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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不停航施工的有关规定ꎻ

———减少了钻芯取样进行劈裂强度试验的频度要求ꎬ 取消了混凝土板厚度偏厚

的偏差要求ꎬ 增加了平整度、 表面平均纹理深度、 道面高程、 相邻板高差的合格率

要求和极值要求ꎬ 增加了跑道动态连续平整度的指标要求ꎬ 增加了纵、 横缝直线性

和预埋件预留孔位置中心偏差的合格率要求ꎬ 增加了刻槽质量、 混凝土抗冻等级的

质量控制标准ꎬ 增加了允许施工期有沉降时的高程控制要求ꎻ

———增加了施工安全与环保的有关规定ꎮ

本规范第一章、 第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八章由姜昌山编写ꎬ 第六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五章由邓可库编写ꎬ 第三章、 第十二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由杨山

编写ꎬ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七章、 第十九章由龚文进编写ꎬ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

十四章由刘博学编写ꎬ 附录 Ａ、 附录 Ｂ 由田波编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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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函告本

规范日常管理组 (联系人: 姜昌山、 杨山ꎻ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东路 １１１

号ꎻ 邮编: １００１０１ꎻ 传真: ０１０－６４９２２７０８ꎻ 电话: ０１０－６４９２１９８６、 ６４９２１８９４ꎻ 电子

邮箱: ｊｉａｎｇｃｓ＠ ｏｕｔｌｏｏｋ ｃｏｍ、 ｃａｃｃｙ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ꎬ 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主编单位: 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公司

主　 　 编: 姜昌山

参编人员: 邓可库　 杨　 山　 龚文进　 刘博学　 田　 波　 秦汉昌

主　 　 审: 傅　 智　 柴震林

参审人员: 邵道杰　 任惠平　 郭保林　 樊建良　 翁训龙　 袁　 捷　 凌语珍

马志刚　 郑　 斐

本规范于 ２００２ 年首次发布ꎬ 主编单位为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机场司ꎬ 主要起草人

为 卓乐熙 、 秦汉昌、 刁永海、 佟岱山ꎮ 本次修订为第一次修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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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　 语

２ ０ １　 水泥混凝土道面 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由水泥混凝土面层、 基层、 垫层 (有时不设) 组成的构筑物ꎮ

２ ０ ２　 水泥混凝土面层 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ｓｌａｂ

由水泥混凝土浇筑而成ꎬ 设置于基层之上ꎬ 直接承受荷载作用的结构层ꎮ

２ ０ ３　 钢筋混凝土面层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为防止裂缝扩展而在混凝土面层内配置纵、 横钢筋的水泥混凝土结构层ꎮ

２ ０ ４　 水泥混凝土道面加铺层 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 ｏｖｅｒｌａｙ

为提高原有水泥混凝土道面的承载力或改善表面性能在其上加铺的水泥混凝土面层ꎮ

２ ０ ５　 三辊轴机组铺筑 ｐａｖ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ｖｉｂｒ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ｒｉｐｌｅ￣ｒｏｌｌｅｒ￣ｔｕｂｅ

采用固定模板、 振捣机、 三辊轴整平机配合铺筑水泥混凝土面层的施工工艺ꎮ

２ ０ ６　 不停航施工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ｉ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在机场不关闭或部分关闭并按照航班计划接收和放行航空器的情况下ꎬ 在机场内实施的工

程施工ꎮ

２ ０ ７　 飞行区 ａｉｒｆｉｅｌｄ ａｒｅａ

供飞机起飞、 着陆、 滑行和停放使用的场地ꎬ 包括跑道、 升降带、 跑道端安全区、 滑行道、

机坪等区域ꎮ

２ ０ ８　 跑道 ｒｕｎｗａｙ

陆地机场内供飞机起飞和着陆使用的特定长方形场地ꎮ

２ ０ ９　 滑行道 ｔａｘｉｗａｙ

在陆地机场设置供飞机滑行并将机场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连接的规定通道ꎮ

２ ０ １０　 机坪 ａｐｒｏｎ

机场内供飞机上下旅客、 装卸货物或邮件、 加油、 停放或维修使用的特定场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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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原材料技术要求

３ １　 水　 泥

３ １ １　 水泥混凝土面层应选用旋窑生产的道路硅酸盐水泥、 硅酸盐水泥或普通硅酸盐水泥ꎬ 不

宜选用早强型水泥ꎬ 所选水泥的各项技术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ꎮ

３ １ ２　 水泥混凝土设计强度不小于 ５ ０ＭＰａ 时ꎬ 所选水泥实测 ２８ｄ 抗折强度宜大于 ８ ０ＭＰａꎮ

３ １ ３　 水泥混凝土面层所用水泥的化学成分和物理指标应符合表 ３ １ ３ 的规定ꎮ

表 ３ １ ３　 水泥技术指标

类
别

项
次

化学成分或物理指标

技术指标

水泥混凝土设计强度
≥５ ０ＭＰａ

水泥混凝土设计强度
４ ５ＭＰａ

试验方法

化
学
成
分

１ 铝酸三钙 (％) ≤９ ０ꎬ 宜≤７ ０ ≤９ ０

２ 铁铝酸四钙 (％) ≥１０ ０ꎬ 宜≥１２ ０ ≥１０ ０

３ 游离氧化钙 (％) ≤１ ０ ≤１ ８

４ 氧化镁 (％) ≤５ ０ ≤５ ０

５ 三氧化硫ａ (％) ≤３ ５ ≤３ ５

６
含碱量

(Ｎａ２Ｏ＋０ ６５８Ｋ２Ｏ) (％) ≤０ ６
集料有潜在碱活性时不
大于 ０ ６ꎻ 集料无潜在碱
活性时不大于 １ ０

７ 氯离子含量 (％)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８ 混合材种类及掺量
不应掺窑灰、 煤矸石、 火山灰、 烧黏土、 煤渣ꎬ 有抗
盐冻要求不应掺石灰岩石粉

ＧＢ / Ｔ １７６

水泥厂提供

物
理
指
标

９ 安定性 雷氏夹和蒸煮法检验合格 蒸煮法检验合格

１０ 凝结
时间

初凝时间 (ｈ) ≥１ ５ ≥１ ５

终凝时间 (ｈ) ≤１０ ≤１０

１１ 标准稠度需水量 (％) ≤２８ ０ ≤３０ ０

１２ 比表面积 (ｍ２ / ｋｇ) ３００~４００ ３００~４００

１３ 细度 (８０μｍ 筛余) (％) １ ０~１０ ０ １ ０~１０ ０

１４ ２８ｄ 干缩率 (％) ≤０ ０９ ≤０ １０

１５ 耐磨性 (ｋｇ / ｍ２) ≤２ ５ ≤３ ０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０５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０４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０２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１１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１０

　 　 注: ａ 三氧化硫含量在有硫酸盐腐蚀场合为必测项目ꎬ 无腐蚀场合为选测项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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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３ １￣１　 细集料的技术指标

项次 项目 技术指标 试验方法

１ 机制砂母岩抗压强度 (ＭＰａ) ≥６０ ０ ＪＴＧ Ｅ４１ Ｔ０２２１

２ 机制砂母岩磨光值 ≥３５ 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２１

３ 机制砂单粒级最大压碎值 (％) ≤２５ 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５０

４ 机制砂石粉含量 (％) ≤７ 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３３

５ 机制砂 ＭＢ 值 ≤１ ４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４９

６ 机制砂吸水率 (％) ≤２ 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３０

７ 氯离子含量 (按质量计) (％) ≤０ ０２ ＧＢ / Ｔ １４６８４

８ 坚固性 (按质量损失计) (％) ≤８ 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４０

９ 云母与轻物质含量 (按质量计) (％) ≤１ 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３７

１０ 含泥量 (按质量计) (％) ≤２ 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３３

１１ 泥块含量 (按质量计) (％) ≤０ ５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３５

１２ 硫化物及硫酸盐 (按 ＳＯ３质量计) (％) ≤０ ５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４１

１３ 有机物含量 (比色法) 合格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３６

１４ 其他杂物 不应混有石灰、 煤渣、 草根、 贝壳等杂物

１５ 表观密度 (ｋｇ / ｍ３) ≥２５０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２８

１６ 松散堆积密度 (ｋｇ / ｍ３) ≥１４０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３１

１７ 空隙率 (％) ≤４５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３１

１８ 碱活性
不应有碱活性反应ꎬ 当岩相法判断
疑似碱活性时ꎬ 以砂浆棒法为准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２４ / Ｔ０３２５

　 　 注: １ 机制砂母岩抗压强度、 氯离子含量、 硫化物及硫酸盐、 碱活性在细集料使用前应至少检验一次ꎮ

２ 表中注明机制砂的指标仅为机制砂检验指标ꎬ 未注明机制砂的指标为天然砂与机制砂通用指标ꎮ

表 ３ ３ １￣２　 天然砂的级配范围

砂分级 细度模数

方孔筛尺寸 (ｍｍ)

９ ５ ４ ７５ ２ ３６ １ １８ ０ ６０ ０ ３０ ０ １５ ０ ０７５

累计筛余 (以质量计) (％)

粗砂 ３ １~３ ７ ０ ０~１０ ５~３５ ３５~６５ ７０~８５ ８０~９５ ９０~１００ ９５~１００

中砂 ２ ３~３ ０ ０ ０~１０ ０~２５ １０~５０ ４０~７０ ７０~９２ ９０~１００ ９５~１００

试验方法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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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次 项目 技术指标 试验方法

６ 吸水率 (按质量计) (％) ≤２ 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０７

７ 硫化物及硫酸盐ａ (按 ＳＯ３质量计) (％) ≤１ ０ ＧＢ / Ｔ １４６８５

８ 有机物含量 (比色法) 合格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１３

９ 氯化物含量 (按氯离子质量计) (％) ≤０ ０２ ＧＢ / Ｔ １４６８５

１０ 碎石红白皮含量ｂ (％) ≤１０ ０ 参照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１１

１１ 岩石抗压强度ａ (ＭＰａ)

岩浆岩 ≥１００

变质岩 ≥８０

沉积岩 ≥６０

ＪＴＧ Ｅ４１ Ｔ０２２１

１２ 表观密度 (ｋｇ / ｍ３) ≥２５０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０８

１３ 松散堆积密度 (ｋｇ / ｍ３) ≥１３５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０９

１４ 空隙率 (％) ≤４５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０９

１５ 洛杉矶磨耗损失 (％) ≤３０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１７

１６ 碱活性ａ
不应有碱活性反应ꎬ 当岩相法判断
疑似碱活性反应时ꎬ 以砂浆棒法
为准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２４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２５

　 　 注: ａ 硫化物及硫酸盐含量、 碱活性反应、 岩石抗压强度在粗集料使用前应至少检验一次ꎮ

ｂ 红白皮是指颗粒中有一个及一个以上有水锈的天然裂隙面ꎮ

表 ３ ４ １￣２　 粗集料的级配范围

　 　 　 　 　 　 　 　 粒径

　 　 　 级配　 　 　

类型　 　 　 　 　 　 　 　 　 　 　

方筛孔尺寸 (ｍｍ)

２ ３６ ４ ７５ ９ ５０ １６ ０ １９ ０ ２６ ５ ３１ ５ ３７ ５

累计筛余 (按质量计) (％)

合成
级配

４ ７５~１６ ９５~１００ ８５~１００ ４０~６０ ０~１０ — — — —

４ ７５~１９ ９５~１００ ８５~９５ ６０~７５ ３０~４５ ０~５ ０ — —

４ ７５~２６ ５ ９５~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７０~９０ ５０~７０ ２５~４０ ０~５ ０ —

４ ７５~３１ ５ ９５~１００ ９０~１００ ７５~９０ ６０~７５ ４０~６０ ２０~３５ ０~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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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砂 ３ｄ 和 ２８ｄ 强度不应低于饮用水配制的水泥胶砂相应龄期强度的 ９０％ꎮ

【条文说明】 非饮用水的水质情况较复杂ꎬ 因此采用非饮用水时应与饮用水做对比试验ꎮ

３ ５ ３　 养生用水可不检验不溶物、 可溶物、 水泥凝结时间差和水泥胶砂强度ꎬ 其他指标应符合

表 ３ ５ １ 的规定ꎮ

３ ６　 外加剂

３ ６ １　 水泥混凝土外加剂的品种及含量应根据施工条件和使用要求ꎬ 并通过水泥混凝土配合比

试验选用ꎮ 外加剂除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外ꎬ 尚应符合表 ３ ６ １ 的规定ꎬ 其检验方法应符合

«混凝土外加剂» (ＧＢ ８０７６) 的规定ꎮ

表 ３ ６ １　 掺外加剂产品的混凝土技术指标

项目
普通

减水剂
高效

减水剂
引气

减水剂
引气高效
减水剂

缓凝
减水剂

缓凝高效
减水剂

引气缓凝
高效减水剂

减水率 (％) ≥８ ≥１４ ≥１０ ≥１８ ≥８ ≥１４ ≥１８

泌水率比 (％) ≤１００ ≤９０ ≤７０ ≤７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０

含气量 (％) ≤３ ０ ≤３ ０ ≥３ ０ ≥３ ０ ≤３ ０ ≤３ ０ ≥３ ０

凝结时间差
(ｍｉｎ)

初凝

终凝
－９０~ ＋１２０ －９０~ ＋１２０ －９０~ ＋１２０ －６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９０

抗压强度比
(％)

１ｄ — ≥１４０ — — — — —

３ｄ ≥１１５ ≥１３０ ≥１１５ ≥１２０ — — —

７ｄ ≥１１５ ≥１２５ ≥１１０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２５ ≥１２０

２８ｄ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１０ ≥１２０ ≥１１５

弯拉强度比
(％)

１ｄ — — — — — — —

３ｄ — ≥１２５ — ≥１２０ — — —

２８ｄ ≥１０５ ≥１１５ ≥１１０ ≥１１５ ≥１０５ ≥１１５ ≥１１０

收缩率比
(％) ２８ｄ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５ ≤１２５ ≤１２０

磨耗量 (ｋｇ / ｍ３) ≤２ ５ ≤２ ０ ≤２ ５ ≤２ ０ ≤２ ５ ≤２ ５ ≤２ ５

　 　 注: １ 表中抗压强度比、 弯拉强度比、 收缩率比为强制指标ꎬ 其余为推荐性指标ꎮ

２ 除含气量和磨耗量外ꎬ 表中所列数据为掺外加剂混凝土与空白混凝土的差值或比值ꎮ

３ 凝结时间差质量指标中的 “－” 号表示提前ꎬ “＋” 号表示延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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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８ １　 合成纤维的技术指标

性能 聚丙烯腈纤维 聚酰胺纤维 聚乙烯醇纤维

抗拉强度 (ＭＰａ) ４５０~９１０ ６００~９７０ １０００~１５００

弹性模量 (ＧＰａ) １０ ０~２１ ０ ５ ０~６ ０ ２８ ０~４５ ０

断裂伸长率 (％) １１~３０ １５~２５ ５~１３

密度 (ｇ / ｃｍ３) １ １６~１ １８ １ １４~１ １６ １ ２８~１ ３０

吸水率 (％) ≤２ ０ ≤４ ０ ≤５ ０

试验值的变异系数应不大于 １０％

３ ８ ２　 合成纤维的规格、 加工精度及分散性应满足表 ３ ８ ２ 的要求ꎮ

表 ３ ８ ２　 合成纤维的规格、 加工精度及分散性要求

外形分类
长度
(ｍｍ)

当量直径
(μｍ)

长度合格率
(％)

形状合格率
(％)

混凝土中
分散性 (％) 试验方法

单丝纤维 ２０~４０ ４~６５

粗纤维 ２０~８０ １００~５００
>９０ >９０ ±１０ ＧＢ / Ｔ ２１１２０

３ ８ ３　 水泥混凝土中掺加钢纤维时ꎬ 其品种、 规格和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ꎬ 并且不应使

用可能影响飞机或汽车安全行驶的钢纤维ꎮ

３ ９　 隔离层材料

３ ９ １　 隔离层采用沥青混凝土、 沥青封层时ꎬ 其原材料及施工质量应符合 «民用机场沥青混凝

土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１１) 的有关要求ꎮ

【条文说明】 采用沥青混凝土作为隔离层材料时ꎬ 其施工质量应符合沥青下面层的有关施工技术

要求ꎮ

３ ９ ２　 隔离层采用复合土工膜时ꎬ 应符合表 ３ ９ ２￣１ 的要求ꎻ 隔离层采用土工布时ꎬ 宜符合表

３ ９ ２￣２ 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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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９ ３￣２　 石屑级配范围

公称粒径
(ｍｍ)

０~５

方孔筛尺寸 (ｍｍ)

９ ５ ４ ７５ ２ ３６ ０ ６ ０ ０７５

累计筛余量 (按质量计) (％)

０ ０~１５ ３５~６５ ７０~９０ ９０~１００

试验方法

ＪＴＧ Ｅ４２ Ｔ０３２７

３ １０　 养生材料

３ １０ １　 养生应采用对混凝土无腐蚀的材料ꎬ 宜采用养生剂、 节水保湿养生膜、 养生复合土工

膜或土工布ꎮ

３ １０ ２　 用于水泥混凝土面层养生的养生剂性能应符合表 ３ １０ ２ 的规定ꎮ 养生剂应为白色乳液ꎬ

不应含水玻璃成分ꎮ

表 ３ １０ ２　 养生剂技术指标

检验项目 一级品 合格品 试验方法

混凝土有效保水率 (％) ≥９０ ≥７５

混凝土抗压或弯拉强度比 (％)
７ｄ ≥９５ ≥９０

２８ｄ ≥９５ ≥９０

混凝土磨损量 (ｋｇ / ｍ２) ≤３ ０ ≤３ ５

干燥时间 (ｈ) ≥４

成膜后浸水溶解性 养生期内应不溶

成膜耐热性 合格

ＪＴ / Ｔ ５２２

３ １０ ３　 节水保湿养生膜宜符合表 ３ １０ ３￣１ 的规定ꎬ 养生复合土工膜宜符合表 ３ １０ ３￣２ 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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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水泥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４ １　 水泥混凝土配合比

４ １ １　 配置的混凝土应保证混凝土的设计强度、 耐磨性、 耐久性及拌合物工作性的要求ꎬ 在寒

冷地区还应满足抗冻性要求ꎮ

４ １ ２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按设计强度控制ꎬ 以饱和面干为基准计算粗细集料的含水率ꎬ 可根

据水灰比与强度关系曲线及经验数据进行计算ꎬ 并通过试配确定ꎮ

４ １ ３　 水泥混凝土单位水泥用量应不小于 ３１０ｋｇ / ｍ３ꎻ 混凝土中掺粉煤灰时ꎬ 单位水泥用量应不

小于 ２８０ｋｇ / ｍ３ꎮ 有抗冻要求的地区ꎬ 采用的水泥强度等级为 ４２ ５ 时ꎬ 单位水泥用量应不小于

３３０ｋｇ / ｍ３ꎻ 采用的水泥强度等级为 ５２ ５ 时ꎬ 单位水泥用量应不小于 ３２０ｋｇ / ｍ３ꎮ

４ １ ４　 年最低月平均气温低于 ０℃的地区ꎬ 混凝土的抗冻等级应不低于表 ４ １ ４ 的要求ꎮ

表 ４ １ ４　 面层混凝土抗冻等级要求

面层部位 跑道、 滑行道、 机坪及道肩 防吹坪、 路面

试件 基准配合比 摊铺现场留样 基准配合比 摊铺现场留样

试验方法

抗冻等级 (Ｆ) ≥３００ ≥２５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６５

【条文说明】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０４—２０１０) 要求: 年最低月平均气

温为 ０℃ ~ －１０℃的地区ꎬ 混凝土抗冻等级应不低于 Ｆ２００ꎻ 年最低月平均气温低于－１０℃的地区ꎬ

混凝土抗冻等级应不低于 Ｆ３００ꎮ 但是近年来发现ꎬ 在年最低月平均气温为 ０℃ ~ －１０℃的地区ꎬ

机场道面和道肩也存在较为严重的冻融破坏现象ꎮ 上述地区冬季正负温交替天数较多ꎬ 混凝土

受到的冻融循环次数较多ꎬ 是面层混凝土表面冻融破坏的主要原因ꎮ 因此ꎬ 本规范未按不同温

度对混凝土提出不同抗冻等级要求ꎮ

４ １ ５　 除冰坪、 在机位进行除冰作业的站坪ꎬ 以及冬季需要喷洒除冰液的其他部位ꎬ 其面层水

泥混凝土应按附录 Ｂ 进行混凝土抗除冰液冻融破坏试验ꎬ ３ 块试件经受 ３０ 次除冰液冻融循环后ꎬ

平均剥落量宜小于 ０ ６ｋｇ / ｍ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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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率或外加剂掺量ꎮ 调整时ꎬ 水灰 (胶) 比不应增大ꎬ 单位水泥用量、 纤维体积率不应减小ꎮ

【条文说明】 水泥混凝土配合比确定与调整为新增内容ꎬ 在目标配合比确定后ꎬ 施工单位通过各

项指标检验、 拌和楼实际搅拌检验、 试验段的验证ꎬ 并根据原材料、 拌合物等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ꎮ

４ ２ ２　 施工期间可根据气温、 风速、 运输条件等的变化ꎬ 微调用水量和外加剂的掺量ꎮ 现场同

条件养护的混凝土性能应不低于设计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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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５　 施工前ꎬ 至少应储备正常施工 １０ｄ~１５ｄ 的集料ꎮ 集料场应建在排水通畅的位置ꎬ 其底部

应做硬化处理ꎮ 不同规格的集料之间应有隔离设施ꎬ 并设标识牌ꎬ 严禁混杂ꎮ 宜在集料堆上部

架设顶篷或进行覆盖ꎮ

５ ２ ６　 拌和站内运输道路及拌和楼下应采用混凝土进行硬化ꎮ

５ ２ ７　 拌和站内应设置防扬尘设施ꎬ 混凝土原材料不应受到二次污染ꎮ 拌和站内应设置污水排

放管沟、 沉淀池ꎮ

５ ３　 材料及设备检查

５ ３ １　 开工前ꎬ 工地试验室应对计划使用的原材料进行质量检验和混凝土配合比优选ꎮ

５ ３ ２　 原材料供给应满足面层施工进度要求ꎮ 原材料检验合格后方可进场ꎮ 原材料进出场应进

行称量、 登记、 保管或签发ꎮ

５ ３ ３　 原材料的检测项目、 频率应符合表 ５ ３ ３ 的规定ꎮ 应将相同料源、 规格、 品种的原材料

作为一批ꎬ 分批次检测和储存ꎮ

表 ５ ３ ３　 混凝土原材料检测项目、 频率及方法

材料 检测项目 检测频度 试验方法

水
泥

抗折强度、 抗压强度ꎬ 安定性 １５００ｔ 一批

凝结时间ꎬ 标准稠度需水量ꎬ 细度 ２０００ｔ 一批

游离氧化钙、 氧化镁、 三氧化硫含量ꎬ 铝酸
三钙、 铁铝酸四钙含量ꎬ 干缩率、 耐磨性、
碱含量ꎬ 混合材料种类及掺量

同种水泥不少于 ３ 次ꎬ 进场前必测

温度 水泥进场时检测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０２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０５ / Ｔ０５０６

ＧＢ / Ｔ １７６

温度计

粉
煤
灰

烧失量 ２００ｔ 一批

活性指数、 细度 １５００ｔ 一批

需水量比、 三氧化硫含量 同种粉煤灰不少于 ３ 次ꎬ 进场前必测

ＧＢ / Ｔ １７６
ＧＢ / Ｔ １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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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试ꎬ 检定ꎬ 校准ꎬ 维修和保养ꎮ 主要施工机械的易损零部件应有适量储备ꎮ

５ ４　 基层检查与整修

５ ４ １　 基层应符合 «民用机场飞行区土 (石) 方与道面基础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１４) 的相

关规定ꎮ

５ ４ ２　 面层铺筑前ꎬ 应对基层进行全面的破损检查ꎬ 对开裂、 破损部位应进行修复ꎮ 基层与面

层之间未设置满铺的隔离层时ꎬ 基层非扩展性温缩、 干缩裂缝处以及预埋管切槽处ꎬ 应铺设复

合土工膜、 土工布或其他有效的隔离材料ꎬ 其覆盖宽度不应小于 １０００ｍｍꎻ 距裂缝最窄处不应小

于 ３００ｍｍꎮ 基层局部破损、 松散部位ꎬ 应挖除并修复ꎮ

５ ４ ３　 土工织物隔离层应平整、 顺直ꎬ 不应有破裂、 起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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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现行 «工程测量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２６—２００７) 中对平面控制的测量精度要求比 «民用

机场飞行区水泥混凝土道面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０６—２００２) 中的指标有所提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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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０ １１　 立模精度应符合表 ７ ０ １１ 的规定ꎮ

表 ７ ０ １１　 立模精度指标

检查项目 精度要求

平面位置偏差 (ｍｍ) ≤５

高程偏差 (ｍｍ) ≤２

２０ｍ 拉线检查直线性偏差 (ｍｍ)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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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宜不小于 ６０ｓꎬ 加纤维时应延长 ２０ｓ~３０ｓꎬ 加粉煤灰时应延长 １５ｓ~２５ｓꎮ

３　 外加剂溶液应在 １ / ３ 用水量投入后开始投料ꎬ 并于搅拌结束 ３０ｓ 之前应全部投入搅拌机ꎮ

４　 引气混凝土的每盘搅拌量应不大于搅拌机额定容量的 ９０％ꎮ

８ ０ ６　 混凝土拌合物质量检测项目及其频率应符合表 ８ ０ ６ 中的规定ꎮ 每座拌和楼试拌时或当

原材料、 混凝土种类、 混凝土强度等有变化时ꎬ 应检测该表中每种混凝土拌合物的全部项目ꎬ

合格后方可拌和生产ꎮ 拌合物出料温度宜控制在 １５℃ ~３０℃之间ꎮ

表 ８ ０ ６　 混凝土拌合物质量检测项目及其频率

检测项目 检测频率 试验方法

水灰 (胶) 比 每工班至少测 １ 次ꎬ 有变化随时测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２９

坍落度及坍落度经时损失 每工班测 ３ 次ꎬ 有变化随时测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２２

纤维体积率 每标段抽测不少于 ３ 次ꎬ 有变化随时测 ＣＥＣＳ １３

含气量 每工班测 ２ 次ꎬ 有抗冻要求不少于 ３ 次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２６

泌水率 每工班测 ２ 次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２８

表观密度 每工班测 １ 次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２５

温度 每工班至少测 ２ 次ꎬ 包括当天气温最高和最低时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２７

离析 随时观察 ＪＴＧ Ｅ３０ Ｔ０５２９

８ ０ ７　 运输混凝土宜采用自卸机动车ꎬ 并以最短时间运到铺筑现场ꎮ 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运输工具应清洗干净ꎬ 不漏浆ꎮ 运料前应洒水润湿车厢内壁ꎬ 停运后应将车厢内壁冲洗

干净ꎮ

２　 混凝土从搅拌机出料直到卸放在铺筑现场的时间ꎬ 宜不超过 ３０ｍｉｎꎬ 期间应减少水分蒸

发ꎬ 必要时应覆盖ꎮ

３　 不应用额外加水或其他方法改变混凝土的工作性ꎮ

４　 运输道路路况应良好ꎬ 避免运料车剧烈颠簸致使拌合物产生离析ꎮ 明显离析的混凝土拌

合物不应用于面层铺筑ꎮ

５　 混凝土搅拌机出料口的卸料高度以及铺筑时自卸机动车卸料高度均应不超过 １ ５ｍꎮ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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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９ ２ ２　 混凝土拌合物从搅拌机出料至抹面的允许最长时间

施工现场气温 (℃) 出料至抹面允许最长时间 (ｍｉｎ)

５~１０ (不含 １０) １２０

１０~２０ (不含 ２０) ９０

２０~３０ (不含 ３０) ７５

９ ２ ３　 混凝土摊铺ꎬ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混凝土摊铺厚度应按所采用的振捣机具的有效影响深度确定ꎮ 采用平板振捣器时ꎬ 当混

凝土板厚度小于 ２２０ｍｍ 时ꎬ 可一层摊铺ꎻ 当混凝土板厚度大于 ２２０ｍｍ 时ꎬ 应上下分层湿接ꎬ 在

下层混凝土经振实、 整平后ꎬ 铺筑上层混凝土ꎮ 当采用自行排式高频振捣机时ꎬ 可按混凝土全

厚一次摊铺ꎮ

２　 混凝土摊铺厚度应预留振实的沉落高差ꎬ 该值应根据所用振捣机具通过现场试验确定ꎬ

一般可按混凝土板厚的 １０％~１５％预留ꎮ

３　 混凝土摊铺应与振捣配合进行ꎮ 在摊铺过程中ꎬ 因机械故障、 突然断电等原因造成临时

停工时ꎬ 对已铺筑的混凝土应加以覆盖ꎬ 防止失水ꎻ 未经振实且已初凝的混凝土应予以清除ꎮ

４　 摊铺时所用机具和操作方法应防止混凝土产生离析ꎮ

９ ２ ４　 混凝土的振捣ꎬ 宜采用自行排式高频振捣器ꎬ 但下列部位可采用平板振捣器或手持振

捣器:

———异形板ꎻ

———钢筋混凝土板和板的局部补强处ꎮ

９ ２ ５　 混凝土采用自行排式高频振捣器振捣时ꎬ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自行排式高频振捣器应由机架、 行走动力系统、 高频振动器及操作平台组成ꎮ 高频振捣

棒应选用直联式高频振动器ꎬ 振动频率应不小于 ２００Ｈｚ、 单个振捣棒功率应不小于 １ １ｋＷꎮ 振捣

棒间距应不大于 ０ ５ｍꎮ

２　 当混凝土摊铺整平出 ４ｍ~５ｍ 的工作面后ꎬ 便可开动振捣器准备施振ꎮ 振捣棒端头距基

层表面的垂直距离为 ６０ｍｍ~１００ｍｍꎮ

３　 振捣器起步前ꎬ 应在混凝土端部先振捣 ２ｍｉｎ ~ ３ｍｉｎꎬ 再缓慢起步ꎬ 开始正常振捣作业ꎮ

振捣器正常行进速度不宜超过 ０ ８ｍ / ｍｉｎꎮ

４　 振捣器作业时应观察振捣效果和气泡溢出情况ꎬ 并监视各条振捣棒在运行中有无不正常

声音或停振、 漏振现象ꎬ 发现异常应立即停机ꎮ

５　 振捣过程中ꎬ 应辅以人工和平板振捣器找平ꎬ 并应随时检查模板有无下沉、 变形、 移位

或松动ꎬ 若有ꎬ 应及时修正ꎮ

６　 边部设有拉杆、 传力杆时ꎬ 应采用手持插入式振捣器对自行排式振捣器无法振捣的部位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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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板部位宜采用振动行夯进行振平ꎬ 再用特制钢滚筒来回滚动揉浆ꎮ 提浆厚度宜为 ３ｍｍ~ ５ｍｍꎬ

检测方法见附录 Ａꎮ

２　 找平: 混凝土表面经整平、 揉浆后ꎬ 在混凝土仍处于塑性状态时ꎬ 应采用长度不小于 ３ｍ

的直尺检测表面平整度ꎮ 表面上多余的水和浮浆应予以清除ꎮ 表面低洼处应立即用混凝土填平、

振实并重新修整ꎮ 表面高出的部位应去掉并重新加以修整ꎬ 不应深挖ꎮ

３　 做面: 混凝土表面抹面的遍数宜不少于三遍ꎬ 将小石、 砂压入板面ꎬ 消除砂眼及板面残

留的各种不平整的痕迹ꎮ 做面时不应在混凝土表面上洒水或洒干水泥ꎮ

【条文说明】 三辊轴整平机由振动辊、 驱动辊和甩浆辊组成ꎮ 它具有纵横向整平、 浅表层振实、

压实和提浆功能ꎬ 不具备将中、 下层混凝土振捣密实的功能ꎮ

９ ２ ９　 做面工序完成后ꎬ 应按照设计对平均纹理深度的要求ꎬ 适时将混凝土表面拉毛ꎬ 拉毛纹

理应垂直于纵向施工缝ꎬ 必要时可采用槽毛结合法以达到要求的平均纹理深度ꎮ 平均纹理深度

可用铺砂法测定ꎮ

９ ２ １０　 混凝土板中设有钢筋网或局部钢筋补强时ꎬ 其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钢筋的规格、 间距、 加工的形状、 尺寸等应符合设计要求ꎮ

２　 钢筋焊接和绑扎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相关规定ꎮ

３　 单层钢筋网应在底部混凝土摊铺、 振捣、 找平后直接安设ꎬ 钢筋网片就位稳定后方可在

其上铺筑上部混凝土ꎮ

４　 双层钢筋网ꎬ 对于厚度小于 ２２０ｍｍ 的混凝土板ꎬ 上下两层钢筋网可事先以架立钢筋扎成

骨架后一次安放就位ꎻ 厚度不小于 ２２０ｍｍ 的混凝土板ꎬ 上下两层钢筋网宜分两次安放ꎬ 下层钢

筋网片可用预制水泥砂浆小块垫起ꎬ 将钢筋网安放在其上并用绑丝将钢筋网与砂浆块固定ꎬ 上

层钢筋网待混凝土摊铺、 找平、 振实至钢筋网设计高度后安装ꎬ 再继续其他工序作业ꎮ

５　 钢筋网片及边、 角钢筋的安装质量应符合表 ９ ２ １０ 的规定ꎮ

表 ９ ２ １０　 钢筋网片及边、 角钢筋的安装技术指标

项目 最大允许偏差 (ｍｍ) 检查方法 检查数量

网的长度与宽度 ±１０ 用尺量

网的方格间距 ±１０ 用尺量

保护层厚度 ±５ 用尺量

边缘、 角隅钢筋移位 ±５ 用尺量

按加筋板总数 １ / ５ 抽查

９ ２ １１　 混凝土面层中设有灯坑、 排水明沟、 雨水口以及各类井体时ꎬ 其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灯坑、 排水明沟、 雨水口以及各类井体的位置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规定ꎬ 高程应按道面分

块高程图确定或推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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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养　 生

１０ ０ １　 水泥混凝土面层应选择合理养生方式ꎬ 保证强度增长及其他性能ꎬ 防止混凝土产生微

裂纹与裂缝ꎬ 可选用养生剂、 节水保湿养生膜、 复合土工膜、 土工布等材料ꎮ 采用土工布时ꎬ

应及时洒水保持混凝土表面湿润ꎮ

１０ ０ ２　 在蒸发量大时ꎬ 宜采用喷洒养生剂与覆盖保湿的组合养生方式ꎮ 在干旱缺水地区ꎬ 宜

采用养生剂、 节水保湿养生膜或复合土工膜进行养生ꎮ 在不停航施工时ꎬ 宜采用养生剂进行

养生ꎮ

１０ ０ ３　 当采用养生剂进行养生时ꎬ 应在做面拉毛后及时喷洒养生剂ꎮ 养生剂应喷洒均匀ꎬ 喷

洒后表面不应有颜色差异ꎮ 养生剂的现场平均喷洒剂量宜在试验室测试剂量的基础上适当增加ꎮ

【条文说明】 室内做养生剂试验时ꎬ 表面均为光滑平面ꎬ 且未考虑日晒与风吹的影响及道 (路)

面存在的抗滑纹理ꎬ 故现场施工时需要增加养生剂用量ꎮ

１０ ０ ４　 当混凝土表面有一定硬度 (用手指轻压表面不显痕迹) 时ꎬ 应及时均匀洒水并覆盖养

生材料ꎬ 保证混凝土表面处于湿润状态ꎮ 混凝土拆模后ꎬ 其侧面也应及时覆盖并洒水养生ꎮ 养

生用水与新浇筑的面层混凝土温度差不宜超过 １５℃ꎮ

１０ ０ ５　 养生时间应根据混凝土强度增长情况确定ꎬ 宜不小于水泥混凝土达到 ９０％设计强度的

时间ꎬ 且应不少于 １４ｄꎮ 养生期满后方可清除覆盖物ꎮ

１０ ０ ６　 混凝土在养生期间ꎬ 不应有车辆在其上通行ꎮ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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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接缝施工

１２ １　 接缝构造施工

１２ １ １　 企口缝应先铺筑混凝土板凸榫的一边ꎮ 企口部位的混凝土应振捣密实ꎬ 不应出现蜂窝、

麻面现象ꎮ 拆模时应注意保护企口的完整性ꎮ

１２ １ ２　 拉杆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拉杆应垂直于混凝土板的纵向施工缝、 平行于混凝土板表面并位于板厚的中间ꎮ

２　 在立模浇筑混凝土的振捣过程中ꎬ 将拉杆穿入模板孔眼并放置在设计位置处ꎮ 在铺筑、

振捣混凝土过程中ꎬ 应随时注意校正拉杆位置ꎮ

３　 拉杆应按设计位置准确安放ꎬ 拉杆设置精度应满足表 １２ １ ２ 的规定ꎮ

表 １２ １ ２　 拉杆设置精度

项目 允许偏差 (ｍｍ) 检查方法 检验频率

拉杆加工长度 ５ 量取长度

拉杆端上下、 左右偏斜 １０ 在拉杆两端测量

拉杆中间上下、 前后、
左右偏位

１０ 以板面和接缝中线
为基准测量

拉杆总数的 ２０％

１２ １ ３　 传力杆缝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传力杆加工宜锯断ꎬ 断口应垂直光圆ꎬ 并用砂轮打磨毛刺ꎬ 加工成 ２ｍｍ ~ ３ｍｍ 的圆倒

角ꎮ 涂层材料为沥青时ꎬ 传力杆一端应按设计要求长度均匀涂刷一层沥青ꎬ 沥青厚度为 １ｍｍꎬ

不宜过厚ꎮ 为防止传力杆沥青间相互粘结ꎬ 可在沥青表面撒一层滑石粉ꎮ 不应使用沥青脱落的

传力杆ꎮ 设计要求采用其他涂层时 (如涂漆、 喷塑、 浸塑、 镀锌等)ꎬ 应按设计要求对传力杆进

行加工ꎮ

２　 传力杆应按设计位置准确安放ꎬ 假缝宜采用传力杆支架方法埋设ꎬ 施工缝传力杆应采用

模板加支撑架方式安放ꎮ 传力杆设置精度应满足表 １２ １ ３ 的规定ꎮ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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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接缝板施工质量应符合表 １２ １ ８ 中的规定ꎮ

表 １２ １ ８　 接缝板施工技术指标

检查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检验频率

厚度 (％) ±５ 用钢尺量

长度 (ｍｍ) ±５ 用钢尺量

高度 (ｍｍ) ±２ 用钢尺量

平整度 (ｍｍ) ≤１ 用 １ｍ 直尺量尺底与板面最
大空隙

垂直度 (°) ±０ ５ 用框架水平尺测量

粘结强度 (ＭＰａ) >０ １ 接缝板与混凝土剥离强度

外观 无裂缝、 破损、 掉边缺角

胀缝总长的 ２０％

１２ ２　 填缝施工

１２ ２ １　 填缝施工应在切缝完成、 混凝土养生期结束后进行ꎮ 气温低于 ５℃ 时不宜进行填缝

施工ꎮ

１２ ２ ２　 填缝施工应将缝内的填塞物如砂、 泥土、 浮浆、 养护化合物及其他杂物清理干净ꎮ 清

缝可采用钢丝轮刷、 高压水冲洗等方法ꎮ 清扫完成后应采用压缩空气将缝吹净ꎮ 填缝施工时缝

槽应处于清洁、 干燥状态ꎮ 下雨或缝中有潮气时不应进行填缝施工ꎮ

１２ ２ ３　 灌缝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灌缝应采用压力设备进行灌注ꎬ 以保证填缝料灌注饱满、 密实并与缝壁粘结牢固ꎮ

２　 灌缝深度应达到设计要求并应一次成型ꎬ 不应分次填灌ꎮ 缩缝下部应填入背衬材料ꎮ

３　 采用双组份填缝料时ꎬ 应将各组份材料严格按规定比例进行配比并搅拌均匀ꎬ 拌好的料

应尽快灌入缝中ꎮ

４　 填缝料不应掺加挥发性溶剂ꎮ

５　 施工过程中应及时清除洒溢在板面上的填缝料ꎮ

６　 在填缝料表干前应封闭交通ꎮ

７　 有倒角的接缝及刻槽道面与槽相垂直的接缝ꎬ 其填缝料表面低于面层表面的下凹值宜为

６ｍｍ~８ｍｍꎬ 其余接缝的填缝料表面低于面层表面的下凹值宜为 ２ｍｍ~５ｍｍꎮ 上述下凹值夏季灌

缝时宜取较小值ꎬ 其余季节宜取较大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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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道面刻槽

１３ ０ １　 水泥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ꎬ 方可在道面表面上刻槽ꎮ 槽形应完整ꎬ 不应出现毛

边现象ꎮ

１３ ０ ２　 跑道刻槽的方向应垂直于跑道的中线ꎻ 快速出口滑行道处刻槽的方向应利于道面排水ꎮ

１３ ０ ３　 年最低月平均气温不低于 ０℃的地区ꎬ 槽的深度、 宽度均应为 ６ｍｍꎻ 年最低月平均气温

低于 ０℃的地区ꎬ 槽的形状应采用上宽 ６ｍｍ、 下宽 ４ｍｍ、 深 ６ｍｍ 的梯形槽ꎮ 相邻槽中线间距应

为 ３２ｍｍꎮ

【条文说明】 根据使用经验ꎬ 寒冷地区如使用矩形刻槽ꎬ 则槽的边部容易在融雪水结冰膨胀时以

及除雪设备铲雪时损坏ꎬ 因此寒冷地区刻梯形槽ꎮ

１３ ０ ４　 槽可以连续通过道面的纵缝ꎬ 距横缝应不小于 ７５ｍｍꎬ 不大于 １２０ｍｍꎮ 嵌入式灯具附近

３００ｍｍ 范围内不应进行刻槽ꎮ

１３ ０ ５　 刻槽质量应符合表 １３ ０ ５ 的规定ꎮ

表 １３ ０ ５　 刻槽技术指标

检查项目 技术指标或最大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槽深 (ｍｍ) －１~ ＋２

槽宽 (ｍｍ) －１~ ＋２

相邻槽的中线间距 (ｍｍ) －１~ ＋２

用游标卡尺及尺量

槽的直线性 (ｍｍ) ≤１０ 用 ２０ｍ 长直线拉直检查

１３ ０ ６　 在刻槽过程中应及时将废料冲洗并清理干净ꎬ 水泥灰浆宜收集处理ꎬ 并且不应将废料

直接排入土面区或机场雨水排水系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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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水泥混凝土道面加铺层施工

１５ ０ １　 加铺前应对旧水泥混凝土道面进行调查和检测ꎮ

１５ ０ ２　 水泥混凝土加铺层材料及各项作业要求ꎬ 应符合本规范中有关规定ꎮ

１５ ０ ３　 加铺施工前应先对旧水泥混凝土道面的表面进行清理ꎬ 清除表面上的油污、 油漆标志、

轮迹及板边角剥落碎块ꎮ 接缝内失效的填缝料及杂物应清除干净后重新灌缝ꎮ 原混凝土板损坏

严重的应将其清除ꎬ 用新混凝土修补ꎮ 当发现基础有沉陷、 面层有脱空时ꎬ 应按设计要求处理ꎮ

必要时应按设计要求对原混凝土表面凿毛、 打毛或铣刨ꎮ

１５ ０ ４　 部分结合式加铺层浇筑前ꎬ 应洒水润湿旧水泥混凝土板ꎬ 洒水应适量ꎬ 表面不应有积

水ꎮ 夏天施工应对原道面表面洒水降温后方可铺筑混凝土ꎮ

１５ ０ ５　 部分结合式混凝土加铺层的所有接缝应与旧水泥混凝土道面接缝对齐、 位置一致并施

工顺直ꎮ 胀缝中应设置贯通且与旧道面等厚度的接缝板ꎮ

１５ ０ ６　 分离式加铺层中的胀缝应与旧道面上下对齐ꎬ 其他接缝宜对缝ꎮ

１５ ０ ７　 分离式加铺层夹层在旧道面修复后ꎬ 应先洒粘层油ꎬ 再铺设沥青混凝土夹层ꎬ 粘层油

及沥青混凝土夹层的施工应符合 «民用机场沥青混凝土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１１) 的有关

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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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３　 风天施工

１６ ３ １　 宜用风速计在摊铺现场测风速ꎮ 混凝土面层宜避免在 ４ 级以上风力时及干热风天中

施工ꎮ

１６ ３ ２　 铺筑混凝土时ꎬ 在迎风面应采取挡风措施ꎬ 防止水分过快散失ꎮ 应尽量缩短各工序作

业的时间间隔ꎮ

１６ ３ ３　 风力为 ４ 级时ꎬ 宜采用喷洒养生剂并加盖养护材料的方法养生ꎮ

１６ ３ ４　 应加强混凝土拌和站集料覆盖及其含水量检测ꎬ 自卸车上的混凝土拌合物应加覆盖ꎮ

１６ ４　 高温期施工

１６ ４ １　 当摊铺现场连续 ４ｈ 平均气温高于 ３０℃或日最高气温高于 ３５℃时ꎬ 应按高温期施工规定

进行施工ꎮ

１６ ４ ２　 高温期施工时ꎬ 宜安排在早晨、 傍晚或夜间施工ꎮ

１６ ４ ３　 高温期施工时ꎬ 集料应设遮阳棚ꎮ 模板、 基层表面及补强钢筋在铺筑混凝土前应洒水

润湿、 降温ꎮ

１６ ４ ４　 高温期施工时混凝土入模 (仓) 温度应不超过 ２８℃ꎮ

１６ ４ ５　 高温期施工时混凝土拌和可微调加水量ꎬ 运输混凝土的车辆应予以覆盖ꎬ 做面作业宜

在遮阳棚内进行ꎮ

１６ ４ ６　 高温期施工时应随时检测气温及水泥、 搅拌用水和拌合物温度ꎬ 监测水泥混凝土面层

内部温度ꎮ

１６ ４ ７　 高温期施工时应尽量缩短各道工序的间隔时间ꎮ 作业完毕应及时喷洒养生剂ꎬ 并覆盖、

洒水养生ꎬ 养生用水与混凝土表面温差不宜超过 １５℃ꎮ

１６ ５　 低温期施工

１６ ５ １　 当施工现场连续 ５ｄ 日平均气温低于 ５℃或最低气温低于 ０℃时ꎬ 应按低温期施工规定进

行施工ꎮ 水泥混凝土面层除少量收尾工程或修补工程等特殊情况外ꎬ 不应在低温期施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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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不停航施工

１７ ０ １　 不停航施工应遵守民用机场不停航施工管理有关规定ꎬ 并根据不停航施工特点ꎬ 制订

切实有效的技术措施和安全保障措施ꎮ

【条文说明】 除本章内容外ꎬ 不停航施工还应满足行业其他有关规定ꎮ

１７ ０ ２　 不停航施工不应影响机场安全运营ꎮ

１７ ０ ３　 不停航施工应按以下要求进行施工准备:

１　 施工前需制订保证飞行安全和航班正常的安全措施ꎬ 制订详细明确的施工总平面图及不

停航施工方案ꎬ 明确各类临时措施及应急措施ꎬ 签订安全保证责任书ꎬ 并按要求发布有关通告ꎮ

２　 不停航施工方案中需明确施工对飞行区内飞机运行、 各类通道、 障碍物限制面、 适航场

地、 导航及目视助航设施的影响和控制措施ꎮ

３　 不停航施工方案中需明确施工区域围界、 标志线和标志灯布置、 堆料场位置、 大型机具

停放位置、 施工车辆通行路线、 施工人员进出施工现场道口等ꎮ

４　 施工前应查清施工区域地下管线情况ꎬ 并有切实可行的管线保护方案ꎮ

５　 施工单位应配备足够的施工人员和机械设备ꎬ 重要机械设备应有备份ꎮ

６　 施工前应备足材料ꎬ 保证施工期间供料的及时性和连续性ꎮ

７　 施工前应提前备好临时标记物和每日施工完成后恢复满足适航条件所需的材料及设施ꎮ

８　 应提前做好进场准备ꎬ 停航后各种设备和人员进场应快速有序ꎮ

９　 夜间施工应在整个作业地段内设置足够的临时照明设施ꎮ

１０　 施工期间应确保施工现场与机场有关部门之间通讯畅通ꎮ

１１　 在不停航施工部位开放运行前应清理并恢复现场ꎬ 撤离人员、 机械ꎬ 确保满足适航

要求ꎮ

１７ ０ ４　 不停航施工时ꎬ 应按设计文件或行业有关规定要求做好临时接坡ꎮ

１７ ０ ５　 不停航施工时ꎬ 可采用养生剂或其他保湿材料对混凝土面层进行养生ꎮ

１７ ０ ６　 不停航施工区域已铺筑但尚未开放使用的道面应设置关闭标志ꎮ

１７ ０ ７　 当不停航施工遭遇特殊天气时ꎬ 应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并报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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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编号 检查项目 质量指标或允许偏差 检验频率 检验方法

５ 表面平均
纹理深度

符合 设 计 要 求 ( 合 格 率
≥９０％)
与设计值偏差不超过:
－０ １ｍｍ (极值)

用铺砂法、 检查分块总数的 １０％
每块抽查 ３ 点ꎬ 布置在板的任一
对角线的两端附近和中间ꎬ 检测
方法: ＪＴＧ Ｅ６０ Ｔ０９６２

６ 跑 道 摩 擦
系数

≥０ ５５ 跑道主要轮迹带 摩擦系数测试车检测

７ 刻槽质量 符合表 １３ ０ ５ 的规定 每 ５０００ｍ２抽测一处 用游标卡尺及尺量

８ 高程
±５ｍｍ (合格率≥８５％)

±８ｍｍ (极值)
不大于 １０ｍ 间距测一横断面ꎬ 相
邻测点间距不大于两块板宽

用水准仪测量板角表面高程

９ 相邻板高差
≤２ｍｍ (合格率≥８５％)

≤４ｍｍ (极值) 分块总数的 ２０％ 纵、 横缝ꎬ 用塞尺量

１０ 纵、 横 缝
直线性

≤１０ｍｍ (合格率≥８５％) 抽查接缝总长度 １０％ 用 ２０ｍ 长直线拉直检查

１１ 长度偏差
跑道、 平行滑行道:

≤１ / ７０００ 验收时沿中线测量全长 按一级导线测量规定精度检查

１２ 宽度偏差
跑道、 滑行道、 机坪:

≤１ / ２０００ 每 １００ｍ 测量 １ 处 用钢尺自中线向两侧测量

１３
预 埋 件 预
留 孔 位 置
中心偏差

≤１０ｍｍ (合格率≥８５％) 抽查总数的 ２０％ 纵、 横两个方向用钢尺量

１４ 外 观

１ 不应有以下严重缺陷: 断板ꎬ 严重裂缝ꎬ 错台ꎬ 边角断裂ꎬ 大面积不均匀沉陷、 起皮、 剥落、 露
石等ꎮ
２ 不宜有以下一般缺陷: 局部较小面积的剥落、 起皮、 露石、 粘浆、 印痕、 积瘤、 发丝裂纹、 蜂
窝、 麻面、 灌缝不良等ꎮ
３ 面层表面纹理应均匀一致ꎮ
４ 填缝料饱满ꎬ 粘结牢固ꎬ 无开裂、 脱落、 气泡ꎬ 缝缘清洁整齐ꎮ

【条文说明】 本次修编ꎬ 在总结近年来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施工和验收经验的基础上ꎬ 参考公路

行业最新的相关标准ꎬ 对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质量控制指标进行了以下修改:

(１) 减少了钻芯取样进行劈裂强度试验的频率要求ꎬ 减少对实体结构的破坏ꎻ

(２) 取消了混凝土板厚度偏厚的偏差要求ꎬ 许厚不许薄ꎻ

(３) 增加了平整度、 表面平均纹理深度、 道面高程、 相邻板高差的合格率要求和极值要求ꎬ

超过极值时应对道面进行处理ꎻ

(４) 为保证飞机高速起降的平稳性ꎬ 增加了跑道动态连续平整度的指标要求ꎻ

(５) 增加了纵、 横缝直线性和预埋件预留孔位置中心偏差的合格率要求ꎻ

(６) 增加了刻槽质量、 混凝土抗冻等级的质量控制指标ꎬ 以提高道面的安全性和抗冻耐

久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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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控制指标主要放宽了平整度、 表面平均纹理深度、 高程、 相邻板高差等项目的指标要求ꎮ

１８ ０ ８　 采用小梁标准试件和混凝土板钻芯取样圆柱体劈裂强度折算的弯拉强度均应不小于混

凝土设计强度ꎮ 当局部水泥混凝土面层小梁弯拉强度不足而圆柱体劈裂强度折算的弯拉强度不

低于混凝土设计强度时ꎬ 应增加钻芯取样至每 ２０００ｍ２不少于三个芯样ꎬ 实测劈裂强度并折算为

小梁弯拉强度均不低于混凝土设计强度时ꎬ 代表区域内混凝土面层弯拉强度判断为合格ꎻ 芯样

弯拉强度低于混凝土设计强度时ꎬ 则代表区域内混凝土面层弯拉强度判断为不合格ꎮ

【条文说明】 本次修编ꎬ 补充了小梁弯拉强度不足而圆柱体劈裂强度折算的弯拉强度不低于混凝

土设计强度时ꎬ 混凝土强度是否合格的判断方法ꎮ

１８ ０ ９　 水泥混凝土板钻芯取样测得的圆柱体劈裂强度与标准小梁弯拉强度折算应符合下列

规定:

１　 跑道、 滑行道、 机坪道面总面积不小于 ５００００ｍ２的工程ꎬ 建设单位应委托第三方试验单

位通过试验得到该工程的统计折算公式ꎮ 制定上述统计折算公式时ꎬ 试验组数应不少于 １５ 组ꎬ

试验应保持坍落度基本不变ꎬ 以施工配合比水泥用量为中值ꎬ 改变水泥用量至一定范围 ( ±

５０ｋｇ / ｍ３)ꎬ 并得出混凝土劈裂强度与标准小梁弯拉强度统计曲线和折算公式ꎮ

２　 道面扩建工程采用的原材料与前期工程基本一致ꎬ 若前期工程已制定统计折算公式ꎬ 则

可采用前期工程制定的折算公式ꎮ

３　 跑道、 滑行道、 机坪道面总面积小于 ５００００ｍ２的工程ꎬ 混凝土钻芯圆柱体劈裂强度与标

准小梁弯拉强度的折算ꎬ 可根据粗集料品种按公式 １８ ０ ９￣１、 １８ ０ ９￣２ 或 １８ ０ ９￣３ 计算ꎮ

石灰岩、 花岗岩碎石混凝土:

ｆｃ ＝ １ ８６８ｆｓｐ ０ ８７１ (１８ ０ ９￣１)

式中: ｆｃ ———混凝土标准小梁弯拉强度 (ＭＰａ)ꎻ

ｆｓｐ ———混凝土直径 １５０ｍｍ 圆柱体的劈裂抗拉强度 (ＭＰａ)ꎮ

玄武岩碎石混凝土:

ｆｃ ＝ ３ ０３５ｆｓｐ ０ ４２３ (１８ ０ ９￣２)

破碎卵石混凝土:

ｆｃ ＝ １ ６０７ ＋ １ ０３５ｆｓｐ (１８ ０ ９￣３)

【条文说明】 通用的混凝土钻芯圆柱体劈裂强度与标准小梁弯拉强度的换算公式可能存在误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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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施工安全与环保

１９ １　 施工安全

１９ １ １　 施工期间应严格执行国家和民航行业建设项目施工安全的有关标准、 规范、 规定等ꎬ

保障人员、 设备的安全ꎮ

１９ １ ２　 工程施工前ꎬ 施工单位应编制安全生产专项施工方案及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ꎮ 施工

单位还应制订拌和楼、 运输车、 三辊轴机组等大型机械设备及辅助机械 (具) 的安全操作规程ꎬ

并在施工中严格执行ꎮ

１９ １ ３　 施工中作业区域应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ꎮ 夜间施工应设置警示灯或反光标志ꎬ 专人管

理灯光照明ꎬ 作业人员应穿反光背心ꎮ

１９ １ ４　 施工机电设备应有专人负责看管、 保养和维修ꎮ

１９ １ ５　 现场操作人员应按规定佩戴防护用具ꎮ

１９ １ ６　 在所有施工机械、 电力、 燃料、 动力等的操作场所ꎬ 不应吸烟或有任何明火ꎮ 拌和楼、

储油站、 电站等重要施工设备上应配备消防及防雷设施ꎬ 确保安全ꎮ

１９ ２　 施工环境保护

１９ ２ １　 应严格执行国家、 行业和地方对于工程项目施工环境保护的规定ꎮ

１９ ２ ２　 在拌和站、 生活区、 面层施工区域应经常清理环境卫生ꎬ 排除积水ꎬ 并防止运输道路、

集料堆场、 停车场地等区域扬尘ꎮ

１９ ２ ３　 拌和楼、 运输车辆等施工设备的清洗污水不应随处排放ꎻ 每座拌和楼宜设置污水沉淀

池或净化循环利用设备ꎬ 车辆应在有污水沉淀池或净化设备的清洗场进行清洗ꎮ

１９ ２ ４　 所有机械设备上清理出的残渣、 废机油、 油污土等废弃物应按相关规定集中处理ꎮ

１９ ２ ５　 运送混凝土的车辆不应漏浆ꎮ

１９ ２ ６　 拌和楼的粉料罐仓除应防止泄漏外ꎬ 在粉料罐车装卸时ꎬ 罐仓顶部应设置过滤布ꎬ 防

止粉料从罐仓顶飞散入大气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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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３　 试验步骤

Ａ ３ １　 测试位置的选定ꎬ 经面层施工机具振捣、 整平提浆、 精平抹面后ꎬ 在摊铺面层中间位置

或在距离支护模板不少于 １００ｍｍ 位置ꎮ

Ａ ３ ２　 将混凝土砂浆厚度测定仪外环刀和内环筒用水湿润ꎬ 将外环刀套住内环筒放在水平的平

板上ꎬ 此时外环刀的顶部应在内环筒的零刻线处ꎮ 如果不在零刻线处ꎬ 记录初始读数位置ꎮ

Ａ ３ ３　 测试时ꎬ 先将外环刀的坡口朝下ꎬ 套住内环筒ꎬ 将其轻轻放置在提浆后的道面板上ꎬ 外

环刀依靠自重坡口部位沉入水泥浆内ꎬ 轻质带底的内环筒沉入水泥浆的深度小ꎬ 可忽略不计ꎮ

在内环筒上标有相应的刻度ꎬ 稳定后依靠内环筒上的刻度可进行读数ꎬ 读数至 ０ １ｍｍꎬ 测定表

面砂浆层厚度ꎬ 相邻近位置再测定两次ꎮ

Ａ ４　 试验结果

试验结果以三次平行试验的平均值为准ꎬ 平均值精确至 ０ １ｍｍꎮ 单次测量数据与平均值相

差超过 １ ５ｍｍ 时ꎬ 应剔除该次数据重测并重新计算平均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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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Ｂ ２ ２　 液面调整装置示意图

Ｂ ２ ３　 单面冻融试验箱: 应符合 «混凝土抗冻试验设备» ( ＪＧ / Ｔ ２４３) 的规定ꎬ 具体见图

Ｂ ２ ３￣１ꎮ 试件盒应固定在单面冻融试验箱内ꎬ 并应自动地按设定的冻融循环制度进行冻融循环ꎮ

冻融循环制度的温度应从 ２０℃开始ꎬ 并应以 １０℃ / ｈ±１℃ / ｈ 的速度均匀地降至－２０℃ ±１℃ꎬ 且应

维持 ３ｈꎻ 然后应从－２０℃开始ꎬ 并应以 １０℃ / ｈ±１℃ / ｈ 的速度均匀地升至 ２０℃ ±１℃ꎬ 且应维持

１ｈꎬ 如图 Ｂ ２ ３￣２ 所示ꎮ

图 Ｂ ２ ３￣１　 单面冻融试验箱示意图

图 Ｂ ２ ３￣２　 冻融循环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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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３　 试件要求

Ｂ ３ １　 在制作试件时ꎬ 应采用内径 ２５０ｍｍ、 内高 １２０ｍｍ 的圆柱体带底试模ꎬ 成型面作为测试

面ꎮ 将新搅拌的混凝土装入试模中ꎬ 尽量高出试模 ２０ｍｍꎬ 并将其放在符合要求的混凝土振动台

上ꎬ 根据情况铲除或填补混凝土ꎮ 当混凝土表面被水泥砂浆填满时ꎬ 立刻停止振动ꎬ 用木抹抹

平混凝土试件表面ꎮ 不应损坏试件的测试表面ꎮ

Ｂ ３ ２　 试件成型后ꎬ 应先在空气中带模养护 ２４ｈ±２ｈꎬ 然后脱模ꎬ 放入混凝土标准养护间进行

标准养护 ２３ｄ 后ꎬ 再放入 ２０℃±２℃的水中养护 ４ｄꎮ 养护后的试件侧面涂抹高度不小于 ２０ｍｍ 的

环氧树脂ꎮ

Ｂ ３ ３　 以成型面进行抗侵蚀试验ꎬ 每组试件的数量应不少于 ３ 个ꎮ

Ｂ ４　 试验步骤

Ｂ ４ １　 在冻融循环试验前ꎬ 应采用超声浴方法将试件表面的疏松颗粒和物质清除ꎬ 清除之物应

作为废弃物处理ꎮ

Ｂ ４ ２　 将试件放入试件盒中ꎬ 并使测试面向下接触压条ꎬ 试件与试件盒侧壁之间的空隙应为

２５ｍｍ±２ｍｍꎮ

Ｂ ４ ３　 向试件盒中加入侵蚀溶液ꎬ 侵蚀溶液不应溅湿试件顶面ꎮ 侵蚀溶液的液面高度应由液面

调整装置调整为 １０ｍｍ±１ｍｍꎬ 并盖上盒盖ꎬ 记录加入侵蚀溶液的时间ꎮ

Ｂ ４ ４　 将装有试件的试件盒放置在冻融试验箱的托架上ꎬ 当全部试件盒放入冻融试验箱中后ꎬ

应确保试件盒浸泡在冷冻液中的深度为 １５ｍｍ±１ｍｍꎮ

Ｂ ４ ５　 在进行单面冻融试验时ꎬ 先去掉试件盒的盖子ꎮ 冻融循环过程宜连续不断地进行ꎬ 当冻

融循环过程被打断时ꎬ 应将试件保存在试件盒中ꎬ 并应保持侵蚀溶液的高度ꎮ 每 ５ 个冻融循环

后应在 ２０℃±２℃恒温室中称量试件的剥落质量ꎮ

Ｂ ４ ６　 试件的剥落物的测量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１　 先将试件盒从单面冻融试验箱中取出ꎬ 放置到超声浴槽中ꎬ (试件的测试面朝下) 进行

至少 ３ｍｉｎ 超声浴ꎮ

２　 超声浴后ꎬ 立即将试件从试件盒中取出ꎬ 并垂直放置在一个吸水物表面上ꎮ 待测试面液

体流尽后ꎬ 将试件放到干净的不锈钢盘中ꎬ 重复 Ｂ ４ ２~Ｂ ４ ５ 的步骤进行试验ꎮ

—８５—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０６—２０１５)





———原材料的品种、 规格和产地ꎻ

———仪器设备的名称、 型号及编号ꎻ

———试验环境温度和湿度ꎻ

———滤纸的质量 ｍ１ ꎻ

———干燥后滤纸与试件剥落物的总质量 ｍ２ ꎻ

———试件表面剥落物的质量 ｍｓ ꎻ

——— ｎ 次冻融循环后单个试件单位测试表面面积剥落物总质量 ｍｎ ꎻ

———要说明的其他内容ꎮ

【说明】 本方法参照了 ＡＳＴＭ Ｃ６７２ 标准的试件成型方法ꎬ 模拟了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和使用的

实际情况ꎮ 经研究比对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ＧＢ / Ｔ ５００８２) 与

ＡＳＴＭ Ｃ６７２ 的评价方法发现ꎬ 通过 “表面剥落物的质量” 能客观地评价不同混凝土 [不同成型

方式、 含气量、 水灰 (胶) 比] 抗乙二醇及醋酸钙镁除冰液腐蚀的性能ꎮ 含气量大于 ３ ０％时ꎬ

混凝土的抗除冰液性能明显改善ꎻ 除冰液浓度为 ３％时ꎬ 其腐蚀性是最大的ꎻ 对于乙二醇除冰

液ꎬ ３０ 次冻融循环时的剥落物质量大约为 ４００ｇ / ｍ２ ~５００ｇ / ｍ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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