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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工程质量控制及检测要点分析 

王新国 

南通市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江苏南通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在城市建设中，市政道

路工程建设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大力开展，一方面可以极大地方便市民的生活，另一

方面可以有效地提高城市形象。因此，相关人员一定要高度重视市政道路工程质量控制工作，确保市政道

路工程质量达到相关要求。在此基础上，文章针对市政道路工程质量控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针对市政道

路工程检测要点进行了深入探讨，旨在为相关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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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quality control and testing points of municipal road projects 

Xinguo Wang 

Nantong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Quality Inspection Centre Nantong, Jiangsu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urban construction is in full 
swing. In the city construction, municipal roa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ntent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municipal road construction can greatly facilitate the life of the public on the one hand, 
and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image of the city on the other. Therefore, the relevant personnel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quality control of municipal road engineering work, to ensure that the quality of municipal road 
engineering to meet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for municipal road engineering quality 
control for in-depth analysis, and for municipal road engineering inspection points for in-depth discussion,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releva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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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城市建设的大力开

展。现阶段，在各大小城市中经常可以看到在建的

市政道路工程。和其他的道路工程相比较，市政道

路工程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施工场地较小，施工

期较短，施工干扰因素多，还需要面对错综复杂的

地下管线。正因为如此，使得市政道路工程施工的

难度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人员更需要做

好市政道路工程质量控制工作，同时还需要做好检

测工作，从而确保市政道路工程的质量达标，进而

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1 市政道路工程质量控制 
1.1 组织设计质量控制 
市政道路工程建设是从组织设计开始的。市政

道路工程的组织设计需要考虑很多因素，不仅要考

虑城市的人口密集度，而且要考虑城市的车辆饱和

度，同时还要考虑市政道路工程建设地周围的建筑

物以及地下管线。在市政道路工程建设的过程中，

为了有效地保护地下管线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小对人

们出行的影响，需要对以下几方面进行合理控制：

第一，制定科学的施工计划，全面考虑施工过程中

有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制定有针对

性的方案，从而确保施工顺利进行；第二，合理安

排相关人员的工作任务，设立监督部门，对相关人

员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进行考核；第三，选择合适

的施工技术进行施工。施工技术的选择非常重要，

合适的施工技术可以有效提高施工效率以及质量。

对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合理控制，需要设计人员深

入施工地进行全面考察，综合考虑城市的整体规划、

地下管线的布局等因素，在此基础上做出科学判断，

进而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以及设计图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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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施工质量控制 
为了有效提高市政工程施工质量，相关人员需

要做好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工作。相关人员需要

对施工过程不定期地进行检查，检查施工人员有没

有按照施工规范进行施工，检查施工人员有没有偷

工减料，检查施工过程有没有破坏地下管线，检查

施工过程有没有破坏周围建筑物等。 

 

图 1 市政道路质量管理体系 

施工质量控制的核心在于检查项目实施的准确

性，提高测量精度可以使施工质量得到大大改善。

另外，施工单位应该重视培训工作，定期对管理人

员以及施工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通过培训掌握各

自工作的程序以及要点，从而使他们的专业素质得

到有效提高，进而更好地开展工作。施工单位应该

每天开晨会，在晨会上对当天的工作进行明确安排，

使工作人员能够清晰地知道自己当天的工作。除了

每天的晨会之外，施工单位还应该每周开一次例会，

在例会上要求工作人员将一周工作中遇到的质量问

题讲出来，然后在例会上所有人员一起商议解决方

案。有的质量问题可能比较复杂，在例会上并不能

商议出具体的方案出来。针对这种复杂的质量问题，

可以在例会后向专业人员请教，并将这些质量问题

的解决方案及时地告知提出问题的当事人。相关人

员可以按照质量体系标准制定相应的计划，真正做

到预控在前实施在后。在市政工程的开展过程中，

经常会出现空、裂、砂、粗等情况，需要及时地采

取有效的措施，从而确保施工的正常进行。有效提

高施工效率，有效提升施工质量，使市政道路工程

质量得到有效控制，更好地满足市民的出行要求。 
1.3 原材料质量控制 
市政工程的建设关系到国计民生，若是可以将

其规范起来，可以更好的满足城市发展需要，也能

迎合广大群众的生活追求。在具体的施工阶段，要

明确质量控制的要点，结合原材料着手分析[2]。施

工材料质量控制是市政道路工程质量控制中的重要

内容。市政道路工程建设需要用到很多的原材料，

相关人员只有确保这些原材料的质量符合相关要

求，才能进一步确保市政工程质量符合相关要求。

反之，相关人员如果没有把控好原材料质量，那么

确保市政工程质量达标就无从谈起。采购人员可以

对原材料市场进行充分调研，对各厂家的产品进行

全面比较，不仅要比较价格，而且要比较质量。然

后根据市政道路工程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产品作

为施工原材料。采购人员在选择原材料时不一定要

选择最贵的，而是要选择最合适的。对已经采购到

位的原材料，相关人员需要做好检测工作，不符合

质量标准的原材料坚决不用，可以将不符合质量标

准的原材料退回厂家，要求厂家提供完全符合质量

标准的原材料。原材料的采购数量需要严格执行预

算，避免出现采购量大大超出预算量的情况发生。

如果原材料采购量超过预算量，将使施工单位的资

金出现严重浪费。另外，在原材料的的使用过程中，

需要做好原材料的控制工作，根据相关标准使用原

材料，避免出现浪费原材料的情况发生。对于市政

道路工程而言，原材料是整个工程的基础，相关人

员做好原材料质量控制工作，就是为整个工程的质

量控制工作做出贡献。 
2 市政道路工程质量检测要点 
市政道路的建设中，要明确基本的质量检测要

点，可以从路面、原材料、沥青路面施工等多个方

面展开分析，做出较为细致的判断，清楚了解现存

问题，通过适宜的手段将相应的问题加以处理。 
2.1 城市路面检测 
城市路面一般都是沥青路面[3]。沥青是一种有

机凝胶材料，具有防水防潮的性能。在土木工程中，

沥青常被用作屋面以及路面的材料。在其他一些领

域，沥青也是一种常用的材料。针对沥青与混凝土

的配比，相关人员需要做好检测工作，依据相关指

标进行设计监管，为施工项目提供有效支持。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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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道路建设过程中，除了要用到沥青，还要用到其

他一些材料。对于这些材料，相关人员也需要做好

检测工作，从而保证市政道路路面的承载力符合要

求，进而保证市政道路路面具有较好的耐用性。确

保市政道路建设顺利进行，资金是必不可少的重要

支持。如何使有限的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相

关人员需要对此深入思考，监管人员一方面需要对

采购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在保证原材料质量的前提

下节约采购资金；另一方面需要对施工过程进行有

效监督，确保施工过程中不出现浪费原材料的情况

发生，也就是为企业节约资金。路面检测是非常重

要的内容，也是市政道路工程中的关键指标，因此

需要重视路面情况，根据检测的结果落实好后续维

护和管理。 
2.2 原材料质量检测 
市政道路的施工阶段有着严格要求，需要相关

人员积极参与检测工作，对于多种指标加以判断，

了解检测方法。原材料是市政道路工程的基础，因

此相关人员一定要高度重视原材料的质量检测工作
[4]。市政道路工程经常用到的原材料主要包括以下

几种：沥青材料、土方材料、混凝土材料等。针对

不同的原材料，相关人员应该采用不同的检测方法，

严格根据相关标准进行检测工作。相关人员在检测

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不合格的原材料，需要及时地

安排人员将其清理出施工现场，有效避免施工人员

将不合格的原材料用到施工过程中，从而影响到施

工质量。相关人员做好原材料质量检测工作，就是

从材料层面确保市政道路工程质量达标。 
2.3 沥青路面施工检测 
道路建设的整体质量关系到后续的投入使用，

若是选用的材料不到位，将会降低使用效果，还会

埋下诸多隐患，给投入使用带来不便。市政道路建

设中，沥青路面是非常重要的内容，需要通过适宜

的途径加以检测，分析基本的情况，以便道路的整

体质量得以保障。对于沥青路面的施工，相关人员

需要对投入资金进行明确划分，确保资金链的健康

流动；另外，监理人员需要严格把控施工原材料的

质量，另外沥青路面施工中的混凝土配比需要完全

符合相关的要求。在沥青路面施工过程中，需要不

定期地抽查材料质量，另外也要确保基层以及面层

的厚度、材料的配合度、压实度符合相关要求。沥

青路面检测环节，相关人员还要详细分析，根据沥

青路面施工特点判断，让整体的质量符合预期，满

足市政项目的建设需求[5]。 
2.4 挖方路基施工检测 
施工人员开挖路基时，需要严格根据施工方案

进行开挖。一般情况下，路基开挖都是自上而下逐

层开挖。路基开挖需要充分考虑当地的环境。在开

挖路基的同时，需要进行防水工程。路基开挖需要

在合适的时机进行，同时路基开挖也需要选择合适

的机械。如果时机或者机械选择不合适，可能会导

致坍塌现象的发生。路基开挖不适宜采用爆破的方

式。为了使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在

路基开挖的过程中，监理人员需要严格把控工程质

量，有效预防安全事件的发生。另外，监理人员需

要做好施工检测工作，确保路基处理的压实度、允

许偏差等符合相关标准。挖方路基施工检测也是非

常重要的内容，在市政道路工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需要相关主体参与到检测工作中，根据挖方路基施

工要领详细判断，以便收获更加圆满的效果。 
2.5 路缘石检测 
新的时代背景下，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作为

城市中的基础设施，道路建设的基本情况备受关注，

要通过适宜路径完成道路指标的检测，使道路整体

建设成果符合预期，给城市发展助力[6]。路缘石是

设置在路面以及其他物体之间的标识，所以在以下

情况下，通常都会设置路缘石。例如：分隔带与路

面之间、人行道与路面之间等。相关人员在设置路

缘石时，不仅要保证路缘石的形状、尺寸符合相关

要求，而且要保证路缘石的质量符合相关要求。确

保路缘石的质量符合相关要求，就需要做好路缘石

的检测工作。在检测工作中，相关人员一定要确保

路缘石的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在落实该项检测

工作时，需要明确基本的要求，还要根据国家政策

分析，使得路缘石检测到位，维护市政道路的通行。 
3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各城市的道路工程建

设正在大力开展中。城市道路工程建设与普通的道

路工程建设工作有很大的不同，城市道路工程建设

是在人员密集区进行施工，施工的难度要比普通的

道路工程大出很多。因此，相关人员一定要做好施

工整个过程的质量控制工作，从而确保市政道路工

程质量达到国家标准。做好市政道路施工质量控制

工作，就必须做好市政道路工程的检测工作，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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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市政道路施工质量达标的基础。市政道路工程

检测工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城市路面检测、

原材料质量检测、沥青路面施工检测、挖方路基施

工检测、路缘石检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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