 

注：H为基础的设计厚度，以mm计。 

9.5.3 外观质量 

9.5.3.1 混凝土护栏表面的蜂窝、麻面、裂缝、脱皮等缺陷面积不得超过该面面积的 0.5%，深度不得

超过 10mm。 

9.5.3.2 混凝土护栏块件的损边、掉角长度每处不得超过 20mm。 

9.5.3.3 护栏线形应无凹凸、起伏现象。 

9.6 缆索护栏 

9.6.1 基本要求 

9.6.1.1 缆索护栏产品应符合 JT/T 89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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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2 端部立柱应安装牢固。基础混凝土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9.6.1.3 护栏的端头处理及护栏过渡段的处理应满足设计要求。 

9.6.2 实测项目 

见表51。 

表51 缆索护栏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Δ  初张力 ±5% 张力计：逐根检测 

2 最下一根缆索的高度（mm） ±20 尺量：每 1km 每侧测 5 处 

3 立柱中距（mm） ±20 尺量：每 1km 每侧测 5 处 

4 立柱竖直度（mm/m） ±10 垂线法：每 1km 每侧测 5 处 

5 立柱埋置深度（mm） ≥设计要求 
尺量或埋深测量仪测量立柱打入后

定尺长度：每 1km 每侧测 5 处 

6 混凝土基础尺寸（mm） 满足设计要求 尺量：每个基础长度、宽度各测 2 点 

9.6.3 外观质量 

9.6.3.1 护栏各构件表面应无漏镀、露铁、擦痕。 

9.6.3.2 护栏线形应无凹凸、起伏现象。 

9.7 突起路标 

9.7.1 基本要求 

9.7.1.1 突起路标产品应符合 GB/T 24725和 GB/T 19813 的规定。 

9.7.1.2 突起路标的布设及其颜色应符合 GB 5768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9.7.1.3 突起路标施工前路面应清洁、干燥，定位准确。 

9.7.1.4 突起路标与路面的粘结应牢固。 

9.7.2 实测项目 

见表52。 

表52 突起路标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安装角度（°） ±5 角尺：抽查 10% 

2 纵向间距（mm） ±50 尺量：抽查 10% 

3 横向偏位（mm） ±30 尺量：抽查 10% 

9.7.3 外观质量 

突起路标表面无污损。 

9.8 轮廓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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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 基本要求 

9.8.1.1 轮廓标产品应符合 GB/T 24970的规定。 

9.8.1.2 柱式轮廓标的基础混凝土强度、基础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 

9.8.1.3 轮廓标的布设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施工技术规范规定。 

9.8.1.4 轮廓标应安装牢固，色度性能和光度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9.8.2 实测项目 

见表53。 

表53 轮廓标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安装角度（°） 0～5 
花杆、十字架、卷尺、万能角尺：

抽查 5% 

2 反射器中心高度（mm） ±20 尺量：抽查 5% 

3 柱式轮廓标竖直度（mm） ±10 垂线法：抽查 5% 

9.8.3 外观质量 

轮廓标表面应无污损。 

9.9 隔离栅和防落物网 

9.9.1 基本要求 

9.9.1.1 隔离栅产品应符合 GB/T 26941的规定，绿篱隔离栅和防落物网应满足设计要求。 

9.9.1.2 立柱混凝土基础应满足设计要求。 

9.9.1.3 各构件的安装应满足设计要求并符合施工技术规范的规定。 

9.9.1.4 防落物网网孔应均匀，结构牢固，围封严实。 

9.9.1.5 隔离栅起终点端头围封应满足设计要求。 

9.9.2  实测项目 

见表54。 

表54 隔离栅和防落物网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高度（mm） ±15 尺量：每 1km 测 5 处 

2 刺钢丝的中心垂度（mm） ≤15 尺量：每 1km 测 5 处 

3 立柱中距（mm） 

焊接网 ±30 

尺量：每 1km 测 5 处 
钢板网 ±30 

刺钢丝网 ±60 

编织网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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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立柱竖直度（mm/m） ±10 垂线法：每 1km 测 5 处 

5 立柱埋置深度（mm） ≥设计要求 过程检查，尺量：抽查 2% 

9.9.3 外观质量 

混凝土立柱表面无裂缝、无蜂窝。 

9.10 里程碑和百米桩 

9.10.1 基本要求 

9.10.1.1 里程碑的样式、尺寸、颜色、字体应符合 GB 5768的规定。 

9.10.1.2 里程碑和百米桩在运输、安装过程中不得断裂和破损。 

9.10.1.3 里程碑和百米桩应定位准确、安装牢固。 

9.10.2 实测项目 

见表55。 

表55 里程碑和百米桩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外形尺寸（mm） 

高度 ±10 

尺量：抽查 10% 宽度 ±5 

厚度 ±5 

2 字体及尺寸（mm） 满足设计要求 尺量：抽查 10% 

3 里程碑竖直度（mm/m） ±10 垂线法：抽查 10% 

9.10.3 外观质量 

里程碑和百米桩表面应无裂缝、蜂窝和破损。 

10 其他工程 

10.1 交通标志、标线 

10.1.1 交通标志标线的加工、制作应符合 GB 5768和 GB/T 23827的规定。 

10.1.2 交通标志在运输过程中不得损伤标志面及金属构件涂层。 

10.1.3 交通标志及支撑件应安装牢固，基础混凝土强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10.1.4 交通标线施划前路面应清洁、干燥、无起灰。 

10.1.5 交通标线用涂料产品应符合 GB/T 24722和 JT/T 280的规定；防滑涂料产品应符合 JT/T 712

的规定。 

10.1.6 交通标线的颜色、形状和位置应符合 GB 5768的规定并满足设计要求。 

10.1.7 反光标线玻璃珠应撒布均匀。 

10.2 分隔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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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 分隔设施的结构应坚固耐用、便于安装、易于养护。 

10.2.2 分隔设施的颜色宜醒目，分隔设施表面应设置轮廓标或反光膜。 

10.3 交通信号 

10.3.1 信号控制交叉口宜采用公交信号优先控制方式。 

10.3.2 公交信号优先控制应满足交叉口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最小绿灯时间和最大红灯时间的约束

条件。 

10.3.3 采用公交信号优先控制的交叉口，可设置公交专用信号灯；公交专用信号灯应设置在容易视认

的位置。 

10.4 监控设施 

10.4.1 固定式监控设施应与交通标志、标线或交通信号配合使用。固定式监控设施的监控图像范围内

的公交专用车道标线、“公交专用”字样和专用时段等内容应清晰可见。 

10.4.2 单独使用固定式监控设施时，设置间距宜小于 1000米。 

10.4.3 移动式监控设施应安装在公交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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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单位及分项工程划分 

表A.1 单位及分项工程划分 

单位工程 分项工程 

路基工程（每项目） 
土方路基（1km～3km） 

浆砌水沟（1km～3km） 

路面工程（每项目） 

底基层（每压实层）（1km～3km） 

基层（每压实层）（1km～3km） 

面层（1km～3km） 

路缘石（1km～3km） 

路肩（1km～3km） 

桥梁工程（每座） 

桥梁总体 

钢筋加工及安装（每构件/全桥） 

基础及下部结构（每桩、台、柱、盖梁、系梁等） 

梁、板（每梁、板） 

桥面铺装（全桥） 

垫石（全桥） 

支座（全桥） 

伸缩缝（全桥） 

人行道（全桥） 

栏杆（全桥） 

防撞护栏（全桥） 

桥头搭板（全桥） 

锥坡、踏步（全桥） 

涵洞工程（每座） 

涵洞总体 

钢筋加工及安装（全涵盖板，每涵台、箱涵） 

涵台 

混凝土涵管安装 

盖板制作 

盖板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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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涵浇筑 

一字墙、八字墙 

倒虹吸竖井、集水井砌筑 

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每项目） 

护栏（1km～3km） 

护栏钢筋加工及安装（1km～3km） 

标志（1km～3km） 

标线（1km～3km） 

突起路标（1km～3km） 

轮廓标（1km～3km） 

隔离栅和防落物网（1km～3km） 

里程碑和百米桩（1km～3km） 

注1：“1km～3km”指按长度1km～3km划分为一个分项工程，不足1km划分为一个分项工程。 

注2：“每构件”指每桩、台、柱、盖梁、系梁、梁、板等。 

注3：“全桥”指全桥该部位统一划为一个分项工程。 

注4：钢筋加工及安装分项工程括号中的“全桥/每构件”分别对应以每构件和全桥为分项工程的钢筋加工及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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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压实度测评 

路基和路面基层、底基层的压实度以重型击实标准为准。沥青面层压实度以现行《公路沥青路面施

工技术规范》的规定为准。 

对于特殊干旱、潮湿地区或过湿土，可以按现行《公路路基设计规范》、《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

规定的压实度标准进行评定。 

标准密度应做平行试验，求其平均值作为现场检验的标准值。对于均匀性较差的路基土质和路面结

构层材料，应根据实际情况增补标准密度试验，求得相应的标准值。 

路基、路面压实度以1km～3km长的路段为检验评定单元，按本标准各有关章节要求的检测频率进行

现场压实度抽样检查，求算每一测点的压实度 iK 。细粒土现场压实度检查可以采用灌砂法或环刀法；

粗粒土及路面结构层压实度检查可以采用灌砂法、水袋法或钻孔取样蜡封法。应用核子密度仪时，须经

对比试验检验，确认其可靠性。 

检验评定段的压实度代表值K （算术平均值的下置信界限）见公式B.1： 

 
0KS

n

t
kK    ................................ (B.1) 

式中： 

k —  检验评定段内各测点压实度的平均值； 

t —  t 分布表中随测点数和保证率（或置信度 ）而变的系数， t 见表B.1，基层、底基层采用95%

保证率，路基、路面面层采用90%保证率； 

S —  检测值的标准差； 
n—  检测点数； 

0K —  压实度代表值的标准值。 

路基、基层和底基层：当 0KK  ，且单点压实度 iK 全部大于等于规定值减2个百分点时，评定路

段的压实度合格率为100%；当 0KK  ，且单点压实度 iK 全部大于等于规定极值时，按测定值不低于

规定值减2个百分点的测点数计算合格率。 

0KK  或某一单点压实度 iK 小于规定极值时，该评定路段压实度为不合格，相应分项工程评为

不合格。 

路堤施工段短时，分层压实度应点点大于等于95%，且样本数不少于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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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面层：当 0KK  ，且单点压实度 iK 全部大于等于规定值减1个百分点时，评定路段的压实度

合格率为100%；当 0KK  ，按测定值不低于规定值减1个百分点的测点数计算合格率。 

0KK  时，评定路段的压实度为不合格，相应分项工程评为不合格。 

表B.1 nt   值 

保证率 

n 
95% 90% 

保证率 

n 
95% 90% 

2 4.465 2.176 21 0.376 0.289 

3 1.686 1.089 22 0.367 0.282 

4 1.177 0.819 23 0.358 0.275 

5 0.953 0.686 24 0.350 0.269 

6 0.823 0.603 25 0.342 0.264 

7 0.734 0.544 26 0.335 0.258 

8 0.670 0.500 27 0.328 0.253 

9 0.620 0.466 28 0.322 0.248 

10 0.580 0.437 29 0.316 0.244 

11 0.546 0.414 30 0.310 0.239 

12 0.518 0.393 40 0.266 0.206 

13 0.494 0.376 50 0.237 0.184 

14 0.473 0.361 60 0.216 0.167 

15 0.455 0.347 70 0.199 0.155 

16 0.438 0.335 80 0.186 0.145 

17 0.423 0.324 90 0.175 0.136 

18 0.410 0.314 100 0.166 0.129 

19 0.398 0.305 

>100 
n

6449.1
 

n

2815.1
 

20 0.387 0.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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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水泥混凝土弯拉强度评定 

混凝土弯拉强度试验方法应使用标准小梁法或钻芯劈裂法，试件使用标准方法制作，标准养生时间

28d，路面钻芯劈裂时间宜控制在28d～56d以内，不掺粉煤灰宜用28d，掺粉煤灰宜用28d～56d。每工作

班制取1组试件。每组3个试件的平均值作为一个统计数据。 

水泥混凝土弯拉强度合格标准如下： 

——试件组数大于 10 组时，平均弯拉强度合格判断式见公式 C.1和公式 C.2； 

 Kff rcs   .................................... (C.1) 

式中： 

csf —  合格判定平均弯拉强度（MPa）； 

rf —  设计弯拉强度标准值（MPa）； 

K —  合格判定系数，见表C.1； 

 —  弯拉强度统计均方差。 

 cv fC  ...................................... (C.2) 

式中： 

 —  弯拉强度统计均方差； 

vC —  实测弯拉强度统计变异系数； 

cf —  实测弯拉强度统计平均值。 

表C.1 合格判定系数 

试件组数 n 11-14 15-19 ≥20 

合格判定系数 K 0.75 0.70 0.65 

——当试件组数为大于 10组时，允许有一组最小弯拉强度小于 0.85 rf ，但不得小于 0.80 rf ； 

——试件组数小于或等于 10 组时，试件的平均强度不得小于 1.15 rf ，任一组强度均不得小于

0.85 rf ： 

 rcs ff 15.1  ..................................... (C.3)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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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f —  合格判定平均弯拉强度（MPa）； 

rf —  设计弯拉强度标准值（MPa）。 

rff 85.0min  …………………………………………(C.4) 

式中： 

minf —  试件中强度最低一组的值（MPa）； 

rf —  设计弯拉强度标准值（MPa）。 

 实测弯拉强度统计变异系数 vC 值应符合设计要求。 

当标准小梁合格判定平均弯拉强度 csf 、最小弯拉强度 minf 和统计变异系数 vC 值中有一个不符合上

述要求时，应在不合格路段每车道每1km钻取3个以上Φ 150mm的芯样，实测劈裂强度，通过各自工程的

经验统计公式换算弯拉强度，其合格判定平均弯拉强度 csf 和最小值 minf 必须合格；否则，应返工重铺。 

实测项目中，水泥混凝土弯拉强度评为不合格时相应分项工程评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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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水泥混凝土抗压强度评定 

评定水泥混凝土的抗压强度，应以标准养生28d龄期的试件、在标准试验条件下测得的极限抗压强

度为准。试件为边长150mm的立方体。试件3个为一组，制取组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不同强度等级及不同配合比的混凝土应在浇筑地点或拌和地点分别随机制取试件； 

——浇筑一般体积的结构物（如基础、墩台）时，每一单元结构物应制取 2组； 

——上部结构，主要构件长 16m 以下应制取 1 组，16-30m 制取两组。小型构件每批或每工作班至

少应制作 2组； 

——每根钻孔桩至少应制取 2组；桩长 20m以上者不少于 3组；桩径大、浇筑时间很长时，不少于

4组。如换工作班时，每工作班应制取 2组； 

——应根据施工需要，另制取几组与结构物同条件养生的试件，作为拆模、吊装、张拉预应力、承

受荷载等施工阶段的强度依据。 

水泥混凝土抗压强度合格标准见公式D.1和公式D.2。 

 RRn 15.1  ..................................... (D.1) 

式中： 

nR —  同批n组试件的平均强度（MPa）； 

R —  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MPa）。 

 RR 95.0min   .................................... (D.2) 

式中： 

minR  —  n组试件中强度最低一组的值（MPa）； 

R  —  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MPa）。 

实测项目中，水泥混凝土抗压强度评为不合格时相应分项工程评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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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水泥砂浆强度评定 

评定水泥砂浆的强度，应以标准养生28d的试件为准。试件为边长70.7mm的立方体，每组3个试件，

制取组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不同强度等级及不同配合比的水泥砂浆应随机取样分别制取试件； 

——重要及主体砌筑物，每工作班制应取 2组； 

——一般及次要构筑物，每工作班可制取 1组； 

——试件组数应不少于 3组。 

水泥砂浆强度的合格标准： 

——同强度等级试件的平均强度不低于设计强度等级； 

——任意一组试件的强度最低值不低于设计强度等级的 85%。 

实测项目中，水泥砂浆强度评为不合格时，相应分项工程应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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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规范性附录） 

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强度评定 

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强度，应以规定温度下保湿养生6d，浸水1d后的7d无侧限抗压强度为准。 

应在现场按规定频率取样，按工地预定达到的压实度制备试件。每2000m
2
或每工作班制备1组试件，

不论稳定细粒土、中粒土或粗粒土，当多次偏差系数 %10vC 时，可为6个试件； %15%10 vC 时，

可为9个试件； %15vC 时，应为13个试件。 

试件的平均强度 应满足公式F.1要求： 

 
)282.11/( vd CRR 
 ................................ (F.1) 

式中： 

dR  —  设计抗压强度（MPa）； 

vC  —  试验结果的偏差系数（以小数计）。 

评定路段内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强度评为不合格时，相应分项工程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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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G 

（规范性附录） 

路面结构层厚度评定 

评定路段内路面结构层厚度按代表值和单个合格值的允许偏差进行评定。 

应按规定频率，采用挖验或钻取芯样测定厚度。 

厚度代表值为厚度的算术平均值的下置信界限值，见公式G.1。 

 

S
n

t
XX L



 ................................... (G.1) 

式中： 

LX  —  厚度代表值（算术平均值的下置信界限）； 

X —  厚度平均值； 

t —   分布表中随测点数和保证率（或置信度 ）而变的系数，基层、底基层为95%；面层为90%； 

S —  标准差； 

n  —  检测点数。 

当厚度代表值大于等于设计厚度减去代表值允许偏差时，则按检查值的偏差不超过单点合格值的允

许偏差的测点数来计算合格率；当厚度代表值小于设计厚度减去代表值允许偏差时，该评定路段厚度不

合格相应分项工程应评为不合格。 

代表值和单点合格值的允许偏差见本标准第6章各节实测项目表。 

沥青混凝土面层厚度按铺筑总厚度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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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  

附 录 H 

（规范性附录） 

路基、柔性基层、沥青路面弯沉值评定 

弯沉值采用落锤式弯沉仪（FWD）、贝克曼梁或自动弯沉仪测量。每一双车道评定路段（不超过1km）

测点数，落锤式弯沉仪40点，贝克曼梁或自动弯沉仪80点。多车道公路应按比例增加测点。 

弯沉代表值为弯沉量测值的上波动界限，见公式H.1。 

 
SZllr 
 ..................................... (H.1) 

式中： 

rl —  弯沉代表值（0.01mm）； 

l  —  实测弯沉平均值（0.01mm）； 

S —  标准差； 

Z —  与要求保证率有关的系数，沥青面层取1.5，路基和柔性基层取1.645。 

当路基和柔性基层、底基层的弯沉代表值不符合要求时，可将超出 的弯沉特异值舍弃，重新计算

平均值和标准差。对舍弃的弯沉值大于 的点，应找出其周围界限，进行局部处理。 

用两台弯沉仪同时进行左右轮弯沉值测定时，应按两个独立测点计，不能采用左右两点的平均值。 

弯沉代表值大于设计要求的弯沉值时相应的分项工程为不合格。 

测定时的路表温度对沥青面层的弯沉值有明显影响，应进行温度修正。当沥青层厚度小于或等于

50mm时，或路表温度在20℃±2℃范围内，可不进行温度修正。 

若在非不利季节测定时，应考虑季节影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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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  

附 录 I 

（规范性附录） 

路面横向力系数评定 

评定路段内的路面横向力系数应按SFC的设计或验收标准值进行评定。 

SFC代表值为SFC算数平均值的下置信界限值，见公式I.1。 

 S
n

t
SFCSFCr

  ................................. (I.1) 

式中： 

rSFC  —   代表值； 

SFC
—   平均值； 

S  —  标准差； 

n  —  采集数据样本数量； 

t  —   分布表中随测点数和保证率（或置信度 ）而变的系数，可查表B.1。 

采用的保证率为90%。 

当SFC代表值不小于设计或验收标准时，应以所有单个SFC值统计合格率；当SFC代表值小于设计或

验收标准值时，该路段应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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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附 录 J 

（规范性附录） 

结构混凝土外观质量限制缺陷 

结构混凝土外观质量应进行全面检查。 

外观质量检查前，结构混凝土的表面不得进行涂饰。 

结构混凝土外观质量的限制缺陷应按表J1确定。 

表J.1 结构混凝土外观质量限制缺陷 

名称 现象 

限制缺陷 

支座垫石、锚下混凝

土、锚索垫块等局部

承压构件或部位 

梁、板、拱、墩台身、盖梁、塔

柱、防撞护栏、挡块、伸缩装置

锚固块、封锚、小型预制构件等 

挡土墙、承台、锚碇块体、

隧道锚塞体、沉井、基础、

桥头搭板、边坡框格梁等 

裂缝 
表面延伸到内部的缝

隙 

存在非受力裂缝和宽

度超过设计规定值的

受力裂缝 

存在宽度超过设计规定限值的非受力裂缝
a
（设计未规定的，

对防撞护栏及边坡框格梁、隐蔽结构或构件等为 0.3mm，其

他结构或构件为 0.2mm）；全预应力及 A 类预应力混凝土构件

存在受力裂缝，B 类预应力构件和钢筋混凝土构件存在宽度

超过设计和相关规范限值的受力裂缝 

孔洞 
深度超过保护层厚度

的孔穴 
存在孔洞 

露筋 
钢筋未被混凝土包裹

而形成的外露 
存在露筋 

蜂窝 

表面缺失水泥浆形成

的局部蜂窝样粗骨料

外露 

存在蜂窝 

主要受力部位 b：存在蜂窝；其

他部位：单个蜂窝面积大于

0.02m2，或蜂窝总面积超过所在

面面积的 1%，或深度超过 10mm

及 1/2 保护层厚度的蜂窝 

单个蜂窝面积大于

0.04m2，或蜂窝总面积超

过所在面面积的 2%，或深

度超过 15mm及 1/2保护层

厚度的蜂窝 

疏松 
由离析、振捣不足而形

成的局部不密实 
存在疏松 

主要受力部位
b
：存在疏松；其

他部位：疏松总面积超过所在面

面积的 1%；任一处面积大于

0.02m2 的疏松；深度超过 10mm

及 1/2 保护层厚度的疏松 

疏松总面积超过所在面面

积的 2%；任何一处面积大

于 0.04m2 的疏松；深度超

过 15mm及 1/2保护层厚度

的疏松 

麻面 
混凝土表面局部缺浆、

粗糙或密集小凹坑 

预制构件：麻面总面积超过所在面面积的 2%；其他结构

或构件：麻面总面积超过所在面面积的 3% 

非隐蔽结构或构件：麻面

总面积超过所在结构或构

件面积的 4%。隐蔽结构或

构件：麻面总面积超过所

在结构或构件面积的 6% 

夹渣 混凝土中夹有杂物 存在夹渣 

若杂物为钢筋、钢板等易腐蚀金

属，视同为露筋；若杂物为土块

木块、混凝土碎块及其他杂物等

视同为蜂窝 

— 

外形缺

陷 

棱线不直、翘曲不平、

飞边凸肋、啃边、蹦角 
影响结构便用功能或构件安装的外形缺陷，深度超过 1/2 保护层厚边的啃边、蹦角 

其他表

面缺陷 
掉皮、起砂、污染 

预制构件：缺陷超过所在面面积的 2%；其他构件：缺陷

超过所在面面积的 3% 

非隐蔽结构或构件：麻面

总面积超过所在结构或构

件面积的 4%；隐蔽结构或

构件：缺陷总面积超过所

在结构或构件面积的 6% 
a   
非受力裂缝系指由荷载以外的作用而产生的裂缝，受力裂缝系指由荷载而产生的裂缝。 

b   
b 主要受力部位包括梁、板、盖梁的跨中、支承区段，拱脚、拱顶区段，塔、柱底区段，连接区段等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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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  

附 录 K 

（规范性附录） 

水泥基浆体抗压强度评定 

水泥基浆体的强度评定应以标准养护28d的试件为准，试件为40mm×40mm×160mm的棱柱体，每组3

个试件，制取组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不同强度等级及不同配合比的水泥浆体应随机取样，分别制取试件； 

——每一工作班制取 1组，如用量超过 10m³，应按每 10m³制取 1组； 

——对桩基压浆，没桩每次应制取 1组； 

——对预应力管道压浆，每次或每 25根应至少制取 1组； 

——对锚杆压浆，每次或每 50根应至少制取 1组。 

试验及计算方法应符合GB/T 17671的规定，测定每组6个抗压强度值。 

水泥基浆体强度的合格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同强度等级试件的平均强度不低于设计强度等级； 

——任意一组的强度不低于设计强度等级的 85%。 

检查项目中水泥基浆体强度评为不合格时，相应分项工程应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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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附 录 L 

（规范性附录） 

防水层与混凝土间正拉黏结强度评定 

现场使用的黏结强度检测仪（拉拔仪）技术性能应不低于JG 3056的规定。 

测点数量和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一个施工段的面积不大于 500㎡时测 5点，超过 500㎡时每增加 500㎡增加测 2点，每一连

续施工的防水层桥面长度为一个施工段； 

——测点应随机布置，且间距不小于 5.0m。 

被测部位表面应清除干净并保持干燥。预切缝形状为50mm的圆形，从清理干净的表面向混凝土基体

内部切割预切缝，切入深度为3mm～5mm、宽度为1mm～2mm。切缝完毕，应再次清理表面。 

应采用高强、快速固化的黏结剂粘贴圆形钢标准块，避免黏结剂进入预切缝。在黏结剂完全固化前

不得扰动钢标准块。 

钢标准块直径为50mm，厚度不低于20mm，应采用45号钢制作，其带有的传力螺杆应满足所用检测仪

的要求。 

检测应在防水层固化干燥后连接钢标准块。加载应以10mm/min的匀速进行，记录破坏时的荷载值和

防水层温度，并观察破坏形式。检测完成后应对检测部位进行修补。 

正拉黏结强度应按公示L1计算： 

 A

P
f i
i 

 ....................................... (L.1) 

式中： 

if  —  测点i的正拉黏结强度（MPa）； 

iP
 —  测点i破坏时的荷载值（N）； 

A  —  钢标准块的黏结面积（mm2）。 

不应出现钢标准块与黏结胶间的界面破坏，否则重做。 

防水层黏结强度的合格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平均强度应大于或等于设计强度值； 

——小于设计强度值的测点数量不超过 5%； 

——最小强度不小于设计强度值的 85%。 

检查项目中防水层黏结强度评为不合格时，相应分项工程应为不合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