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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北京市市管城市道路、桥梁专项工程设计 第 8 标段 道路中修工程

设计 4 标设计工程 

西四环内环辅路（南沙窝桥~五棵松桥） 

道路工程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一、概述 

1、项目概况 

西四环内环辅路位于海淀区，南起南沙窝桥，北至五棵松桥与太平路、沙窝街、北

太平路相交，全长约 0.93 公里。 

西四环内环辅路道路东侧驻有中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及居民小区等。西四

环内环辅路自南向北与太平路、沙窝街、北太平路、复兴路相交。  

现况道路行车路面部分路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受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

心的委托，我单位对西四环内环辅路进行施工图设计。  

 

西四环内环辅路地理位置示意图 

 

2、设计范围及内容 

本次西四环内环辅路调查范围为南沙窝桥~五棵松桥，经现场调查全路基本完好，病

害主要集中在 2、3、4 车道及自行车道处。因此本次中修针对所调查的病害分布情况，

对路面病害进行处理修复。 

二、设计标准及依据 

1、设计标准 

（1）处理现有道路病害，恢复道路使用功能； 

（2）改善道路平整度，提高行车通行质量。 

2、设计依据： 

（1）测绘部门提供的 1:500 现况地形图 

（2）设计规范： 

《道路工程制图标准》(GB50162-92) 

《道路工程术语标准》(GBJ124-88)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 

《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2006） 

《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169－2012）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2008） 

《北京城区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设计导则》（市规发[2010]1073 号） 

《城市道路养护技术设计指南》（北京市路政局，2009.9） 

（3）国家现行的其它相关标准、规范、规程、规定等 

三、设计原则及目标 

1、采用适宜的路面结构设计、施工可行，经济合理。 

2、路面设计以解决现况主要位置路面病害、提高服务水平为目标。 

3、以调查分析为依据，实现最小资金投入取得效果最大化。 

西四环内环辅路 
设计终点 

西四环内环辅路 
设计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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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道路现况 

1、旧路结构调查： 

我单位对旧路进行了钻芯取样，取样结果如下： 

   
现场钻芯取样图 

根据查阅道路设计、竣工资料，查询结果如下： 

车行道信息 

A.车行道信息 

车行道路面类型 沥青混凝土 车行道长度（m） 445 

车行道宽度（m） 7 车行道面积（m
2
） 6230 

车行道上面层材料 中粒式沥青混凝土 车行道上面层厚度（cm） 4 

车行道中面层材料 无 车行道中面层厚度（cm）   

车行道下面层材料 厂拌沥青碎石 车行道下面层厚度（cm） 6 

车行道基层材料 石灰粉煤灰稳定砂砾 车行道基层厚度（cm） 30 

车行道底基层材料 石灰稳定土 车行道底基层厚度（cm） 15 

左侧车行道路缘石类型 L 型-甲 2 左侧车行道路缘石材料 混凝土 

右侧车行道路缘石类型 L 型-甲 2 右侧车行道路缘石材料 混凝土 

是否有平石及位置 无     

 

旧路调查资料 

根据咨询养护单位及查阅道路旧路资料结合现场取芯，现况西四环内环辅路（南沙窝

桥至五棵松桥）路面结构如下（本次中修范围）： 

辅路： 

中粒式沥青混合料                      4cm 

厂拌沥青碎石                          6cm 

石灰粉煤灰砂砾                        45cm 

2、病害调查： 

2017 年 1 月 13 日我单位对西四环内环辅路进行现场调查，沥青路面破损主要集中在 2、3、

4 车道、自行车道及路口处网裂、碎裂、车辙等病害。 

现场调查典型病害图片： 

   
碎裂                                    车辙 

     

 井圈碎裂                                网裂 

3、病害分析： 

西四环内环辅路主要病害集中在 2、3、4 车道、自行车道及路口处网裂、碎裂、车辙等病

害。分析其破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①路口处车辆多，制动频繁，致使油面老化磨损加快，加之层间结合较差出现了车辙病害。 

②路面老化，车辆的碾压及长时间雨水的侵蚀致使路面主渐开裂，慢慢发展成网裂碎裂等

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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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一部分碎裂发生在修补位置，主要由于面层与基层的结合不够紧密，没有充分粘合在一

起，长时间的车辆作用，造成面层油的位移，逐步发展成碎裂病害。 

结论：根据旧路资料查询、旧路取芯、弯沉值计算，确定道路基层强度满足要求，仅道路

面层存在病害。 

五、施工图设计内容 

1、道路平面设计 

本次设计平面线形保持不变，中修设计平面主要分布在西四环内环辅路 2、3、4 车道、

自行车道及路口处。 

2、纵断面设计 

本次中修维持原有道路纵坡，病害处理位置与周边道路接顺。 

3、横断面设计 

本次中修维持原有道路横断面形式不变。 

4、路面结构设计 

通过对病害分析和多方案的论证，最终确定道路中修结构如下： 

结构一：针对车辙、碎裂 

细粒式沥青混凝土 AC-13C          4cm 

SBS 改性乳化沥青粘层油 

抗车辙中粒式沥青混凝土 KAC-20C        6 cm 

SBS 乳化沥青透层油 

铣刨旧路结构          10cm 

结构二：针对轻度网裂 

细粒式沥青混凝土 AC-13C          5cm 

SBS 改性乳化沥青粘层油 

旧路结构铣刨          5cm 

注：摊铺沥青面层时，上面层与下面层应保证 30cm 的搭接宽度，以保证结构的稳定性；接

缝断面处应喷洒粘层油，保证接缝牢靠密实。 

 

5、路面结构层材料组成及技术要求 

（1）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 

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按马歇尔试验法进行，沥青混合料的技术指标详见下表： 

热拌沥青混合料马歇尔试验击实指标 

试验项目 击实次数(次)
稳定度 

(KN) 

流值 

(0.1mm) 

空隙率 

(%) 

沥青饱和度 

(%) 

AC-13 两面各 50 >5 2-4.5 3-6 70-85 

 

（2） 材料级配 

沥青混凝土骨料级配参照下表。 

沥青混凝土面层的骨料级配 

类型 
通过下列方孔筛（mm）的质量百分比 

31.5 26.5 19.0 16.0 13.2 9.5 4.7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AC-13   100 90-100 68-85 38-68 24-50 15-38 10-28 7-20 5-15 4-8 

AC-20 
 

100 90-100 78-92 62-80 50-72 26-56 16-44 12-33 8-24 5-17 4-13 3-7 

（ 3）沥青技术要求  

沥青混合料采用优质重交通道路石油沥青（70#），加入温拌添加剂，通过技术手段，使其

性能达到热拌沥青混合料的新型沥青混合料。沥青的技术要求见下表。 

道路石油沥青技术要求 

项目 

针入度（250C, 

100g,5s) 

(0.1mm) 

15℃延

度 

≥(cm) 

10℃延

度 

≥(cm) 

软化

点 

（R

&B） 

≥(℃) 

针入度指数

PI 

60℃动力粘

度系数≥(Pa.s) 

70 号(A) 60-80 40 15 45 -1.5～+1.0 160 

 

（4）石料技术要求  

面层骨料应具备良好的抗压、抗磨耗功能。除面层骨料为石灰岩外，其他沥青混凝土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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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料均为石灰岩石料。沥青混凝土路面应保证骨料技术品质，集料整体应干燥、洁净、无风化、

无杂质。其技术指标见下表： 

 

沥青面层用粗集料质量技术要求                 

指标  
压碎

值≯
(%) 

洛杉矶

磨耗损

失≯
(%) 

表观相

对密度

≮ ( t /m3)  

吸水

率≯
(%) 

坚固

性≯
(%) 

针片状

颗粒含

量≯
(%) 

水洗法
<0.075mm
颗粒含量≯

(%) 

软石含

量≯
(%) 

石料

磨光

值≮  

表面层  26 28 2.60 2.0 12 15 1 3 40 
其他层

次  28 30 2.50 3.0 12 18 1 5 40 

 

沥青面层用细集料质量技术要求 

项目 表观相对密度 坚固性（>0.3mm） 
含泥量（小于

0.075mm 的含量） 
砂当量 亚甲蓝值 

棱角性（流动

时间） 

单位 —— % % % g/kg s 

要求 ≥2.5 ≥12 ≤3 ≥60 ≤1.5 ≥30 

 

（5）矿粉（ <0.074mm）  

沥青混合料用矿粉质量技术要求  

项目 单位 要求 

表观密度 t/m3 ≥2.45 

含水量 % ≥1 

粒度范围 

<0.6mm % 100 

<0.15mm % 90～100 

<0.075mm % 70～100 

外观 —— 无团粒结块 

亲水系数 —— <1 

塑性指数 % <4 

加热安定性 —— 实测记录 

（6）改性乳化沥青技术要求  

粘层材料采用改性乳化沥青其技术要求见《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1-2008)。 

改性乳化沥青技术要求 

试验项目 单位 
品种及代号 

试验方法 PCR 
破乳速度   快裂 T0658 
粒子电荷   阳离子(＋) T0653 
筛上剩余量  （1.18mm）      不大于 ％ 0.1 T0652 

粘度 
恩格拉粘度 E25   1～10 T0622 
沥青标准粘度 C25，3     s 8～25 T0621 

蒸发残留物 

含量                  不小于 ％ 50 T0651 

针入度（100g，25℃,5s） dmm 40～120 T0604 
软化点                不小于 ℃ 50 T0606 

延度（5℃）           不小于 cm 20 T0605 

溶解度(三氯乙烯)      不小于         % 97.5 T0607 

与矿料的粘附性，裹覆面积               不小于   2/3 T0654 
贮存稳定性         1 天                  不大于 % 1 T0655 

5 天                  不大于 % 5 T0655 

SBS 改性乳化沥青粘层油沥青用量为 0.5L/m2，SBS 改性乳化沥青透层油用量为 1.0L/m2。SBS

改性乳化沥青透层油喷洒温度应大于 70℃。 

（7）、抗车辙沥青混合料技术要求 

抗车辙沥青混合料设计技术要求 

试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试件尺寸 mm ∮101.6×63.5 

击实次数 次 75 

空隙率 % 3～6 

矿料间隙率，不小于 % 13 

沥青饱和度 % 65~75 

马歇尔试验稳定度，不小于 k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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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值 0.1mm  10-40 

残留稳定度，不小于 ％ 85 

冻融劈裂强度比，不小于 ％ 80 

动稳定度，不小于 次/mm ≥6000 

渗水系数，不大于 ml/min 120 

 

6、线裂病害处理 

铣刨后缝宽小于 5mm 以下的裂缝，原则上可不进行处理，但对于裂缝为自下向上的即由基

层反射的裂缝，开缝处理后进行灌缝处理。缝宽大于 5mm 以上的裂缝，开缝处理后进行灌缝处

理。 

灌缝胶各项指标应符合下表要求： 

灌缝胶性能指标 

低温拉伸 通过 

锥入度（0.1mm） 50-90 

软化点（°C） 不小于 80 

流动值/mm 不小于 5 

弹性恢复律% 30-70 

1）施工工艺 

a）交通疏导，采取必要的施工安全措施。 

b）裂缝扩宽（必要时采用）。使用开槽机将裂缝修整成适宜的形状，深宽比 

不应超过 2:1，开槽至少 10mm 宽，12mm 深。 

c）裂缝清理。清理裂缝中的松散颗粒、灰尘和杂物，以保证灌缝材料与缝 

壁间的牢固粘结。 

d）裂缝加热（必要时采用）。使用加热器对裂缝及其周边路面进行加热。 

e）封缝。采用专用的灌缝机将密封胶灌入到裂缝槽体内。 

f）养护 10~15min 后开放交通。 

（2）质量检评标准 

1）在灌入密封胶前，应将裂缝区域内的尘土、杂物清除干净。 

2）实测项目： 

 

 

沥青路面开槽灌缝工程实测项目 

项

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

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开槽深度（mm） 符合设计要求 钢直尺：每 5条缝抽量 1处（施工时检测）

2 开槽宽度（mm） 符合设计要求 钢直尺：每 5条缝抽量 1处（施工时检测）

3 与路面高差（mm） 1 钢直尺：每 5条缝抽量 1处 

3）外观鉴定 

a）开槽应与裂缝吻合。 

b）密封胶与路面黏结牢固，无脱开现象。 

7、道路附属工程设计 

（1）排水工程 

西四环内环辅路排水情况良好可满足排水要求。本次中修在维持原有排水系统不变，雨

水口处局部高程可调整，保证雨水口处于低点。 

（2）交通工程 

道路维修完毕后，路面标线予以恢复原状。 

路面标线主要包括导向箭头、自行车图案、车行道分界线（6-9 白虚线，线宽 15cm）、车

行道边缘线（白实线，线宽 15cm）。 

（3）检查井 

本工程需加固的检查井共计 30 个，具体设计详见检查井井圈周边加固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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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前确定施工部位，并在检查井周边做好标示；施工部位的交通围挡符合规范要求；如

果需要更换整套井圈的，与管线单位提前联系准备好井圈。使用专业井口铣钻机对做过标示的

检查井进行铣钻，然后清理杂土并装车，井口清理干净后测量记录，确保清理后的井口深度不

小于 20cm，填充宽度控制在 35cm。把合格的井圈放置在清理干净的井口内，使用楔形垫块调

平井圈，确保调平后的井圈平整度符合规范要求，稳固后进行下个工序。模板要与井壁形状相

符，要紧贴井壁无缝隙并支撑牢固。自然条件下养护 2 小时后放行通车，养护期间严禁碾压。 

当检查井井墙周边处理范围不能将损坏部位都清除时，应视情况增加井周处理面积。井周

处理完毕后对井边进行封边处理，防止雨雪对道路及检查井侵蚀。 

 

8、交通组织 

本项目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的指导思想为：以质量为中心，以交通导改为先行，满足文明

环保要求，优化施工区段，突出夜间施工管理，力争把施工对首都政治生活和社会交通带来的

影响降到最低。 

因本工程白天交通繁忙，为减少对现况交通的干扰，本项目施工期间主要采用分幅、分段

进行施工，并做好交通提示标志。 

六、施工注意事项： 

1. 沥青路面的摊铺温度控制和碾压遍数、压实度控制对道路的后期使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施工规范要求进行施工。 

2. 由于中修工程具有复杂性，因此质量控制是工程成败的关键环节，在整个工程施工过程

中请监理单位严格按监理程序控制好各个环节，确保工程质量。 

3. 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及导改，应及时与交通管理部门协商配合；在施工过程中应注意加

强对现况管线的保护、及时与公交部门、园林绿化部门沟通与配合。 

4. 施工前需结合施工组织及交通导行条件，对设计中划定的补强结构类型、范围及适用条

件再次确认，以保证补强结构的有效性和可实施性。 

5.人行道边缘或缘石边缘遇有检查井的，需根据实际情况现场测量后进行加工预制。 

6．由于中修工程的特殊性，在施工过程中各面层摊铺厚度不是定数，均有找平层。具体数

量以现场确认为准。 

7.其它未尽事宜，可随工程实施中的变化情况，通过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及时有效的沟通

配合，通过协商解决。 



工程名称：2017年第8标段 道路中修4标 西四环内环辅路（南沙窝桥~五棵松桥）

单位 数 量 单位 数 量

一、土方工程

1 运弃旧路材料   铣刨旧沥青路面层                5cm m2 3932

2 运弃旧路材料   铣刨旧沥青路面层                4cm m2 314

3 运弃旧路材料   铣刨旧沥青路面层                6cm m2 297

二、路面工程

4 细粒式沥青混凝土AC-13C                        5cm m2 3932

5 细粒式沥青混凝土AC-13C                        4cm m2 314

6 SBS改性乳化沥青粘层油 m2 4246

7 抗车辙中粒式沥青混凝土KAC-20C                 6cm m2 297

8 SBS改性乳化沥青透层油 m2 297

9 灌缝 进口密封胶灌缝 m 186

三、交通工程

10 白实线 m 561

11 白虚线 m 765

12 箭头(粘贴) 个 9

13 自行车图案(粘贴) 个 4

14 地磁感应线圈 套 2

四、附属

15 检查井加固 座 30

五、旧料回收

16 旧料回收 t 429.6

主要工程数量表

工 程 量 工 程 量
序号 分部分项工程名称 序号 分部分项工程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