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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control analysis of material inspection in highway and bridge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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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推进，我国道路桥梁工程的发展有了提升，路桥建筑对材料的要求很高，只有材料质量
合格，工程质量才能得到保证，但目前我国的建筑材料检测和控制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加强检测力度使其满足工
程需要。本文主要对公路桥梁材料检测和质量控制进行分析，以推动我国路桥工程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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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in
China has been improved. The requirements for materials in road and bridge construction are very high. Only when the
quality of materials is qualified,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can be guaranteed. As for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materials
in China,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detection and control.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testing force to meet
the engineering needs.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detection and quality control of highway and bridge materials to
promote the better development of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in China.
Keywords: road and bridge; material testing; quality control
中图分类号：U444

文章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3-8965（2019）03-0006-02

在公路桥梁工程中，材料的质量是非常重要的，能影响
工程的总体质量，材料检测是对材料进行分析，包括它的成
分、重量、尺寸等，在施工前应做好有关材料的一系列准备，
只有保证施工材料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才能施工，可见工
程材料对路桥建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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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检测的意义

1.1 发现更多新型材料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建筑材料也在不断推
陈出新，越来越多的新材料被研制出来并且被应用到公路
桥梁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的质量检测工作能够很好地甄
别这些材料，在开工前应对这些材料进行合理的选择，保

在其测量范围内，因此数据相差较大。门把手处有漏射线，
其监测数据最大值 70μSv/h，高于X射线机防护GBZ1302013 标准中 2.5μSv/h要求 [2]。
表2
部位
聚氯乙烯外 5cm

监测数据

AT1121（μSv/h）
0.83

AT1103M（μSv/h）
0.20

门把手外 5cm

0.86

70.0

门把手外 30cm

0.79

1.80

门把手外 100cm

0.89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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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建议

对低能量X射线装置若采用目前市场上主流的设备，
如AT1121、BH3013、451P等设备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将出
现严重偏离。低能量X射线装置危害的大小不是其管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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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工程中选用合适的材料，提高工程的质量。选用合适的
材料是一个重要途径，而质量检测工作刚好为选用新材料
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1.2 对材料进行合理的利用
目前我国建筑材料有很多种，而且质量参差不齐，进
行划分可以分为很多项，这就给建筑材料的选择工作增加
了难度，因此想要选择质量达标的材料就应加强对材料的
检测，在保证其质量的同时能够起到优化工程、降低成本
的作用，检测过的施工材料能够为工程提供质量保障，技
术人员还能知道材料的主要应用范围，通过分类对其进行
合理的使用，既提高了工程质量，也达到了节约的目的。
1.3 对材料进行科学的配比

小危害就小，主要看其功率。根据监测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1）应该根据监测对象的特点，选择合适能量范围的仪
器进行监测，如果是瞬时曝光，还需要考虑仪器设备的响
应时间。
2）低能X射线静电消除器虽然其能量较低，但是不满
足GB18871-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的豁免要求，不能豁免，将作为ш类射线装置进行管理，需
要填写《环境影响登记表》进行备案。
3）低能 X 射线静电消除器的使用单位需要定期对容易
造成漏射线的部位进行监测，防止出现空气吸收剂量率超
标的情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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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与认证
在路桥施工中，对材料的使用大多情况下是复合型，
通过对不同材料的混合将其利用在工程中，砂石与水泥的
结合就能够组成混凝土。对工程材料进行检测后，能够把
质量较高的材料选择出来，而对材料的配比使用还能降低
施工成本，对施工单位来讲是非常受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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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检测方法和内容

2.1 混凝土检测
在路桥工程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是使用最多的一种材
料，它是由多种材料进行混合后得到的，因此一定要对混
凝土的配比进行有效的控制，并充分考虑其整体性是否符
合工程建设要求。不仅要对混合后的质量进行检测，还需
要对各混合原料进行检测，从而保证混凝土的稳定性，达
到工程设计标准。
2.2 水泥检测
检测水泥主要包括水泥的凝结性、安定性和细度，对同
一厂家生产的同一批水泥进行分次检测，其主要分为五百
吨的散装水泥和两百吨的袋装水泥，检测结果能够在工程
中使用。
2.3 砂石检测
在检测砂石时应根据砂石的含泥量和密度将其分为几
个批次进行检测，同一批次应进行 2 次左右的抽样。
2.4 钢材检测
钢材是桥梁施工中的重要材料，在检测钢材时，需要对
钢材的主要性能进行检测，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
要对钢材进行力学检测，对钢结构进行拉伸、弯曲检测；第
二，要对钢材的紧固件进行力学检测，对紧固件进行抗滑
移系数、轴力检测；第三，要对钢材进行金相检测，对钢材
进行组织分析、硬度测试；第四，要对钢材的化学成分进行
检测；第五，要对钢材的涂料进行检测；第六，要开展钢材
应力测试，分析钢材关键部位的应力。
2.5 取样、试样
取样是材料检测中一项重要环节，通过对材料不同部
分的样品进行抽取，并按照检测方法进行检测，试样的质
量直接决定材料是否合格。若取样过程中发生了误差会影
响试样的结果，在材料检测中会出现试样数量不合格、没
有代表性或取样方法不合格等现象，因此科学合理的取样
才能对材料正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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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的建筑工程行业提供更为精准的检测结果，并加强
监管力度，对检测部门和检测过程进行监督和管理，对检
测数据进行记录，使其作为日后材料检测的参考，在检测
后对不合格的材料进行剔除，避免其影响工程质量，进而
提高路桥工程的施工质量。
3.2 对进场前的材料进行把关
在材料进场前施工单位应对施工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解
和掌握，包括施工图纸、设计文件、施工合同等，并对材料
的相关信息进行了解，包括其型号、尺寸、应用范围、强度
等级和生产厂家等，尤其要和高质量的供应商建立长期相
对稳定的合作关系，这样不仅能够保证材料的质量，还能
够在材料出现问题后追究责任。
3.3 对进场的材料严格管理
材料检测后就能够进场进行使用，在进场前需要相关
部门对材料进行审批，只有审批后才能加以使用。进场以
后应根据材料的使用范围进行分类，为避免现场混乱，管理
人员应安排人员对材料进行看管，并对施工人员的出入进
行登记，保证原材料不被调换。此外管理人员还应提前关
注天气预报，若遇到阴雨天应提前做好准备，很多建筑材料
受雨水后会发生侵蚀，将其使用在工程中会影响施工质量，
因此施工单位应严格把关材料，并在其进场后加强看管力
度，从而达到施工要求。
3.4 培养检测人员
检测施工材料不仅要依靠先进的技术和仪器，对技术
人员的要求也很高，国家应加强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力度，
施工单位也可将检测人员送出去学习和培训，使其能够对
施工材料进行全方面的检测和控制，从而满足工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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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提升，
道路桥梁是建筑行业中比较重要的一类工程，其与人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建筑材料质量是否合格直接关乎着工程质
量和人们的人身安全，因此在施工前应提高对材料检测和
质量控制的力度，通过取样、试样，对钢筋、混凝土、砂石等
材料进行检测，只有检测合格的材料才能进场使用。在材
料进场前应有相关部门的审批方可进场，管理人员还应安
排人员对材料进行管理，避免恶劣天气对材料的侵蚀，从
而为工程质量提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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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质量控制

3.1 健全检测机制
材料是路桥施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材料是
否合格直接决定工程质量，因此在施工前应对材料进行全
面的检测，但目前我国相关部门对材料质量控制缺少重视，
没有完善的监测机制，施工单位只能依靠实验室提供的数
据对材料进行使用。对此，相关部门应建立健全检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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