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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路桥梁工程建设中,桥面铺装通常需要利用粘合性优异的沥青施工材料,这类沥青材料的防
水性能显著,具备噪音小,便于维修等优势特点,已经在近年来道路桥梁工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受到
多重因素制约,使得桥面病害问题明显增加,所以为确保道路桥梁工程的安全运行,本文将进一步分析道
路桥梁工程中桥面铺装作用,并详细讲述当前铺装常见病害,提出对应修复技术和工作对策,希望对道路
桥梁工程的健康发展提供必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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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the bridge deck pavement usually needs to use
excellent adhesive asphalt construction materials, such asphalt materials have significant waterproof performance,
small noise, easy maintenance and other advantages,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in
recent years.However, restri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the road disease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so to ensure the safe
operation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this article will further analyze the bridge pavement in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and details about the current pavement common diseases, put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ntrol
technology and working countermeasures, hope to provide necessary help to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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