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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降噪抗滑表面处理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城市道路表面处理工艺，

涉及道路改造技术领域，包括以下步骤：S1：混合

料配比设计；S2：清洁路面，路面检测；S3：修补裂

缝、坑槽；S4：摊铺混合料；S5：手工修复局部施工

缺陷；S6：交工验收；S7：清理现场，开放交通，本

发明利用适应性设计以及对道路表面的处理，解

决了道路表面情况不一，影响摊铺效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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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路降噪抗滑表面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混合料配合比设计；

S2：清洁路面，路面检测；

S3：修补裂缝、坑槽；

S4：摊铺混合料；

S5：手工作业修复局部施工缺陷；

S6：交工验收；

S7：清理现场，开放交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道路降噪抗滑表面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1中，混合料

中包括沥青、集料和稳定剂。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其特征在于：沥青的用量占比在5％-8％(重量)；集料包括粗

集料、细集料和填料，其中粗集料为轧制碎石，细集料为机制砂，填料为碱性石料磨细的矿

粉；稳定剂为纤维。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道路降噪抗滑表面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3中，裂缝修

补步骤包括：裂缝检查；裂缝基面清理；注胶料拌和；安装注胶嘴；裂缝封闭；按灌注顺序注

胶；注入孔及封缝段的表面处理。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道路降噪抗滑表面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注胶嘴设置多个，

注胶嘴沿裂缝走向布置，间距200mm-300mm。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道路降噪抗滑表面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S3中，坑槽修

补步骤包括：坑槽刨铣或切缝后清理；冷补料填坑槽；压实。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道路降噪抗滑表面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坑槽深度大于7cm

时，分多次填料压实，每次填料3-4cm。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道路降噪抗滑表面处理工艺，其特征在于，在S4前后均需要进

行车辙试验和产品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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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降噪抗滑表面处理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改造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道路表面处理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道路交通运输既是利国利民、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又是影响当代人和后代

人居住环境、生存环境的重要因素。在道路交通运输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中，交通噪声主要产

生于车辆运行过程，其影响范围广且持续时间长。人们长期接触噪声会引起听力损伤、睡眠

质量下降、生理系统异常、心理状态不佳等症状。我国为防治噪声污染及时出台了《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法》，以保障居民的声环境质量。

[0003] 目前，道路降噪的方式对道路表面进行降噪微表面处理，即在道路表面摊铺沥青

混合料，同时也能达到抗滑的目的。但是，不同路面，不同气候对混合料的要求以及配比不

一，难以确定，尤其道路表面情况不一，严重影响摊铺效果。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所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道路降噪抗滑表面处理工

艺，解决了道路表面情况不一，影响摊铺效果的问题。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了如下的技术方案：

[0006] 道路降噪抗滑表面处理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07] S1：混合料配比设计；

[0008] S2：清洁路面，路面检测；

[0009] S3：修补裂缝、坑槽；

[0010] S4：摊铺混合料；

[0011] S5：手工修复局部施工缺陷；

[0012] S6：交工验收；

[0013] S7：清理现场，开放交通。

[0014] 相比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15] 本发明提出的道路降噪抗滑表面处理工艺，在混合料配比设计时，充分考虑当地

气候、施工温度以及基面混凝土性能；以便得出更适宜的混合料配比，以得到路面工作性能

和工作寿命下的最佳综合效果。清洁路面以及路面检测便于获取路面情况，尺寸数据等，方

便进行后续的路面处理以及施工安排。修补裂缝、坑槽，使路面表面平整，稳定，便于摊铺作

业；摊铺混合料后手动修复局部缺陷，灵活方便。

[0016] 本发明的其它优点、目标和特征将部分通过下面的说明体现，部分还将通过对本

发明的研究和实践而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所理解。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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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图2为裂缝修补工艺流程图；

[0019] 图3为注胶嘴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为裂缝封堵示意图；

[0021] 图5为管头处结构示意图。

[0022] 其中，注胶嘴1、螺套2、环氧胶泥3、管头4、导管5。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作用更加清楚及易于了解，

下面结合附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阐述：

[0024] 如图1-2所示，本发明提出了道路降噪抗滑表面处理工艺；包括以下步骤：

[0025] S1：混合料配比设计；设计的总体要求为：1、抗车辙能力强；2、优良的抗裂性能；3、

良好的耐久性；4、较好的矿化性能；摊铺和压实性能好；6、能见度高。为满足上述要求，采用

高质量的轧制碎石为粗集料，机制砂为细集料，填料采用石灰石等碱性石料磨细的矿粉；加

入纤维作为稳定剂；采用的粗集料宜多，保证其优良的抗滑性能和能见度；采用沥青宜多、

细集料宜少，且沥青粘稠度宜高，用沥青良好的粘黏性能和填充性能配合纤维增加混合料

的抗裂能力和摊铺压实性能；配合矿粉在产品表面形成的耐磨层，增加产品的耐久性。进而

实现混合料的优良的路用性能。具体的集料的配比可采用图解法获得，沥青的含量可通过

马歇尔试验获得，具体测试时，还可以根据当地气候，测试冬季夜晚平均温度下和夏季白天

平均温度下的产品性能作为参考；以更接近实际工作情况。在拌料时，车停下未装车时应连

续几次取样混合均匀；运料车装料一半后，多处取料；运料车卸料一半时，多处取料；且从至

少三两车上完成该步骤。一般道路表面沥青配比在5％以下时，粗集料不宜过多，容易产生

松散、缝隙，细集料较多，整体强度不高；当沥青配比在8％以上时，成本较高，可以多设置粗

集料，不易开裂，但是整体较软，摊铺时形变较大，摊铺时间较长，不易控制摊铺用量。沥青

用量可根据当地温度以0.5％(重量)的用量差测试得出。在得出相邻两个较优的用量后，再

在两个用量之间取0.1％(重量)的用量差进行最优的测试，进而得出最优的配比。该方式可

在较少的实验次数下，得到最优的测试产品。

[0026] S2：路面清洁，路面检测。在进行这一步时，主要出于施工规划和路面修复两方面

考虑，要充分测量出摊铺路面宽度、长度以及预测弯道处曲度。以便规划合理的导线，并预

测后期可能需人工处理的地方。例如在弯道曲度较大的地方，弯道内侧的摊铺面积较外侧

较小，要保证外侧方向的供料充足，摊铺完成后，要对外侧进行着重手工完善。内侧供料不

宜多，防止摊铺厚度不一。路面检测除了常规检测之外，一个重要任务在于要找出受损路面

(裂缝和坑槽)，先进行修复后再摊铺混合料。

[0027] S3：修补裂缝、坑槽。如图3-5所示，A表示道路裂缝，在对裂缝进行修复时，采用注

胶法，遵循以下步骤：裂缝检查、裂缝基面清理、注胶料拌和、安装注胶嘴1、裂缝封闭、按顺

序注胶最后对注入孔和封缝段进行表面处理。一般道路上的裂缝较窄，在进行裂缝基面处

理时，用钢丝刷沿裂缝走向清理20～30mm范围的表面混凝土；用锤子和钢纤凿除两侧疏松

的混凝土块和沙粒，露出坚实的混凝土表面；用略潮湿的抹布清除表面灰尘，并彻底晾干，

用丙酮去除表面的油污，如缝内潮湿，要等其充分干燥，必要时可用风机烘干。注胶料可直

接购买，用灌缝机搅拌注胶；设置注胶嘴1时，注胶嘴1沿裂缝走向布置，间距200～300mm，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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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分岔处的交叉点、裂缝较宽处、端部均应设注胶嘴1。每条裂缝应至少布置一个注胶嘴1、

出胶嘴、排气嘴；采用环氧胶泥3封闭裂缝，并在注胶前逐一加压检查注胶嘴1的连通和裂缝

封闭效果，即试漏。试漏需待封缝胶有一定强度时进行。试漏前沿裂缝涂一层肥皂水，通过

注胶嘴1压入压缩空气，凡漏气处，修补密封至不漏为止；密封完成后，让封口胶自然固化，

在固化过程中禁止其接触水。固化时间：约12小时(20℃)、6小时(30℃)。注胶时，缝灌胶顺

序：自一端向另一端逐一进行；注胶压力在0.3MPa左右即可，当进胶速度小于0.1L/min时，

再继续灌注5min后停止注胶；表面处理时，待灌缝胶液固化后，拆除注胶嘴1及配套材料，并

对混凝土表面进行修整；待灌缝胶液固化后，拆除注胶嘴1及配套材料，并对混凝土表面进

行修整(注入材料固化后用手直接触模检查材料硬化程度，硬化后敲掉注胶嘴1)。灌缝效果

采用钻芯取样及超声波探测的方法进行检验。多个注胶嘴1的设置，可降低注胶压力，不易

出现长距离注胶时，灌缝胶部分凝固，导致裂缝内部没有注到，保证注胶效果。值得注意的

是，如果裂缝两端相互接合，形成封闭的缝槽，则需要裂缝所围成的路面整块去除重新浇筑

混凝土。

[0028] 在处理坑槽时，采用道路切割机切割坑槽周边或者辊铣坑槽表面，再用冷料填补，

若坑槽是深度大于7cm，则分多次填料压实，每次填料3-4cm，填料高度高出预计1cm左右，再

压实。以保证填料整体的紧实性能。注意切割辊铣时，要注意规避钢筋。

[0029] 进行裂缝、坑槽的修补，好处在于，可以使道路表面变得平整，增强道路的基面的

稳定性，防止摊铺后的混合料得不到足够的支撑产生裂纹等问题。采用多个注胶嘴1注胶，

可以减小注胶压力，增加注胶覆盖程度；坑槽采用冷补，施工速度较快。

[0030] S4：摊铺混合料；摊铺前要注意路线规划设计，尽量让摊铺车保持直线；摊铺前后，

均要对产品进行测试，测试时，先浇筑混凝土模拟地基，再在其上摊铺混合料在选择当地气

候相一致的温度和光照下，进行车辙试验；并测试其滚抗压耐磨性能，最大程度的模拟实际

环境下的材料性能；同时要模拟部分坑槽处的情况，向浇筑带坑槽的混凝土模拟地基，在填

补冷料，待稳定后，摊铺混合料，并测试。在进行局部摊铺后，割取摊铺后的混合料，进行车

辙试验以及压实性能测试。对于摊铺出现不符合的情况，应及时做出针对性的调整。

[0031] S5：摊铺完成后，手动作业修复局部施工缺陷，在摊铺道铺设边缘，弯道处以及两

铺设道接合处；通过手动修复的位置，要注意摊铺面的高度，保持路面整体的平整性。

[0032] S6：交工验收；交工时按照公路表面施工技术规范相关规定及要求进行逐一检查、

测试，弯道处，有修补的地方要进行着重检查。

[0033] S7：清理现场，开放交通；在清理现场时，要注意茶膜是硬钢随拆随清理运走，不能

在路面码放，同时不能留下路面标记；如若遇到局部难处理的，可先开放部分交通。

[0034] 值得说明的是，摊铺混合料后一小时便可开放交通，但是修补裂缝时，由于灌缝胶

凝固需要较长时间，为保证交通顺畅，可先进行小范围的，针对修补裂缝的交通限制，到摊

铺混合料是再进行大范围的交通限制。

[0035] 灌缝时用到灌缝机，裂缝长时会设置多个注胶嘴1，在路面倾斜时，应自上而下注

胶；注胶嘴1与灌缝机管头4可采用螺纹连接的方式，但是管头4端部应与注胶嘴1紧密贴合，

管头4与注胶嘴1的贴合程度应达到液密封，防止灌缝胶粘着注胶嘴1与管头4。由于管头4与

导管5固定，不宜转动，因此在注胶嘴1上设置螺套2，拧动螺套2时，通过螺纹配合将管头4下

拉使管头4端部与注胶嘴1紧密贴合，只有管口穿过注胶嘴1完成注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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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

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宗旨和范围，其均应涵盖在本发明的权利要求

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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