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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

公　 　 告
２０２２ 年第 ５ 号

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发布 «民用机场飞行区

土石方与道面基 (垫) 层施工技术规范» 的公告

现发布 «民用机场飞行区土石方与道面基 (垫) 层施工技术

规范» (ＭＨ/ Ｔ ５０１４—２０２２)ꎬ 自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 日起施行ꎬ 原 «民

用机场飞行区土 (石) 方与道面基础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１４—

２００２) 同时废止ꎮ

本标准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负责管理和解释ꎬ 由中国民

航出版社出版发行ꎮ

中国民用航空局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２９ 日



前　 言

«民用机场飞行区土 (石) 方与道面基础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１４—２００２) 自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１ 日施行以来ꎬ 对指导我国民用机场飞行区土石方及道面基 (垫) 层施工

及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随着民用机场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ꎬ 我国在飞行区土石方与

道面基 (垫) 层施工方面积累了新的经验ꎮ 为适应民用机场建设高质量发展要求ꎬ 进

一步提高施工质量和安全水平ꎬ 特修订本规范ꎮ

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

———将原规范 «民用机场飞行区土 (石) 方与道面基础施工技术规范» 的名称

修改为 «民用机场飞行区土石方与道面基 (垫) 层施工技术规范»ꎻ

———补充完善了相关术语定义ꎻ

———补充完善了施工准备阶段的施工测量、 场地清理、 临时排水和工程施工试验

段等内容ꎻ

———完善了土石方工程挖方、 填方技术要求ꎬ 补充了道床、 加筋土施工技术

要求ꎻ

———补充了边坡防护施工技术要求ꎻ

———补充完善了道面基 (垫) 层施工技术要求ꎻ

———补充完善了特殊气候施工技术要求ꎻ

———补充了施工安全与绿色施工技术要求ꎮ

本规范第 １ 章由王孝存、 邵显智编写ꎬ 第 ２ 章由黄崇伟、 刘博学编写ꎬ 第 ３ 章由

刘博学、 李涛、 王琰编写ꎬ 第 ４ 章由王孝存、 杨印旺、 刘晓军、 江妙根编写ꎬ 第 ５ 章

由黄崇伟、 王孝存、 乔胜利、 陆剑波编写ꎬ 第 ６ 章由雷晓萍、 杨印旺、 刘博学编写ꎬ

第 ７ 章由杨印旺、 许少强、 李伟、 张勇编写ꎬ 第 ８ 章由刘晓军、 江妙根、 王晶编写ꎮ

本规范由主编单位负责日常管理工作ꎮ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ꎬ 请函告华设

设计集团北京民航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政策标准所 (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竺园二街 ２

号院 ５ 号楼 ４０１ꎻ 邮编: １０１３１２ꎻ 传真: ０１０－５７０６５８６９ꎻ 电话: ０１０－５７０６５８６６ꎻ 电子邮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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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 ｚｓｚｃｂｚｓ＠ １２６ ｃｏｍ)ꎬ 以及民航工程建设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地址: 北京市

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２ 号住总地产大厦ꎻ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９２２３４２ꎻ 电子邮箱: ｍｈｇｃｊｓｂｗｈ＠

１６３ ｃｏｍ)ꎬ 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主编单位: 华设设计集团北京民航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 山西机械化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机空港 (北京) 建设有限公司

四川省场道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公路桥梁 (集团) 有限公司

主　 　 编: 王孝存　 刘博学

编写人员: 黄崇伟　 杨印旺　 刘晓军　 雷晓萍　 江妙根　 陆剑波　 邵显智

乔胜利　 王　 晶　 许少强　 李　 涛　 王　 琰　 李　 伟　 张　 勇

主　 　 审: 徐德欣　 姜昌山　 郑　 斐

参审人员: 郭竟成　 任守贵　 刘晓青　 段学科　 张合青　 彭余华　 李军世

苏尔好　 朱森林　 郝航程　 朱方海　 邓　 灿　 姬同庚　 赵剑芒

樊建良　 刘家伟　 孙增奎　 翁训龙

本规范于 ２００２ 年首次发布ꎬ 本次修订为第一次全面修订ꎮ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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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规范民用机场飞行区土石方与道面基 (垫) 层施工ꎬ 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ꎬ 满足绿

色与环保要求ꎬ 制定本规范ꎮ

【条文说明】 民航局近年来相继修订和颁布了一系列规范及标准ꎬ 特别是与本规范密切相关的 «民

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Ｔ ５０２７—２０１３)、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ＭＨ/ Ｔ ５０３５—

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ꎬ 飞行区土石方及道面基

(垫) 层的勘察、 设计、 施工、 检验及监测体系得到了进一步规范和完善ꎬ 为制定本规范提供了基

础条件ꎮ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民用运输机场 (含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 飞行区土石方与道面基 (垫) 层

施工ꎬ 通用机场土石方与道面基 (垫) 层的施工可参照本规范执行ꎮ

１ ０ ３　 采用未列入本规范的新技术、 新工艺、 新材料、 新设备时ꎬ 应结合设计要求开展工程试验ꎬ

相关指标参数不得低于本规范的技术要求ꎮ

１ ０ ４　 民用机场飞行区土石方与道面基 (垫) 层施工除应符合本规范规定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和行

业现行有关标准、 规范的规定ꎮ

—１—

１　 总　 则



２　 术　 语

２ ０ １　 原地基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承受建 (构) 筑物或填筑体荷载的原有岩土体ꎮ

２ ０ ２　 道基 ｓｕｂｇｒａｄｅ

道面下承受由道面传递的飞机或车辆荷载影响的天然或人工填筑土 (岩) 体ꎮ

２ ０ ３　 道床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ｂｅｄ

道基顶面以下 ０ ８ ｍ 或 １ ２ ｍ 范围内的道基部分ꎮ 水泥混凝土道面和飞行区指标Ⅱ为 Ａ、 Ｂ、 Ｃ、

Ｄ 的沥青道面ꎬ 道基顶面以下 ０ ８ ｍ 范围内为道床ꎬ 其中上道床为 ０ ３ ｍꎬ 下道床为 ０ ５ ｍꎻ 飞行区

指标Ⅱ为 Ｅ、 Ｆ 的沥青道面ꎬ 道基顶面以下 １ ２ ｍ 范围内为道床ꎬ 其中上道床为 ０ ３ ｍꎬ 下道床为

０ ９ ｍꎮ

２ ０ ４　 垫层 ｃｕｓｈｉｏｎ

通过隔水、 排水、 防冻等改善基层和道基工作条件的功能层ꎮ

２ ０ ５　 基层 ｂａｓｅ ｃｏｕｒｓｅ

承受由面层传递下来的荷载ꎬ 并将其向下传递的结构层ꎮ

２ ０ ６　 无机结合料稳定类基层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ｂｉｎｄｅｒ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ｅ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ａｓｅ

以水泥、 石灰、 粉煤灰及其他工业废渣中的一种或几种材料为结合料ꎬ 通过加水与碎 (砾)

石等被稳定材料拌和ꎬ 经摊铺、 压实成型的基层ꎮ

２ ０ ７　 粒料类基层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ｂａｓｅ

由不同粒径的碎 (砾) 石、 砂 (石屑) 等按一定级配要求拌和ꎬ 经摊铺、 压实成型的基层ꎮ

２ ０ ８　 水泥混凝土类基层 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ｂａｓｅ

水泥混凝土经铺筑、 压实成型的基层ꎮ

２ ０ ９　 级配碎石 ｇｒａｄｅｄ ｃｒｕｓｈｅｄ ｓｔｏｎｅ

由不同粒径的碎石和砂 (石屑) 等按一定比例混合ꎬ 各项技术指标符合要求的混合料ꎮ

２ ０ １０　 级配砾石 ｇｒａｄｅｄ ｇｒａｖｅｌ

由不同粒径的砾石和砂 (石屑) 等按一定比例混合ꎬ 各项技术指标符合要求的混合料ꎮ

２ ０ １１　 加筋土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ｅａｒｔｈ

在填土中铺设土工格栅等筋材ꎬ 以提高抗拉、 抗剪强度和整体稳定性的复合土体ꎮ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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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０ １２　 压实度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土或其他材料压实后干密度与最大干密度之比值ꎬ 以百分率表示ꎮ

２ ０ １３　 固体体积率 ｓｏｌｉｄ ｖｏｌｕｍｅ ｒａｔｉｏ

土石固相体积与土石总体积的比值ꎬ 以百分率表示ꎮ

２ ０ １４　 松铺系数 ｌｏｏｓｅ￣ｌａｙ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填筑材料的松铺厚度与达到规定压实度的压实厚度之比值ꎮ

—３—

２　 术　 语



３　 施工准备

３ １　 一般规定

３ １ １　 施工单位应了解施工现场及施工区域的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 气象条件ꎬ 以及建设工程相

关的能源、 交通、 通信等基础设施现状ꎬ 熟悉设计文件ꎬ 参加图纸会审及设计交底ꎮ

３ １ ２　 施工单位应收集并复核施工现场的各种建 (构) 筑物、 地下管网及相关设施的位置、 走向、

埋设深度等情况ꎮ 对于拟保留的原有地上、 地下建 (构) 筑物及通信、 供电、 供水、 供暖、 供气、

供油等各种管网ꎬ 应设置醒目标志ꎬ 并在施工过程中予以保护ꎬ 保护方案应取得有关权属单位

同意ꎮ

３ １ ３　 施工单位应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技术文件及相关资料ꎬ 结合施工现场实际ꎬ 编制施工组织

设计ꎬ 发现建设单位提供的技术文件及相关资料与现场实际不符时ꎬ 应及时报监理单位和建设

单位ꎮ

３ １ ４　 施工单位应按施工合同和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ꎬ 根据工程进度组织施工人员、 机械和材料

进场ꎮ

３ ２　 施工测量

３ ２ １　 开工前ꎬ 建设单位应委托测绘单位布设施工平面及高程控制点 (网) 并组织移交ꎮ 施工单

位应对移交的控制点 (网) 进行复测ꎬ 形成书面复测资料ꎬ 复测结果超出规定的允许偏差时ꎬ 应

提请建设单位组织复核ꎮ

３ ２ ２　 施工平面控制点 (网) 的测量精度应符合 «工程测量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２６) 中一级导线测量

或同精度等级的规定ꎻ 施工加密平面控制点 (网) 的测量精度应符合 «工程测量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２６) 中二级导线测量或同精度等级的规定ꎻ 施工放样定位的测量精度应符合 «工程测量标

准» (ＧＢ ５００２６) 中三级导线测量或同精度等级的规定ꎮ

３ ２ ３　 施工高程控制点 (网) 的测量精度应符合 «工程测量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２６) 中二等水准测量

的规定ꎻ 施工加密高程控制点 (网) 的测量精度应符合 «工程测量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２６) 中三等水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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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的规定ꎮ

３ ２ ４　 施工控制点及施工加密控制点的埋设及保护应符合 «工程测量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２６) 的规定ꎮ

３ ３　 临时排水

３ ３ １　 开工前ꎬ 施工单位应根据工程规模、 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 气象资料、 施工工期和现场环

境ꎬ 制定临时排水方案ꎮ

３ ３ ２　 施工期间临时排水系统应与飞行区其他排水系统相协调ꎬ 有条件时ꎬ 应结合机场的永久排

水系统设置并提前实施ꎮ

３ ４　 场地清理

３ ４ １　 施工单位应按设计要求对场区内的垃圾、 有机物残渣及表土进行清理ꎮ 拟利用的表土应存

放在指定地点ꎬ 外弃土应在场区外有序堆填ꎬ 并满足压实及水保和环保等要求ꎮ

【条文说明】 弃土场一般设置在荒地、 废地ꎬ 为减少弃土场对周边环境的影响ꎬ 弃土的堆填和绿化

等都有一定的要求ꎬ 水保和环保等部门会对弃土处理情况进行验收ꎮ

３ ４ ２　 场区内的乔木、 灌木等应在清表前进行处理ꎬ 道面影响区、 边坡稳定影响区范围内的树

根应挖除ꎮ

３ ４ ３　 原地面的沟、 塘、 井、 窖等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处理ꎮ

３ ４ ４　 场地清理时ꎬ 不得破坏邻近的建 (构) 筑物、 管线及其他设施ꎻ 清理范围内建 (构) 筑

物、 管线及其他设施的拆除、 搬迁或保护应符合设计要求ꎮ

３ ４ ５　 原地面处理应在清表后按设计要求进行ꎬ 施工单位发现实际地质条件与勘察文件有较大

差异时ꎬ 应及时报监理单位和建设单位研究处理ꎮ

３ ５　 工程施工试验段

３ ５ １　 土石方与道面基 (垫) 层正式施工前ꎬ 应在工程施工试验段进行试验性施工ꎮ 工程施工

试验段不宜选在关键部位ꎬ 其规模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ꎮ

３ ５ ２　 工程施工试验段应验证施工组织设计的合理性ꎬ 确定各项施工工艺参数等内容ꎮ

—５—

３　 施工准备



３ ５ ３　 振动碾压试验性施工应确定压路机的型号及激振力、 行进速度、 碾压遍数、 松铺系数

等ꎬ 试验段面积宜不小于 ５ ０００ ｍ２ꎮ

３ ５ ４　 冲击碾压试验性施工应确定冲击式压路机的型号、 行进速度、 冲碾遍数、 松铺系数等ꎬ

试验段面积宜不小于 １０ ０００ ｍ２ꎮ

３ ５ ５　 强夯试验性施工应确定夯击能量、 夯点布置、 夯击次数、 收锤标准、 夯击遍数、 间歇时

间等ꎻ 不同夯击能级分为不同的试验段ꎬ 每个试验段面积宜不小于 ２０ ｍ×２０ ｍꎮ

３ ５ ６　 基 (垫) 层碾压试验性施工应确定碾压遍数、 机械组合及行进速度、 松铺系数等ꎬ 试验

段面积宜不小于 ２ ０００ ｍ２ꎮ

３ ５ ７　 工程施工试验段施工结束后ꎬ 施工单位应编写工程施工试验段总结报告ꎬ 经批准后方可

进行大面积施工ꎮ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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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土石方

４ １　 一般规定

４ １ １　 土石方工程的填料分类应符合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 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在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２０１７) 附录 Ａ 中ꎬ 填料分为石

料、 土石混合料、 土料和特殊土料ꎬ 其中土石混合料又可分为石质混合料、 砾质混合料及土质

混合料ꎮ

４ １ ２　 土石方填筑施工应在原地基处理合格后进行ꎬ 本层填筑检测合格后方可进行上层的

填筑ꎮ

４ １ ３　 填方区相邻区段施工进度不一致时ꎬ 先填区段应按不陡于 １ ∶ ２ 的坡度分层预留台阶ꎻ 施

工进度一致时ꎬ 不同区段间应分层相互搭接ꎬ 搭接段宽度不得小于 ２ ｍꎮ

４ １ ４　 土石方开挖方式宜按土石开挖难易程度确定ꎬ 开挖难易程度划分应按 «民航专业工程工

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ＭＨ ５０２８) 的规定执行ꎮ

４ １ ５　 挖填结合部应采取适当的补强施工措施ꎮ 原地面自然坡度陡于 １ ∶ ５ 时ꎬ 应将原地面按图

４ １ ５ 所示开挖成台阶ꎬ 台阶顶面应向内倾斜ꎮ 有设计要求时ꎬ 应符合设计要求ꎮ

图 ４ １ ５　 台阶开挖示意图

４ １ ６　 填方边坡应分层填筑并预留一定的刷坡宽度ꎬ 严禁贴坡填筑ꎮ

【条文说明】 碾压作业边界预留刷坡宽度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一是保证填方边坡的压实质量ꎬ 二

是便于边坡防护工程整修时进行刷坡处理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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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７　 土石方施工时ꎬ 应注意与排水沟、 涵、 井、 管等其他相关工程协同施工ꎮ

４ １ ８　 土石方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且不低于表 ４ １ ８ 的规定ꎻ 高填方工程的土石方压实度应

符合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 的规定ꎮ

表 ４ １ ８　 压实度要求

部位
道基顶面或地势设计
标高以下深度 (ｍ)

压实度 (% )

飞行区指标Ⅱ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道面影响区

填方

挖方及零填

０~１ ２ (０~０ ８) ≥９５ ≥９６

１ ２~４ ０ (０ ８~４ ０) ≥９３ ≥９５

>４ ０ ≥９２ ≥９３

０~０ ３ ≥９４ ≥９６

０ ３~１ ２ (０ ３~０ ８) — ≥９４

土面区

填方

挖方及
零填

跑道端安全区

升降带平整区

其他土面区

跑道端安全区

升降带平整区

其他土面区

０~０ ８

>０ ８

０~０ ８

>０ ８

>０

０~０ ３

≥８５ ≥９０

≥８３ ≥８８

≥８５ ≥９０

≥８３ ≥８８

≥８０ ≥８５

≥８５ ≥９０

≥８５ ≥９０

≥８０ ≥８５

预留发展区 填方 >０ ≥８８ ≥８８

填方边坡稳定影响区 填方 >０ ≥９３ ≥９３

　 　 注: １ 表中深度ꎬ 道面影响区自道基顶面起算ꎬ 其他区域自地势设计标高起算ꎬ 括号内的深度适用于水泥混凝土道面及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Ａ、 Ｂ、 Ｃ、 Ｄ 的沥青道面ꎻ

２ 表中压实度是按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ＪＴＧ ３４３０) 重型击实试验法求得ꎻ 在多雨潮湿地区或土质为高液限的黏土

时ꎬ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ꎬ 可将表中的压实度降低 １% ~２% ꎻ

３ 挖方区及零填部位ꎬ 如设计要求碾压后或者处理后的道床顶面回弹模量达到 ３０ ＭＰａ 以上ꎬ 则下道床压实度可不作

要求ꎻ

４ 石方填筑压实指标宜采用固体体积率ꎬ 具体指标根据试验或填料性质确定ꎻ

５ 建 (构) 筑物的地基压实指标尚应符合现行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本条是在参考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４—２０１０)、 «民用

机场沥青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

２０１３)、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２０１７) 四部行业标准的基础上ꎬ 通过总

结近年来机场土石方工程的施工经验ꎬ 提出了机场飞行区各分区及部位的压实度要求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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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２　 挖方

４ ２ １　 土石方开挖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开挖应从上到下分层分段依次进行ꎬ 严禁掏挖ꎬ 使开挖形成的边坡稳定ꎻ

２　 开挖完成面应有一定坡度ꎬ 便于排水ꎻ

３　 开挖至接近设计高程时ꎬ 应加强高程测量ꎬ 并根据土质情况预留压实或地基处理下沉

量ꎬ 避免超挖ꎻ

４　 开挖至道床顶面时ꎬ 宜尽快进行后续施工ꎻ 不能及时进行后续施工时ꎬ 宜在设计道床标

高以上预留厚度不小于 ３００ ｍｍ 的保护层ꎮ

４ ２ ２　 严禁操作挖掘机等机械在电力架空线路下作业ꎬ 需在线路一侧作业时ꎬ 机械与线路的垂

直及水平安全距离应符合表 ４ ２ ２ 的规定ꎮ

表 ４ ２ ２　 挖掘机、 起重机 (含吊物、 载物) 等机械与电力架空线路的最小距离

电力架空线路电压 (ｋＶ)
最小距离 (ｍ)

沿垂直方向 沿水平方向

<１ １ ５ １ ５

１０ ３ ０ ２ ０

３５ ４ ０ ３ ５

１１０ ５ ０ ４ ０

２２０ ６ ０ ６ ０

３３０ ７ ０ ７ ０

５００ ８ ５ ８ ５

【条文说明】 本条参考了 «城镇道路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ＣＪＪ １—２００８) 中表 ６ ３ １０ꎮ

４ ２ ３　 开挖遇流沙、 淤泥、 泥炭等劣质土ꎬ 或含水率较大土层ꎬ 或暗坑、 暗穴、 暗沟、 暗井等

不良地质时ꎬ 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处理ꎮ

４ ２ ４　 石方开挖应根据岩石的类别、 风化程度、 岩层产状、 断裂构造、 施工环境等因素确定开

挖方式ꎮ 对于软质岩石和全风化岩石ꎬ 可采用机械开挖ꎻ 对于坚硬岩石ꎬ 宜采取爆破法开挖ꎮ

４ ２ ５　 石方爆破施工应进行爆破试验ꎬ 并符合 «爆破安全规程» (ＧＢ ６７２２) 以及国家和地方的

规定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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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３　 填方

４ ３ １　 填料为石方时ꎬ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道基的浸水部分ꎬ 应采用水稳性好、 不易膨胀崩解的石料ꎻ

２　 最大粒径宜不大于 ８００ ｍｍꎬ 且不超过填筑层厚的 ２ / ３ꎮ

４ ３ ２　 填料种类较多、 性质相差较大时ꎬ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不同填料不宜混填ꎻ

２　 地下水位较高时ꎬ 宜填筑透水性和水稳性好的填料ꎻ

３　 石料或土石混合料应级配良好ꎬ 最大粒径不超过设计要求ꎮ

４ ３ ３　 道面影响区、 边坡稳定影响区不得采用以下填料:

１　 淤泥、 沼泽土、 白垩土、 冻土、 有机土、 草皮土、 生活垃圾、 树根和含有腐朽物质

的土ꎻ

２　 液限大于 ５０、 塑性指数大于 ２６ 的土ꎬ 以及含水率超过规定的土ꎻ

３　 未经处治的泥炭土、 膨胀土、 有机质土及易溶盐超过允许含量的土ꎮ

４ ３ ４　 碾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填料的含水率宜控制在最佳含水率的±２% 范围内ꎻ

２　 压实机械应根据场地大小、 填料类别及含水率、 压实机械效率、 压实度要求、 填筑厚度

等因素综合确定ꎻ

３　 分层填筑厚度应根据选用的压实机械、 填料种类和压实要求等因素综合确定ꎻ

４　 碾压应按从低到高、 从边到中、 先轻后重的作业顺序进行ꎻ 碾压主轮重叠 １ / ３ ~ １ / ２ 轮

宽ꎻ 无漏压、 无死角ꎬ 确保碾压均匀ꎻ

５　 碾压时应避免出现翻浆或弹簧土现象ꎻ

６　 填筑体中间层可采用推土机或平地机进行粗平ꎻ 填筑体顶层应进行精平ꎬ 顶面高程及顶

面平整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及规范规定ꎻ

７　 填筑中断时ꎬ 应对已填土方的表面土层及时压实ꎬ 或采取保护措施ꎻ

８　 道面影响区填筑接近道床底面高程时ꎬ 应加强对高程的测量ꎻ 土面区石方填筑接近设计

高程时ꎬ 应设置一定厚度的绿化土层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１ 款中ꎬ 填料在最佳含水率时ꎬ 易于压实ꎮ 在碾压施工中ꎬ 通常通过洒水或

晾晒的措施控制填料的含水率ꎮ 在自然含水率合适的条件下ꎬ 尽量做到随挖、 随运、 随填、 随

平和随压ꎬ 可以避免风吹日晒过干成块或遇雨过湿ꎬ 给压实作业带来困难ꎮ

４ ３ ５　 冲击碾压施工应先四周、 后中间ꎬ 覆盖整个场地表面为一遍ꎻ 施工场地宽度小于冲击压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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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机转弯直径时ꎬ 应在施工场地两端设置必要的转弯场地ꎻ 顶层冲击碾压完成后应进行整平ꎬ

并用振动压路机压实ꎮ

４ ３ ６　 强夯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强夯前应测量场地高程ꎬ 进行夯点放线定位ꎬ 夯点位置偏差不得大于 ５０ ｍｍꎻ

２　 应监测和记录每一夯实点的夯击能量、 夯击次数和夯沉量ꎻ

３　 每一遍强夯完成后ꎬ 应推平夯坑或按设计要求整平ꎬ 测量夯后场地高程ꎬ 按确定的间歇

时间进行下一遍强夯ꎬ 直至完成要求的强夯遍数ꎻ

４　 强夯完成后应按设计要求进行检测ꎮ

４ ３ ７　 新旧填筑体结合部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施工前ꎬ 应对结合部的旧填筑体区域进行检测ꎻ 拆除已有边坡防护及排水沟等设施ꎻ 已

有护脚挡土墙及抗滑桩需要拆除时应采取措施保证其稳定ꎻ

２　 已有填筑体边坡的排水口及盲沟应按设计要求进行顺接ꎬ 防止渗漏ꎬ 并将其引入场外排

水系统ꎻ

３　 新旧填筑体结合部宜采用台阶搭接ꎻ

４　 结合部一定范围内宜进行补强处理ꎮ

４ ３ ８　 填土施工质量应符合表 ４ ３ ８ 的规定ꎮ

表 ４ ３ ８　 填土施工质量要求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压实度

道面影响区

跑道端安全区、 升降带平整区

其他土面区

设计要求
按 ＭＨ ５００７ 的规定执行: 每层每 １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按 ＭＨ ５００７ 的规定执行: 每层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顶面
高程
(ｍｍ)

道面影响区 ＋１０ꎬ －２０

跑道端安全区、 升降带平整区 ±３０

其他土面区 ±５０

水准仪: 按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频率检查

水准仪: 按 ２０ ｍ×２０ ｍ 方格网频率检查

顶面
平整度
(ｍｍ)

道面影响区

跑道端安全区、 升降带平整区

其他土面区

≤２０

≤５０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１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５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注: 沟、 浜塘区域道基压实度的检测频率应加密为表中频率的 ２ 倍ꎮ

４ ３ ９　 填石及土石混填施工质量应符合表 ４ ３ ９ 的规定ꎮ 填石及土石混填有上覆土层的ꎬ 上覆

土层的压实度、 平整度及高程的质量要求应符合表 ４ ３ ８ 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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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３ ９　 填石及土石混填施工质量要求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固体体积率

道面影响区

跑道端安全区、
升降带平整区

其他土面区

设计要求
灌砂法或水袋法: 每层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灌砂法或水袋法: 每层每 ６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顶面高程 (ｍｍ) 道面影响区 ＋２０ꎬ －３０ 水准仪: 按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频率检查

顶面平整度 (ｍｍ) 道面影响区 ≤２０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１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４ ３ １０　 盲沟的设置及施工应符合设计要求及 «民用机场飞行区排水工程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５) 的规定ꎮ

４ ４　 道床

４ ４ １　 道床填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最大粒径应不大于 ２００ ｍｍꎻ

２　 高液限黏土、 含有机质细粒土、 高液限粉土以及塑性指数大于 １６ 或膨胀率大于 ３% 的低

液限黏土不得用作上道床填料ꎬ 也不得用作飞行区指标Ⅱ为 Ｃ、 Ｄ、 Ｅ、 Ｆ 时的下道床填料ꎻ

３　 粉土不宜用作冰冻地区道床填料ꎮ

４ ４ ２　 挖方及零填区道床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Ｃ、 Ｄ、 Ｅ、 Ｆ 时ꎬ 若道床为崩解性岩石或强风化软岩ꎬ 宜进行换填处

理ꎬ 换填厚度宜不小于 ３００ ｍｍꎻ

２　 石质道床超挖部分宜采用道床同种填料进行回填压实ꎬ 不适合碾压作业时ꎬ 可采用贫混

凝土等材料回填密实ꎻ

３　 挖方道床的褥垫层可采用级配良好、 粒径不大于 １５０ ｍｍ 的粗颗粒材料ꎬ 厚度宜不小于

５００ ｍｍꎮ

４ ５　 加筋土

４ ５ １　 加筋土的填料严禁有尖锐凸出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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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５ ２　 土工格栅等筋材应有产品合格证和出厂检验报告等质量证明文件ꎬ 标志牌应注明商标、

产品名称、 代号、 等级、 规格、 执行标准、 生产厂名、 生产日期、 毛重、 净重等ꎮ

４ ５ ３　 筋材进场应检查其外观和标志ꎬ 并根据设计要求按筋材型号、 规格及进场批次进行性能

检验ꎬ 检验频率为 １ 次 / １０ ０００ ｍ２ꎬ 单批次不足 １０ ０００ ｍ２ 时按 １ 批次计ꎮ

４ ５ ４　 筋材运输过程中不得抛摔ꎬ 避免与尖锐物品混装ꎬ 并采取遮篷等防雨、 防晒措施ꎻ 存放

料仓 (库) 应无腐蚀气体、 无粉尘、 通风良好且干燥ꎬ 不得露天存放ꎮ

４ ５ ５　 筋材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填土层表面应平整、 密实ꎻ

２　 铺设筋材时ꎬ 将强度高的方向置于填筑体主要受力方向ꎻ

３　 筋材的连接应牢固ꎬ 受力方向连接强度不低于设计要求ꎻ

４　 筋材应与填土表面紧密贴合ꎬ 拉紧展平ꎬ 插钉固定ꎬ 不得有褶皱ꎻ

５　 横向相邻两幅筋材搭接时ꎬ 搭接宽度宜不小于 １５０ ｍｍꎻ 多层铺设时ꎬ 上下层接缝应交替

错开ꎮ

４ ５ ６　 加筋土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采用进占法填筑填料ꎬ 并应通过试验确定碾压施工参数ꎬ 不得采用羊足碾ꎻ

２　 严禁施工机械直接在筋材上行走作业ꎻ

３　 加筋土边坡施工应与边坡防护同步进行ꎻ

４　 施工期间的稳定性监测发现变形 (或速率) 过大时ꎬ 应采取控制填筑速率、 变更设计方

案等有效措施ꎬ 确保填筑体稳定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１ 款中ꎬ 采用进占法填筑填料时ꎬ 车辆卸料后ꎬ 在刚铺好的填料上行走ꎬ 可

避免车辆碾压损坏已铺设好的筋材ꎮ

４ ５ ７　 加筋土施工质量应符合表 ４ ５ ７ 的规定ꎮ

表 ４ ５ ７　 加筋土施工质量要求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锚固长度 设计要求 尺量: 抽查 ２%

下承层平整度 设计要求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１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搭接宽度 (ｍｍ) ＋５０ꎬ ０ 尺量: 抽查 ２%

搭接缝错开距离 设计要求 尺量: 抽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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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边坡防护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边坡防护的主要形式有植草防护、 浆砌防护、 混凝土框架防护等ꎮ

５ １ ２　 填方边坡应在填筑体稳定后进行防护ꎬ 挖方边坡应随开挖施工及时防护ꎮ

５ １ ３　 边坡防护施工前ꎬ 填方边坡应进行刷坡ꎬ 清除边坡上的杂物、 危石及松土ꎻ 挖方边坡应

填补超挖形成或原生的坑洞和空腔ꎬ 使坡面平顺ꎮ

５ １ ４　 边坡防护原材料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及有关标准的规定ꎻ 混凝土或砂浆的技术性

能指标应符合设计要求ꎮ

５ ２　 植草防护

５ ２ １　 植草防护应在边坡坡面整修完成后及时进行ꎬ 并符合下列规定:

１　 种植土宜采用土、 肥料及腐殖质土的混合物ꎻ

２　 植草时ꎬ 草籽应撒布均匀ꎻ

３　 喷播植草时ꎬ 应先将生长液与草籽混合并搅拌均匀ꎬ 自下而上均匀喷洒在已经清理好的

坡面上ꎬ 不流淌ꎻ

４　 铺草皮时ꎬ 宜选用带状或块状的草皮ꎬ 厚度宜为 １００ ｍｍꎬ 由坡脚自下向上铺设ꎮ

５ ２ ２　 客土喷播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岩质边坡坡面宜粗糙ꎬ 超、 欠挖处应修凿顺接或修补ꎻ

２　 植草混合料 (客土) 及喷播液的配比应根据边坡坡度、 地质情况和当地气候条件等

确定ꎻ

３　 客土喷播挂网应通过锚杆、 锚钉固定ꎻ

４　 应从正面均匀喷播ꎬ 凹凸部位及死角处应补喷ꎬ 施工中应随时检查喷播厚度ꎮ

５ ２ ３　 植生袋防护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植生袋应保证种子附着完好ꎬ 袋内土不得含水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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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植生袋应平铺在坪床上ꎬ 边缘交接处重叠 １０ ｍｍ~ ２０ ｍｍꎮ 袋上应均匀覆土ꎬ 厚度宜为

１０ ｍｍꎬ 不得露出植生袋ꎮ

５ ２ ４　 三维网植草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三维网应自上而下平铺ꎬ 并向坡顶、 坡脚各延伸 ５００ ｍｍꎻ

２　 三维网应用锚钉等锚固于坡面ꎬ 紧贴坡面且无褶皱和悬空现象ꎬ 四周以 Ｕ 形钉固定ꎬ 间

距宜不大于 １ ５ ｍꎬ 网间搭接长度宜不小于 １００ ｍｍꎮ

５ ２ ５　 框架植草防护应符合设计要求及下列规定:

１　 应选取环境适应性好、 根系发达、 耐干旱贫瘠、 耐破坏、 再生能力强的草种ꎻ

２　 草皮下种植土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ꎬ 草皮与坡面和框架应密贴ꎮ

５ ２ ６　 植草防护完成后应及时养护ꎮ

５ ２ ７　 植草防护施工质量应符合表 ５ ２ ７ 的规定ꎮ

表 ５ ２ ７　 植草防护施工质量要求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固土网搭接宽度 (ｍｍ) ＋３０ꎬ 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５ 处

覆盖率 ≥９０% ꎬ 且每处集中空秃面积<０ ２ ｍ２ 钢卷尺: 每 ５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固土钉长度 设计要求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５ 处

坡度 不陡于设计要求 坡度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２ 处

铺 (种) 植范围 (ｍｍ) ±２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土层厚度 设计要求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注: 每延米为各级边坡累积长度ꎮ

５ ３　 浆砌防护

５ ３ １　 浆砌片 (块) 石防护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边坡填料为受冻胀影响的土质时ꎬ 应保证垫层厚度不小于 １００ ｍｍꎻ

２　 宜采用坐浆法砌筑ꎬ 由坡底向坡顶分层砌筑ꎬ 砌筑完成后及时养生ꎻ

３　 伸缩缝间距宜为 １０ ｍ~１５ ｍꎬ 缝宽宜为 ２０ ｍｍ~３０ ｍｍꎻ 坡面设有沉降缝时ꎬ 可与伸缩缝

合并设置ꎻ

４　 泄水孔和反滤层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及有关标准的规定ꎮ

５ ３ ２　 水泥混凝土预制块防护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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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垫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ꎬ 无设计要求时宜不小于 １００ ｍｍꎻ

２　 预制块应由坡底向坡顶错缝砌筑ꎬ 砌筑坡面平顺并与相邻坡面顺接ꎻ

３　 伸缩缝间距宜为 １０ ｍ~１５ ｍꎬ 缝宽宜为 ２０ ｍｍ~３０ ｍｍꎬ 坡面设有沉降缝时ꎬ 可与伸缩缝

合并设置ꎻ

４　 泄水孔和反滤层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及有关标准的规定ꎮ

５ ３ ３　 浆砌防护施工质量应符合表 ５ ３ ３ 的规定ꎮ

表 ５ ３ ３　 浆砌防护施工质量要求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砂浆强度 设计要求 按 ＭＨ ５００７ 的规定执行

砌体厚度 设计要求 尺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２ 处

坡度 不陡于设计要求 坡度尺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３ 处

顶面高程 (ｍｍ)

混凝土预制块 ±１５

块石 ±３０

片石 ±５０

水准仪: 每 ２０ ｍ 测 ３ 点

外形尺寸 (ｍｍ)

混凝土预制块 ±１５

块石 ±３０

片石 ±５０

尺量: 每 ２０ ｍ 测 ２ 处

表面平整度 (ｍｍ)

混凝土预制块 ≤１０

块石 ≤２０

片石 ≤３０

２ ｍ 直尺ꎬ 垂直和墙长方向各 １ 尺取最大值: 每
２０ ｍ测 ５ 处

　 　 注: 每延米为各级边坡累积长度ꎮ

５ ４　 混凝土框架防护

５ ４ １　 现浇混凝土框架防护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坡面开槽位置及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ꎻ

２　 钢筋尺寸、 规格、 布筋间距、 焊接强度、 保护层厚度等应符合设计要求和有关标准

规定ꎻ

３　 模板及支架应设置稳定ꎬ 混凝土浇筑应从护脚开始ꎬ 由下而上浇筑混凝土框架ꎬ 采用插

入式振捣器振捣ꎻ 振捣后应保证混凝土密实ꎬ 无滑移流淌现象ꎬ 表面抹平压光ꎻ

４　 框架宜嵌入坡面ꎬ 框架表面与坡面顺接ꎬ 防止产生变形或破坏ꎻ

５　 框架格及锁边格宜每间隔 ２０ ｍ ~ ２５ ｍ 设置变形缝ꎬ 变形缝应竖向布置ꎬ 宽度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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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ｍｍ~３０ ｍｍꎻ

６　 浇捣完应及时养生ꎬ 养生时间不少于 １４ ｄꎮ

５ ４ ２　 现浇混凝土框架防护施工质量应符合表 ５ ４ ２ 的规定ꎮ

表 ５ ４ ２　 现浇混凝土框架防护施工质量要求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 ＭＨ ５００７ 的规定执行

框架断面尺寸 设计要求 尺量: 抽查同类框架数量的 １０%

坡度 不陡于设计要求 坡度尺量: 每 ５００ ｍ２坡面测 １ 处ꎬ 不少于 ３ 处

框架表面平整度 (ｍｍ) ≤１０ ２ ｍ 直尺ꎬ 连续 ３ 尺取最大值: 每 ５００ ｍ２坡面测 １ 处

５ ４ ３　 预制混凝土框架防护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施工现场应设置合理的运输线路、 吊装场地及存放场地ꎻ

２　 预制混凝土框架构件质量及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ꎻ

３　 预制混凝土框架吊运时应达到设计要求的安装强度ꎬ 吊运过程中应有专人指挥ꎬ 保证吊

运平稳ꎬ 不得有偏斜和大幅度摆动ꎻ

４　 连接处应冲洗干净ꎬ 连接处材料的技术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ꎮ

５ ４ ４　 预制混凝土框架安装质量要求应符合表 ５ ４ ４ 的规定ꎮ

表 ５ ４ ４　 预制混凝土框架安装质量要求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混凝土或砂浆强度 设计要求 按 ＭＨ ５００７ 的规定执行

框架断面尺寸 设计要求 尺量: 每 ５００ ｍ２坡面测 １ 处ꎬ 不少于 ３ 处

坡度 不陡于设计要求 坡度尺量: 每 ５００ ｍ２坡面测 １ 处ꎬ 不少于 ３ 处

相邻构件错台 (ｍｍ) ≤１０ 塞尺量: 抽查接缝数量的 １０%

５ ５　 边坡排水

５ ５ １　 截水沟、 排水沟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截水沟应先行施工ꎻ

２　 截水沟及排水沟的平面位置、 横断面尺寸、 沟底标高及纵坡应符合设计要求ꎻ

３　 排水沟的开挖、 沟体修筑及回填可参照 «民用机场飞行区排水工程施工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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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Ｈ / Ｔ ５００５)ꎮ

５ ５ ２　 截水沟、 排水沟的施工质量应符合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７) 的规定ꎮ

５ ５ ３　 急流槽、 跌水、 消力池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平面位置及断面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ꎻ

２　 沟槽底部的开挖宽度宜按构筑物基础宽度两侧各增宽 ３００ ｍｍ~５００ ｍｍꎻ

３　 采用浆砌砌体或混凝土结构时ꎬ 应符合 «民用机场飞行区排水工程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５) 的规定ꎻ

４　 施工缝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ꎻ

５　 应与进水口构筑物衔接平顺ꎮ

５ ５ ４　 急流槽、 跌水、 消力池的施工质量应符合表 ５ ５ ４ 的规定ꎮ

表 ５ ５ ４　 急流槽、 跌水、 消力池施工质量要求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砂浆或混凝土强度 设计要求 按 ＭＨ ５００７ 的规定执行

铺砌厚度 不小于设计要求 尺量: 每 ３０ ｍ 测 ２ 处ꎬ 总数不少于 ３ 处

急流槽

沟底坡度 设计要求 坡度尺量: 每 ３０ ｍ 测 ３ 处ꎬ 每条不少于 １ 处

断面尺寸 (ｍｍ) ±３０ 尺量: 每 ３０ ｍ 测 ２ 个断面ꎬ 每条不少于 １ 个断面ꎬ
且总数不少于 ５ 个断面

跌水

台阶宽度 (ｍｍ) ±３０ 尺量: 每 ３０ ｍ 测 ３ 处ꎬ 每条不少于 １ 处

台阶高度 (ｍｍ) ±１５ 尺量: 每 ３０ ｍ 测 ３ 处ꎬ 每条不少于 １ 处

断面尺寸 (ｍｍ) ±３０ 尺量: 每 ３０ ｍ 测 ２ 个断面ꎬ 每条不少于 １ 个断面ꎬ
且总数不少于 ５ 个断面

消力池
尺寸

(长、 宽、 高) 不小于设计要求 尺量: 每池总数各不少于 ３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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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道面基 (垫) 层

６ １　 一般规定

６ １ １　 道面基 (垫) 层施工应在道基和相关隐蔽工程验收合格、 沉降稳定情况符合设计要求后

进行ꎮ

６ １ ２　 道面基 (垫) 层材料选择应因地制宜ꎬ 在满足实际工程技术要求的前提下ꎬ 应优先选用

技术可靠、 经济合理的当地材料ꎮ

６ １ ３　 进场原材料应按以下频率进行检验:

１　 水泥、 石灰、 粉煤灰等无机结合料按同一厂家、 同一品种、 同一强度等级、 同一出厂编

号、 连续进场 １ ５００ ｔ 为一检验批次ꎬ 不足 １ ５００ ｔ 按 １ 批次计ꎻ

２　 粗集料、 细集料按同产地、 同规格、 连续进场数量 ２ ０００ ｍ３为一检验批次ꎬ 不足２ ０００ ｍ３

按 １ 批次计ꎮ

６ １ ４　 集料备料时ꎬ 宜按不小于 ３ 档进行备料ꎮ

６ １ ５　 基层材料宜采用集中厂拌ꎬ 摊铺机摊铺ꎬ 异形或边角部位可用平地机或人工摊铺ꎻ 垫层

材料可采用路拌ꎬ 推土机摊铺ꎬ 平地机整平ꎮ

６ １ ６　 沥青稳定类基层施工应符合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１) 的规定ꎮ

６ ２　 无机结合料稳定类基 (垫) 层

６ ２ １　 无机结合料稳定类基 (垫) 层包括水泥稳定碎石基层、 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基层、 水

泥 /石灰 /石灰粉煤灰稳定土底基层或垫层ꎮ

６ ２ ２　 水泥宜为强度等级不高于 ４２ ５ 级的普通硅酸盐水泥、 矿渣硅酸盐水泥、 粉煤灰硅酸盐水

泥及火山灰质硅酸盐水泥ꎬ 初凝时间宜大于 ３ ｈꎬ 终凝时间宜大于 ６ ｈ 且小于 １０ ｈꎮ

６ ２ ３　 无机结合料稳定类基 (垫) 层材料中掺加的外加剂ꎬ 应符合设计要求及有关标准的

规定ꎮ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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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４　 石灰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６ ２ ４－１ 和表 ６ ２ ４－２ 的规定ꎮ

表 ６ ２ ４－１　 磨细生石灰技术要求

检查项目

技术要求

钙质生石灰 镁质生石灰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有效氧化钙加氧化镁含量 (% ) ≥８５ ≥８０ ≥７０ ≥８０ ≥７５ ≥６５

未消化残渣含量 (% ) ≤７ ≤１１ ≤１７ ≤１０ ≤１４ ≤２０

钙镁石灰的分类界限ꎬ 氧化镁含量 (% ) ≤５ >５

表 ６ ２ ４－２　 消石灰技术要求

检查项目

技术要求

钙质消石灰 镁质消石灰

Ⅰ Ⅱ Ⅲ Ⅰ Ⅱ Ⅲ

有效氧化钙加氧化镁含量 (% ) ≥６５ ≥６０ ≥５５ ≥６０ ≥５５ ≥５０

含水率 (% )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细度
０ ６０ ｍｍ 方孔筛的筛余 (% ) ０ ≤１ ≤１ ０ ≤１ ≤１

０ １５ ｍｍ 方孔筛的筛余 (% ) ≤１３ ≤２０ — ≤１３ ≤２０ —

钙镁石灰的分类界限ꎬ 氧化镁含量 (% ) ≤４ >４

６ ２ ５　 粉煤灰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６ ２ ５ 的规定ꎮ

表 ６ ２ ５　 粉煤灰技术要求

检查项目 技术要求

ＳｉＯ２、 Ａｌ２Ｏ３ 和 Ｆｅ２Ｏ３ 的总含量 (% ) >７０

烧失量 (% ) ≤２０

比表面积 (ｃｍ２ / ｇ) >２ ５００

０ ３ ｍｍ 筛孔通过率 (% ) ≥９０

０ ０７５ ｍｍ 筛孔通过率 (% ) ≥７０

湿粉煤灰含水率 (% ) ≤３５

６ ２ ６　 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ＧＢ ５７４９) 的饮用水可直接作为基 (垫) 层材料拌和与

养生用水ꎻ 拌和使用非饮用水时ꎬ 应进行水质检验ꎬ 并符合表 ６ ２ ６ 的规定ꎻ 养生用水可不检验

不溶物含量、 可溶物含量ꎬ 其他指标应符合表 ６ ２ ６ 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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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 ６　 非饮用水技术要求

检查项目 技术要求

ｐＨ 值 ≥４ ５

Ｃｌ－含量 (ｍｇ / Ｌ) ≤３ ５００

ＳＯ２－
４ 含量 (ｍｇ / Ｌ) ≤２ ７００

碱含量 (ｍｇ / Ｌ) ≤１ ５００

可溶物含量 (ｍｇ / Ｌ) ≤１０ ０００

不溶物含量 (ｍｇ / Ｌ) ≤５ ０００

其他杂质 不得有漂浮的油脂和泡沫ꎬ 不得有明显的颜色和异味

６ ２ ７　 粗集料宜采用硬质岩石或砾石加工成的碎石ꎬ 也可采用天然砾石ꎮ 粗集料技术要求应符

合表 ６ ２ ７－１ 的规定ꎬ 粗集料规格宜满足表 ６ ２ ７－２ 的要求ꎮ

表 ６ ２ ７－１　 粗集料技术要求

检查项目 技术要求

压碎值 (% ) ≤３０

针片状颗粒含量 (% ) ≤２０

表 ６ ２ ７－２　 粗集料规格

规格
名称

工程粒径
(ｍｍ)

通过下列筛孔 (ｍｍ) 的质量百分率 (% )

５３ ３７ ５ ３１ ５ ２６ ５ １９ １３ ２ ９ ５ ４ ７５ ２ ３６

公称粒径
(ｍｍ)

Ｇ １ ２０~４０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 — ０~１０ ０~５ — — — １９~３７ ５

Ｇ ２ ２０~３０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 ０~１０ ０~５ — — — １９~３１ ５

Ｇ ３ ２０~２５ —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０~１０ ０~５ — — — １９~２６ ５

Ｇ ４ １５~２５ —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 ０~１０ ０~５ — — １３ ２~２６ ５

Ｇ ５ １５~２０ — —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０~１０ ０~５ — — １３ ２~１９

Ｇ ６ １０~３０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 — — ０~１０ ０~５ — ９ ５~３１ ５

Ｇ ７ １０~２５ —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 — ０~１０ ０~５ — ９ ５~２６ ５

Ｇ ８ １０~２０ — —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 ０~１０ ０~５ — ９ ５~１９

Ｇ ９ １０~１５ — — —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０~１０ ０~５ — ９ ５~１３ ２

Ｇ １０ ５~１５ — — —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４０~７０ ０~１０ ０~５ ４ ７５~１３ ２

Ｇ １１ ５~１０ — — — —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０~１０ ０~５ ４ ７５~９ ５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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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８　 细集料应洁净、 干燥、 无风化、 无杂质ꎮ 细集料技术要求应符合表 ６ ２ ８－１ 的规定ꎬ 细

集料规格宜满足表 ６ ２ ８－２ 的要求ꎮ

表 ６ ２ ８－１　 细集料技术要求

检查项目
技术要求

水泥稳定碎石基层 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基层

塑性指数ａ ≤１７ １２~２０

有机质含量 (% ) <２ ≤１０

硫酸盐含量 (% ) ≤０ ２５ —

　 　 注: ａ 　 测定 ０ ０７５ ｍｍ 以下材料的塑性指数ꎮ

表 ６ ２ ８－２　 细集料规格

规格
名称

工程粒径
(ｍｍ)

通过下列筛孔 (ｍｍ) 的质量百分率 (% )

９ ５ ４ ７５ ２ ３６ １ １８ ０ ６ ０ ３ ０ １５ ０ ０７５

公称粒径
(ｍｍ)

ＸＧ １ ３~５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０~１５ ０~５ — — — — ２ ３６~４ ７５

ＸＧ ２ ０~３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 — — — ０~１５ ０~２ ３６

ＸＧ ３ ０~５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 — — — — ０~１５ ０~４ ７５

６ ２ ９　 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和底基层、 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基层和底基层的集料级配可采用表

６ ２ ９－１ 和表 ６ ２ ９－２ 的推荐值ꎬ 设计有集料级配要求的ꎬ 应按设计要求执行ꎮ

表 ６ ２ ９－１　 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和底基层集料推荐级配范围

应用
层位

通过下列筛孔 (ｍｍ) 的质量百分率 (% )

３７ ５ ３１ ５ ２６ ５ １９ ９ ５ ４ ７５ ２ ３６ ０ ６ ０ ０７５

基层 —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７２~８９ ４７~６７ ２９~４９ １７~３５ ８~２２ ０~７

底基层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 ６７~９０ ４５~６８ ２９~５０ １８~３８ ８~２２ ０~７

表 ６ ２ ９－２　 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基层和底基层集料推荐级配范围

应用
层位

通过下列筛孔 (ｍｍ) 的质量百分率 (% )

３７ ５ ３１ ５ １９ ９ ５ ４ ７５ ２ ３６ １ １８ ０ ６ ０ ０７５

基层 — １００ ８１~９８ ５２~７０ ３０~５０ １８~３８ １０~２７ ６~２０ ０~７

底基层 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７２~９０ ４８~６８ ３０~５０ １８~３８ １０~２７ ６~２０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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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２ １０　 无机结合料稳定类基 (垫) 层材料进行配合比设计时ꎬ 无机结合料的剂量可采用表

６ ２ １０－１、 表 ６ ２ １０－２ 和表 ６ ２ １０－３ 中的推荐值ꎮ

表 ６ ２ １０－１　 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材料推荐水泥剂量

设计 ７ ｄ 无侧限抗压强度 Ｒｄ 推荐试验剂量 (% )

≥４ ０ ＭＰａ ４ ０ꎬ ４ ５ꎬ ５ ０ꎬ ５ ５ꎬ ６ ０

<４ ０ ＭＰａ ２ ５ꎬ ３ ０ꎬ ３ ５ꎬ ４ ０ꎬ ４ ５

　 　 注: 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强度要求较高时ꎬ 宜采取控制原材料指标和优化级配设计等措施ꎬ 不宜单纯通过增加水泥剂量来提

高基层强度ꎬ 水泥剂量宜不大于 ６% ꎮ

表 ６ ２ １０－２　 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基层材料结合料剂量推荐比例

结合料配比 结合料与集料比例

石灰 ∶ 粉煤灰为 １ ∶ ４~１ ∶ ２ 石灰粉煤灰 ∶ 被稳定材料为 １５ ∶ ８５~２０ ∶ ８０

表 ６ ２ １０－３　 石灰 /水泥 /石灰粉煤灰稳定土底基层或垫层材料结合料剂量推荐比例

材料名称 结合料间比例 结合料

石灰稳定土 — ６% ~１８%

水泥稳定土 — ４% ~１２%

石灰粉煤灰稳定土 石灰: 粉煤灰为 １ ∶ ４~１ ∶ ２ 石灰粉煤灰: 细粒材料为 １０ ∶ ９０~３０ ∶ ７０

６ ２ １１　 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配合比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１　 应按拟定的集料级配ꎬ 确定各规格集料的比例ꎮ

２　 被稳定材料组成确定后ꎬ 宜选择 ３~５ 个结合料剂量ꎬ 确定各剂量条件下混合料的最佳含

水率和最大干密度ꎮ

３　 对每一个结合料剂量条件下的混合料ꎬ 根据试验确定的最大干密度、 最佳含水率及压实

度要求成型一组标准试件ꎬ 并进行强度试验ꎬ 确定强度平均值和变异系数ꎮ 每组试件数量、 养

生方法、 试验方法应符合有关试验规程的规定ꎮ

４　 根据试验结果ꎬ 按式 ６ ２ １１－１ 计算各剂量条件下的强度代表值 Ｒ０
ｄ ꎮ

Ｒ０
ｄ ＝ Ｒ

－
(１ － ＺαＣｖ) (６ ２ １１ － １)

　 　 式中: Ｚα ———标准正态分布表中随保证率或置信度 α 而变的系数ꎬ 取保证率 ９５% ꎬ 即

Ｚα ＝１ ６４５ꎻ

Ｒ
－
———一组试验的强度平均值ꎻ

Ｃｖ ———一组试验的强度变异系数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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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最佳剂量的强度代表值 Ｒ０
ｄ 应不小于强度设计要求 Ｒｄ ꎬ 如式 ６ ２ １１－２ 所示:

Ｒ０
ｄ ≥ Ｒｄ (６ ２ １１ － ２)

　 　 ６　 当设计有抗收缩及抗冲刷要求时ꎬ 还应参考有关规范进行相应性能试验和校核ꎮ

６ ２ １２　 在无机结合料稳定类基 (垫) 层铺筑工程施工试验段确定工程施工配合比时ꎬ 结合料

剂量宜比室内试验确定的最佳剂量增加 ０ ５% ꎮ 根据施工过程的气候条件和现场条件ꎬ 含水率可

比室内试验确定的最佳含水率高 ０ ５% ~２% ꎮ

６ ２ １３　 无机结合料稳定类基 (垫) 层材料的拌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优先采用厂拌ꎬ 拌和站应设置在地势相对较高的位置ꎬ 并做好排水措施ꎻ

２　 正式拌制前ꎬ 应先调试好设备ꎬ 使混合料的级配组成和含水率达到配合比设计要求ꎻ

３　 应严格控制混合料的拌和时间ꎬ 保证拌和均匀ꎻ

４　 石灰 /水泥 /石灰粉煤灰稳定土底基层或垫层材料采用路拌时ꎬ 应拌和均匀ꎮ

６ ２ １４　 无机结合料稳定类基 (垫) 层混合料的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运输车辆宜采用自卸车ꎬ 并根据工程量和运距配备合理数量ꎬ 装料前车厢应清理干净ꎬ

不得有杂物ꎻ

２　 混合料从搅拌站运输至摊铺现场时应覆盖严密ꎻ

３　 混合料运输时间宜不超过 １ ｈꎻ

４　 避免因运输车剧烈颠簸造成混合料离析ꎻ

５　 石灰粉煤灰拌和成的混合料宜及时运至现场摊铺ꎬ 堆放时间不宜超过 ２４ ｈꎮ

６ ２ １５　 无机结合料稳定类基 (垫) 层混合料的摊铺与碾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下层应清理干净ꎬ 并洒水湿润ꎻ

２　 多台摊铺机同步推进摊铺时ꎬ 前后相距宜不大于 ２０ ｍꎬ 尽量避免形成纵向施工缝ꎻ

３　 摊铺应连续ꎬ 减少横向接缝ꎻ 摊铺中断时应设置横向接缝ꎬ 再摊铺时应清除接缝松散

部位ꎻ

４　 摊铺机后面应设专人消除粗细集料离析现象ꎬ 及时铲除局部粗集料堆积或离析部位ꎬ 并

用新拌混合料填补ꎻ

５　 混合料表面应保持湿润并及时碾压ꎬ 若出现 “弹簧”、 松散、 起皮等现象ꎬ 应及时将该

段混合料挖除ꎬ 摊铺新料并碾压ꎻ 碾压过程中ꎬ 应随时检查压实度情况ꎻ

６　 碾压时重叠 １ / ３~１ / ２ 轮宽ꎬ 严禁压路机在已完成或正在碾压的区域调头或急刹车ꎻ

７　 应尽可能缩短从加水拌和至碾压终了的延迟时间ꎬ 延迟时间不得超过 ２ ｈꎮ

６ ２ １６　 无机结合料稳定类基 (垫) 层的养生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碾压完成并经检查压实度合格后ꎬ 应及时覆盖养生ꎬ 养生期不少于 ７ ｄꎻ

２　 宜采取湿法养生ꎬ 用土工布等覆盖并洒水ꎬ 使覆盖层保持湿润ꎬ 取水不便地区可采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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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水薄膜养生ꎻ

３　 养生期间应做好成品保护ꎮ

６ ２ １７　 无机结合料稳定类基 (垫) 层施工质量应符合表 ６ ２ １７－１、 表 ６ ２ １７－２、 表 ６ ２ １７－３ 的

规定ꎮ

表 ６ ２ １７－１　 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和底基层施工质量要求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基层 底基层
检查方法和频率

强度 设计要求 按 ＭＨ ５００７ 的规定执行

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 ＭＨ ５００７ 的规定执行

平整度 (ｍｍ) ≤８ ≤１２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高程 (ｍｍ) ＋５ꎬ －１０ ＋５ꎬ －１５ 水准仪: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控制

宽度 ±１ / １ ０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８ －１０

极值 －１０ －１５
挖坑尺量或钻取芯样: 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６ 处

表 ６ ２ １７－２　 石灰粉煤灰碎石基层和底基层施工质量要求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基层 底基层
检查方法和频率

强度 设计要求 按 ＭＨ ５００７ 的规定执行

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 ＭＨ ５００７ 的规定执行

平整度 (ｍｍ) ≤８ ≤１２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高程 (ｍｍ) ＋５ꎬ －１０ ＋５ꎬ －１５ 水准仪: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控制

宽度 ±１ / １ ０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８ －１０

极值 －１０ －１５
挖坑尺量或钻取芯样: 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６ 处

表 ６ ２ １７－３　 石灰 /水泥 /石灰粉煤灰稳定土底基层或垫层施工质量要求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强度 设计要求 按 ＭＨ ５００７ 的规定执行

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 ＭＨ ５００７ 的规定执行

平整度 (ｍｍ) ≤１２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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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高程 (ｍｍ) ＋５ꎬ －１５ 水准仪: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控制

宽度 ±１ / １ ０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１０

极值 －１５
挖坑尺量或钻取芯样: 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６ 处

６ ３　 粒料类基 (垫) 层

６ ３ １　 粒料类基 (垫) 层主要包括级配碎石基 (垫) 层、 级配砂砾基 (垫) 层、 山皮石垫层ꎮ

６ ３ ２　 级配碎石基 (垫) 层粗集料技术要求宜满足表 ６ ３ ２ 的要求ꎬ 粗集料规格宜满足表

６ ２ ７－２ 的要求ꎮ

表 ６ ３ ２　 粗集料技术要求

检查项目 技术要求

压碎值 (% )
基层 ≤３０

垫层 ≤３５

针片状颗粒含量 (% )
基层 ≤１８

垫层 ≤２０

６ ３ ３　 级配碎石基 (垫) 层细集料技术要求和规格宜满足本规范第 ６ ２ ８ 条的要求ꎮ

６ ３ ４　 级配碎石基 (垫) 层的集料级配可采用表 ６ ３ ４ 的推荐值ꎬ 设计有集料级配要求的ꎬ 应

按设计要求执行ꎮ

表 ６ ３ ４　 级配碎石基 (垫) 层集料推荐级配范围

应用层位
通过下列筛孔 (ｍｍ) 的质量百分率 (% )

３７ ５ ３１ ５ １９ ９ ５ ４ ７５ ２ ３６ ０ ６ ０ ０７５

基层 — 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５２~７４ ２９~５４ １７~３７ ８~２０ ０~７

底基层或垫层 １００ ８３~１００ ５４~８４ ２９~５９ １７~４５ １１~３５ ６~２１ 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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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３ ５　 级配碎石基 (垫) 层材料的拌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宜采用稳定材料拌和设备集中拌和ꎻ

２　 不同规格集料应分别堆放ꎬ 石屑等细集料应有覆盖ꎬ 防止雨淋ꎻ

３　 拌和前应调试拌和设备ꎬ 配料准确ꎬ 拌和均匀ꎬ 含水率达到规定要求ꎮ

６ ３ ６　 级配碎石基 (垫) 层材料的运输、 摊铺和碾压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混合料用自卸汽车运到摊铺现场后ꎬ 应用平地机或其他合适的机具将混合料均匀摊铺ꎻ

２　 摊铺完成的混合料应按设计高程或坡度进行整平ꎬ 无粗细颗粒离析现象ꎬ 应洒水保持混

合料含水率均匀ꎻ

３　 碾压过程中应保持碎石湿润ꎻ

４　 碾压完成后应检查表面ꎬ 视情况撒布细料并补充碾压ꎮ

６ ３ ７　 级配碎石基 (垫) 层施工质量应符合表 ６ ３ ７ 的规定ꎮ

表 ６ ３ ７　 级配碎石基 (垫) 层施工质量要求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基层 底基层及垫层
检查方法和频率

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 ＭＨ ５００７ 的规定执行

平整度 (ｍｍ) ≤８ ≤１２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高程 (ｍｍ) ＋５ꎬ －１０ ＋５ꎬ －１５ 水准仪: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控制

宽度 ±１ / １ ０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８ －１０

极值 －１０ －１５
挖坑尺量或钻取芯样: 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６ 处

６ ３ ８　 级配砂砾基 (垫) 层可参照级配碎石基 (垫) 层施工的规定ꎮ

６ ３ ９　 山皮石垫层施工应采用符合设计要求的山皮石材料ꎬ 可参照级配碎石基 (垫) 层施工的

规定ꎬ 施工质量应符合表 ６ ３ ９ 的规定ꎮ

表 ６ ３ ９　 山皮石垫层施工质量要求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压实度 设计要求 按 ＭＨ ５００７ 的规定执行: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３ 处

平整度 (ｍｍ) ≤１２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高程 (ｍｍ) ＋１５ꎬ －２５ 水准仪: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控制

宽度 ±１ / １ ０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１０

极值 －１５
挖坑尺量: 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６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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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４　 水泥混凝土类基层

６ ４ １　 碾压混凝土基层原材料技术指标应符合本规范第 ６ ２ 节的规定ꎬ 集料级配可采用表

６ ４ １ 的推荐值ꎬ 设计有集料级配要求的ꎬ 应按设计要求执行ꎮ

表 ６ ４ １　 碾压混凝土集料合成级配推荐要求

应用层位
通过下列筛孔 (ｍｍ) 的质量百分率 (% )

１９ ９ ５ ４ ７５ ２ ３６ １ １８ ０ ６ ０ ３ ０ １５

基层 ９０~１００ ５０~７０ ３５~４７ ２５~３８ １８~３０ １０~２３ ５~１５ ３~１０

６ ４ ２　 符合设计要求强度的最佳水泥剂量应经配合比试验确定ꎮ

６ ４ ３　 碾压混凝土基层的配合比设计、 拌和、 运输、 摊铺、 碾压及养生可参照 «公路水泥混凝

土路面施工技术细则» (ＪＴＧ / Ｔ Ｆ３０)ꎮ

６ ４ ４　 碾压混凝土基层碾压成型后应适时切缝ꎻ 切缝间距宜为 ８ ｍ~１５ ｍꎬ 深度宜为碾压混凝土

厚度的 １ / ３~１ / ２ꎬ 宽度约 ５ ｍｍꎻ 切缝后应清理缝隙ꎬ 并用嵌缝料灌缝ꎮ

６ ４ ５　 碾压混凝土基层施工质量应符合表 ６ ４ ５ 的规定ꎮ

表 ６ ４ ５　 碾压混凝土基层施工质量要求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强度 设计要求 按 ＭＨ ５００７ 的规定执行

压实度 设计要求 灌砂法或水袋法: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３ 处

平整度 (ｍｍ) ≤８ ３ ｍ 直尺ꎬ 连续 ５ 尺取最大值: 每 ２ ０００ ｍ２测 １ 处

高程 (ｍｍ) ＋５ꎬ －１０ 水准仪: １０ ｍ×１０ ｍ 方格网控制

宽度 ±１ / １ ０００ 尺量: 每 １００ ｍ 测 １ 处

厚度
(ｍｍ)

规定值 －８

极值 －１０
挖坑尺量或钻取芯样: 每 ４ ０００ ｍ２测 ６ 处

６ ４ ６　 贫混凝土等其他混凝土类基层的原材料技术指标可参照本规范第 ６ ２ 节ꎬ 配合比设计可

参照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ＪＧＪ ５５)ꎬ 施工模板制作、 安装、 拌和及运输、 铺筑、 养

生、 拆模可参照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０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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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特殊气候施工

７ １　 一般规定

７ １ １　 施工前应了解当地天气特点和天气变化情况ꎬ 施工过程中应关注极端天气ꎮ

７ １ ２　 特殊气候条件下施工时ꎬ 应根据特殊气候的特点和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ꎬ 制订专门施工

方案和应急措施ꎮ

７ ２　 低温施工

７ ２ １　 连续 １５ ｄ 日平均气温低于 ０℃时ꎬ 进行土石方工程施工ꎬ 属于低温施工ꎮ 填料为石料、

石质混合料和砾质混合料的土石方工程可进行低温施工ꎻ 填料为土质混合料和土料的土石方工

程不宜进行低温施工ꎬ 必须施工时ꎬ 应采取低温施工措施ꎮ

７ ２ ２　 连续 ５ ｄ 日平均气温不高于 ５℃时ꎬ 进行基 (垫) 层工程施工ꎬ 属于低温施工ꎮ 粒料类

基 (垫) 层可进行低温施工ꎻ 无机结合料稳定类、 水泥混凝土类基层不宜进行低温施工ꎬ 必须

施工时ꎬ 应采取低温施工措施ꎻ 日平均气温低于 ０℃时ꎬ 不得进行无机结合料稳定类、 水泥混凝

土类基层的施工ꎮ

７ ２ ３　 土石方低温施工时ꎬ 应清除表层的冰雪ꎬ 防止影响填筑和压实质量ꎮ

７ ２ ４　 土石方开挖低温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开挖接近道床顶面时ꎬ 应预留覆盖层进行保温ꎬ 做好临时排水措施ꎬ 待低温期过后再开

挖至设计高程ꎻ

２　 挖方边坡在开挖时预留一定厚度的覆盖层ꎬ 待低温期过后进行整平修坡ꎮ

７ ２ ５　 土石方填筑碾压低温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飞行区道面影响区及边坡稳定影响区填料应符合本规范第 ４ 章的规定ꎬ 并应选用透水性

好的材料ꎬ 不得采用含水率大的黏性土ꎻ

２　 中止填筑时ꎬ 恢复施工前应将表层冰雪清除ꎬ 重新检测压实度ꎬ 合格后方可继续填筑ꎮ

７ ２ ６　 无机结合料稳定类、 水泥混凝土类基层低温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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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应对原材料进行覆盖ꎬ 防止水分进入结冰ꎻ 供水设备应进行保温ꎬ 满足低温情况下的供

水需求ꎻ

２　 摊铺、 碾压设备应加强保养及防冻工作ꎬ 保证设备正常运行ꎻ

３　 应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摊铺作业时间ꎬ 施工时的气温不得低于 ５℃ꎻ

４　 碾压完成后ꎬ 应及时覆盖保温ꎮ

７ ３　 高温施工

７ ３ １　 日平均气温高于 ３５℃时ꎬ 不宜施工ꎮ 连续 ４ ｈ 平均气温高于 ３０℃时ꎬ 应采取高温施工

措施ꎮ

７ ３ ２　 道面基 (垫) 层高温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水泥、 石灰、 粉煤灰以及粗、 细集料等原材料应采取必要的遮阳和降温措施ꎻ

２　 应考虑环境温度、 原材料温度、 运输时间等因素对混合料性能的影响ꎬ 调整施工配

合比ꎻ

３　 无机结合料稳定类拌和物出机温度应不高于 ３０℃ꎬ 摊铺温度应不高于 ３５℃ꎻ 水泥混凝土

类拌和物可参照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０６)ꎻ

４　 摊铺或浇筑宜避开高温时段ꎻ

５　 宜采用洒水降温措施ꎮ

７ ４　 雨季施工

７ ４ １　 施工前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应及时获取气象预报资料ꎻ

２　 应准备必要的防汛防洪抢险器材、 机具及遮盖材料ꎬ 水泥、 石灰等原材料应有防雨、 防

潮措施ꎬ 施工机械应有防止积水淹没等措施ꎻ

３　 应保证施工场地和生活区临时排水设施畅通ꎻ

４　 应加强临时用电检查ꎻ

５　 拌和站等设施应有防雷措施ꎮ

７ ４ ２　 雨季施工的工作面不宜过大ꎬ 宜分片、 逐段施工ꎮ

７ ４ ３　 土石方雨季施工时ꎬ 应合理设置现场防 (排) 水系统ꎬ 加强临时排水措施ꎬ 及时引排施

工作业面的积水ꎮ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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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４ ４　 土石方填筑雨季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飞行区道面影响区及边坡稳定影响区填料宜选用透水性好的材料ꎬ 含水率过大且难以晾

晒的土不宜用作填料ꎻ

２　 填筑作业面应设一定的排水坡度ꎮ

７ ４ ５　 土石方开挖雨季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开挖至道床顶面 １ ｍ 左右时应停止开挖ꎬ 具备后续施工条件时开挖至设计高程ꎻ

２　 挖方边坡在开挖至设计坡面时应预留一定厚度的覆盖层ꎬ 在坡顶设置截水沟ꎮ

７ ４ ６　 道面基 (垫) 层雨季施工应采取防雨和遮盖措施ꎬ 及时测定集料的含水率并调整施工配

合比ꎻ 摊铺不宜在雨天进行ꎮ

—１３—

７　 特殊气候施工



８　 施工安全与绿色施工

８ １　 一般规定

８ １ １　 施工期间应严格执行国家和民航行业有关施工安全的标准、 规范ꎬ 保障人员、 设备等

安全ꎮ

８ １ ２　 不停航施工应编制专项方案ꎬ 经批准后方可执行ꎮ

８ １ ３　 土石方及道面基 (垫) 层施工应遵循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绿色施工理念ꎮ

８ １ ４　 在满足技术要求的前提下ꎬ 宜循环利用建渣、 工业废渣、 旧混凝土破碎块等旧料废料ꎮ

８ ２　 施工安全

８ ２ １　 施工前应对各种危险源进行识别和评估ꎬ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应按有关规定

执行ꎮ

８ ２ ２　 施工前应进行安全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ꎬ 全面检查施工现场、 机具设备及安全防护

设施ꎮ

８ ２ ３　 施工场地规划及临时设施设置应符合安全施工要求ꎬ 并设专人管理、 维护和检查ꎮ

８ ２ ４　 施工人员应按规定正确使用安全防护用品和用具ꎮ

８ ２ ５　 施工中应加强施工机械设备的安全管理ꎮ

８ ２ ６　 施工现场的临时用电、 消防应符合有关安全规定ꎮ

８ ２ ７　 同一区域有多个单位同时施工或者不同专业交叉施工时ꎬ 应共同拟定现场安全技术

措施ꎮ

８ ２ ８　 强夯施工应保证临近强夯区的建 (构) 筑物安全ꎮ

８ ２ ９　 高填方土石方工程应加强安全监测和巡查ꎮ

８ ２ １０　 边坡坡顶及平台上堆放荷载应符合有关规定ꎮ

—２３—

民用机场飞行区土石方与道面基 (垫) 层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４—２０２２)



８ ３　 绿色施工

８ ３ １　 土石方及道面基 (垫) 层施工组织设计中应包含绿色施工方案的内容ꎮ

８ ３ ２　 场地内的污染土应按有关规定进行专门堆放和处理ꎮ

８ ３ ３　 土石方调配方案应合理ꎬ 减少二次倒运ꎻ 原地表的耕植土和腐殖土等宜用于复绿ꎬ 以减

少弃土ꎻ 分标段施工时ꎬ 取土场及弃土场应统筹安排、 协同施工ꎮ

８ ３ ４　 土石方未压实面宜覆盖或及时碾压施工ꎬ 减少扬尘ꎬ 可采取喷淋、 洒水等降尘措施ꎮ

８ ３ ５　 宜收集雨水用于绿化浇灌、 洒水降尘ꎮ

８ ３ ６　 施工产生的废水ꎬ 应合理处置ꎬ 达到排放要求ꎮ

８ ３ ７　 道面基 (垫) 层施工应加强模板、 土工布、 养生材料等周转材料的管理ꎬ 提高其周转利

用率ꎮ

８ ３ ８　 施工过程中应保护生态环境ꎬ 各种施工垃圾应及时清理ꎮ

—３３—

８　 施工安全与绿色施工



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ꎬ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ꎬ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ꎮ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ꎬ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ꎬ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ꎮ

４)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本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 或 “应

按的规定执行”ꎮ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规范和其他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可参照”ꎮ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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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本文件中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

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ꎻ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

文件ꎮ

[１] «工程测量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２６)

[２]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ＧＢ ５７４９)

[３] «爆破安全规程» (ＧＢ ６７２２)

[４] «民用机场飞行区排水工程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５)

[５]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０６)

[６]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７)

[７]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１)

[８] «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ＭＨ ５０２８)

[９]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

[１０]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细则» (ＪＴＧ / Ｔ Ｆ３０)

[１１] «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ＪＴＧ ３４３０)

[１２]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ＪＧＪ ５５)

—５３—

引用标准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