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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设计与施工通病的预防及解决策略
谢永明
云南省设计院集团工程投资有限公司

云南昆明

【摘要】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趋势，城市化进程加快了城乡一体化发展，使得道
路交通运输系统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在道路设计中，不仅需要关注工程所处区域的地质条件以及工程的强
度需求、质量标准等，还应该将环境因素、交通流量等考虑在内，同时积极借鉴国内外一些先进道路工程
的设计与经验，这样得到的设计与施工方案才能真正确保道路工程的合理性，促进其使用寿命的延长。基
于此，本文就道路设计与施工通病的预防及解决策略进行详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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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ion and Solution Strategy of Common Diseases in Road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Yongming Xie
Yunnan province design institute group engineering investment co., ltd Kunming, Yunnan province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social economy has shown a trend of rapid development.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has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making the importance of road
transportation system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In road design, we should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the area where the project is located, as well as the strength requirements and quality standards of the
project, but also take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raffic flow into consideration, and actively learn from the design
and experience of some advanced road projects at home and abroad, so that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scheme can
truly ensur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road project and promote its service lif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evention and solution strategies of common problems in road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n detail.
【Keywords】Road design; Common construction faults; Prevention; Solution strategy
引言

（1）安全性要求。道路工程在城市基础设施建

在道路施工过程中，设计与施工质量控制有助

设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在道路工程设计

于施工单位控制施工成本。道路施工建设需耗费大

中，首先要考虑工程的安全性。只有确保项目的质

量的资源，对施工技术进行调整，有利于消除施工

量和安全，才能确保这些基础设施在未来的使用中

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保证项目进度及项目质量，

发挥重要作用，并保护公民的出行安全。

降低施工过程中的成本，帮助施工单位获得较高的

（2）实用性要求。道路工程设计主要以经济发

经济效益。设计与施工管理控制还能提升道路整体

展和公众需求为基础，道路工程设计具有一定的实

安全性，质量安全是施工项目的重要目标，也是发

用性，应加强设计质量管理，提高道路的使用寿命，

挥项目功能的基础。道路施工过程中，强化技术质

达到最佳的性能和状态，设计者在规划道路施工时，

量控制有利于及时发现施工中的安全问题，并及时

结合优秀的经验和设计方案，结合工程施工现场的

解决问题，降低施工过程中各类事故的发生几率，

具体环境和施工要求，优化方案，保证施工顺利进

甚至避免发生事故。

行，降低施工成本，提高整体经济效益。

1 道路设计与施工原则

2 道路设计与施工通病成因

作者简介：谢永明（1987-）男，汉族，云南澄江，本科，道桥工程师，从事路桥设计工作。

- 34 -

谢永明

道路设计与施工通病的预防及解决策略

2.1 设计因素

完善的设计方案则可以确保道路工程施工建设的顺

造成道路质量问题的设计因素有很多，既有主

利进行，促进其质量的提高。现如今，很多道路工

观因素也有客观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程都存在着设计方案亟待完善的情况，究其原因有

（1）设计周期过短

设计时间较短，或者缺乏对各方面影响因素的充分

目前在工程建设领域，设计周期过度压缩的现

考虑，缺乏对先进工艺技术和施工材料的合理应用

象非常普遍，建设方为了赶工期，往往在项目施工

等，无法满足道路工程建设的需求。

前随意压缩设计周期，要求设计人员赶制施工图，

（3）设计参数的采用

由此造成基础数据调查不足、地质勘探不全面、设

道路设计过程中，设计参数的选用对设计成果

计方案未经审议、图纸缺乏三级校审等一系列问题，

的影响非常大，而规范往往只规定了期间值，合理

更有甚者，施工图未经审查即交付施工单位施工，

的参数对设计至关重要。例如在路线设计中，规范

例如南京银行科教创业园二期“6.15”基坑坍塌事

对缓和曲线、平曲线最小长度均有规定，在实际应

故诱因之一为勘察不够全面，河南郑州“7.20”特

用中，设计者往往以“缓+曲+缓”的长度比列为“1：

大暴雨灾害事故主因之一为违规使用白图等。

1：1”为最佳线形组合。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由直

（2）经验主导设计

线段驶入圆曲线或由圆曲线驶入直线段时，因曲率

道路工程施工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涉及内

产生变化，车辆必须进行转向，当速度较快时，会

容多、工作量大、设计时间长，设计方案难以有效

出现明显的不适应，甚至引发车辆失稳侧翻的交通

实施。新的发展环境下，社会经济不断进步，工程

事故，因此需要在两者间设置过度线型，即缓和曲

设计人员在思想认识方面，也应该紧跟时代发展的

线，来控制路面旋转的角速度变化。缓和曲线最小

脚步，对设计理念进行创新。而从实际情况分析，

长度则是要求满足驾驶员顺利操作转向时间（3s），

不少设计人员在针对道路工程进行设计的过程中，

且控制车辆转向时的离心率（0.5-0.6m/s3）,由此求

往往采取经验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照搬以往的项目，

得缓和曲线的最小长度。

造成设计方案老旧的问题，影响了道路事业的发展。
表 1 缓和曲线最小长度计算
设计速度(Km/h)

120

100

80

60

40

30

20

3S 行程（m）

100

83.33

66.67

50

33.33

25

16.67

规范要求（s）

100

85

70

50

35

25

20

在实际设计中，缓和曲线长度还受到超高过渡

工程品质的有效手段，对交通系统的完善具有非常

段长度、加宽过渡段长度段的直接影响，超高和加

重要的推动作用。道路工程建设过程需要应用多种

宽过渡段均应当在缓和曲线的全长范围内进行，因

工程材料，如路面的沥青材料、工程结构的混凝土

此，缓和曲线应当同时满足以上要求。可见，缓曲

材料以及路基填充材料等，这些材料自身的质量干

长度与圆曲线半径、及设计速度密切关联，半径越

系重大。在目前的市场中，工程材料的价格不一，

大，往往二者之比也越大，若同时增大缓和曲线长

质量也存在很大差异。对管理人员来说，高效甄别

度则在曲线末端出现较大的侧向速度和位移，因此，

材料是其基本工作，必须尽职尽责，从根本上消除

“1：1：1”组合只在小半径圆曲线设计时适宜采用。

材料给道路工程质量带来的不确定影响。现阶段，

2.2 施工因素

一些管理人员不注重材料管理，在各种材料使用之

（1）施工材料

前没有进行系统化的材料性能检测和品控把握，尤

材料因素对道路工程质量有很大影响。从相关

其是沥青和混凝土等关键材料。由于材料的性能不

性的角度来看，材料因素与道路工程质量的关系最

足以满足行业施工规范，此类工程在投入使用以后，

为密切。一般而言，工程材料的性能会对工程的品

会因为工程结构强度不足、稳定性下降等各种因素，

质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加强材料管理也是提高

导致工程病害的出现，大大缩短工程项目的使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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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对此必须引起管理人员的高度重视。

从源头起降低裂缝产生几率。

（2）人员及机械水平

（2）提升工作人员技术水平，道路建设企业在

现阶段，道路施工中出现问题往往与施工人员

招聘工人过程中需招聘具有专业能力的人才，确保

技术水平有关，施工人员技术水平较低，施工机械

企业收益，并强化对施工人员的培训管理，聘请专

老旧，往往无法满足工程需求。

业技术人员对施工人员进行岗位培训，不断提升施

（3）施工工艺把控不严

工人员技术水平，并关注施工技术人员的安全意识。

施工单位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班组

企业也可建立奖惩制度，提升施工人员的工作主动

蛮干乱干，不按规定的工艺进行施工，往往造成不

性及积极性，使表现优异的工人得到相关的奖励，

必要的工程质量缺陷。

水平较低及工作不认真的工人需及时淘汰，以此保

3 道路设计与施工通病的预防及解决策略

证每个施工人员均能认真对待工作。为避免施工过

3.1 设计通病的预防及解决策略

程中发生各种问题，施工方需关注设备管理，积极

（1）落实设计质量终身责任制，加强设计在道

引进先进设备。道路建设企业应当在施工设备上投

路建设工程中的主导作用，保证设计基础资料的全

入大量的资金，拓展施工设备规模，完善设备功能，

面、详实、可靠，设计过程中应加强校审，设计单

避免发生设备老化及损害等问题，以免影响施工进

位应该高度重视道路工程的设计工作，不能单纯地

度及施工质量。

关注设计任务的完成，还应该为设计预留出足够的

（3）注重规范施工工艺，在对道路工程施工工

时间，在得到设计方案后，需要对其进行自查，找

艺进行控制方面，应当抓好下述工作：①严控材料

出其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做好分析处理，进一步

拌和工艺，保证各种建材拌和皆是依照有关要求进

提升设计方案的有效性，从建设单位的角度，构建

行，确保材料混合匀称，比如在沥青、石料拌和期

起专业性较强的设计监管部门，针对设计方案进行

间，应当对投放比重进行严控，且需要遵照一边搅

监管和审查，按规定程序对设计成果进行审核，对

拌一边加热的准则，合理控制搅拌温度，避免温度

设计方案进行充分论证和专家咨询，保证方案的科

影响材料搅拌，确保材料自身性能处于最佳状态；

学性及可行性，严禁“白图”施工。

②在搅拌作业以前，应当查看材料洁净水平，明确

（2）设计人员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和

存在杂物与否，第一时间进行处理，避免杂物影响

职业素养，积极学习最新的工艺技术，确保设计出

到材料质量；③严控水渗透和负载问题，在初次配

的方案能够为道路的施工建设提供指导。

制材料的时候，应当对混凝土进行碾压，利于以科

（3）在道路设计环节，要注意细节处理，优化

学的碾压方式，实现提升混凝土强度的目标；④因

设计方案。具体来讲，首先，设计人员需要对自身

为碾压质量与施工裂缝的出现存在较为紧密的联

的设计行为进行规范，遵循相关设计标准的要求，

系，为此为降低裂缝对结构的不良影响，应当抓好

将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全部考虑在内，结合实际情

碾压操作，确保碾压一次到位；⑤对桥梁结合位置

况，对不同的设计参数进行论证对比，在满足质量

进行恰当处置，确保每个细节均符合有关要求，保

安全的前提下，尽量节约工程造价。

证结合位置紧实度与设计要求相符，避免结合问题

3.2 施工通病的预防及解决策略

的产生。

（1）加强施工材料管理控制，由于施工材料是

结束语

影响施工质量的重要因素，所以需要加强对施工材

总而言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道路工程的建

料的选择以及管理。一方面，需要按照工程以往施

设是最为基础的建设，是人们生活和工作开展的重

工经验以及工程现场勘察各项数据结果，确定工程

要基础，因此必须关注道路工程项目的设计与施工

建设使用材料规格以及各方面情况，并按照结果对

建设，了解其中存在的质量问题，结合市道路工程

材料展开科学选择；另一方面，要做好材料抽样检

本身的特点来寻找有效的质量防治措施，使整体道

测工作，保证进场材料能够与设计要求相符，石料

路工程的质量得到保障，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方便。

粒度以及沥青材料材质等均能达到施工要求，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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