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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桥梁预防性养护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桥梁预防性养护的术语和定义、一般规定、检查与评定、措施和常

用措施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桥梁中混凝土桥梁和圬工桥梁的预防性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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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TG H11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

JTG/T H21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JTG/T J23 公路桥梁加固施工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普通国省干线公路

指不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国道、省道。按照交通功能，一般可分为次要干线公路、主要集散公路、

次要集散公路和支线公路。

3.2

桥梁预防性养护

在桥梁总体仍处于1类、2类或3类状态下，针对可能出现的病害或已经出现的非结构病害，在适当

时机，主动采取以提高桥梁结构耐久性、延长桥梁大中修周期的周期性养护措施，分为桥梁构件预防性

养护、桥梁部件预防性养护、桥梁总体预防性养护。

3.3

桥梁构件预防性养护

以桥梁构件为单位进行的桥梁预防性养护工作。其中桥梁构件是指组成桥梁结构的最小单元，如一

片梁、一个桥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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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桥梁部件预防性养护

以桥梁部件为单位进行的桥梁预防性养护工作。其中桥梁部件是指桥梁结构中同类构件的统称，如

梁、桥墩等。

3.5

桥梁总体预防性养护

以全桥为单位进行的桥梁预防性养护工作。

4 一般规定

4.1 桥梁预防性养护应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以桥面系养护为中心，以承重部件为重

点，保持桥梁处于良好的技术状况。

4.2 桥梁预防性养护应首先处理已有病害，然后采取措施预防可预见病害产生，从而提高桥梁结构的

耐久性。

4.3 当桥梁病害满足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预防性养护：

a) 新建桥梁交付使用一年后，第一次全面检查技术状况评定等级为 1类、2类和 3类时的非结构

病害；

b) 已建桥梁定期检查过程中技术状况评定等级为 1类、2类和 3类时的非结构病害；

c) 桥梁构件定期检查过程中技术状况评定标度为 1度、2度和 3度时的非结构病害；

d) 桥梁部件定期检查过程中技术状况评定标度为 1类、2类和 3类时的非结构病害。

4.4 桥梁预防性养护流程如图 1所示：

图 1 桥梁预防性养护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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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桥梁预防性养护检查与评定

5.1 桥梁预防性养护检查

5.1.1 检查方法

桥梁定期检查以目测观察结合仪器观测进行，必须接近各构、部件仔细检查其缺损情况。

5.1.2 检查要求

5.1.2.1 桥梁定期检查过程中，对于典型病害应拍照并保留影像资料，做好检查记录。

5.1.2.2 桥梁定期检查周期应符合 JTG H11的规定。

5.1.3 检查内容

5.1.3.1 桥面系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桥面铺装有无积水及杂物；混凝土桥面铺装有无开裂、磨光、脱皮、露骨、剥落、坑洞等表面

缺陷；沥青桥面铺装有无开裂、泛油、波浪、车辙、松散、坑槽等表面缺陷。

b) 伸缩装置混凝土有无破损；胶条凹槽内有无杂物；橡胶条有无老化、破损、脱落、渗水、漏水；

钢板、角钢有无变形，螺栓有无脱落，型钢边梁有无变形、中梁有无断裂；伸缩是否异常，有

无卡死失效；是否造成明显跳车。

c) 防撞护栏结构表面有无污垢、腐蚀；构件有无缺失、破损；混凝土护栏有无开裂、剥落；钢护

栏和外露钢构件有无脱焊、锈蚀。

d) 桥面排水设施是否良好，泄水管和排水管有无堵塞、破损；泄水管下口出露长度是否不足或四

周封堵不严而引起桥面积水沿主梁侧面流出而冲刷主梁侧面；铸铁泄水管是否锈蚀。

5.1.3.2 桥梁上部结构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结构表面有无污垢；构件表面涂装是否完好，有无损坏、老化变色、开裂、起皮、剥落。

b) 结构有无裂缝、蜂窝、麻面、风化、剥落、掉块、空洞、孔洞、钢筋外露、锈蚀、渗水、漏水、

白华等表面缺陷。

c) 混凝土结构有无碳化且保护层厚度不足，横向联接构件中铰缝底部勾缝有无脱落。

d) 混凝土箱梁的箱内通风是否良好，箱内是否存有积水。

e) 圬工结构有无裂缝、松动；砌缝、灰缝有无脱落。

f) 支座周围是否存在杂物。

g) 板式支座有无局部脱空、偏位、偏压、剪切变形过大、开裂、外鼔。

h) 盆式支座限位装置是否拆除，固定螺栓是否剪断，活动方向是否正确，防尘罩有无破损。

i) 钢支座有无锈蚀，各部接合螺栓是否拧紧。

j) 滚动支座的滚动面是否粗糙、干涩。

5.1.3.3 桥梁下部结构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结构表面有无污垢；构件表面涂装是否完好，有无损坏、老化变色、开裂、起皮、剥落。

b) 结构有无裂缝、蜂窝、麻面、风化、剥落、掉块、空洞、孔洞、钢筋外露、锈蚀、渗水、漏水、

白华等表面缺陷。

c) 混凝土结构有无碳化且保护层厚度不足。

d) 墩台是否由于撞击而受损；台背是否沉降，桥头有无跳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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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桥下是否存在杂物；基础有无外露、冲刷、淘空；周围岩层有无风化、剥落。

f) 锥坡、护坡有无风化、剥落等表面缺陷；有无冲刷、脱空、沉陷、坍塌。

g) 圬工结构有无裂缝、松动；砌缝、灰缝有无脱落。

5.2 桥梁评定

桥梁技术状况评定应符合JTG/T H2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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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桥梁预防性养护措施

6.1 桥面系预防性养护措施

桥面系预防性养护措施如表1所示：

表 1 桥面系预防性养护措施

桥梁构/部
件

病害特征 预防性养护措施

桥面铺装

桥面积水及杂物 清除桥面积水及杂物

混凝土

桥面铺装

开裂 表面封闭法（沥青），局部凿除修复

磨光、脱皮 刻槽或铣刨

露骨、剥落、坑洞
修补表面缺陷（聚合物水泥砂浆），

局部凿除修复

沥青

桥面铺装

开裂 表面封闭法（沥青），局部凿除修复

泛油、波浪、车辙
薄层沥青加铺、稀浆封层、雾状封层、碎

石封层、微表处

松散、坑槽 局部凿除修复

伸缩装置

伸缩装置混凝土破损 局部凿除修复

胶条凹槽内充有杂物 清除杂物

橡胶条老化、破损、脱落、渗水、漏水 更换或加长橡胶条

钢板变形、角钢变形、螺栓脱落

型钢边梁变形、中梁断裂
更换伸缩装置

伸缩异常、卡死失效、跳车 更换伸缩装置

防撞护栏

结构表面污垢、腐蚀 清除结构表面污垢，防腐涂装

构件缺失 增设补齐

构件破损 修复或更换

混凝土

护栏开裂

裂缝宽度＜0.2mm 表面封闭法（环氧树脂胶）

裂缝宽度≥0.2mm 压力注浆法（环氧树脂胶）

混凝土护栏剥落
修补表面缺陷（聚合物水泥砂浆），

局部凿除修复

钢护栏和外露钢构件脱焊、锈蚀 加固焊接，定期除锈并涂刷防锈油漆

桥面排水

泄水管、排水管堵塞 清除杂物并疏通，安装篦子

泄水管、排水管破损 修复或更换

桥面积水 增设泄水管或排水管

泄水管下口出露长度不足 接长

泄水管周围渗漏水 封堵严密，涂刷混凝土抗渗封闭涂层

铸铁泄水管锈蚀
清除锈迹，涂刷锈转化剂与混凝土抗渗封

闭涂层

注：预防性养护措施不仅限于上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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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桥梁上部结构预防性养护措施

桥梁上部结构预防性养护措施如表2所示：

表 2 桥梁上部结构预防性养护措施

桥梁构/部
件

病害特征 预防性养护措施

混凝土桥梁

圬工桥梁

结构表面污垢，涂装损坏 清除结构表面污垢，防腐涂装

裂缝
裂缝宽度＜0.2mm 表面封闭法（环氧树脂胶）

裂缝宽度≥0.2mm 压力注浆法（环氧树脂胶）

蜂窝、麻面、风化、剥落、掉块、空洞、

孔洞

修补表面缺陷（聚合物水泥砂浆），防腐

涂装

钢筋外露、锈蚀

清除钢筋锈迹，喷涂锈转化剂、或阴极保

护，修复结构表面（聚合物水泥砂浆），防腐

涂装

渗水、漏水、白华
打孔引排，清除表面白华，涂刷混凝土防

腐抗渗封闭涂层

混凝土碳化且保护层厚度不足
表面涂层防护（聚合物水泥砂浆），防腐

涂装

铰缝底部勾缝脱落

清除缝内杂物，重新勾缝（聚合物水泥砂

浆），引排缝内积水，涂刷混凝土防腐抗渗封

闭涂层

箱梁通气孔堵塞 疏通或补设通气孔

箱梁内积水 打孔引排

砌缝、灰缝脱落
清除缝内杂物，重新勾缝（聚合物水泥砂

浆）

支座

支座周围杂物 清除支座周围杂物

板式支座

局部脱空 加垫钢板

偏位、偏压、剪切变形过大 恢复支座受力要求

开裂、外鼔 更换支座

盆式支座

限位装置未拆除 拆除限位装置

固定螺栓剪断 更换固定螺栓或支座

活动方向不正确 调整活动方向

防尘罩破损 修复或更换防尘罩

钢支座
锈蚀 定期除锈并涂刷防锈油漆

接合螺栓未拧紧 拧紧接合螺栓

滚动支座 滚动面粗糙、干涩 定期涂抹润滑油

注：预防性养护措施不仅限于上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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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桥梁下部结构预防性养护措施

桥梁下部结构预防性养护措施如表3所示：

表 3 桥梁下部结构预防性养护措施

桥梁构/部
件

病害特征 预防性养护措施

墩台

盖梁

挡块

翼墙

耳墙

结构表面污垢，涂装损坏 清除结构表面污垢，防腐涂装

裂缝
裂缝宽度＜0.2mm 表面封闭法（环氧树脂胶）

裂缝宽度≥0.2mm 压力注浆法（环氧树脂胶）

蜂窝、麻面、风化、剥落、掉块、空洞、

孔洞

修补表面缺陷（聚合物水泥砂浆），防腐

涂装

钢筋外露、锈蚀

清除钢筋锈迹，喷涂锈转化剂、或阴极保

护，修复结构表面（聚合物水泥砂浆），防腐

涂装

渗水、漏水、白华
打孔引排，清除表面白华，涂刷混凝土防

腐抗渗封闭涂层

混凝土碳化且保护层厚度不足
表面涂层防护（聚合物水泥砂浆），防腐

涂装

车辆、船只、流冰、漂浮物等撞击 加设防撞设施，并增设警示标志

台背沉降，桥头跳车 压力注浆法（水泥浆、水泥粉煤灰浆）

砌缝、灰缝脱落
清除缝内杂物，重新勾缝（聚合物水泥砂

浆）

基础

桥下杂物 清除桥下杂物，确保桥下净空和通行能力

外露 分层回填土石并压实

冲刷、淘空
抛石防护（砌石、块石、片石、混凝土预

制块、铅丝石笼）

周围岩层风化、剥落 修补表面缺陷（聚合物水泥砂浆）

锥坡

护坡

风化、剥落 修补表面缺陷（聚合物水泥砂浆）

冲刷、脱空、沉陷、坍塌 分层回填土石并压实

砌缝、灰缝脱落 清除缝内杂物，重新勾缝（聚合物水泥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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浆）

注：预防性养护措施不仅限于上述方法。

7 桥梁预防性养护常用措施技术要求

7.1 裂缝修补

7.1.1 裂缝修补用材料不仅应满足黏度小，渗透性和可注性好，固化后收缩小，无有害化学物质等要求，

而且其性能指标还应符合表 4规定。

表 4 裂缝修补用材料技术性能指标

性能项目 性能指标

材料性能

抗拉强度（MPa） ≥20
抗拉弹性模量（MPa） ≥1500

抗压强度（MPa） ≥50
抗弯强度（MPa） ≥30，不得呈脆性破坏

钢—钢拉伸抗剪强度标准值（MPa） ≥10
不挥发物含量（固体含量）（%） ≥99

7.1.2 施工流程应符合 JTG/T J23的规定。

7.1.3 质量检验与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表面封缝材料固化后应均匀、平整，不出现裂缝，无脱落。

b) 当注入裂缝的材料达到 7d固化期时，应采用取芯法对注浆效果进行检验。芯样检验应采用劈

裂抗拉强度测定方法，当检验结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为符合设计要求：

1) 沿裂缝方向施加的劈力，其破坏应发生在混凝土部分，即内聚破坏。

2) 破坏虽有部分发生在界面上，但其破坏面积不大于破坏面总面积的 15%。

7.2 混凝土表面缺陷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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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混凝土表面缺陷修复用材料不仅应满足与原混凝土基面粘结密实等要求，而且其性能指标还应符

合表 5规定。

表 5 混凝土表面缺陷修复用材料性能指标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

1 凝结时间
初凝/min ≥45
终凝/h ≤12

2 抗压强度（MPa）
7d ≥30
28d ≥45

3 抗折强度（MPa）
7d ≥6
28d ≥12

4 拉伸粘结强度（MPa）
未处理 28d ≥2
浸水 28d ≥1.5

25次冻融循环 28d ≥1.5
5 收缩率/% 28d ≤0.1

7.2.2 施工流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基面处理：采用人工机械打磨或高压水射流冲洗，清除待修复混凝土表面污垢和腐蚀、松动表

皮，露出密实混凝土骨料，并清除外露钢筋锈蚀表皮。

b) 涂刷界面剂：为确保修复层与原混凝土结构的粘结性能，应涂刷界面剂。

c) 修复缺陷：当缺陷深度不超过 1cm时，应一次性修复完成；当缺陷深度超过 1cm时，应分次

修复，每次修复厚度不应超过 1cm，间隔时间应在 6h以上，并洒水养护，保持表面湿润。

d) 修复后养护：缺陷修复后应及时进行养护。对于阳光照射强烈或易风干的部位，应使用表面封

闭材料（如湿布或塑料薄膜等）进行覆盖。

7.2.3 质量检验与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混凝土缺陷修复完成后表面应平整，无裂缝、脱层、起鼓、脱落等，修复处表面与原结构表面

色泽应基本一致。修复后平整度允许偏差值应符合表 6规定。

表 6 混凝土表面缺陷修复后实测项目

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与频率

梁体平整度（mm） 5 钢尺丈量

阴阳角（°） 5 尺量

b) 对浇筑面积较大的混凝土或砂浆，应预留强度试块；新旧混凝土的粘结情况可通过敲击法和钻

芯取样检测。

7.3 钢筋锈蚀处理

7.3.1 对于一般构件钢筋，宜采用涂锈转化剂作为防锈措施。

7.3.2 对于重要构件钢筋，宜采用牺牲阳极的阴极保护法作为防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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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施工流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采用人工凿除方法清除结构表面因钢筋锈蚀而损坏的混凝土，使钢筋锈蚀段完全露出。

b) 用喷砂枪或钢丝刷等工具清除钢筋锈迹。

c) 喷涂锈转化剂，或阴极保护。

d) 修复结构表面。

7.3.4 质量检验与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锈转化剂应涂刷均匀，无遗漏。如果存在漏涂现象，应及时补涂。

b) 施工过程中，应确保牺牲阳极与结构钢筋形成通路，必要时可采用万用表进行检测。

7.4 更换支座

7.4.1 更换支座应与原支座使用功能和几何尺寸一致，并检测合格。

7.4.2 施工流程应符合 JTG/T J23的规定。

7.4.3 质量检验与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基本要求：

1) 支座底板调平砂浆应灌注密实，不得留有空洞。

2) 支座上下各部件纵轴线应对正。

3) 支座位置正确，不应发生偏斜、不均匀受力和脱空现象。

b) 更换支座位置偏差应符合表 7规定。

表 7 更换支座实测项目

项次 检查项目 规定值或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和频率

1 支座中心横桥向偏位（mm） ±2 经纬仪或钢尺；每支座

2 支座顺桥向偏位（mm） ±10 经纬仪或拉线；每支座

3 支座高程（mm） 符合设计规定；设计未规定时±5 水准仪；每支座

4 支座四角高差（mm）
承压力≤500kN ±1

水准仪；每支座
承压力＞500kN ±2

c) 外观要求：

支座表面应保持清洁，支座附近杂物及灰尘应清除。

7.5 墩台渗漏水处理

7.5.1 施工流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在墩台顶部渗漏水流集中处应安装埋设PVC引排管，将渗漏水集中引排，然后涂刷混凝土防腐抗渗

封闭涂层。

7.5.2 质量检验与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墩台应无水流，PVC引排管周边应无渗漏水。

7.6 泄水管周围渗漏水处理

7.6.1 施工流程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若泄水管破损，应进行更换处理。

b) 若泄水孔周围存在腐蚀或剥落混凝土，应对周围混凝土进行修复，并涂刷混凝土抗渗封闭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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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若泄水孔周围存在缝隙，应沿泄水孔周围开槽，灌注聚合物水泥砂浆或环氧树脂胶进行封堵，

并涂刷混凝土抗渗封闭涂层。

7.6.2 质量检验与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泄水管应无破损，泄水孔应无堵塞、无渗漏水。

7.7 混凝土表面涂装

7.7.1 防撞护栏内侧（尤其是根部）、泄水孔周边、墩台、盖梁、铰缝等易受水侵害的部位，宜涂刷混

凝土防腐抗渗封闭涂层。

7.7.2 质量检验与验收应符合 JTG/T J2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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