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课第一课 城镇道路工程城镇道路工程

三、重点背诵掌握三、重点背诵掌握

考点 11：无机结合料稳定基层材料性能对比（P23-24）

考点 12：基层分类和无机结合料稳定基层特点（P23）

【例题 2011 二建】各类土经水泥稳定后，强度由高到低依次是( )。

A.(砾)石和砂砾一一砂性土——粉性土和黏性土

B.(砾)石和砂砾一一粉性土和黏性土——砂性土

C.粉性土和黏性土一一砂性土——(砾)石和砂砾

D.砂性土——(砾)石和砂砾——粉性土和黏性土



【答案】A

【解析】教材中没有直接的内容

【例题 2010 二建】述材料中不能用做高级路面基层的材料是（ ）。

A.石灰土

B.石灰砂砾土

C.水泥土

D.水泥稳定砂砾

E.二灰土

【答案】 ACE

【解析】20 版教材 P24

二灰稳定土也具有明显的收缩特性，但小于水泥土和石灰土，也被禁止用于高等级路面的基

层，而只能用作底基层。二灰稳定粒料可用于高等级路面的基层与底基层。

考点 13：基层施工技术（P25-26、249-351）



【例题 2014 二建】关于石灰粉煤灰稳定碎石混合料基层施工的说法，错误的是（ ）。

A.可用薄层贴补的方法进行找平

B.采用先轻型、后重型压路机碾压

C.混合料每层最大压实厚度为 200mm

D.混合料可采用沥青乳液进行养护

【答案】 A

【解析】20 版教材 P25

(三）压实与养护

(1)每层最大压实厚度为 200mm，且不宜小于 100mm。

(2)碾压时采用先轻型、后重型压路机礙压。

(3)禁止用薄层贴补的方法进行找平。

(4)混合料的养护采用湿养，始终保持表面潮湿，也可采用沥青乳液和沥青下封层进行养护，

养护期视季节而定，常温下不宜小于 7d。



考点 14：沥青混合料的组成（P7-9）

考点 15：沥青混合料主要类型（P8、10、11）

1.改性 SMA>SMA>OGFC、改性 AC>普通 AC （高温抗车辙、低温抗变形、水稳定性）

2.除普通 AC（次干路、支路）以外，其他的适用于任何道路

3.AC 型沥青混合料是悬浮-密实结构的代表

OGFC、沥青碎石是骨架-空隙结构的代表

SMA 混合料是骨架-密实结构的代表

4. OGFC 是排水降噪路面，是一种新兴但还使用还不是很广泛的一种路面结构

【例题 2014 一建】按级配原则构成的沥青混合料中，具有内摩擦角较高，黏聚力也较高的

结构组成是（ ）。

A.骨架—密实结构

B.骨架—空隙结构

C.骨架—悬浮结构

D.密实—悬浮结构

【答案】 A

【解析】20 版教材 P8

骨架-密实结构，不仅内摩擦角较高，黏聚力也较高。



【例题 2013 一建】关于降噪排水路面说法，正确的是( )。

A.上面层采用 OGFC 沥青混合料

B.中面层采用间断级配沥青混合料

C.底面层采用间断级配混合料

D.磨耗层采用 SMA 混合料

【答案】 A

【解析】20 版教材 P5。

近年我国城市开始修筑降噪排水路面,以提高城镇道路的使用功能和减少城镇交通噪声。降

噪排水路面的面层结构组合一般为：上面（磨耗层）层采用 OGFC 沥青混合料，中面层、

下（底）面层等采用密级配沥青混合料。

考点 16：再生沥青混合料（P13）

目前再生沥青混合料最佳沥青用量的确定方法采用马歇尔试验方法

考点 17：透层、粘层、封层的使用范围（P29）



考点 18：沥青混合料面层施工（P29-32）



【例题 2012 二建】热拌沥青混凝土混合料面层摊铺碾压说法，正确的是（ ）。

A.拌合物的摊铺，运料车不少于 4 辆以满足连续施工

B.沥青混合料路面碾压后就可以开放交通

C.压实应按初压、复压、终压（包括成型）三个阶段进行

D.碾压应从中心线向两端进行

【答案】 C

【解析】2012 二级市政真题，20 版教材 P29-31

应按施工方案安排运输和布料，摊铺机前应有足够的运料车等候；对高等级道路，开始摊铺

前等候的运料车宜在 5 辆以上。

沥青路面施工应配备足够数量、状态完好的压路机，选择合理的压路机组合方式，根据摊铺

完成的沥青混合料温度情况严格控制初压、复压、终压（包括成型）时机。

考点 19：改性沥青混合料摊铺与压实施工（P33-35）



【例题 2019 一建】甲公司中标某城镇道路工程，设计道路等级为城市主干路，全长 560m，

横断面形式为三幅路，机动车道为双向六车道。路面面层结构设计采用沥青混凝土，上面层

为厚 40mmSMA-13，中面层为厚 60mmAC-20，下面层为厚 80mmAC-25。

事件三：甲公司编制的沥青混凝土施工方案包括以下要点：

（1）上面层摊铺分左、右幅施工，每幅摊铺采用一次成型的施工方案，2 台摊铺机成梯队

方式推进，并保持摊铺机组前后错开 40-50m 距离。

（2）上面层碾压时，初压采用振动压路机，复压采用轮胎压路机，终压采用双轮钢筒式压

路机。

（3）该工程属于城市主干路，沥青混凝土面层碾压结束后需要快速开放交通，终压完成后

拟洒水加快路面的降温速度。

【问题】指出事件三中的错误之处，并改正。

【答案】

不妥之处一：持摊铺机组前后错开 40-50m 距离；

正确做法：前后错开 10-20m ；

不妥之处二：上面层碾压时，初压采用振动压路机，复压采用轮胎压路机；

正确做法：初压采用钢轮压路机静压，复压采用振动压路机或钢筒式压路机；



不妥之处三：终压完成后拟洒水加快路面的降温速度；

正确做法：应待摊铺层自然降温至规定温度方可开放交通；

【解析】20 版教材 P120-24。

考点 20：沥青混合料面层施工质量检查与验收（P351、356）

【例题 2019 一建】热拌沥青混合料面层质量检查与验收的主控项目有（ ）。

A.平整度

B.压实度

C.宽度

D.厚度

E.纵断高程

【答案】BD

【解析】 20 版教材 P356

(2)施工质量检测与验收一般项目包括：平整度、宽度、中线偏位、纵断面高程、横坡、井

框与路面的高差、抗滑性能等。

(3)沥青混合料面层施工质量验收主控项目：原材料、压实度、面层厚度、弯沉值。【口诀】

压弯才厚



考点 21：压实度的测定（P357-358）

测定方法 结构层 适用范围

环刀法 路基 细粒土

基层 无机结合料稳定细粒土

面层 ——

灌砂法 路基 土路基，不宜用于填石路堤

基层 未做具体限制范围

面层 砂石路面、沥青表面处治、沥青贯入式

灌水法 路基 未做具体限制范围

基层 未做具体限制范围

面层 沥青表面处治、沥青贯入式

钻芯法 面层 全部

核子密度仪 面层 全部

结构层 结构层 压实度标准 检验频率

路基 快速路、主干路 ≧95%；≧93%；≧90% 每 1000m2 每压实层 3

个点次干路 ≧93%；≧90%；≧90%

支路 ≧90%；≧90%；≧87%

无机结合料稳定基层 快速路、主干路 基层≧97%；底基层≧

95%

每 1000m2 每压实层 1

个点

其他等级道路 基层≧95%；底基层≧

93%

热拌沥青混合料 快速路、主干路 ≧96% 每 1000m2

1 个点次干路 ≧95%

支路 ≧95%

冷拌沥青混合料 ≧95%

沥青贯入式 ≧95%

考点 22：水泥混凝土道路基层选用原则（P6）



【例题 2018 二建】特重交通水泥混凝土路面宜选用（ ）基层。

A.水泥稳定粒料

B.级配粒料

C.沥青混凝土

D.贫混凝土

E.碾压混凝土

【答案】 CDE

【解析】20 版教材 P6

特重交通宜选用贫混凝土、碾压混凝土或沥青混凝土基层；重交通宜选用水泥稳定粒料或沥

青稳定碎石基层。

考点 23：水泥混凝土道路原材料控制与配合比（P352)

【例题 2017 一建】城市主干道的水泥混凝土路面不宜选择的主要原材料是( )。

A.42.5 级以上硅酸盐水泥

B.粒径小于 19.0mm 的砂砾

C.粒径小于 31.5mm 碎石

D.细度模数在 2.5 以上的淡化海砂



【答案】D

【解析】20 版教材 P352。重交通以上等级道路、城市快速路、主干路应采用 42.5 级及以

上的道路硅酸盐水泥或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

粗集料的最大公称粒径，碎砾石不得大于 26.5mm，碎石不得大于 31.5mm，砾石不宜大

于 19.0mm；钢纤维混凝土粗集料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19.0mm。

考点 24：水泥混凝土道路接缝处理（P6、38）

【例题 2017 二建】关于普通混凝土路面胀缝施工技术要求，错误的是（ ）。

A.胀缝应与路面中心线垂直

B.缝壁必须垂直

C.缝宽必须一致，缝中不得连浆

D.缝上部安装缝板和传力杆

【答案】 D

【解析】20 版教材 P38。

胀缝应与路面中心线垂直，缝壁必须垂直，缝宽必须一致，缝中不得连浆。缝上部灌填缝料，

下部安装胀缝板和传力杆。



考点 25：水泥混凝土道路养护与开放交通（P38）

【例题 2012 一建】水泥混凝土路面在混凝土达到（ ）以后，可允许行人通过。

A.设计抗压强度的 30%

B.设计抗压强度的 40%

C.设计弯拉强度的 30%

D.设计弯拉强度的 40%

【答案】 D

【解析】2012 一级市政真题，一建 19 版教材 P38。

在混凝土达到设计弯拉强度 40%以后，可允许行人通过。混凝土完全达到设计弯拉强度且

填缝完成后，方可开发交通。

考点 26：雨期施工质量保证措施（P353-355）



考点 27：冬期施工质量措施（P353-355）

【例题 2011 二建】土路基雨期施工质量控制措施包括( )。

A.有计划地集中力量组织快速施工

B.分段开挖，切忌全面开花或战线过长

C.坚持当天挖完、填完、压完

D.对低洼处等不利地段应安排最后施工

E.遇雨要及时检查，发现翻浆要彻底处理

【答案】 ABCE

【解析】20 版教材 P353

(1)对于土路基施工，要有计划地集中力量，组织快速施工，分段开挖，切忌全面开挖或挖

段过长。

(2)挖方地段要留好横坡，做好截水沟。坚持当天挖完、填完、压完，不留后患。因雨翻浆

地段，坚决换料重做。

(3)填方地段施工，应留 2%〜3%的横坡整平压实，以防积水。



【例题 2011 一建】下列雨期道路工程施工质量保证措施中，属于面层施工要求的是

( )。

A. 当天挖完、填完、压完，不留后患

B. 拌多少、铺多少、压多少、完成多少

C. 应按 2%-3%的横坡整平压实，以防积水

D. 及时浇筑、振动、抹面成型、养护

【答案】 D

【解析】20 版教材 P266。

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时，应勤测粗细集料的含水率，适时调整加水量，保证配合比的准确性。

雨期作业工序要紧密衔接，及时浇筑、振动、抹面成型、养生。

考点 28：道路大修维护和路面改造施工（P39、41）



考点 29：占用或挖掘城市道路（P4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