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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位于×××。施工起点为×××至××××，全长约 5300
米。合同工期 30 天。

工程内容包括施工围蔽，道路标线、安装太阳能黄闪灯及侧绿化

带改造等工程。

二、主要施工方法及技术措施

（一）、施工工艺流程

施工准备→施工围蔽→清除旧道路标线→画新道路标线→侧绿化

带拆旧路沿石并外运土方→砌花岗岩侧石→6%石屑稳定层铺设→铺人

行道砖→清场→中映绿化带挖土方浇砼桩→安装黄闪灯→清场

（二）、施工围蔽

本工程全长约 5300m，各路面板块为不规则形状。因地处交通要道，

为维持交通行车秩序，采取分段单边围蔽施工的方法进行施工。为减

少工程施工对交通和市民生产的负面影响，我施工单位按规范做好施

工现场围蔽措施。本工程采用活动钢护栏进行围蔽，围蔽部分呈矩形

或按现场形状围蔽，平衡于道路中线设置，活动钢护栏架设时必须牢

固、安全、可靠。为保证道路交通安全，在施工现场的起止点以及对

车辆、行人通行有影响的位置，设置危险警示灯具，在车行道上施工

作业时，在来车方向提前设置标志牌，交通导向牌和危险警示灯等，

提示和引导车辆有序、安全通行。

施工现场的材料和设备不得堆放在围蔽外。同时设专人进行围蔽设施

的定期检查，发现损坏情况应及时更换或维修。施工人员如果要靠路或

进入行车道施工一定要穿反光衣。

施工完一段后拆除围蔽时应整齐堆放，清理好现场杂物。

（三）、

施工技术措施

道路标线的施工

在道路标线施工前，应提交施工开工报告，编制详细的施工组织方案，

根据道路的情况的可投入 1-2 台划线机同时进行施工。为了确保标线工程达

到优良的施工质量，应对上岗的工人进行全面的培训，掌握划线技术；其

次对上岗的工人进行系统的安全教育，掌握安全操作规程；确定施工管理

体制，明确各人的职责，选择满足设计要求的标线涂料和施工工具及方法。

9999.2.1.1.2.1.1.2.1.1.2.1.1道路标线的质量要求及涂料的选取

所有路面标线的设置、颜色、形状、应符合图纸和 GB5768－1999标准

的规定。

选用符合质量和满足 JT/T280-2004标准的涂料。按设计图纸要求本工

程采用热熔型涂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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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2.1.2.2.1.2.2.1.2.2.1.2标线现场的施工

(1)(1)(1)(1)、安全措施

划线队伍到达现场后，首先根据道路的宽度、交通状况等现场因素，布

置施工标志、反光锥、施工围栏等安全设施，配备专职交通管理人员，指

挥现场的交通，防止发生交通事故；晚上施工时还需放置施工警示灯。交

通管理人员必须认真负责，配置臂章和红旗。

(2)(2)(2)(2)、涂料的热融

熔解釜装载车上，配有燃料(煤气)和搅拌装置。材料加热过程应注意以

下问题：

a、温度管理要严格，避免长时间高温加热，防止涂料色、热劣化；根据涂

料量和粘度的要求调节火候和转速。涂料运距不能过长，避免降低热熔

后的温度，影响施工质量。

b、涂料要充分搅拌、混合，使涂料均匀。

c、要达到规定粘度。

d、补充新涂料时，要注意新加入涂料的熔融情况。

e、要注意加热的次数，每锅材料尽可能只加热一次。

f、熔解釜周围不放置易燃物品。

（3333） 路面的清洁

涂料与路面结合牢固的重要条件是保持接触面的干净，路面上的灰尘、

泥沙及水分是妨碍涂料的粘接主要因素。施工前对路面进行彻底的清洁。

（4444） 放样

放样是涂划标线的必须环节，先对路面进行测量，按设计图纸进行放样，

打好标准线。

（5555）底漆

涂划标线应在正常天气进行，事先应通知监理工程师到现场进行试划，

在监理工程

师同意后再进行正式的施工。

为了加强路面与涂膜的粘接度，须在路面上先涂底漆，底漆的量不能过

多或过少，不适合的量会降低路面与涂膜间的粘接度。涂抹时用刷子、滚

筒式喷洒将调制均匀的底漆涂洒，底漆涂后，要进行养护。当底漆不粘车

轮胎，也不粘附灰尘、砂土时，才可进行标线涂划工作。涂底漆时，要仔

细，防止漏划，特别在不明显的地方。

（6666）材料的熔融

熔解釜装载于车上，并配置液化气，加热并不停搅拌然后进行涂划。并

保证反光路面涂料敷于路面的温度控制在 180度。为了防止涂料变色、热

劣化等，应立即调节火候和调整，保障供给规定粘度的涂料。

（7777）涂划

涂划前检查施工机械，保证机械处于完好的状态。先试划一次，检查色

泽，保证所有路面标线的设置颜色、形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 GB5768-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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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涂划的厚度控制在 1.8～2.0mm，玻璃珠应均匀足量撒布在刚敷设的

热熔标线上，玻璃珠的密度为 2.4~2.6g/cm3。玻璃珠保证适当的嵌入深度，

珠体一半嵌入标线，一半露出标线表面。标线的施工速度控制在每小时

300～350 米。

（8888）调整

划线结束后，根据实际完成情况，计测工作量。不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的

标线进行清除或修补，除去溢出和垂落的涂膜，检查厚度、尺寸、玻璃珠

的撒布情况及划线的形状等，最后填写质量验收记录。

9999.2.1.3.2.1.3.2.1.3.2.1.3标线施工方法流程图（附后）

9.39.39.39.3 各分项工程的技术要求各分项工程的技术要求各分项工程的技术要求各分项工程的技术要求
9.3.1 交通标线的技术要求

交通标线采用下列材料：路面标线热熔涂料、玻璃珠、底油涂剂。

材料的技术要求

9999.3.1.1.3.1.1.3.1.1.3.1.1反光路面涂料的质量应符合表 3-13-13-13-1的技术指标。

路面标线热熔涂料的质量要求

表 3-1
项目 技术指标

密度（g/cm3） 1.8～2.3
软化点（°C） 90～125
涂膜外观 涂膜冷却后应无皱纹、斑点、起

泡、裂纹、脱落及表面无发粘现象。

涂膜的颜色和外观应与标准板差别

不大

不粘胎干燥时间（min） ≤3
色度性能 白色 按本标准规定的方法测试，涂膜

颜色的色品坐标和反射比应符合本

标准规定的范围
黄色

抗压强度（Mpa） ≥12
耐磨性（200转/1000g后减重 mg） ≤80(JM-100橡胶砂轮)
耐水性 在水中浸 24小时无异常现象

耐碱性 在氢氧化钙饱和溶液中浸 24小
时无异常现象

玻璃珠含量（%） 18～25
流动度(MM) 35±10

9999.3.1.2.3.1.2.3.1.2.3.1.2玻璃珠的质量应符合表 3-23-23-23-2的技术指标。

玻璃珠的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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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项目 技术指标

容器中玻璃珠状态 应为无色松散球状颗粒之群体,清洁无杂质

密度(g/cm3) 2.4～2.6

粒径
850～600μm范围内

外观
无色透明球体,光洁圆整,玻璃珠内无明显气泡或杂

质。

折射率 1.5 以上

耐水性
玻璃珠表面不应呈现发雾现象。中和所用的

0.01mol/L 盐酸应在 10ml以下。

9999.3.1.3.3.1.3.3.1.3.3.1.3底油涂剂应符合产品标准的规定指标 3-33-33-33-3的技术指标。

反光路面涂料用下涂剂（底油）的质量要求 表 3-3

颜色 固体含量（%） 涂布量（g/m2） 干燥时间（min）
无色透明或琥珀色

液体
30±5 150～200 ≤5

施工质量保证体系施工质量保证体系施工质量保证体系施工质量保证体系
工程质量目标

本工程质量目标为优良工程。

质量管理组织机构

质量管理组织机构框图

项目经理部

项目经理

项目技术负责人 项目副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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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质量目标保证具体措施

1、认真组织学习和复核设计图纸，领会设计意图，并做好逐级的技术交底

工作。组织学习有关规程、规范和工艺要求，在施工中严格按照规程和

工艺进行操作。

2、建立健全各级质量检验、监督机构，坚持专业检查和自检相结合，在班

组实行自检、互检、专检、制度，公司在设立项目经理部的同时将指派

专人负责工程质量，实行三级质量管理，相对应的经理部、车间、工区

也建设有专职质检员，安装队、生产班组设有兼职的自检员。

3、严格执行交通部颁布现行交通安全设施的有关技术标准和有关设计及

施工技术规范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工程质量。如《道路交通标志

和标线》(GB5768-1999)、《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J071-94)、

《市政道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GJJ1-90)等。

4、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岗位责任制。

5、从项目经理、总工程师到分项工程的专业工程师以及每个生产人员都有

明确的技术岗位责任制，特别突出在质量方面的具体责任、权利和利益，

使其对各项工作和各生产环节自觉地形成一个质量保证体系。

6、采取多种形式对职工进行质量教育，强化质量意识。在内部推行质量、

进度承包制，实行优质优价，不合格不予计价。

7、及时填报各项工程验收报表，特别是隐蔽工程的验收签证、施工日志等，

建立技术档案，保存原始资料。

8、对所有施工的计量，测量器具定期到指定单位校验。

9、严格按竣计图纸的要求进行材料采购，严把质量关，采购时要求材料供

应商提供符合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材料，核对共材料生产批号，材料

质保书，并按规定要求送工程质量检测部门检验。

为确保质量所采取的检测试验手段及保证措施

热溶型路面标线涂料的检测

热溶涂料的检测内容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检测方法

1 密度（g/cm
3
） 1.8～2.3 JT/T280－2004

2 软化点（℃） 90～125 JT/T280－2004

3 涂膜外观

应无发皱、泛花、起泡、开裂、

发粘等现象颜色与标准板差异不

大

JT/T280－2004

4
不粘胎干燥时间

（min）
≤3 GN48－89

5 抗压强度（Mpa） ≥12 JT/T28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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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耐磨性（200/1kg 转后

减重 mg
≤80 JT/T280－2004

7 耐水性 经水中浸 24h 后无异常 JT/T280－2004

8
耐碱性 在氢氧化钙饱和溶液中浸泡 24h

无异常
JT/T280－2004

9 玻璃珠含量（%） 18～25 JT/T280－2004

10 流动度（mm） 35±10 JT/T280－2004

11 耐侯性
经人工加速耐侯性试验后，涂层不

产生龟裂、剥落。
JT/T280－2004

标线施工质量检测

(1) 外观检测

标线以外的道路被标线材料污染面积不超过 10cm2。喷涂后的标线边缘无

明显毛边，标线顺滑。

(2) 实测项目检测

a．标线几何尺寸

主要仪器：○1钢卷尺、分辨率 0.5mm、测量范围：0～500mm 精度≤1mm

○2带有量用器的三角尺、分辨率：0.5°测量范围：0～180°精

度：≤1°

测量方法：在连续 100m 路段上，用钢卷尺逐一测量标线宽度、长度、

纵向间距，各测三次，求算术平均值，其尺寸误差要求见表 2-1

标线喷涂尺寸与偏差 表 2-1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允许偏

差

检查方法和频

率

1 厚度（m） 热熔型涂料 设计值±0.25

2 标线宽度（mm） ±5 直尺；抽检10%

3 标线长度（mm） ±50 直尺；抽检10%

4 纵向间距（mm） ±50 直尺；抽检10%

5 横向偏位（mm） ±30 直尺；抽检10%

b．热熔型标线涂层厚度测定

主要仪器：游标卡尺

测量方法：先将厚度已知的光平金属放在将要划标线的路面上，待划线

机在其上面通过并划上标线后，已覆盖有标线涂层的金属片取出，过 5min

后，游标卡尺测量总厚度，用该总厚度减去金属片的厚度即为热熔标线涂

层厚度。共测 3 次，求出算术平均值，热熔型标线涂层厚度为 1.2～1.5mm。

侧绿化带改造施工

本工程因旧侧绿化带拆除新建交通安全岛。本工程采用挖掘机拆除

旧路沿石，吊机吊起树木,汽车运废渣。同时应有专人指挥操作，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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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及行人安全。对需外运土石方，应随产随清，汽车运废渣时应做到

严密苫盖、封闭，不得沿途飞扬、洒落载运物而污染环境，运往指定地点，

有专人进行清理掉在路上的土石残渣。由于此段路下埋设有部分管线，

所以挖掘时应先弄清原有管线的布置及走向情况，以避免已有管线遭

到破坏。

施工工序

人行道工程施工。拆除旧绿化带→外运树木及旧路沿石→场地平整→铺

设花岗岩路缘石→1：2水泥砂浆调平层→6%水泥石屑稳定层→铺设机压防

滑砖→细砂灌缝。

人行道路工程：

（1）土方工程：

1）路基填土：填土宽度及坡度应符合设计规定，并预留削坡宽度。外观鉴

定碾压无颤动翻浆现象。

2）路基挖方：路基宽度不应小于设计规定，超挖不大于 30㎝，路基上下

边坡不陡于设计要求，上边坡不应有凹凸不平现象。

3）路床修整：外观鉴定碾压无颤动翻浆现象，表面无起皮、波浪现象，用

8吨压路机碾压轮迹深度≯5㎜。

4）路肩修整：碾压密实平整，高度与路面边沿相平，无挑肩现象。

5）道路基础：外观鉴定表面平整均匀，用 8t以上的压路机碾压轮迹深度不

大于 5mm。

6）路面：铺装必须平整稳定，灌缝应饱满，不得有翘动现象，标高符合要

求。

7）道路缘石安装直顺平整、均匀一致，道牙后背回填密实平整。

8）各结构层要层层密实、平整，其中心线、厚度、宽度、标高、材质、强

度符合设计施工要求。

9）人行道路面平整度δ≤2.0，竣工验收后一年无沉陷、变形、裂缝。

http://wiki.zhulong.com/baike/detail.asp?t=%E7%BB%86%E7%A0%82
http://wiki.zhulong.com/baike/detail.asp?t=%E8%B6%85%E6%8C%96


施工组织设计方案

9

（三）太阳能黄闪灯安装

按设计图纸要求订购太阳能黄闪灯及灯杆,因施工地点在中央绿

化带上,故此中央绿化带两旁车道距离施工点 200 米范围围蔽施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