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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

津住建设〔2022〕30号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发布《天津市钢桥面浇注

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技术规程》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下达 2019 年天津市工程建设地

方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津住建设[2019]27号）要求，天津五市

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修订完成了《天津市钢桥面浇注式沥青

混凝土铺装施工技术规程》，经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织专家评审通

过，现批准为天津市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号为 DB/T29-166-2022，
自 2022 年 10月 01日起实施。原《天津市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

土铺装施工技术规程》DB/T29-166-2010同时废止。

各相关单位在实施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及时反馈给天津

五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本规程由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天津五市政

公路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2年 08月 02日



前 言

根据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下达《2019 年天津市

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津住建设[2019]27 号)文件

要求，为促进我市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技术进步，保

证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结合我市工程建设实际需要，标准编制组

在广泛调研、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天津市钢桥面浇注

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技术规程》DB/T29-166-2010 进行修订。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1 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

材料、5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配合比的设计、6 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

凝土铺装施工、7 施工质量管理与检查验收，共计 7章。

本规程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基本规定、材料、配合比的设

计、铺装施工、施工质量管理与检查验收等部分，并增加了防水粘

结层、碎石撒布、质量验收等内容。

本规程由天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由天津五市

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

见和建议，请寄天津五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天津市河东区十经

路 11 号邮政编码：300171)。

本 规 程 主 编 单 位：.天津五市政公路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城建集团有限公司

本 规 程 参 编 单 位：.天津城建滨海路桥有限公司

.中建二局第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李建伟 刘卫军 阎 磊 张迎军

.赵付星 黄世军 杜 航 于建立

.崔殿海 魏晓昕 杨显维 林长胜

http://www.baidu.com/link?url=tXCwybx2Hdo4pzpvpdbjrsC1cC6Z9gKiZAfBeGzaTr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cjkkwyTolMUKboBTMOxqMh_GnSBOhHD0tru_RaRmqLq6_NSpKkzrQGM_pGBWDS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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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规范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技术，保证施

工质量，提高桥面使用性能，延长使用寿命，特修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天津市新建或改建钢结构桥梁采用浇注式沥

青混凝土作为桥面铺装连接层的工程。

1.0.3 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除应符合本规程外，尚

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天津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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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天然湖沥青 nature asphalt
自然形成的沥青与矿质材料的混合物。

2.0.2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 cast asphalt concrete
在高热状态下经特殊搅拌工艺拌制后呈现自流状态，经摊铺整

平后靠自流作用自然致密成型、无须碾压且不透水的沥青混凝土，

由碎石、砂、矿粉和沥青构成。

2.0.3 升温搅拌运输设备 warming-up mixing transportation
device

在运输沥青混凝土过程中，可使沥青混凝土持续升温至出料温

度要求，同时对沥青混凝土起到恒温、保温的搅拌运输设备。

2.0.4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层 cast-type asphalt concrete pavement
在钢桥面上将高流动性热混合料经过摊铺、刮平，凝固后形成

具有一定厚度和强度且平整密实的沥青混凝土连接层，对钢桥面有

防水和缓冲作用。

2.0.5 侧限挡板 side baffle
布设在钢桥面摊铺宽度两侧，防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侧向流

动，起辅助摊铺的钢制挡板。

2.0.6 防水粘结层 waterproof-bonding layer
位于桥面钢板与浇注式沥青混凝土之间，起界面联结作用，同

时阻止水分对钢板侵蚀的层次。

2.0.7 喷砂除锈 sand blasting
用压缩空气喷射砂粒除锈的方法去除钢材表面锈迹，确保在防

腐涂装施工前钢板表面达到规定清洁度、粗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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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在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对现

场施工、试验、机械、管理等岗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并考核合格，

同时进行全员的技术交底，未经培训的人员不得上岗操作。

3.0.2 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前，依据设计要求应对

钢桥面进行喷砂除锈处理，经检验合格后，应立即施作防腐涂层保

护。

3.0.3 施工前，应对沥青混凝土拌和机、升温搅拌运输车辆、专

用摊铺机、同步碎石撒布机等施工机械、机具及试验仪器进行全面

检查、调试、校核、标定、维护和保养，并试运行正常。

3.0.4 钢桥面铺装各个工序正式施工前应实施试验段，实施前应

制定试验段实施方案。试验段施工结束后，应进行试验段检测及总

结报告，各项试验检测结果合格后方可施工。

3.0.5 钢桥面铺装施工宜避开雨季，严禁在下雨、下雪、结露等

不利气候条件下施工。

3.0.6 钢桥面铺装施工宜全桥封闭，应避免与有污染铺装界面的

其他工序交叉施工。各工序施工时应保持基面清洁干燥，不得有水

分或油污残留。已施工完毕的区域应进行保护，严禁油脂和杂物等

污染。

3.0.7 任何人员进入作业区必须穿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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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 料

4.1 一般规定

4.1.1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的原材料包括沥青、粗集料、细集料、

填料；与浇注式沥青混凝土施工有关的原材料还包括防水粘结层和

预拌碎石。

4.1.2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的原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沥青、防水粘结层材料、填料应具有产品合格证、出厂检

验报告，并经过技术试验、检验，其技术指标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路钢桥面铺装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JTG/T3364-02的规定。

2 粗集料、细集料、矿粉、预拌碎石应具有产品取样检验报

告和试配报告。

4.1.3 原材料的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各种液体石油沥青的运输严格按照《石油及相关产品包装、

储运及交货验收规则》NB/SH/T 0164规范执行。

2 各种集料在运输过程中，应予以覆盖。

3 矿粉运输中不得受潮和混入杂物。

4.1.4 原材料的存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沥青宜贮存在加热与保温的贮藏罐中，根据不同沥青类型

和等级采取不同的贮存温度，使用前应加热到适宜的温度。

2 集料按不同规格分类存放在硬化料场内，应采取适当的防

雨防潮措施，各规格集料间应设有挡墙隔开，防止混料。

3 矿粉贮存在专用矿粉罐中，不得受潮和混入杂物。

4 防水粘结层材料应在通风良好的室内存放保管，环境温度

为 6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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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沥青

4.2.1 浇注式改性沥青由天然湖沥青及改性石油沥青配制而成。

4.2.2 浇注式改性沥青混合料中的基质沥青为天然湖沥青技术指

标应符合表 4.2.2的规定。

表 4.2.2 天然湖沥青主要技术指标

试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针入度（25℃,100g,5s） 0.1mm 1～4 T0604

软化点 ℃ 93～98 T0606

溶解度（三氯乙烯可溶成分） % 52.5～55.5 T0607

闪点 ℃ 240以上 T0611

密度（15℃） g/cm3 1.38～1.42 T0603

注：试验方法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JTG

E20规定的方法执行。

4.2.3 道路石油沥青重交 70号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4.2.3的规定。

表 4.2.3 道路石油沥青重交 70 号主要技术指标

试验项目 单位 质量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针入度（25℃,100g,5s） 0.1mm 40～60 T0604

针入度指数 PI，不小于 — 0 T0604

延度（5℃，5㎝/min） cm ≥25 T0605

软化点（环球法） ℃ ≥85 T0606

运动粘度（135℃） Pa·s ≤3 T0625

回弹率（25℃） % ≥75 T0662

溶解度（三氯乙烯可溶成分） % ≥99 T0607

闪点 ℃ ≥280 T0611

贮存稳定性（离析）48h软化点 ℃ ≤2.5 T0661

注：试验方法按照现行《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JTG E20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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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执行。

4.2.4 浇注式改性沥青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4.2.4的规定。

表 4.2.4 浇注式改性沥青主要技术指标

试验项目 单位 质量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针入度（25℃,100g,5s） 0.1mm 15～30 T0604

软化点（环球法） ℃ 58～68 T0606

延度（5℃改 15℃，5 ㎝/min） cm ≥10 T0605

回弹率（25℃） % ≥75 T0662

闪点 ℃ ≥280 T0611

密度（15℃） g/cm3 ≥1 T0603

注：试验方法按照现行《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JTG E20规定

的方法执行。

4.3 粗集料

4.3.1 粗集料应洁净、干燥、表面粗糙，其质量技术要求应符合

表 4.3.1的规定，粒径及技术指标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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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用粗集料质量技术要求

指标 单位 质量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石料压碎值 % ≤20 T0316

洛杉矶磨耗损失 % ≤28 T0317

表观相对密度 — ≥2.6 T0304

吸水率 % ≤2.0 T0304

坚固性 % ≤12 T0314

针片状颗粒含量（混合料）

其中粒径大于 9.5mm

其中粒径小于 9.5mm

% ≤12

T0312% ≤10

% ≤15

水洗法小于 0.075mm 颗粒含量 % ≤1 T0310

软石含量 % ≤3 T0320

注：试验方法按照现行《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JTG E42规定的方法执行。

4.4 细集料

4.4.1 细集料一般使用石灰岩，且应洁净、干燥、无风化、无杂

质，并有适当的颗粒级配，其质量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4.1的规定，

细集料粒径及技术指标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表 4.4.1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用细集料质量技术要求

项目 单位 质量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表观相对密度 — ≥2.50 T0328

坚固性（大于 0.3mm 部分） % ≥12 T0340

含泥量（小于 0.075mm 的含量） % ≤3 T0333

砂当量 % ≥60 T0334

亚甲蓝值 g/kg ≤25 T0349

棱角性（流动时间） s ≥30 T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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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试验方法按照现行《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JTG E42规定的方法执行。

4.5 填料

4.5.1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的填料应采用石灰岩或岩浆岩中的强基

性岩石等憎水性石料经磨细得到的矿粉，原石料中的泥土杂质应除

净，不得使用回收粉。

4.5.2 矿粉应干燥、洁净、无团块，能自由地从矿粉仓流出。

4.5.3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的填料质量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4.5.3 的

规定。

表 4.5.3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用填料质量技术要求

项目 单位 质量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表观相对密度 — ≥2.50 T0352

含水量 % ≤1 T0103

外观 无团粒结块 —

粒度范围＜0.6mm

＜0.15mm

＜0.075mm

% 100

T0351% 90～100

% 80～100

亲水系数 — ＜1 T0353

塑性指数 — ＜4 T0354

加热安定性 — 实测记录 T0355

注：部分试验方法按照现行《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JTG E42规定的方法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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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防腐、防水粘结层材料

4.6.1 防腐、防水粘结层材料相关技术要求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公路钢桥面铺装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JTG/T3364-02的规定。

4.7 预拌碎石

4.7.1 预拌碎石应采用坚硬、耐磨的岩石轧制而成，石料应洁净、

无杂质，拌和后应被沥青充分裹覆，不应有花白料。其性能应符合

表 4.7.1的要求。

表 4.7.1 浇注式沥青混合料预拌碎石技术要求

试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含泥量 % ≤1 T0333

吸水率 % ≤2.0 T0352

含水率 % ≤0.3 T0305

针片状颗粒含量 % ≤8 T0312

用量 kg/m2 4～7 —

通

过

率

5～10mm

碎石

4.75mm % ≤10

T0327
9.5mm % ≥80

10～15mm

碎石

9.5mm % ≤10

13.2mm % ≥80

注：试验方法按照现行《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JTG E42规定的方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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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配合比的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本方法适用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5.1.2 浇注式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采用刘埃尔流动性、贯入度

作为控制指标，并通过车辙试验检验其高温稳定性，低温弯曲试验

检验其抗裂能力。

5.1.3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通过目标配合比设计、生

产配合比设计及生产配合比验证三个阶段，确定沥青混合料的材料

品种、矿料级配、最佳沥青用量。

5.1.4 混合料拌和应采用小型沥青混合料拌和机进行，配合比设

计流程（图 5.1.4）。

图 5.1.4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流程

原材料准备及检测

四组匹配、四个沥青用量

40℃贯入度试验刘埃尔流动性试验

确定最佳沥青用量

-10℃弯曲试验大于等于 8000με60℃车辙试验≥300 次/mm

选定级配及最佳沥青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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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步骤

5.2.1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级配要求应符合表 5.2.1 的要求。

表 5.2.1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级配要求

筛孔

（mm）

通过率（%）

16.0 13.2 4.75 2.36 0.6 0.3 0.15 0.075

上限（%） 100 100 85 62 50 42 34 27

下限（%） 100 95 65 45 35 28 25 20

5.2.2 宜在工程设计级配范围内设计 3组粗细不同的配比，绘制

设计级配曲线，分别位于工程设计级配范围的上方、中值及下方。

设计合成级配不得有太多的锯齿形交错，且在 0.3 mm～0.6 mm 范

围内不出现“驼峰”。当反复调整不能满足时，宜更换材料设计。

5.2.3 以 2.36 mm通过率为级配控制点配制粗、中、细三个级配。

5.3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配合比试验

5.3.1 矿料间隙率试验

矿料间隙率试验可以作为浇注式沥青混凝土所采用沥青胶结

料的下限的参考值。

5.3.2 刘埃尔流动度试验

1 刘埃尔流动度试验就是评价浇注式沥青混凝土流动性的

难易性，用于配合比设计和现场施工控制。

2 规定在 200℃～260℃试验温度范围内选择 3～4个温度进

行试验，记录试验温度和流动性试验结果，绘制温度与流动性相

关关系，将 240℃流动性试验结果作为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的流动

度值。

5.3.3 贯入度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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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贯入度试验是评价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的高温稳定性，用于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参数之一。

2 规定记录加载 30分钟贯入量作为试验结果，取两次测定

的平均值，精确到 0.1mm。

5.4 确定最佳沥青用量（或油石比）

5.4.1 由设计的 3组粗细不同的级配，依据工程经验预估每组级

配的沥青用量，按±0.5 %间隔制备不同油石比的浇注式沥青试件。

5.4.2 进行刘埃尔流动度试验和贯入度试验，以沥青用量为横坐

标，以流动度和贯入度为纵坐标，绘成圆滑的曲线。确定均符合

流动度和贯入度技术规定的沥青混合料技术标准的平均沥青用

量。

5.4.3 按下列方法确定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的最佳沥青用量：

1 设定流动性和贯入度目标值。

2 以沥青用量为横坐标，流动性和贯入度试验结果为纵坐

标，绘制试验结果图。以流动性值目标值，贯入度目标值对应的

沥青用量作为最佳沥青用量。

3 最佳沥青用量确定方法：

A流动性目标值时对应的沥青用量。

B贯入度目标值时对应的沥青用量。

C最佳沥青用量

当 A小于 B-0.6%以下时，最佳粘结量 C=B-0.3
当 A在 B±0.6%之间时，最佳粘结量 C=(A+B)/2
当 A在 B+0.6%以上时，重新调整级配或者更换材料进

行试验（流动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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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配合比设计检验

5.5.1 根据所选择的设计级配和所确定的最佳油石比，进行浇注

式沥青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检验，应符合本规程表 5.5.1 技术要求。

均不符合要求的应重新进行配合比设计。

表 5.5.1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设计指标

试验项目 a 技术指标 技术要求

流动性试验 流动性（240 ℃）/秒 ≤20

贯入度试验 贯入度（40 ℃，52.5 kgf/5 cm2，30分钟）/mm 1～4

车辙试验 动稳定度（60 ℃）/次/mm ≥300

弯曲试验 b 极限应变（-10 ℃，50 mm/min） ≥8000

a配合比设计时以 20s 为准，现场施工控制以 40s为准。
b试件尺寸为 300 mm×100 mm×50 mm。

5.5.2 进行最佳油石比下的高温稳定性试验和低温抗裂性试验来

检验设计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的高温和低温性能。

5.6 配合比设计报告

5.6.1 确定目标配合比后，应及时出具目标配合比设计报告。

5.6.2 目标配合比设计报告应包括材料品种选择以及原材料试验

检测报告、选择合理矿料级配范围、确定最佳油石比及配合比设计

检验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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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

6.1 一般规定

6.1.1 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结构通常包括防腐层、防水

粘结层、浇注式沥青混合料，其中防腐层可根据需要设置，钢桥面

铺装结构如图 6.1.1所示：

图 6.1.1 钢桥面铺装结构示意图

1-浇注式沥青混合料 2-防水粘结层 3-防腐层 4-钢桥面面板

6.1.2 施工前应做好喷砂除锈、对防水粘结层验收后，进行钢桥

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

6.1.3 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时应按照规定的温度和

容许卸料时间要求，进行生产、运输、摊铺、整平，不满足质量要

求的混合料严禁使用。

6.1.4 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各阶段施工控制温度应

符合表 6.1.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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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4 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施工温度控制表

施工工序 控制温度（℃） 测量部位

沥青加热 165～175 沥青加热罐

矿粉加热 80～120
具有矿粉加热干燥功能

拌合设备

集料

加热

矿粉加热情况下 260～280
热料提升机

矿粉不加热情况下 290～320

混合料出料 220～240 升温搅拌运输车

摊铺 200～240 摊铺机

6.1.5 施工时环境温度应大于 15℃，下雨及大气相对湿度大于

85%等情况下不得施工。如遇天气变化等导致材料没有用完，剩余

沥青混凝土应弃置，不得再次重熔使用。

6.2 施工准备

6.2.1 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对施工、试验、机械、管理等岗位人

员进行必要的技术和安全管理培训，并由施工技术负责人对各岗位

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

6.2.2 施工前应对所用施工机械进行全面检查和调试。

6.2.3 应按照现行行业相关规定建立工地试验室,工地试验室配

备的试验人员和试验仪器应满足工程施工的需要，且试验仪器应通

过国家法定计量机构的检验校准。

6.2.4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所使用的材料应满足本规程第 4章相应

的技术要求。

6.2.5 分幅原则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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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幅线应避开行车道轮迹带位置，宜设置在车道标线附近。

2 应结合摊铺机的实际性能，减少人工作业。

6.2.6 侧限挡板的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分幅宽度进行施工侧限挡板的铺设。

2 侧限挡板要顺直、平整和固定牢固。

3 固定方式可采用磁石、强力胶带的方式。

6.3 喷砂除锈及防腐层施工

6.3.1 喷砂除锈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先用工具将钢桥面面板表面板锐边、飞溅、不光滑焊缝等

缺陷打磨平整。

2 全面调查记录全桥锈蚀、污染状况，被油脂污染的钢板表

面除锈前应去除油污，氯化物含量应不超过 0.014%(约 7μg/cm2)。
在钢桥面板锈蚀较严重的地方，按设计要求进行处理，符合现行行

业及国家规范要求。

6.3.2 对于新建和较大面积翻修的钢桥面铺装工程，其钢桥面板

应进行喷砂除锈处理。对小面积维修和无法进行机械喷砂除锈的桥

梁，其钢桥面板可采用打磨等其他工艺进行除锈处理。

6.3.3 行车道喷砂除锈应采用全自动无尘喷砂设备,桥面边角部

位、吊索区等特殊部位可采用手持压缩空气喷砂设备施工。

6.3.4 喷砂除锈用金属磨料应符合《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

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技术要求 导则 和分类》GB/T 18838.1、《涂

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技术要求 第 2 部

分：冷硬铸铁砂》GB/T 18838.2、《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

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技术要求 第 3部分：高碳铸钢丸和砂》GB/T
18838.3、《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技术

要求 第 4 部分：低碳铸钢丸》GB/T 18838.4、《涂覆涂料前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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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技术要求 第 5部分：钢丝切丸》

GB/T18838.5的有关规定，应采用颗粒形状为丸粒和砂粒的金属磨

料配合使用，其比例应视粗糙度要求、钢桥面板表面状况在施工前

通过试验段确定。

6.3.5 喷砂除锈后的钢桥面板，其清洁度应达到 Sa2.5 级，粗糙

度应达到 60～100um；人工小范围打磨工艺除锈的清洁度应达到

St3.0级。

6.3.6 应在除锈后 4h 内完成钢桥面板的防腐层施工，施工前应将

防腐层材料充分搅拌均匀。

6.3.7 防腐层涂布应均匀，对于漏涂、龟裂、流坠、针眼和气泡

等缺陷应及时修补。

6.3.8 防腐层表干前，严禁接触；实干前应采取措施防止受损，

且应避免淋雨、浸水及其他介质污染。

6.4 防水粘结层

6.4.1 防水粘结层施工前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前应对工作面进行清洁处理，清除油污、水分及其他

污染物。

2 钢桥面板表面温度低于 10℃或高于 50℃、雨天或风大的天

气均不得施工防水粘结层。

6.4.2 防水粘结层施工过程中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如设置防腐层，应在防腐层彻底固化并检验合格后，进行

防水粘结层施工。如未设置防腐层，应在喷砂除锈后 4h内完成第

一层防水粘结层施工。

2 防水粘结层材料在涂布前应采用动力搅拌器充分搅拌均

匀。

3 如采用喷涂方式，喷涂前应对桥梁栏杆和其他易受喷涂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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溅影响的桥梁部位进行防护。喷涂作业时，当风速较大导致出现洒

布斑痕，应采取有效的防风遮挡措施,风速大于 10m/s时不得施工。

4 涂布应均匀，对于漏涂、龟裂、流坠、针眼和气泡等缺陷

应及时修补。

5 施工过程中，要保持工作面干燥、洁净。

6.4.3 防水粘结层检测项目及规定值应符合《公路钢桥面铺装设

计与施工技术规范》JTG/T3364-02的相关规定。

6.5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的生产

6.5.1 沥青及集料加热温度应符合表 6.1.4的规定。

6.5.2 在规定温度范围内，将矿料放入拌缸后，加入矿粉进行干

拌，初步拌和均匀后喷入沥青进行拌和，干拌时间宜控制在 10s～
15s，湿拌时间宜控制在 40s以上。

6.5.3 混合料应满足摊铺和易性要求，240℃时刘埃尔流动性不宜

大于 60s。
6.5.4 将拌和好的混合料卸入临时热料斗（接料滑车）中，随后

卸入升温搅拌运输车中，每 3车为一组循环装料。

6.5.5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应随拌随用。若出现出厂温度低于要求

值、粗细集料离析以及其他影响产品质量的情况时，应予废弃。

6.5.6 生产浇注式沥青混凝土过程中应对卸料斗进行清理并涂刷

隔离剂。

6.5.7 卸料斗清理前应断电并悬挂警示牌，清理人员应戴安全帽、

穿防护服。

6.6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的运输

6.6.1 升温搅拌运输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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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有沥青混凝土搅拌系统和加热系统。

2 其运输能力应满足现场摊铺能力，形成不间断的供料车流。

3 严禁升温搅拌运输车在钢桥面调头，所有的调头工作在引

桥完成。

6.6.2 升温搅拌运输设备在施工前应进行检查和温度调试，搅拌

运输设备应预热至 130～140℃。

6.6.3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停留在升温搅拌运输设备中的时间，不

应小于 1小时，不得大于 6小时，出料温度应符合表 6.1.4的规定。

6.6.4 沥青混合料在升温搅拌运输车搅拌、升温充分后，即搅拌

达到规定时间，混合料温度达到要求。

6.6.5 拌和机出料前升温搅拌运输车点火喷嘴调至强火，旋转叶

片。混合料出料温度应不低于 220℃。待混合料装入后应连续搅拌

升温，搅拌运输设备的限制温度应设定为 220～240℃。

6.7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的摊铺

6.7.1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的摊铺应使用专用摊铺机，摊铺机应具

有自行式牵引系统、前置的布料系统以及混凝土摊铺刮平系统。在

摊铺机无法摊铺到的边带、中央分隔带及人行道位置可采用人工摊

铺。

6.7.2 施工前应根据桥面铺装总宽度及摊铺宽度，准确定位侧限

挡板的位置，侧限档板可进行循环布置。

6.7.3 运至现场的浇注式沥青混凝土应先进行刘埃尔试验，符合

设计要求后，方可摊铺。

6.7.4 摊铺机每天摊铺前至少半小时进行摊铺机熨平板预热，预

热温度宜不低于 100 ℃。

6.7.5 专用运输车宜在摊铺机行走前方将混合料卸在桥面板上，

摊铺机的布料器左右移动，把浇注式混凝土铺开。摊铺机向前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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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浇注式沥青混凝土整平到控制厚度。

6.7.6 已铺装完毕的浇注式沥青混凝土温度降至 60℃以下时，方

可拆除侧限挡板，进行下一道工序施工。

6.7.7 根据生产运输能力，合理调配供料，保证摊铺的连续性。

6.7.8 桥面纵向边界处理宜采用人工摊铺方式，施工人员应站在

桥面人行道位置进行施工，摊铺完成后应保证边界表面平整。

6.7.9 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的接缝处理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采用热接缝处理，处理后搭接处应紧密、平顺。

2 应确保侧限挡板稳固，避免侧限挡板跑模。

3 接缝施工，不得缺料，遵循宁高勿低的原则；缺料时，应

及时补料并夯实，避免缺料情况摊铺。

6.7.10 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中的鼓包处理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施工过程中，安排专人检查记录鼓包具体位置、状况和处

理工艺。

2 沥青混凝土表面温度 100℃以上的鼓包，按放气处理；低

于 100℃时应挖除重新涂抹 0.2L/m2粘结层，再用新的浇注式沥青

混合料回补，找平。

6.7.11 浇注式沥青混合料检测项目及规定值应符合表 6.7.11 的

要求。

表 6.7.11 浇注式沥青混合料检测项目及规定值

类型及

组成
检查项目 检查频度 质量要求 试验方法

沥青 针入度、延度、软 1次/d 符合《公路钢桥面铺装 T 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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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点、弹性恢复率 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JTG/T3364-02和《公路

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

范》JTG F40规定

T 0605

T 0606

T 0662

集料
颗粒组成（筛分）、

含水率
1次/d T 0327

沥青混

合料

混合料级配

1～2次/d

≥4.75mm ±4%

T 0725≤2.36mm ±3%

0.075mm ±2%

沥青用量 ±0.3%
T 0722

T 0721

混合料出厂温度 逐车检测

符合《公路钢桥面铺装

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JTG/T3364-02规定

T 0981

刘埃尔流动性 随时
JTG/T3364-02

附录 G

贯入度、贯入度增

量
2～3次/d

JTG/T3364-02

附录 J

低温弯曲应用 必要时 T 0715

注：试验方法按照现行《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JTG E20、《公

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JTG E42和现行《公路钢桥面铺装设计与施工技术

规范》JTG/T3364-02规定的方法执行。

6.8 养护

6.8.1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完毕后，应封闭养护到温度降

到自然环境温度。

6.8.2 期间禁止一切车辆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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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碎石撒布

6.9.1 预拌沥青碎石粒径为 15mm～20mm，沥青宜采用改性沥青

或基质沥青或基质沥青与天然湖沥青的混合沥青，沥青用量宜采用

0.4%～0.6%，预拌沥青碎石温度降低到常温后不得结团。

6.9.2 碎石撒布量应根据现场试验确定，覆盖率宜控制在 50%～

90%。

6.9.3 当摊铺沥青混凝土温度达到 60℃时，方可撒布预拌沥青碎

石，宜采用自行式撒布机撒布。

6.9.4 碎石撒布后，应及时嵌入浇注式沥青混合料中。

6.9.5 撒布完预拌沥青碎石后，在碎石不再自然下沉时，宜用 4
吨小型钢轮压路机进行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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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工质量管理与检查验收

7.1 施工质量管理

7.1.1 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前，应建立完善的质量

保证体系，按岗定人，分工明确，责任到人。

7.1.2 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应保证浇注式沥青混凝土质量稳定，

若发现任何异常变化，应立即停止生产并通知摊铺现场。

7.1.3 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的检查与验收，以 100m 作

为一个检验区段(不足 100m按一个区段)检验。

7.1.4 在质量检查与验收结束后，应及时提供质量检查报告，发

现问题及时纠正，杜绝质量隐患。

7.2 检查验收

7.2.1 浇注式沥青混合料质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主控项目

1 浇注式沥青混合料路面所用的原材料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和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原材料取样检验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

标准的规定。

检验方法：查产品出厂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和进场复检报告。

2 浇注式沥青混合料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查看出厂检验报告和进场复检报告及测温记录。

3 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的质量标准应符合表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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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表 7.2.1 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工程质量标准

检查项目 检查频率
质量要求或允许偏差

（mm）
检查方法

厚度 每车道测 3处 ±5

按沥青混凝土实际

用量推算或用水准

仪对比浇注前后的

标高

一般项目

4 表面应平整、坚实，接缝应紧密，无枯焦；无明显轮迹、

无裂缝、脱落、烂边、油斑等现象，不得污染其他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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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26

引用标准名录
1.《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技术

要求 导则 和分类》 GB/T 18838.1
2.《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技术

要求 第 2部分：冷硬铸铁砂》 GB/T 18838.2
3.《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技术

要求 第 3部分：高碳铸钢丸和砂》 GB/T 18838.3
4.《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技术

要求 第 4部分：低碳铸钢丸》 GB/T 18838.4
5.《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 喷射清理用金属磨料的技术

要求 第 5部分：钢丝切丸》 GB/T18838.5
6.《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JTG E20
7.《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 E42
8.《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 F40
9.《公路钢桥面铺装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JTG/T3364-02
10.《石油及相关产品包装、储运及交货验收规则》

NB/SH/T 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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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订 说 明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

了天津市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应用情况，同时参考了

国内外有关专业技术标准，广泛征求了相关单位的意见，对标准中

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深入交流和反复的讨论、协调和修改，保证了标

准质量。

为便于工程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天津市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

凝土铺装施工技术规程》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

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

项进行了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

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目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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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3 本规程为地方标准，规程未论述的内容可参照《公路钢桥

面铺装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JTG/T 3364-02 执行。

3 基本规定

3.0.1-3.0.3 为保证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顺利进

行，确保施工质量，凡是采用浇注式沥青混凝土进行钢桥面铺装施

工的工程，此条款中所述内容为施工必要前提条件。

3.0.4 钢桥面铺装各个工序正式施工前应实施试验段，包括钢桥

面板的喷砂除锈、防水粘结层、沥青混合料铺装等工序，实施前应

制定试验段实施方案。

4 材 料

4.1 一般规定

4.1.2 原材料质量管理与控制是沥青路面性能与质量的可靠保

证，它将直接影响到沥青混合料目标配合比设计和沥青混合料品质

优劣。

生产加工沥青混合料的原材料应满足技术规范要求，成品材料

应有出厂合格证书，进场后应检验其各项性能指标，合格后方可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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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合站场地应进行硬化处理，四周做好排水设施，保证各种规

格原材料的储存质量。

各种规格的原材料应分仓堆放，细集料应搭设雨罩棚并做好标

识。原材料进场后的保存要特别注意防水、防潮。特别是矿粉一旦

受潮会造成结团现象，难以搅拌均匀，对混合料品质影响极大。

4.3 粗集料

4.3.1 浇注式沥青混合料用粗集料在 240℃保温 60分钟后的石料

压碎值应不大于 28%。

4.7 预拌碎石

4.7.1 浇注式沥青混合料表面撒布一定规格的碎石，可以改善其

高温稳定性和界面抗剪能力。碎石的撒布用量与其规格和密度有一

定相关性，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其撒布量范围进行调整。

5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配合比的设计

5.5 配合比设计检验

5.5.2 抗低温性能的检验方法采用-10℃破坏弯曲应变试验方法

进行检验，试件尺寸 300mm×100mm×50mm，计算跨径 200mm，

荷载速率 50mm/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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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铺装施工

6.1 一般规定

6.1.4 DB/T29-166-2010 版写的钢桥面浇注式沥青混凝土施工温

度控制表只有沥青加热、集料加热、混合料出料和摊铺四项施工工

序，本次修订增加了矿粉加热控制温度，把集料加热的控制温度分

为矿粉加热情况和矿粉不加热情况下的两种情况。

6.2 施工准备

6.2.1 对本章施工准备从人、机、材、环等方面进行了重新的规

定。

6.3 喷砂除锈及防腐层施工

6.3.2 在工厂实施的防腐涂层，在桥梁架设中极易受到破坏，所

以对大型桥梁工程，一般要求桥面板进行现场喷砂除锈并重新涂布

防腐层。

6.3.6 喷砂除锈后如不及时进行第一层涂层施工，空气中的水分

将会接触到钢桥面板，造成桥面板轻微锈蚀，导致涂层与钢桥面板

粘结效果不佳，因此规定除锈后 4h内完成钢桥面板上第一层涂层

施工。

6.4 防水粘结层

6.4.2 防水粘结层施工通常采用人工刮涂、辊涂或机械喷涂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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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6.5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的生产

6.5.5 由于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结构形式特殊，长时间停留会造成

粗细集料离析和凝固状态的发生，因此应避免生产出的浇注式沥青

混凝土发生贮存情况。

6.5.6 生产浇注式沥青混凝土前后，对卸料斗的清理应根据出料

时间进行适当掌控，避免卸料斗粘附冷却硬结的沥青混凝土，致使

再次出料时夹带进入升温搅拌运输车内，影响浇注式沥青混凝土质

量。

6.6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的运输

6.6.3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停留在升温搅拌运输设备中的时间，是

指从拌和机注入升温搅拌运输设备内为时间段起点，由升温搅拌运

输设备中倒出进行摊铺为时间段终点。

6.7 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的摊铺

6.7.2 侧限挡板在与专用摊铺机联合作业时，既起到轨道导向作

用，又限制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的侧向流动。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

安排侧限挡板的数量。既可按工程全长布设，也可先布设一段，再

循环交替布设。前提是不能影响已铺筑段落浇注式沥青混凝土的成

型状态。

6.7.9 由于主体铺装层沥青混合料的施工温度较高,施工后铺装

层的冷却收缩会造成铺装体与路缘石、落水井及其他构造物竖直面

结合部位产生细小裂缝。这些裂缝的渗水会严重腐蚀钢桥面并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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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引起铺装层的破坏。考虑防水的需要,以及适应铺装材料和钢桥

面板收缩变形不同的要求，应采用具有抗变形稳定性、有良好的回

弹能力的材料进行接缝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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