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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山西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西省交通科学研究院、山西交科公路勘察设计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段丹军、张晓燕、孔繁盛、王国安、郑亚强、成志强、李亚胜、徐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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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养护工程项目设计文件编制办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路养护工程项目设计文件的组成、内容和编制的一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大修、中修、小修及预防性养护工程项目一阶段施工图设计文件的编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设计文件编制办法 交公路发[2007]358号

3 一般要求

3.1 公路养护工程项目设计文件应贯彻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和相关标准、规范和规程精

心编制。

3.2 公路养护工程项目设计文件，应由具有相应资质、资格的设计单位编制。

3.3 设计文件一般由十三个部分组成，可根据养护工程具体内容确定篇章构成。设计文件组成如下：

第一篇 总体设计

第二篇 路线

第三篇 路基、路面

第四篇 桥梁、涵洞

第五篇 隧道

第六篇 路线交叉

第七篇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第八篇 环境保护与景观设计

第九篇 其他工程

第十篇 筑路材料

第十一篇 施工组织计划

第十二篇 施工图预算

附件 基础资料

3.4 设计文件编制应以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报告为基础。

3.5 本标准路基、路面、桥梁、涵洞、路线交叉、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环境保护与景观设计仅规定

了新增设计文件内容，其余参照《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设计文件编制办法》（交公路发[2007]358 号），

并结合养护工程实际情况确定。

3.6 本标准未规定内容，按照《公路工程基本建设项目设计文件编制办法》（交公路发[2007]358 号）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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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文件内容

4.1 第一篇 总体设计

4.1.1 项目地理位置示意图。

4.1.2 说明书。

说明书包括以下内容：

a) 工程概述：包括原有公路技术标准、建设规模及现状。

b) 设计依据：包括标准、规范、规程等。

c) 工可批复意见及执行情况。

d) 建设条件：包括项目沿线地形、地质、地震、气候、水文等自然地理特征及其对养护工程的影

响及关系；交通组成特点对养护工程项目的影响；沿线筑路材料、水、电等建设条件对养护工

程的影响及关系；与周围环境和自然景观相协调情况。

e) 与有关部门协商情况。

f) 测设简况，扼要说明任务依据及测设经过。

g) 技术状况检测及评价：

1) 路基、路面检测及评价。

2) 桥梁、涵洞检测及评价。

3) 隧道检测及评价。

4)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检测及评价。

5) 环境保护及景观评价分析。

h) 病害原因分析：包括养护维修历史、病害类型、成因分析、分布情况、图片资料、病害路段汇

总等。

i) 工程技术标准，建设规模,合同段划分。

j) 总体设计原则。

k) 设计方案及比选：

1) 路线：包括路线平面、纵断面，安全设施等。

2) 路基、路面：包括路基、路面及排水防护工程，取弃土场等。

3) 桥梁、涵洞：包括桥梁、涵洞及附属设施等。

4) 隧道：包括隧道及辅助坑道等。

5) 路线交叉：包括互通式立体交叉、服务设施、分离式立体交叉、通道、天桥、平面交叉及

管线等。

6)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包括监控、通信、收费、通风、照明、供配电、消防、房屋建筑等。

7) 环境保护与景观：包括降噪、景观、植物配置，旧料回收再利用等。

8) 其他工程:包括渡口、码头等。

l) 筑路材料：

1) 沿线筑路材料分布、质量、储量、运输路线及条件。

2) 原道路建筑材料利用情况。

3) 与地方政府就料场开采、运输的意向协议等。

m) 材料技术要求。

n) 施工方案及注意事项：总体实施步骤建议，工序衔接，对缺水、严寒等地区以及冬雨季施工所

采取的措施，相关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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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施工组织计划：包括交通组织设施和措施，施工期安全组织保障设施及应急措施等。

p) 设计预算：编制范围，编制依据，取费标准，人工、主要材料用量；与工可批复比较。

4.1.3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4.1.4 有关批复及依据性文件：工可批复、合同、协议、相关部门意见和纪要等。

4.2 第二篇 路线

4.2.1 路线平面图：示出地形、地物、路线位置及桩号、平曲线主要桩位、与其他交通路线的关系以

及县以上境界等、标注平面控制点和高程控制点及坐标网格和指北图式，示出涵洞、桥梁、隧道、路线

交叉(标明交叉方式和形式)位置、中心桩号、尺寸及结构类型等。图中列出平曲线要素表。标注地形图

的坐标和高程体系以及中央子午线经度或投影轴经度，比例尺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采用 1:1000～
1:2000，其他公路也可采用 1:500～1:2000。

4.2.2 路线纵断面图:示出网格线、高程、地面线、设计线、竖曲线及其要素,桥涵、隧道、路线交叉

的位置(桥梁按桥型、孔数及孔径标绘，注明桥名、结构类型、中心桩号、设计水位；示出特殊路段的

路基路面结构层状况；跨线桥示出交叉方式；隧道按长度、高度标绘，注明名称；涵洞通道按桩号及底

高绘出，注明孔数及孔径、结构类型、水准点(位置、编号、高程)等。水平比例尺与平面图一致，垂直

比例尺视地形起伏情况可采用 1:200、1:400或 1:500。图的下部各栏示出地质概况、填挖高度、地面高

程、设计高程、坡长及坡度、直线及平曲线(包括缓和曲线)、超高、桩号。

4.2.3 直线、曲线及转角表:列出交点号、交点桩号、交点坐标、偏角、曲线各要素数值、曲线控制桩

号、直线长、计算方位角或方向角、备注路线起讫点桩号、坐标系统等，并示出调整部分。

4.2.4 纵坡、竖曲线调整表。

4.2.5 路线逐桩坐标表。

4.2.6 控制测量成果表：即导线点成果表，列出导线点编号、点名、坐标、边长、方位角及高程等并

注明坐标系统、高程系统及中央子午线经度或投影轴经度。

4.2.7 水准点表：列出水准点编号、高程、位置等。

4.2.8 安全设施：

a) 现状分类调查一览表。

b) 安全设施加固维修工程数量表。

c) 安全设施加固维修工程设计图。

4.3 第三篇 路基、路面

4.3.1 路基现状调查一览表。

4.3.2 路面现状调查一览表。

4.3.3 路基、路面防排水调查一览表。

4.3.4 路基支挡、防护工程调查一览表。

4.3.5 路基维修平面位置示意图。

4.3.6 路面维修平面位置示意图。

4.3.7 路基支挡、防护工程加固设计图。

4.4 第四篇 桥梁、涵洞

4.4.1 桥梁现状调查一览表。

4.4.2 涵洞现状调查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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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桥梁加固维修工程数量表。

4.4.4 涵洞加固维修工程数量表。

4.4.5 桥梁加固维修工程设计图。

4.4.6 涵洞加固维修工程设计图。

4.5 第五篇 隧道

4.5.1 现状调查一览表。

4.5.2 隧道加固维修工程数量表。

4.5.3 辅助坑道加固维修工程数量表。

4.5.4 机电设施维修数量表。

4.5.5 隧道加固维修设计图。

4.5.6 辅助坑道加固维修设计图。

4.5.7 机电设施维修设计图。

4.6 第六篇 路线交叉

4.6.1 互通式立体交叉

包括以下内容：

a) 现状调查一览表。

b) 路基、路面防排水维修工程数量表。

c) 路基支挡、防护加固维修工程数量表。

d) 路基维修平面位置示意图。

e) 路面维修平面位置示意图。

f) 路基维修设计图。

g) 路面维修设计图。

h) 桥梁加固维修工程数量表。

i) 涵洞加固维修工程数量表。

j) 桥梁加固维修工程设计图。

k) 涵洞加固维修工程设计图。

l) 管线交叉加固维修工程数量表。

m) 管线交叉加固维修工程设计图。

4.6.2 服务区、停车区

包括以下内容：

a) 现状调查一览表。

b) 服务区、停车区等加固维修工程数量表。

c) 服务区、停车区等加固维修工程设计图。

4.6.3 分离式立体交叉

包括以下内容：

a) 现状调查一览表。

b) 分离式立体交叉加固维修工程数量表。

c) 分离式立体交叉加固维修工程设计图。



DB14/T 1325—2016

5

4.6.4 通道、天桥

包括以下内容：

a) 现状调查一览表。

b) 通道、天桥加固维修工程数量表。

c) 通道、天桥加固维修工程设计图。

4.6.5 平面交叉

包括以下内容：

a) 现状调查一览表。

b) 平面交叉维修工程数量表。

c) 平面交叉维修工程设计图。

4.6.6 管线交叉

包括以下内容：

a) 现状调查一览表。

b) 管线交叉加固维修工程数量表。

c) 管线交叉加固维修工程设计图。

4.7 第七篇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

4.7.1 现状调查一览表。

4.7.2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维修工程数量表。

4.7.3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维修工程设计图。

4.7.4 施工交通组织设计工程数量表。

4.7.5 施工交通组织设计工程设计图。

4.8 第八篇 环境保护与景观设计

4.8.1 现状调查一览表。

4.8.2 环境保护工程加固维修工程数量表。

4.8.3 环境保护工程加固维修工程设计图。

4.8.4 废弃料配送示意图。

4.8.5 植物配置一览表。

4.9 第九篇 其他工程

4.9.1 现状调查一览表。

4.9.2 其他工程加固维修数量表。

4.9.3 其他工程加固维修设计图。

4.10 第十篇 筑路材料

4.10.1 废旧料试验资料表。

4.10.2 废旧料利用工程数量表。

4.10.3 废旧料供应及路线示意图。

4.11 第十一篇 施工组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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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第十二篇 施工图预算

4.13 附件

4.13.1 公路工程技术状况评价报告及基础资料。

4.13.2 其他补充资料。



DB14/T 1325—2016

7

参 考 文 献

[1] JTG D50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S]

[2] JTG/T H21-2011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S]

[3] JTG H10-2009 公路养护技术规范[S]

[4] 浙江省公路路面大中修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指南[R]. 浙江：浙江省公路管理局，浙江省交通规

划设计研究院，2008.

[5] 山东省公路养护工程项目文件编制办法[R]. 山东：山东省交通厅公路局，中交公路规划设计

院有限公司，200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