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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水泥混凝土路面快速修

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根据混凝土路面病害情

况确定面层处治范围；在面层处治范围内破除混

凝土板面层；以面层破除边界为基准，确定路面

基层破除范围；在路面基层破除范围内破除路面

基层结构；在路面基层破除范围浇筑低标号混凝

土作为新的路面基层结构；在原混凝土路面边界

沿周向依次横向设置拉杆；在路面基层的低标号

混凝土上面铺设防水层；在面层处治范围浇筑碾

压混凝土面层；混凝土养生达到要求后，对新旧

混凝土面层间接缝进行填缝。实现快速修复混凝

土路面病害，保证路面结构的强度，快速开放交

通，减少对市政交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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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水泥混凝土路面快速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根据混凝土路面病害情况确定面层处治范围，面层处治范围比实际病害边界位置外

扩大L2；

2)在面层处治范围内破除混凝土板面层；

3)以面层破除边界为基准，确定路面基层破除范围，基层破除边界应比面层边界各小

L1；

4)在路面基层破除范围内破除路面基层结构；

5)在路面基层破除范围浇筑低标号混凝土作为新的路面基层结构；

6)在原混凝土路面边界沿周向依次横向设置拉杆；

7)在路面基层的低标号混凝土上面铺设防水层；

8)在面层处治范围浇筑碾压混凝土面层；

9)混凝土养生达到要求后，对新旧混凝土面层间接缝进行填缝。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泥混凝土路面快速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步骤1)

中，L2为40～60cm。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泥混凝土路面快速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步骤3)

中，L1为20～30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泥混凝土路面快速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步骤5)

中，低标号混凝土为C15、C20或C2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泥混凝土路面快速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步骤6)

中，设置拉杆的方式为钻孔植筋。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泥混凝土路面快速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步骤7)

中，防水层为SBS改性乳化沥青防水涂料。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泥混凝土路面快速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步骤8)

中浇筑碾压混凝土面层，完成碾压混凝土进行初压、复压、终压过程，之后可进行短时间的

养护。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水泥混凝土路面快速修复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的步骤9)

中，填缝材料为改性沥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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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水泥混凝土路面快速修复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水泥混凝土路面快速修复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水泥混凝土路面是指以水泥混凝土为主要材料做面层的路面，简称混凝土路面，

是一种高级路面。目前常用到的混凝土路面有素混凝土、钢筋混凝土、连续配筋混凝土、预

应力混凝土、钢纤维混凝土和装配式混凝土等。水泥混凝土做路面具有使用寿命长，适应重

载交通的特点，但是混凝土路面一旦开始破坏，将会迅速发展，而且修补起来比沥青路面修

补要困难的多。

[0003] 混凝土路面破损维修一般多采用素混凝土、钢筋混凝土等结构进行恢复，期间需

要封闭交通，按照混凝土养护期至少21天，才能到达混凝土强度，开放交通，而实际迫于交

通压力，往往在浇筑混凝土7天左右就开放交通，此时混凝土强度未达到设计强度，经过车

辆荷载的反复作用，又产生新的病害，如此往复，形成恶性循环。

[0004] 在市区路面维修养护中，由于地处闹市地区来往车辆频繁、交通繁忙，不可能采取

长时间封闭式施工，为了缩短工期，加快施工进度，减小对交通影响，在混凝土路面修复中

用利用碾压混凝土的强度增长速度比普通混凝土快，可缩短养护期而提前开放交通的特

点，势必是快速修复混凝土路面，开放交通的一种有效的途径。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提供了一种水泥混

凝土路面快速修复方法，实现快速修复混凝土路面病害，保证路面结构的强度，快速开放交

通，减少对市政交通的影响。

[0006] 本发明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水泥混凝土路面快速修复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1)根据混凝土路面病害情况确定面层处治范围，面层处治范围比实际病害边界位

置外扩大L2；

[0009] 2)在确定处治范围后，在面层处治范围内破除混凝土板面层；

[0010] 3)以面层破除边界为基准，确定路面基层破除范围，基层破除边界应比面层边界

各小L1；

[0011] 4)确定路面基层破除范围范围后，在路面基层破除范围内破除路面基层结构；

[0012] 5)在路面基层破除范围浇筑低标号混凝土作为新的路面基层结构；

[0013] 6)在原混凝土路面边界沿周向依次横向设置拉杆；

[0014] 7)在路面基层的低标号混凝土上面铺设防水层；

[0015] 8)在面层处治范围浇筑碾压混凝土面层；

[0016] 9)混凝土养生达到要求后，对新旧混凝土面层间接缝进行填缝。

[0017]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在所述的步骤1)中，L2为40～6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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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在所述的步骤3)中，L1为20～30cm。

[0019]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在所述的步骤5)中，低标号混凝土为C15、C20或C25。

[0020]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在所述的步骤6)中，设置拉杆的方式为钻孔植筋。

[0021]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在所述的步骤7)中，防水层为SBS改性乳化沥青防水涂料。

[0022]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在所述的步骤8)中浇筑碾压混凝土面层，完成碾压混凝土进

行初压、复压、终压过程，之后可进行短时间的养护。

[0023] 按照上述技术方案，在所述的步骤9)中，填缝材料为改性沥青类。

[0024]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5] 对于城镇道路维修，往往处于交通繁忙地段，采用普通混凝土路面或配筋混凝土

路面修复，往往因养护周期较长而给人们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本发明的主要优势：一、选用

碾压混凝土作为路面材料，在保证结构强度的前提下，因碾压混凝土用水量较普通混凝土

低得多，故碾压混凝土的强度增长速度比普通混凝土快，可缩短养护期而提前开放交通。另

外碾压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比普通混凝土施工技术简便，可加快施工进度，同时碾压混凝

土施工机械通用性好、施工速度快、早期强度高、节约水泥、接缝少等一系列优点。二、路面

基层采用低标号混凝土，可在短时间养护期内达到强度，同时做为路基与碾压混凝土面层

的刚性过渡性，提供了较好的受力条件。三、在路面基层与碾压混凝土之间形成有台阶，同

时采用SBS改性乳化沥青防水涂料，能够较好的防止水进入路基造成各种破坏，实现快速修

复混凝土路面病害，保证路面结构的强度，快速开放交通，减少对市政交通的影响。

附图说明

[0026]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中混凝土路面病害快速修复后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2是图1的局部K视图；

[0028] 图中，1-现状底基层，2-路面基层，3-C20贫混凝土层，4-碾压混凝土面层，5-拉杆，

6-新旧混凝土面层分界线，7-SBS改性乳化沥青防水涂料。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

[0030] 参照图1～图2所示，本发明提供的一个实施例中的一种水泥混凝土路面快速修复

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31] 1)根据混凝土路面病害情况确定面层处治范围，面层处治范围比实际病害边界位

置外扩大L2；

[0032] 2)在确定处治范围后，在面层处治范围内破除混凝土板面层；

[0033] 3)以面层破除边界为基准，确定路面基层破除范围，基层破除边界应比面层边界

各小L1；

[0034] 4)确定路面基层破除范围范围后，在路面基层破除范围内破除路面基层结构；

[0035] 5)在路面基层破除范围浇筑低标号混凝土作为新的路面基层结构；

[0036] 6)在原混凝土路面边界沿周向依次横向设置拉杆；

[0037] 7)在路面基层的低标号混凝土上面铺设防水层；

[0038] 8)在面层处治范围浇筑碾压混凝土面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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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9)混凝土养生达到要求后，对新旧混凝土面层间接缝进行填缝；填缝料完后，即可

开放交通。

[0040] 进一步地，在所述的步骤1)中，L2为40～60cm。

[0041] 进一步地，L2为50cm；本发明选择扩大50cm是基于后期便于设置拉杆植筋，考虑面

层切缝与基层切缝错开可有效避免水分进入路基，造成基层破坏的现象。

[0042] 进一步地，面层处治范围遵循圆洞方补规则，处治范围应是长方形或正方形。

[0043] 进一步地，在所述的步骤3)中，L1为20～30cm。

[0044] 进一步地，L1为25cm，本发明选择路面基层破除边界比面层破除边界小25cm是基

于拉杆的长度，同时于路面基层与路面之间形成台阶搭接结构，避免路面水分侵入基层。

[0045] 进一步地，在所述的步骤5)中，低标号混凝土为C15、C20或C25等；一方面是作为混

凝土面层与路基模量差别的过渡层，另一方面是考虑低标号混凝土养护周期在短时间内可

以达到强度要求。

[0046] 进一步地，在所述的步骤6)中，设置拉杆的方式为钻孔植筋；本发明设置拉杆主要

是保证新浇筑混凝土面层与就混凝土板之间形成良好的板体性。

[0047] 进一步地，在所述的步骤7)中，防水层为SBS改性乳化沥青防水涂料；将防水层喷

涂于路面基层低标号混凝土上面，本发明所用SBS改性乳化沥青防水涂料是选用优质石油

沥青，以SBS为改性剂，加入多种橡胶、合成树脂、表面活性剂，乳化剂等辅助材料而制成的

一种高弹性防水涂料。

[0048] 进一步地，在所述的步骤8)中浇筑碾压混凝土面层，完成碾压混凝土进行初压、复

压、终压过程，之后可进行短时间的养护；本发明之所以采用碾压混凝土，是因为碾压混凝

土用水量较普通混凝土低得多，因此碾压混凝土的强度增长速度比普通混凝土快，不掺粉

煤灰的情况下，碾压混凝土3d抗折强度可以达到28d的70％以上，在掺20％粉煤灰的情况

下，碾压混凝土3d抗折强度可以达到28d的60％以上。故可达到在短时间内达到设计强度，

快速恢复交通的需求。

[0049] 进一步地，在所述的步骤9)中，填缝材料为改性沥青类；填缝要求必须饱满、均匀、

厚度一致并连续贯通，填缝料不得缺失、开裂、渗水。

[0050] L为拉杆长度，L1为面层与基层边界的距离，L2为新旧混凝土面层宽度与实际病害

的距离，b为碾压混凝土面层厚度，b1为C20贫混凝土层厚度。

[0051]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1中，以24cm水泥混凝土路面+18cm水泥稳定碎石基层(5:95)

+18cm水泥稳定碎石基层(4:96)+15cm级配碎石的路面结构为例，当路面严重破损，需对路

面面层及基层进行修复的情况进行说明。

[0052] 由现场技术人员根据混凝土路面病害范围，确定面层处治边界，面层处治范围比

实际病害边界位置外扩50cm，面层处治边界遵循圆洞方补规则，处治范围应是长方形或正

方形，边界采用白色边线进行标记。

[0053] 凿除白色边线范围以内的混凝土面层结构，厚度24cm，凿除后，由技术人员用尺子

量出基层破除的范围，基层破除边界比混凝土面层边界各边均少25cm。

[0054] 凿除第一层18cm水泥稳定碎石基层(5:95)，对第二层18cm水泥稳定碎石基层(4:

96)受第一层凿除时扰动部分进行清扫干净。

[0055] 浇筑低标号C20贫混凝土基层，厚度20cm，根据当地气温，选择养护方式，高温时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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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养护，覆盖土工织物，养护1天，低温时保温保湿养护，养护2～3天。

[0056] C20贫混凝土基层达到设计强度40％后，人可在上面走动。对现状未凿除混凝土边

界进行钻孔植入钢筋作为拉杆，钢筋要求直径Φ16，长度L＝40cm，钢筋间距50cm。

[0057] C20混凝土与现状18cm水泥稳定碎石基层上面喷涂SBS改性乳化沥青防水涂料，涂

料分三边涂刷，每一边涂刷均应在上一层表干后，在进行下一层涂刷，涂刷厚度要求0.4～

0.7mm，其用量按照1.6kg/m2进行控制。

[0058] 浇筑碾压混凝土面层，完成碾压混凝土进行初压、复压、终压过程，之后可进行短

时间的养护，初压应采用钢轮压路机或振动压路机静压，静压重叠量宜为1/3-1/4钢轮宽

度，初压遍数宜为2遍。复压应采用振动压路机振动碾压，重叠量宜为1/3～1/2振动碾宽度。

复压遍数按检测达到规定压实度进行控制，一般宜为2～6遍。终压应采用轮胎压路机静压。

终压遍数应以弥合表面微裂纹和消除轮迹为停压标准，一般宜为2～8遍。宜尽量缩短全部

碾压作业完成时间。如有局部晒干和风干迹象，应及时喷雾。压实后表面应及时覆盖，并洒

水养生。

[0059] 混凝土养生达到要求后，对新旧混凝土面层间接缝进行填缝，填缝材料采用改性

沥青类，填缝要求必须饱满、均匀、厚度一致并连续贯通，填缝料不得缺失、开裂、渗水。填缝

料完后，即可开放交通。

[0060] 实施案例2，仍以24cm水泥混凝土路面+18cm水泥稳定碎石基层(5:95)+18cm水泥

稳定碎石基层(4:96)+15cm级配碎石的路面结构为例，当路面破损，仅需对路面面层进行修

复的情况进行说明。

[0061] 由现场技术人员根据混凝土路面病害范围，确定面层处治边界，面层处治范围比

实际病害边界位置外扩50cm，面层处治边界遵循圆洞方补规则，处治范围应是长方形或正

方形，边界采用白色边线进行标记。

[0062] 凿除白色边线范围以内的混凝土面层结构，厚度24cm，对现状未凿除混凝土边界

进行钻孔植入钢筋作为拉杆，钢筋要求直径Φ16，长度L＝40cm，钢筋间距50cm。

[0063] 现状18cm水泥稳定碎石基层上面喷涂SBS改性乳化沥青防水涂料，涂料分三边涂

刷，每一边涂刷均应在上一层表干后，在进行下一层涂刷，涂刷厚度要求0.4～0.7mm，其用

量按照1.6kg/m2进行控制。

[0064] 浇筑碾压混凝土面层，完成碾压混凝土进行初压、复压、终压过程，之后可进行短

时间的养护，初压应采用钢轮压路机或振动压路机静压，静压重叠量宜为1/3-1/4钢轮宽

度，初压遍数宜为2遍。复压应采用振动压路机振动碾压，重叠量宜为1/3～1/2振动碾宽度。

复压遍数按检测达到规定压实度进行控制，一般宜为2～6遍。终压应采用轮胎压路机静压。

终压遍数应以弥合表面微裂纹和消除轮迹为停压标准，一般宜为2～8遍。宜尽量缩短全部

碾压作业完成时间。如有局部晒干和风干迹象，应及时喷雾。压实后表面应及时覆盖，并洒

水养生。

[0065] 混凝土养生达到要求后，对新旧混凝土面层间接缝进行填缝，填缝材料采用改性

沥青类，填缝要求必须饱满、均匀、厚度一致并连续贯通，填缝料不得缺失、开裂、渗水。填缝

料完后，即可开放交通。

[0066] 综上所述，本发明涉及一种水泥混凝土路面快速修复方法，适用于道路交通等级

为中、轻交通，该方法首先确定混凝土路面处理范围，确定范围时遵循圆洞方补的原则；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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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现状混凝土路面及基层进行开槽施工，现状混凝土面层开槽边界长度、宽度比现状病

害的长、宽度各宽50cm，同时比基层开槽长度、宽度各宽25cm，对开槽间的混凝土及基层进

行凿除；凿除后整平路床，基层恢复采用级配碎石+C20混凝土结构，面层恢复采用碾压混凝

土层，为保证碾压混凝土与周边混凝土板整体性，在旧混凝土板四周按照一定间距进行钻

孔植筋植入拉杆。该方法可以快速修复混凝土路面病害，保证路面结构的强度，快速开放交

通，减少对市政交通的影响。

[0067] 以上的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当然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之权利范围，

因此依本发明申请专利范围所作的等效变化，仍属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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