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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检验项目 检测频率 取样方法 采用标准

筛分、含泥量、泥块含量
以进场数量为一检验批，每检验批代

表数量不得超过400m
3

表观密度、堆积密度、坚固性 每一料源检验1次

含水量 混凝土开盘前必做

坚固性、棱角性 每一料源检验1次

筛分、含泥量、针片状含量、压

碎值

每批次进场检验1次，每检验批代表数

量不得超过400m
3

表观密度、堆积密度、坚固性、

碱活性
每一料源检验1次

含水量 混凝土开盘前必做

筛分、含泥量、针片状含量、压

碎值、表观密度、吸水率

每批次进场检验1次，每检验批代表数

量不得超过1000 m
3

粘附性、磨耗损失、坚固性、软

石含量、磨光值（表面层）
每一料源检验1次

筛分、液塑限、相对密度、压碎

值

每批次进场检验1次，每检验批代表数

量不得超过1000m
3

含水量 混凝土开盘前必做

1 土工
颗粒分析、界限含水量、击实试

验、室内CBR试验
每5000m

3或土质发生变化时 取具有代表性的扰动土

2
细集料（水

泥砼用）

取样前先铲除堆脚等处无代表性的部分，再在

料堆的顶部、中部和底部，各由均匀分布的几

个不同部位，抽取大致相等的8份组成一组试

样。

3
细集料（沥

青砼用）

筛分、含泥量、泥块含量、砂当

量或亚甲兰值

以进场数量为一检验批，每检验批代

表数量不得超过400 m
3

取样前先铲除堆脚等处无代表性的部分，再在

料堆的顶部、中部和底部，各由均匀分布的几

个不同部位，抽取大致相等的8份组成一组试

样。

4
粗集料（水

泥砼用）

取样前先铲除堆脚等处无代表性的部分，再在

料堆的顶部、中部和底部，各由均匀分布的几

个不同部位，抽取大致相等的15份组成一组试

样。

5

粗集料（沥

青混合料

用）

取样前先铲除堆脚等处无代表性的部分，再在

料堆的顶部、中部和底部，各由均匀分布的几

个不同部位，抽取大致相等的15份组成一组试

样。

6
集料（基层

用）

取样前先铲除堆脚等处无代表性的部分，再在

料堆的顶部、中部和底部，各由均匀分布的几

个不同部位，抽取大致相等的若干份组成一组

试样。

公路工程试验检测项目及频率汇总表

JTG E40《公路土工试验规程》
JTG F10《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
《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09版

JTG E42《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09版
JTJ041《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E42《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公路工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09版
JTG E40《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 E42《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J041《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E42《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 F40《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 E42《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J034《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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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检验项目 检测频率 取样方法 采用标准

公路工程试验检测项目及频率汇总表

外观、筛分、表观密度、含水量 每100T检验1次

亲水系数、塑性指数 每料源检验1次

从不同部位随机取样，闪光对焊取6根，搭接

焊取3根，机械连接去3根。

7 矿粉 参考袋装水泥取样

8 石料 饱水抗压强度 每一料源检验1次
建筑砌筑采用50mm±2mm圆柱体
桥梁工程砌筑采用70mm±2mm立方体
砌体工程砌筑采用70mm±2mm立方体

9 水泥

10

每批次进场检验一次，每检验批代表

数量不得超过60T，超过60T部分，没

增加40T（或不足40T的余数），增加

一个拉伸试验试样和一个冷弯试验试

样。

热轧带肋钢筋取拉伸试样2根，长度不少于

（230+5d）mm，取冷弯试样2根长度不少于

（150+5d）mm，热轧光圆钢筋取拉伸试样2

根，长度不少于（230+10d）mm，取冷弯试

样2根长度不少于（150+1d）mm

11
钢筋焊接/机

械连接

以300个同接头型式，同钢筋级别的接

头作为一批

JTG E42《公路工程集料试验规程》
JTG F40《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 D61《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
JTJ041《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E41《公路工程岩石试验规程》

GB175《通用硅酸盐水泥》
JTG E30《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砼试验规程
》
GB/T8074《水泥比表面积测定方法  勃氏
法》
GB/T1346《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
间、安定性检验方法》
GB/T17671《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ISO
法)》

GB228《金属材料  室温拉伸试验方法》
GB232《金属材料  弯曲试验方法》
GB1499.1《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1部分：热
轧光圆钢筋》
GB1499.2《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2部分：热
轧带肋钢筋》

钢筋
原材

JGJ/T27《钢筋焊接接头试验方法》
JGJ18《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细度
标准稠度用水量
凝结时间
安定性
胶砂强度

袋装水泥：以同一厂家、同品种、
同标号、同批号的水泥每200T检验
1次。
散装水泥：以同一厂家、同品种、
同标号、同批号的水泥每500T检验
1次，不同批号及不足500T的均按
一批次检验。
碱含量试验同品种、同标号的水泥
做1次

袋装水泥：每1/10编号中从一袋随机选择
20个不同部位取至少12kg；
散装水泥：每1/10编号5min内取至少
12kg；
样品取得后应存放在密封的金属容器中，
加封条。

外观
拉伸
冷弯

外观
拉伸
冷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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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检验项目 检测频率 取样方法 采用标准

公路工程试验检测项目及频率汇总表

坍落度

路面弯拉强度

钻芯劈裂强度

平整度

厚度

构造深度

厚度、空洞

实际配合比、水灰比

抗压强度

厚度

抗压强度

抗渗

每半幅车道200m2处10尺

路面摊铺宽度内每100m左右各2处，连续摊铺每100m单边1处

14 喷射砼

沿隧道长度每隔10m至少检查一个断面，再从拱顶中线起每隔2m凿孔检查1点，地质

雷达沿拱顶，拱左右拱腰各测一条线。

每工作班组检查次数不得少于2次，条件变休时应及时检查

双车道隧道每10延米至少在拱脚和边墙各取1组；其它工程每喷射50-100m
3或小于50

m
3的独立工程不得少于1组。

12
结构物水泥

混凝土

①浇筑一般体积的结构物时，每一单元结构物应制取2组；②连续浇注大体积结构

时，每80-200m
3或每一工作班应制2组；③梁板16m以下制取1组，16-30m制2组，31-

50m制3组，50m以上者不少于5组；④小型构件每批或每工作班至少应制取2组；⑤每

根钻孔桩至少应制取2组，桩长20m以上者不少于3组，桩径大、浇筑时间长时，不少

于4组；⑥坍落度每工作班或每一单元结构物不少于2次。

13
路面水泥混

凝土

15
隧道衬砌混

凝土

激光断面仪或地质雷达：每40m测一个断面

每工作班取抗压试件不少于2组，抗渗混凝土每50延米取1组

每50延米取1组

JTG E30《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
规程》
JTJ041《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F80/1《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JTG E30《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
规程》
JTG F30《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规
范》

每幅200m2处

坍落度每工作班不少于2次

每班留2-4组试件，日进度小于500m取2组，≥500m取3组，≥1000m取4组，在浇筑现

场取砼样品，应从三处以上的不同部位抽取大致相同分量的代表性样品

每车道每3公里钻取1个芯样，硬路肩为1个车道

JTJ042《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
GB50086《锚杆喷射砼支护技术规范》
JTG E30《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
规程》

JTJ042《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
JTG E30《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
规程》

坍落度
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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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试验检测项目及频率汇总表

16 水泥砂浆

重要及主体砌筑物，每工作班制取2

组；一般及次要砌筑物，每工作班制

取1组；拱圈砂浆应同时制取与砌体同

条件养护试件。

施工现场取代表性试样成型试样

17 水泥净浆
稠度、抗压强度、泌水率、膨胀

率
每工作班制取2组 施工现场取代表性试样成试样

18
水泥砼配合

比设计

每种砼强度等级至少做两种水泥的配合比设计，每种水泥砼强度等级至少做三个水灰

比，每个水灰比应拌三组相同的试样

19
水泥砂浆配

合比设计

每种砂浆强度等级至少做三个不同的配合比，水泥用量按基准配合比分别增减10%，

然后选择符合要求的配合比，所选定的砂浆配合比必须测定拌合物的稠度和强度。

20 抗拔力 锚杆安设后每300根为一检验批
锚杆安设28天后每300根至少选3根进行试验，

围岩条件或原材料变更时另取1组。

锚杆
拉拔

JTG E30《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
规程》
JGJ70《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TJ041《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F80/1《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JTG E30《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
规程》
JTJ041《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 F80/1《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JTG E30《公路工程水泥及水泥混凝土试验
规程》
GB50086《锚杆喷射砼支护技术规范》
GBJ146《粉煤灰砼应用技术规范》
JGJ/T10《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
CECS13：《钢纤维砼试验方法》
CECS38：《钢纤维砼结构设计与施工规程
》

JGJ70《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JGJ98《砌筑砂浆配合比设计规程》

GB50086《锚杆喷射砼支护技术规范》
CECS22：《岩土锚杆（索）技术规程》
JTJ042《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

稠度
抗压强度

坍落度
抗压强度
弯拉强度
抗渗性能

稠度
抗压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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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检验项目 检测频率 取样方法 采用标准

公路工程试验检测项目及频率汇总表

弯沉
弯沉检测只测路基顶面，每一双车道

评定路段（不超过1km）测80-100点
贝克曼梁或自动弯沉仪

平整度 每主200m测2处＊10尺 3m直尺

强度 每2000㎡或每工作班取1组

压实度、灰剂量 每2000m测6点

级配 每2000m测1次

闪点、溶解度、针入度指数、16

℃动力粘度、10℃延度、蜡含量

、密度、老化试验

进场时或有怀疑时检验1次，施工时每

1000T检验1次

针入度、软化点、5℃延度
每车或每200T测1次，施工时每1天检

验1次

闪点、溶解度、针入度指数、运

动粘度135℃、低温延度、弹性

恢复、老化试验

进场时或有怀疑时检验1次

贮存稳定性离析 每周1次

显微镜观测 随时

21

压实度 灌砂法或核子密度仪法

22
无机结合料

基层

路基
填方

23

进料时每200T检验1次，施工时每2-3

天测1次

24

针入度、软化点，
15℃延度

石油
沥青

改性
沥青

盛样皿：洁净、干燥带盖的光口金属器物
罐车中取样：流出4kg或4L后再取样；
沥青桶中取样：整桶加热后流出4kg或4L
后再取样；或从桶中部凿开取样，但取样
部位应距离壁5cm以上。

JTG F10《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
JTG F80/1《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JTJ057《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
验规程》
JTG E60《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J034《公路路面基层施工技术规范》
JTG F80/1《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JTJ052《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
规程》
JTG F40《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J052《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
规程》
JTG F40《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灌砂法
随机抽取代表性试样

盛样皿：洁净、干燥带盖的光口金属器物
罐车中取样：流出4kg或4L后再取样；
沥青桶中取样：整桶加热后流出4kg或4L
后再取样；或从桶中部凿开取样，但取样
部位应距离壁5cm以上。

施工过程中，每一压实层均应检验
压实度，检测频率为每1000㎡至少
2点，不足1000㎡时检验2点，必
要时可根据需要增加检验点，验收
时，每200m（四车道路基）每压实
层测8处，小于150m的填方地段
（含桥涵台背）不少于6处；
台背每50㎡检验1点，不足50㎡时
至少检验1点，每点都应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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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检验项目 检测频率 取样方法 采用标准

公路工程试验检测项目及频率汇总表

混合料外观 随时

混合料温度 逐车检测

矿料级配、沥青用量、空隙率、

稳定度、流值
每台拌合机每工作班2次

浸水马歇尔试验、冻融劈裂 必要时

动稳定度

公称最大粒径等于或小于19mm的沥青

混合料每台拌合机每工作班1次3个试

件

压实度、厚度 每2000㎡检验1组

平整度 随时

构造深度（表面层）摩擦系数

（表面层）
每200m单幅检验一处

渗水系数
公称最大粒径等于或小于19mm的沥青

混合料面层每200m单幅检验一处

26 石灰
细度、有效钙加氧化镁含量、未

消化残渣含量

每进场一批检验一次，每检验批代表

数量为100T，不足100T按一批检验
参照袋装水泥取样

JTJ057《公路工程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试验规

程》

25
沥青混凝土

面层

按照JTG E60-2008附录A随机选点办法

27 掺合料
细度、需水量比、烧矢量、含水

量、抗压强度比

每批次进场检验一次，每检验批代表

数量不得超过200T

从每批中任取10袋，每袋取试样不少于1kg，

混拌均匀后按四分法取样两份，一份试验，一

份封存留样，每份重量大于3kg

拌合场：卸料斗下方取试验要求质量的2
倍；
运料车：在装载一半或卸载一半的运料车
上用铁锹从不同高度、不同方向的取3
处，且应从3辆车中取样混合；
施工现场：摊铺未碾压前于摊铺宽度的两
侧1/2至1/3位置处取样，每摊铺一车取一
次，连续3车取样。

JTJ052《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
规程》
JTG F40《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JTG E60《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 F80/1《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GB1345《水泥细度检验方法》
GB1596《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176《水泥化学分析试验》
GBJ/T146《粉煤灰应用技术规范》
GB/T18046《用于水泥的粒化高炉矿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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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检验项目 检测频率 取样方法 采用标准

公路工程试验检测项目及频率汇总表

28 桩基 完整性 检测频率100% 无破损检验 JTG/T F81-01《公路工程基桩动测技术规范》

29 泥浆
相对密度、粘度、含砂率、胶体

率、失水率
每工作班检验1次 随机取样 JTJ041《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外观

技术指标

外观

力学性能

外观

力学性能

探伤检测 每批次进场检验一次

30 基底 地基承载力 覆盖100%，每5㎡测一点

31 水
油脂、糖类、游离酸类、PH值、

硫酸盐含量
每一水源检验一次

32 钢绞线
任选3盘，每盘取一根做拉伸，一根做松驰，

每根长度应大于100cm

33 硬度、静载锚固试验

每进场一批检验一次，每检验批代表

数量为1000套，不足1000套按一批检

验

34 预应力锚杆

每批次进场检验一次，每批检验数量

不少于锚杆总数的6%，且不得少于3

根

根据要求随机取样 GB50086-《锚杆喷射混凝土支护技术规范》

35
每批次进场检验一次，每检验批代表

数量不超过200块

每批逐个进行外观质量检查，再从检查合格的

样品中取至少3块进行物理力学性能

36

每批次进场检验一次，每检验批代表

数量不超过20块

每批逐个进行外观质量检查，再从检查合格的

样品中取至少2块进行物理力学性能

TB10018《铁路工程地质原位测试规程》
JTJ041《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GJ 63《混凝土用水标准》
JTJ 056《公路工程水质分析操作规程》

外观
机械力学性能
松驰试验

机构力学性能试验：每批次进场检
验一次，每检验批代表数量不得超
过60T。
松驰试验：同一生产厂家每一种规
格或型号检验一次

GB228《金属拉伸试验方法》
GB/T5224-《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ASTM  A416-《预应力混凝土用无涂层七丝
钢绞线》

锚具
夹片

橡胶
支座

JT3132《公路桥梁板式橡胶支座成品力学
性能检验规则》
JT/T4《公路桥梁板式橡胶支座》

球型
支座

JT391《公路桥梁盆式橡胶支座》
GB/T17955《球型支座技术条件》
GB7233《铸钢件超声探伤及质量评级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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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检验项目 检测频率 取样方法 采用标准

公路工程试验检测项目及频率汇总表

匀质性检验

拌和物性能检验

匀质性检验
①以进场的同批号产品数量为一检验

批，不同批号产品分别取样。

所取的样品应具有代表性，从三个或更多的点

样等量均匀混合而取得的试样。
GB8076《混凝土外加剂》

拌和物性能检验

②产品批号划分：根据生产厂家产量

和生产设备条件，将产品分批编号，

掺量大于1%（含1%）同品种的外加

剂每一编号为100t，掺量小于1%的外

加剂每一编号为50t，不足50t的也可按

一个批量计。

取样品两份，一份试验一份封存留样，每份重

量大于2.5升或2.5kg。
GB/T8077《混凝土外加剂匀质性试验方法》

39

水泥混凝土

路面接缝材

料

主要技术指标

每批次进场检验一次，按缝板同类产

品每检验批代表数量不超过10m
3填缝

料同品种、同标号产品每检验批代表

数量不超过20T。

每批接缝板任取三块试验，每批填缝料中任选

三桶，在桶内拌和均匀后取样，每桶取样不少

于10kg

JT/203《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接缝材料》

42 伸缩缝

外观质量、最大水平摩阻力、变

位均匀性、钢板、角钢位置、钢

板与橡胶粘结

每进场或生产一批检验一次，每检验

批代表数量为500m，不足50m按一批

检验

JT/T327《公路桥梁伸缩装置》

37 防水剂 每批次进场检验批代表超过50t
每批取样量为不少于0.2t水泥所需用的防水剂

量
JC474《砂浆、混凝土防水剂》

38 砼外加剂

40
外观检测、拉伸强度、弯曲试验

、单位面积质量、抗剪力试验

每进场一批检验一次，每检验批代表

数量为200件，不足200件按一批检验

41
预应力波纹

管

外观尺寸、集中荷载下径向刚度

、荷载作和下抗渗漏，抗弯曲渗

漏

每进场或生产一批检验一次，每检验

批代表数量为半年生产量或10000m，

不足半年生产量或10000m按一批检验

GB/T5223《预应力混凝土用钢丝》43 拉伸、冷弯试验

每进场或生产一批检验一次，每检验

批代表数量为60T，不足60T按一批检

验

高强
钢丝

钢筋
网片

GB/T1499.3《钢筋混凝土用钢筋焊接网》
JTJ041《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C/T3013《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螺旋管》
JTJ041《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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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试验检测项目及频率汇总表

44 异型钢 外观尺寸、力学性能
每进场一批检验一次，每检验批代表

数量为60T，不足60T按一批检验
GB/T11263《热轧H型钢和部分T型钢》

48
土工布土工

膜
外观、力学性能试验

每进场一批检验一次，每检验批代表

数量为5000㎡卷，不足5000㎡卷按一

批检验

JTJ T 019《公路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49 拉筋带 外观、力学性能试验

每进场一批检验一次，复合式每检验

批代表数量为10T，不足10T按一批检

验，单一式每检验批代表数量为5T，

不足5T按一批检验。

JTJ T 019《公路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45

拉伸强度、断裂延伸率、热处理

时变化率、低温弯折性、抗穿孔

性、不透水性试验

大于1000卷抽5卷，每500-1000卷抽4

卷，100-499卷抽3卷，100卷以下抽2

卷，进行规格尺寸和外观质量抽验，

以外观质量检验合格的卷材中任一卷

中取1㎡作物理力学性能检验

止水带、止

水条、透水

盲管、PVC

排水管

GB18173.1《高分子防水材料第一部分  片
材》
GB18173.2《高分子防水材料第二部分  止
水带》
GB18173.3《高分子防水材料第三部分 遇
水膨胀橡胶》
JC937《软式透水管》
GB/T18477《埋地排水用硬聚氯乙烯（PVC-
U）双壁波纹管材
埋地用聚乙烯（PE）结构壁管道系统第1部
分聚乙烯双壁波纹管材
JTG D70《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JTJ042《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

每朋同标记的止水带产量为一批抽
样，
每批不超过1000m，

46 外观、力学性能试验
每进场一批检验一次，每检验批代表

数量为500卷，不足500卷按一批检验

EVA
防水板
PVC

防水板

JTJ T 019《公路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47 外观、力学性能试验
每进场一批检验一次，每检验批代表

数量为500卷，不足500卷按一批检验
JTJ T 019《公路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拉伸强度、扯断延伸率、撕裂强

度、体积膨胀倍率试验

土工
格栅

玻纤
格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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