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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泉河路辅路中修工程（苏州北桥至万泉河桥） 

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一、概述 

1、项目概况 

万泉河路辅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是北京城市中心区向西北方向的一条

快速路。道路南起三环西北角的苏州桥，北至上跨颐和园路的西苑桥，与圆

明园西路相接继续向北延伸，两侧位东西辅路，全长 4.18公里。 

本次设计仅对其东西两侧部分辅路进行设计，具体设计的段落为苏州桥

起北至万泉河桥的东西两侧辅路。设计路段总长度为 2.709 公里，现况步道

宽度为 2-5.6米，辅路宽 7.5-25.5米。 

 
万泉河辅路工程（苏州北桥至万泉河桥）地理位置图 

 

本次市政道路中修养护工程设计，本着为满足不断增长和变化的交通需求，

在保障基础设施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减少资金投入，提高基础设施的服务年限，

使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发挥最大作用的原则。设计中体现了“人文交通、科技交通、

绿色交通”的理论，结合道路中修的特点，改善行车环境，提出最佳方案，为建

设繁荣、文明、和谐、宜居的首都提供有力的交通保障。 

万泉河路辅路（苏州北桥至万泉河桥）自 2003年改建以来，经过多年使用辅

路路面局部地段出现路面龟裂、碎裂、纵横向裂缝、车辙、检查井周边破损沉陷

等不同程度的病害，已经影响到车辆及行人出行和市容美观。为改善行车的出行

条件，防止道路病害进一步发展，受北京市城市道路养护管理中心的委托，由我

公司对万泉河路辅路中修工程（苏州北桥至万泉河桥）进行施工图设计。 

2、设计范围 

本次设计起点为苏州北桥，终点至万泉河桥，主要对道路路面病害及路面检

查井进行修复设计。 

二、现况调查 

1、原结构调查：  

根据钻芯取样结果分析，现况路面结构如下： 

细粒式沥青混凝土                     3-5cm 

中粒式沥青混凝土                     6-7cm 

二灰碎石基层 

1、病害调查： 

2017 年 1 月我单位对万泉河路辅路中修工程（苏州北桥至万泉河桥）进行现

场调查。 

（1）路面病害主要有车辙、龟裂、纵（横）向裂缝及掘路处龟裂等病害。 

下图为典型的病害照片： 

 

设计终点 K2+709.475 

设计起点 K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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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检查井 

  
 （3）路面钻芯取样 

  

  

局部碎裂 

龟裂 

横向裂缝 

龟裂 

检查井沉陷 

车辙 

龟裂 检查井周边破损 

龟裂处取芯：5+6cm沥青面层+二灰砂砾 



                                                                                                                                                                         万泉河路辅路中修工程（苏州北桥至万泉河桥）施工图设计说明书 

3 
 

  

  
 

 
 

 

（4）病害分析： 

路面经现场调查，纵（横）向裂缝形成主要原因是由于本地区气候条件，低

温抗变形能力较差，致使沥青面层在低温下产生收缩开裂； 

龟裂：病害发展到上面层，中面层及下面层完好，该类病害主要是由于本地

区气候条件，低温抗变形能力较差，致使沥青面层在低温下产生收缩开裂。 

碎裂：裂缝由上面层贯穿到下面层，三层沥青断裂，产生的主导因素是路面

出现裂缝后未及时封填，致使雨水渗入面层，并下渗到基层，致使路基含水量逐

渐增多，逐步破坏沥青面层与结构层的粘结力，进而导致路面结构的抗弯拉强度

降低而形成碎裂。 

车辙：主要原因是由于交通量繁重，车辆频繁碾压以及沥青材料的高温稳定

性及耐久性等较差，在行车荷载重复作用以及气候(高温)等因素综合作用下产生

永久性变形。 

三、设计依据和标准 

1、设计依据 

（1）2017年北京市市管城市道路、桥梁专项工程设计第 5标段道路中修工程

设计 1标设计工程《中标通知书》。 

（2）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处现存市政档案资料。 

（3）我单位现况道路破损情况调查记录。 

完好处取芯：5+6cm沥青面层+二灰砂砾 

车辙处取芯：3+7cm沥青面层+二灰砂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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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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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道路（沥青路面）》（05MR201） 

《道路（行驶普通车的柔性路面）》（93SJ007）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2009）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5）国家现行的其它设计规范、标准、规程、规定等。 

2．设计标准 

（1）整治和完善道路以及附属设施，恢复道路使用功能。 

（2）改善车辆出行环境和整体视觉效果。 

（3）力求做到适用、安全、美观、经济。 

（4）符合设计标准、规范的有关规定，计算要准确，文字说明要清楚，图纸

要清晰、准确，避免“错、漏、碰、缺” 

（5）延长道路使用寿命，推后大修时间。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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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纵断面设计 

本次设计维持原有道路纵坡，主要控制点为旧路高程，道路起终点及相交道

路高程，施工时注意病害处理位置与周边道路接顺。 

3、横断面设计 

本次设计横断面维持原有道路路拱形式及横坡坡度不变。维修位置与相邻现

况路面接顺，并确保不积水。 

4、道路结构设计 

本项目路面整体状况较好，仅局部路面出现病害，本次对现状路病害采用如

下结构层： 

病害处理： 

（1）横、纵向裂缝处理（一般地段）处理： 

纵（横）缝采用进口密封胶进行灌缝处理，密封胶属于聚合物改性沥青材料，

外观为固体状，使用前需要加热成液体。在实际进行裂缝处理时，应根据裂缝的

宽度按以下方法进行处理： 

a)开槽：用开槽机正确开槽，跟踪指示装置对准裂缝，向后拉动开槽机对裂缝

进行开槽，深度尺寸控制在 25mm,宽度尺寸控制在约 12mm。 

b)清缝为取得良好的密封效果，必须用压缩空气喷枪对所开凹槽进行清缝，确

保槽内干净； 

c)烘干用烘干机对凹槽进行预热，并烘干进入缝里的水分，确保密封胶与凹槽

紧密结合； 

d)灌缝用灌缝机对槽口进行灌缝，并控制好胶体的用量。 

注：处理位置以现场实际情况为准。 

（2）轻微龟裂：经现场调查取芯情况分析，路面出现的一般龟裂等病害未发

展到基层，只涉及到上面层。故采用铣刨旧路沥青面层 5cm，新建 5cm AC-13C细

粒式沥青混凝土+改性乳化沥青粘层油 

AC-13C细粒式沥青混凝土            5cm   

改性乳化沥青粘层油（0.6L/㎡） 

总厚 5厘米。 

（3）车辙处理：病害未发展到基层，采用铣刨旧路沥青面层 11cm，新建 5cm 

AC-13C细粒式沥青混凝土+改性乳化沥青粘层油+KAC-20C中粒式沥青混凝土(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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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抗车辙剂) 6 cm +改性乳化沥青透层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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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性乳化沥青粘层油（0.6L/㎡） 

KAC-20C中粒式沥青混凝土(掺 6‰抗车辙剂)       6cm   

改性乳化沥青透层油（1.0L/㎡）   

总厚 11厘米。 

注：施工缝及构造物两端的搭接处必须仔细操作，保证紧密、平顺；新旧路面

横、纵向交界处，沥青混凝土上面层铣刨宽度应多出下面层 30cm（详见路面结构

设计图）。各层新旧沥青面层间采用垂直的平接缝，平接缝应做到紧密粘结，充分

压实，连接平顺。铺筑接缝时，可在已压实部分上面铺设一些热混合料使之预热

软化，以加强新旧混合料的粘结。但在开始碾压前应将预热用的混合料铲除。 

5、检查井处理 

对于路面检查井周边存在的龟裂和沉陷问题，中修工程中通过多次现场实验，

在前期充分调查、全面分析其结构受力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多种加固措施，经多

项工程实际检验后，我们采用以下行之有效的加固措施，保证了井盖周边路面平

整度及耐久性，取得显著效果，值得推广。具体方案如下所述： 

对沿线有病害的检查井进行处理（具体位置见平面图），施工前确定施工部位，

并在检查井周边做好标识，施工部位的交通围挡符合设计规范要求，如需要更换

整套井圈的，与管线单位提前联系备好井圈。施工时使用专业井口铣钻机开凿井

盖外围宽 35 厘米，深度 20 厘米旧路结构，调整检查井与原路面高差（混凝土垫

块置于井圈下部），然后填 20厘米厚超早强黑色特种灌浆料，一次浇灌成型。 

超早强黑色特种灌浆料技术指标如下： 

a 强度： 2小时 30.7MPa、4小时 33.5 MPa、1天 41.5MPa、28天 50.5 MPa。 

b 初凝：30分钟；终凝：45分钟。 

c 平整度：井框与周边路面平整度不超过 3mm 

d 抗渗:本品具有很好的抗渗性能，抗渗指标>p6。 

e 耐久性： 200万次疲劳试验，50次冻融环境试验强度无明显变化。 

f 耐侯性好： -40℃～100℃长期安全使用。 

g 微膨胀：浇注体长期使用无收缩，浇注体与基础之间无收缩，不开裂。 

h 低碱耐蚀：严格控制原材料碱含量，适用于碱-集料反应有抑制要求的工程。 

施工后在自然条件下养护 2小时后放行通车，养护期间严禁碾压。 

6、交通标线 

全线路面施工完成后，按道路原有标识、标线进行恢复。根据国标

GB5768.3-200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进行。 

总体设计方案： 

1）本次道路交通标线设计原则： 

①各路段同向行车道间设置白色车行道分界线和车行道边缘线； 

②在需要诱导车辆前的合适位置设置地面导向箭头或地面标记等； 

2）交通标线的种类和具体设计 

本次交通标线的种类主要是：可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车行道边缘线、地面

导向箭头及道路出入口标线等。 

交通标线材料：采用热熔涂料，膜厚 1.8毫米(硬化干燥时)以上。 

①可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位置设置，设在同向行驶的车行道分界上，用来分

隔同向行驶的交通流。可跨越同向车行道分界线为白色虚线，线宽 15厘米，采用

“6-9”划线，即实线长 6米，间隔 9米。 

②车行道边缘线：用以指示机动车道的边缘，车行道边缘线，为白色实线，

其线宽 15厘米。 

③地面箭头采用 6米，标识视车流导向布置，根据规范进行路口渠化。 

④道路出入口标线：用于引导驶入和驶出车辆的运行轨迹，提供安全交汇，

减少与突出缘石碰撞的可能，由出入口的纵向标线和三角地带标线组成。三角地

带标线颜色为白色，填充线线宽为 45厘米，倾斜角度为 45° 

7、交通导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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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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中应遵循以下导改原则： 

1）运用科学的管理原则，杜绝在本工地内发生的任何交通事故，交通堵塞降

到最低点。 

2）强化综合协调和管理，充分利用人力资源、机械设备、保质保量，缩短工

期，尽快开放交通是本组织方案的思想考虑。 

3）高质量的安全管理，积极采取有针对性措施，保证施工安全，实现文明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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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夜间施工，做好交通提示标志，配置安全监督人员现场疏通，力求做到安全第

一。具体的操作和管理措施如下： 

1）在实施施工的区域相关路口设立警示牌与交通标志牌。 

2）路口设置明显的交通标示，指导车辆分流。同时，为确保现场的施工和行

车两不误，在每个封闭施工点各设 2 名具备交通管理知识的交通管理员，实行不

间断的值勤，维护现场交通秩序和行车安全，确保正常施工作业和防止交通事故。 

3）加强与各部门的沟通，并积极配合做好交通管理工作及环境保护工作。 

4）建立与交警部门联系的直通道，及时反馈现场交通状况。在交通高峰期必

要时请交警到现场协助指挥。当严重塞车时请交警到现场指挥并按应急方案进行

分流。 

5）根据工程分段施工及现场的布置情况，施工场地合理安排进出车道，做到

各行其道。工程车严格按照指示和交通指挥员指挥行驶，礼让其他车辆，通道上

禁止白天占道装卸施工材料。 

6）交通疏导小组每天必须对管理范围内的路段进行巡查，发现有阻碍交通的

障碍物或道路损坏，及时处理。 

7）施工范围内车行道和人行道按规定设置夜间警示灯，确保车辆、行人道通

行安全。 

8）夜间施工按规定设置夜间交通的安全措施。 

9）施工完毕后及时清理干净现场，将剩余的材料，施工机械及时运回本公司，

现场清扫干净，重要的交通路段派人 24小时现场守护，以利车辆的顺利通过。 

8、旧路材料利用说明： 

由于施工过程中，需要铣刨原路面，产生大量的旧料，建议将铣刨的旧料统

一回收，统一管理，统一利用，既减少了占地，又为北京市的节能减排工作做出

了贡献。 

本工程按 70%可回收率，可回收旧路沥青混和料 310.9t。 

五、材料要求 

1、沥青混凝土路面 

（1）材料级配 

沥青混凝土矿料级配参照下表： 

密级配沥青混凝土混合料矿料级配范围 

 

类型 
通过下列方孔筛（mm）的质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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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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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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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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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 度

(5cm/min,1

5℃) 

≮(cm) 

软化点 

（环球法） 

≮(℃) 

闪点 

≮(℃) 

含蜡量 

（蒸馏法） 

≯(%) 

密度 

(15℃) 

(g/cm3) 

溶解度

（三氯

乙烯） 

≮(℃) 

薄膜加热试验1630C，5h 

质量 

损失 

≯(%) 

针入 

度比 

≮(%) 

残留 

延度 

(10℃) 

≮(cm) 

7号(A) 60-80 40 45 260 3.0 ≮1.0 99.5 ±0.8 6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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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料技术要求 

面层骨料应具备良好的抗压、抗磨耗功能。沥青混凝土路面所用碎石应选用

锤式破碎机生产的机轧碎石，以保证骨料技术品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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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3) 

吸水率 

 

≯(%) 

对沥青的

粘附性 

≮(%) 

针片状颗

粒含量 

≯(%) 

水洗法 

<0.075mm

颗粒含量 

≯(%) 

软石 

含量 

≯(%) 

粗集料 30 35 2.45 3.0 -- 20 1 5 

 

（4）矿粉（<0.075mm） 

 矿粉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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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粉应干燥、洁净，能自由地从矿粉仓流出，

其亲水系数应小于 1，含水量不大于 1%，表观密度不小于 2.45t/m3。 

（5）改性乳化沥青技术要求 

透层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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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裂或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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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性乳化沥青粘层油 PCR用量 0.6L/m2，改性乳化沥青透层油 PCR用量为 1.0L/m2。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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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级配沥青混合料（AC）马歇尔试验技术要求 

 

试验指标 单位 城市主干路 
击实次数（双面） 次 75 
试件尺寸 mm Φ101.6mm×63.5mm 

空隙率 VV 
深约 90mm以内 % 3～5 
深约 90mm以外 % 3～6 

稳定度MS不小于 KN 8 
流值 FL mm 2～4 

矿料间隙率
VMA(%) 
不小于 

设计空隙率 
(%) 

相应于以下公称最大粒径(mm)的最小 VMA及 VFA 
技术要求（%） 

26.5 19 16 13.2 9.5 4.75 
2 10 11 11.5 12 13 15 
3 11 12 12.5 13 14 16 
4 12 13 13.5 14 15 17 
5 13 14 14.5 15 16 18 
6 14 15 15.5 16 17 19 

沥青饱和度 VFA(%) 65～75 
 

2、抗车辙沥青混合料 

1）抗车辙剂作用机理 

①提高沥青混合料的骨架作用 

抗车辙剂在使用过程中，由于高温拌和条件的作用促使抗车辙剂颗粒软化，并

在施工后期的碾压阶段热成型，这就相当于向沥青混合料中添加了单一粒径的细

集料，对集料的整体骨架结构进行了补充，因而有利于提高沥青混合料的骨架作

用，这对于改善沥青混合料的结构承载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① 加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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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车辙剂颗粒在投入到沥青混合料中后，拌和过程中能在沥青胶结料内部形成

网状结构，能够对沥青与集料起到纤维加筋的作用，改善了沥青与集料之间的黏

附性以及沥青混合料的整体性。 

③对沥青的改性作用 

抗车辙剂在高温条件下能够融化，与沥青胶结，因而能够起到改善沥青性能的

作用，特别是降低沥青的软化点以及温度敏感性，同时起到增加沥青与集料黏附

性的作用。 

④变形恢复作用 

抗车辙剂中的弹性成分在一定温度条件下能够起到弹性恢复的功能，因而有助

于减缓沥青路面的永久变形。 

2)材料技术要求 

①基质沥青、集料及矿粉的各项技术要求与现行有关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中

的规定一致，参照执行即可。 

②混合料技术要求 

为了提高沥青混合料的抗车辙性能，混合料的矿料级配应在规范要求的范围内

调整，采用骨架密实结构形式，沥青混合料的技术要求如下表。 

沥青混合料技术要求 

检验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实验方法 

车辙试验(60℃、0.7MPa) 

动稳定度 

上面层 
次/mm 

>7000 
T0719 

下面层 >5000 

残留马歇尔稳定度 % >85 T0790 

冻融劈裂残留强度比 % >80 T0729 

 

③ 外掺剂技术要求 

选用北京地区常用，性能稳定的抗车辙剂，以满足混合料的高、低温性能。抗车辙剂掺量一

般为 0.2%～0.6%，本次设计掺量取 0.6%。 

六、施工验收 

a基本要求 

①沥青混合料的矿料质量及矿料级配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施工技术指南的规定。 

②严格控制各种矿料和沥青用量及各种材料和沥青混合料的加热温度，沥青

材料及混合料的各项指标应符合设计和施工技术指南的要求。沥青混合料的生产，

每日应做焚烧试验、旋转压实试验。矿料级配、沥青含量、体积性质等结果的合

格率应不小于 96%。 

③拌和后的沥青混合料应均匀一致，无花白，无粗细料分离和结团成块现象。 

④原路面表面干燥、清洁、无浮土，其平整度和路拱度应符合要求。 

⑤摊铺时应严格控制摊铺厚度和平整度，避免离析，注意控制摊铺和碾压温

度。 

b外观鉴定 

①表面应平整密实，不应有泛油、松散、裂缝和明显离析等现象。 

②纵向接缝应严格控制搭接工艺，应紧密、平顺。 

③面层与路缘石及其他构筑物应密贴接顺，不得有积水或漏水现象。 

七、工程量明细表 

序号 指 标 名 称 单 位  数 量 备 注 

一 路面工程       

1 5cm细粒式沥青混凝土 AC-13C 平方米 3317.2  含搭接 

2 6cm中粒式沥青混凝土 KAC-20C 平方米 450.2    

3 改性乳化沥青粘层油（0.6L/㎡） 平方米 3317.2    

4 改性乳化沥青透层油（1.0L/㎡） 平方米 450.2    

5 铣刨沥青混凝土面层 5cm 平方米 2867.0  含搭接 

6 铣刨沥青混凝土面层 11cm 立方米 450.2    

7 灌缝 米 975.4    

8 路面检查井加固 座 18    

二 交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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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车行道边缘线白实线（线宽 15cm） 平方米 132.9    

2 车行道分界线白虚线（线宽 15cm） 平方米 74.3  虚面积 

3 白色导向箭头（L=6m） 个 3.0    

4 导流线 平方米 16 虚面积 

三 其他 
   

1 可回收旧路沥青混和料 t 310.9 
 

 

八、养护建议 

施工通车后，养护单位对沥青路面应进行预防性、经常性和周期性养护，加

强路况巡查，及时掌握路面的使用状况，加强小修保养，及时修补各种破损，保

持路面处于整洁、良好的技术状况。 

九、施工注意事项 

1、道路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先进行路面病害调查，核实病害处理面积。施工范

围处均与原道路自然接顺。 

2、严格按照施工技术规范要求进行道路施工，严格控制结构层厚度和密实度，

确保旧路病害处理彻底。 

在铣刨旧路路面时，应先用切割机沿施工线切割到位后再铣刨旧路面层和旧

路基层。铣刨后路面必须清理干净，应避免留有旧路结构薄层，当所剩上面层厚

度小于 1.5cm时，应适当增加铣刨厚度，铣刨至粗粒式沥青面层顶部。 

3、沥青结构层施工完毕后，禁止撒水人工降低路面温度，防止沥青结构出现

淬化现象。 

4、施工前请详细勘察地上、地下管线情况，发现问题及时与设计方联系协商

解决。施工时注意与现况道路、接顺，确保随坡就弯、美观大方。 

5、道路挖补施工时应避免超挖对现有路基的破坏。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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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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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本工程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必须符合设计及管理部门的要求，并注意做好防

护工作，并提前到供货厂家检查控制，出厂要有合格证明书，对于进入现场的材

料，要经过监理工程师检查，进行状态标识，严禁使用不合格的材料。 

9、施工严格按《北京市城市道路工程施工技术规程（DBJ01-45-2000）》及

《北京市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操作规程（DBJ01-56-2001）》执行。 

10、工程验收采用《城镇道路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DJB01-11-200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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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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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单

位及时有效的沟通配合，通过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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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 标 名 称 单 位 数 量 备 注 序号 指 标 名 称 单 位 数 量 备 注

一 路面工程

1 5cm细粒式沥青混凝土AC-13C 平方米 3317.2 含搭接

主 要 工 程 数 量 表 

工程名称：万泉河路辅路中修工程（苏州北桥至万泉河桥）

2 6cm中粒式沥青混凝土KAC-20C 平方米 450.2

3 改性乳化沥青粘层油（0.6L/㎡） 平方米 3317.2

4 改性乳化沥青透层油（1.0L/㎡） 平方米 450.2

5 铣刨沥青混凝土面层5cm 平方米 2867.0 含搭接

6 铣刨沥青混凝土面层11cm 立方米 450.2

7 灌缝 米 975.4

8 路面检查井加固 座 18

二 交通工程

1 车行道边缘线白实线（线宽15cm） 平方米 132.9

2 车行道分界线白虚线（线宽15cm） 平方米 74.3 虚面积

3 白色导向箭头（L=6m） 个 3.0

4 导流线 平方米 16 虚面积

三 其他

1 可回收旧路沥青混和料 t 310.9

   编制:  复核： 审核:



6cm KAC-20C

路 面 工 程 数 量 表

工程名称：万泉河路辅路中修工程（苏州北桥至万泉河桥）

长度 路面宽度

病害处理

5cm AC-13C
细粒式沥青
混凝土

中粒式沥
青混凝土
AC-20C

6cm KAC-20C
中粒式沥青
混凝土(掺6
‰抗车辙剂)

路面搭接
铣刨沥青
面层

铣刨沥青
面层

铣刨沥青
面层

厚(5cm) 厚(6cm) 厚(6cm) 厚(5cm) 厚(5cm) 厚(11cm)

米 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平方米 米

1 K0+364.4 ～K0+431.2 车辙 右侧 67 7.12 475.7 450.2 475.7 450.2 25.5 450.2

2 K1+822.5 ～K1+850.5 龟裂 左侧 28 11.4 320 320 320.0

3 K1+897.0 ～K2+133.0 龟裂 右侧 236 7.9 1858.5 1858.5 1858.5

4 K2+120.7 ～K2+224.4 龟裂 左侧 104 6.4 663 663 663.0

备注起讫桩号 位置
长度

灌缝

病害类型
改性乳化沥
青粘层油
（0.6L/㎡）

改性乳化沥
青透层油
（1.0L/㎡）

路面宽度
序号

5 K0+000.0 ～K2+709.5 纵横向裂缝 全线 2709 975.4

3317.2 450.2 3317.2 450.2 25.5 2841.5 450.2 975.4

     编制： 复核： 审核：

合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