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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路面养护与保存技术交流会暨 2018 the 
11th ISSA China Workshop 成功召开

公司产品在“第三届全国沥青路面建设与养
护技术研讨会”中受到专家认可

我们的国家，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19 世纪末，一位中国人正在过桥，他身后

有两个美国人，打赌他会不会游泳，然后两人

一使劲，把他扔进河里，淹死。然后，就没有

然后了……

1903 年，中国驻美外交官谭锦镛，在旧金

山遭毒打，美国人狂叫：“凡是中国人都得挨打!”

咽不下这口气，他自杀了……

那时，我们还没有国家。

八国联军侵华，却要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

白银。这是著名的庚子赔款：当时中国人口是

四亿五千万，也就是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

人赔一两白银！

1898 年，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 ,“租借”99

年；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 ,“租借”25 年；

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 ,“租借”99 年……谁都

可以来中国家门，肆意霸占。

那时，我们还没有国家。

那时，日本教育自己的孩子尊严、体面，然而，

却用刀尖挑着中华民族的婴儿取乐；中国老百

姓卖儿卖女，是悲催的常态。

 那时，中国很多公园门口都写着：华人与

狗不得入内。

那时，我们还没有国家。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

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至此，中国人才有了自己的国家。

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不要忘记：

为了这一天，我们中国人抗争了 100 多年，光

是一个抗日战争我们就牺牲了将近三千万的同

胞！

可是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如同水洗一般地贫穷：

所有的火柴叫洋火，因为我们造不出火柴；

铁钉都叫洋钉，因为我们造不出铁钉，更不要

说钢铁产业了；穷得 5 个人穿一条裤子。

城乡几乎找不到完整见着房子，到处是残垣

断壁，整个中国的 GDP，还不如一个在地图上连

自己名字都差点写不下的比利时……

没有武，汽车、石油和化肥。旧社会留下的

是娼妓，流浪儿，地痞流氓和文盲。所有的工

业核心技术被人卡着脖子！ 

但是：为了中国的崛起，无数的有识之士从

海外回到中国。

其中有一个人，为了完成大国重器的梦想，

隐姓埋名 28 年，放弃发表任何一篇学术论文的

权利，演算纸在屋中堆了几十个麻袋！

他，就是邓稼先！

1964 年，中国有了自己的原子弹！

因受核辐射，邓稼先患了癌症。临终前，他

最大心愿是国庆节去看天安门。

他今生最后一句话是： 不要让人家把我们

落得太远…… 

中国有无数个邓稼先。共和国的大厦，是成

千上万的邓稼先用血汗建设起来的！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意味着什么 ?

曾经，纽约的华人区有这样一个餐馆，老板

要求所有华人员工要向餐馆的客人下跪服务。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成

功！这一天，餐馆老板宣布：今天起，中国员

工不需下跪服务了！老板说，能造出原子弹的

民族是优等民族。

改革开放后，有人嘲笑，“能让一个人口众

多的民族改变，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

圈。”

可是，中国将无数不可能变成可能： 曾经，

我们飞行员惊羡美国 F22 在天空腾飞，如今，

歼 20 让西方人艳羡不已；

曾经，我们的渔民在钓鱼岛被驱赶抓捕，如

今，渔政船巡航钓鱼岛已成常态；曾经，面对

他国侵占南海岛礁，我们只能抗议，如今，人

工填造的美济岛、渚碧岛、永暑岛已成南海不

沉的航母！

还有，发射天宫二号，造航母，探测火星，

建设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建设北斗！……

这些工程和盛世繁华的意义在哪里，跟普通

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

答案在于：这些看似与我们无关的国之重器，

给我们造就了一个和平繁荣的时代，给我们尊

严，给我们安全感，让我们可以放心的生活。

今天我们拥有的和平、尊严与平等，是无数

英雄先烈用生命与血性换来的！

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终于再度成

为成了一个东方大国，而且它正值青春期，虽

然脸上长着青春痘，但是依然可以感受他体内

的那股洪荒之力。

中国今天创造的奇迹，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

看，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经济、国际地位或体

制建设某个单一维度上，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中

国的社会结构。今天的中国不再是一个传统社

会，一个农业社会，而是一个商业社会、工业

社会，并且几乎和全球同步进入信息社会。

正是由于全球化、工业化、城市化，中国也

终于打破朝代更替、自我循环的发展演变模式。

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崛起真正是“几千年未

有之变局”。

这样的绝境，这样的奋斗史，除了中国，我

不相信其他国家能做到！

即使换做老牌发达国家，当这样的苦难降临，

我也不相信他们能够挺住。不论境况多么艰难

困苦，不论敌人多么拔山盖世，英雄的人民始

终在隐忍，在坚持，咬着牙、流着泪、心中默

念着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断进取，不

断牺牲，斩荆棘，曝风霜，克服一切。

这种对抗苦难的能力，从大禹治水流传至今，

这是纯正的中国魂 !

本报讯（设备部 郭俊莹）
2018 年 11 月 1 日， 由 中 国

公路学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沥
青路面建设与养护技术研讨会”
在南京开幕。中国公路学会副秘
书长梅君，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副
厅长金凌，山东大山路桥工程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际江等三十余位
领导、专家出席会议并作主题报
告。本次研讨会得到了山东大山
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大力
支持。

沥青路面在我国发展，经历了
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从早期沥
青材料缺乏，广泛修建半刚性基
层沥青路面开始，到大规模修建
沥青路面后出现的早期病（损）害，
到现在我国铺装了世界最大规模
的高速公路沥青路面，公路科技
人员一直在研究和探索适合我国
各地复杂、多样化地理环境和气
候特点的沥青路面建设与养护技

术，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随着沥青路面应用的越来越广泛，
通车里程越来越长，越来越多的
管理和科技工作者开始关注沥青
路面建设和养护技术，希望能了
解和学习该领域最新、最前沿的
技术和工艺。顺应行业需求，本
次研讨会在主题会场的基础上，
还设置了建设、养护及智能检测
与评估三个平行论坛，让参会代
表对我国沥青路面创新技术发展
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和学习。

总经理陈际江在会上针对养护
新材料与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做
了主题演讲，公司在此次会议中
做了产品展示台，与会专家领导
到展示台前就公司新养护技术做
了详细的咨询，低噪抗滑精罩面
技术及五步同步施工洒布设备得
到专家们的高度赞扬，并表示期
望达成合作机会。

本报讯（设备部 郭俊莹）
2018 年 10 月 22 日至 23 日，2018 中

国路面养护与保存技术交流会暨 2018 the 
11thISSA China Workshop 在十三朝古都
西安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新型道路材料
国家工程实验室（NLARM）、国际稀浆罩
面协会（ISSA）共同主办，苏交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和江苏省公路学会承办，中国
乳化沥青协会（筹）、长安大学公路学院
和美国路面保存中心（NCPP）协办，并得
到了山东大山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等十八家
赞助单位的鼎力支持。

本次会议以“乳化沥青：面向路用性
能规范”为主题，吸引了来自近 300 名国
内外从事公路建设管理、科研、设计、施工、
监理、养护与质量检测单位的管理人员及
技术人员参会。

会中，新型道路材料国家工程实验
室主任曹荣吉研究员和 ISSA 前主席 Dave 
Welborn 先生分别代表主办方致辞。随后

的交流环节，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路面
长期保存与智能养护技术、养护重大装备
与技术、养护新模式、预防性养护技术最
佳实践以及 ISSA 年会最新动态。其中，
山东大山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际江
先生就“养护新技术、新材料的研发和应
用”与与会代表进行交流发言。

目前，中国公路网已从“建设为主”
跨入“建养并重，以养为主”的时代，路
面养护拥有着巨大的市场，养护技术突飞
猛进，新型的预防性养护技术层出不穷，
但是养护作业施工、材料市场等鱼龙混杂，
标准化、规范化缺失。此次会议的召开为
国内路面养护与保存相关从业者提供了一
个交流的平台，学习国外先进理念，分享
自身经验，共同探讨中国路面养护与保存
技术的现状与未来发展方向，通过业内人
士的群策群力，使中国路面养护与保存技
术的发展拥有一个值得期待的未来。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道路路面低噪抗滑超表处技术规程》

大纲讨论会顺利召开

本报讯（设备部 郭俊莹）

为促使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标准《道路路面低噪抗滑超表处技术

规程》的编制工作更加专业、严谨、

顺利。2018 年 10 月 27 日，我公司

成功组织召开本标准编制大纲讨论

会。会议邀请了本次标准的主审专家

及参编单位的主要参编人员。

会议过程中，专家们分别对标准

的工作大纲和编制大纲中各个条款进

行了详细的讨论，并根据现有标准大

纲的不足提出了修改意见。同时，为

保证后期标准初稿顺利进行，专家们

针对“道路路面低噪抗滑超表处技术”

需要调研的领域、调研的方法、检测

的指标以及准备的文件提出了自己的

意见。整个会议在热烈而有序的氛围

中度过。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道路路面低噪抗滑超表处技术规程》

是我公司于 2018 年 6 月底申请成功

的团体标准，公司作为主编单位与多

家科研院所及行业标杆单位合作共同

编制。编制组将严格遵守《中国工程

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公路工程）管

理导则》，制定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体现国家技术、经济政策，适

应公路工程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

要的标准。同时，保证该标准与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协调配套，保证该标

准具有先进性、工程实用性、与现有

规范的一致性和严谨性。

《道路路面低噪抗滑超表处技术

规程》的编制工作时间为 2 年，在这

期间，公司在保证研发投入的同时，

将加大调研力度，确保标准编制工作

的顺利完成。

“路面低噪抗滑超表处关键技术研究”
荣获山东公路学会科学技术优秀成果奖

一等奖

建国 69 周年，这盛世，如您所愿！

本报讯（设备部 郭俊莹）

2018 年 9 月 18 日，山东公路学

会在济南召开了第六次会员代表大

会。会议邀请了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副

厅长司家军、中国公路学会副秘书长

梅君、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学会部部

长葛玉芝，就席主席台的还有山东公

路学会第五届副理事长李洪修、邢长

彦、秘书长杨永顺。大会还有来自全

省公路建设行业的 140 多名会员代表

参加了会议。

梅君副秘书长、葛玉芝部长以及

司家军副厅长分别进行了发言，对第

五届理事会工作给予了肯定，第六届

理事会提了工作要求。

会议分两部分进行，首先通过了

第五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

《章程》修改案以及选举办法，选举

产生了第六届理事会、监事。然后召

开了第六届一次理事会议，选举产生

了常务理事、理事长、副理事长、秘

书长，会议还通过了经秘书长提名的

副秘书长以及九个专业委员会。

会议还对获得“山东公路学会

2017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山

东公路优秀工程师”、“山东公路学

会科学技术优秀成果奖” 获得者进

行了表彰。

我公司“路面低噪抗滑超表处关

键技术研究”荣获山东公路学会科学

技术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该技术适

用于路面抗滑性不足等轻、中度病

害的预防性养护，具有行车噪音低

（相当于 SMA-13 结构），摩擦系数

高（≥ 55BPN），封水（渗水系数为

≤10ml/min），延缓反射裂缝，保护、

美化原路面，

快速开放交通

（2~4h 开放交

通），使用寿

命长（4~6年），

节能环保、绿

色低碳、性价

比高；在易形

成凝冰路面，

加入防凝冰材

料，具有防凝

冰功能。

大山路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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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性战略调整，把创新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习近平

2018 年 11 月 01 日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不创新就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 习近平

大山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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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讯】

2018 年 7 月 9 日，溧阳云龙建
设、山东中天设计院与我公司就
孟加拉BG公司项目进行中期对接；

2018 年 7 月 10 日，交通运输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示范交流会在
齐鲁交通发展集团顺利召开，我
公司受邀做大会交流；

2018 年 7 月 12 日，延安机场
连接线项目部和中铁十八局领导
和专家到公司考察低噪抗滑精罩
面项目；

2018 年 7 月 20 日，封水抗滑
抗裂路面贴研发成功，开始试验
性应用和室外评价，效果良好；

2018 年 7 月 24 日，四川达州
宣汉 G210 国道养护段领导和专家
到公司考察低噪抗滑精罩面项目，
双方还共同参观考察了精罩面技
术主要技术支持方山东省交通科
学研究院，并进行技术交流；

2018 年 7 月 25 日，菏泽公路
局材料处领导来公司考察交流；

2018 年 7 月 27 日，邢台市政
领导来到京台高速德州段低噪抗
滑精罩面施工现场考察交流；

2018 年 8 月 23 日，我公司中
标济宁金鹏乳化改性沥青设备项
目；

2018 年 8 月 27 日，首个夜间
施工的市政项目德州市东风中路
预防性养护施工开工；

2018 年 9 月 8 日，上海市浦东
新区金科路含砂雾封层预防性养
护项目开工；

2018 年 9 月 29 日，实施滨州
S427 省道含砂雾封层试验段；

2018 年 10 月 3 日，滨州 S427
省道含砂雾封层预防性养护项目
开工；

2018 年 10 月 8 日，京台高速
济南段水泥路面白改黑项目开工，
该项目为低噪抗滑精罩面首次在
水泥混凝土路面坡道上实施应用；

2018 年 10 月 5 日，浙江舟山
西堠门、金塘跨海大桥钢桥面环
氧沥青混凝土路面预防性养护项
目开工，该项目为低噪抗滑精罩
面在钢桥环氧沥青混凝土路面上
的首次大面积应用，其中西堠门
大桥为世界第二大跨度的钢箱梁
悬索桥；

2018 年 10 月 18 日，西藏自治
区公路局日喀则分局曲水公路养护
段防凝冰含砂雾封层预防性养护项
目开工，该项目为我公司在 3500m
以上高海拔地区的首个项目，项目
将对施工材料的抗紫外线、抗大温
差等性能进行全面验证。

2018 年 11 月 01 日

严寒将至·热情不减

前   言

为规范低噪抗滑精罩面的设计、试验、施工、

质量控制和验收，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要求，由

山东大山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山东省交通科学研

究院、中路高科（北京）公路技术有限公司、中

国交建公路路面养护技术研发中心、公路养护技

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中交瑞通路桥养护科技有限公司等单

位组成编制组，编写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家、

行业和地方标准、规范，并广泛征求了有关专家

意见，编制完成《低噪抗滑精罩面技术指南》。

本指南主要包括：材料、材料用量设计、应

用领域、施工要求、施工机械、质量控制和验收

等内容，作为低噪抗滑精罩面设计、施工、质量

控制、检测、验收等依据。

主编单位：山东大山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院、中路高

科（北京）公路技术有限公司、中国交建公路路

面养护技术研发中心、公路养护技术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中公高科养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

交瑞通路桥养护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陈际江、张海燕、马士杰、侯

芸、李强、台电仓、王立志、樊亮、曹东伟、郭

洪、房建宏、胡迟春、于新、林江涛、李杰、李

永振、董元帅、郭留杰

1 总则

1.0.1 为指导低噪抗滑精罩面的设计、试验、

施工、质量控制和验收，特制定本指南。

除遵照本指南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及行业

颁布的相关标准、规范。

1.0.2 低噪抗滑精罩面可以用于道路路面的

预防性养护、抗滑性不足的矫正性养护：

（1）高速公路，一、二级公路以及市政道

路的沥青混凝土、水泥混凝土路面、桥面、隧道

道面的预防性养护；

（2）新建或改扩建高速公路，一、二级公

路以及市政道路的沥青路面、水泥混凝土桥面的

表面磨耗层。

（3）具体包括：

①沥青路面轻、中度病害的表处养护；

②钢桥面环氧沥青路面轻、中度病害处治：

路面疲劳裂纹、老化，网裂等；

③水泥路面白改黑、轻中度病害的表处养

护；

④沥青、水泥路面抗滑性不足；

⑤隧道轻中度病害的表处养护，不降低路面

与隧道拱顶间的垂直距离，行车噪音低；

⑥桥梁轻中度病害的表处养护，不增加桥梁

自重；

⑦车道轻中度病害的表处养护，不影响其它

车道排水，保证行车安全；

⑧低噪抗滑精罩面与微表处或应力吸收车辙

填补组合，更加有效的填补车辙，并形成低噪抗

滑功能层；

⑨在易形成积雪冻冰的路面，通过加入具有

缓释功能的防凝冰材料，形成防凝冰低噪抗滑功

能层，减少路面冰雪灾害。

2 术语

2.0.1 低噪抗滑精罩面（Low noise and 

anti-skid precise overlay）

低噪抗滑精罩面技术，是一种新型路面预防

性养护工艺。该技术是依次将层间界面剂 -> 乳

化高黏改性沥青 / 液体高黏改性沥青 -> 耐磨抗

滑降噪集料 -> 乳化高黏改性沥青 / 液体高黏改

性沥青->表面保护剂，使用专用设备“五位一体”

同步联铺，形成Ⅰ型厚度 3mm、Ⅱ型厚度 6mm 和

Ⅲ型厚度 8mm（Ⅰ型和Ⅱ型复合施工）的低噪抗

滑精罩面。适用于路面抗滑性不足等轻、中度病

害的预防性养护，具有以下显著特点：行车噪音

低（相当于SMA-13结构），摩擦系数高（≥55BPN），

封水（渗水系数为≤10ml/min），延缓反射裂缝，

保护、美化原路面，快速开放交通（2~4h 开放

交通），使用寿命长（4~6 年），节能环保、绿

色低碳、性价比高；在易形成凝冰路面，加入防

凝冰材料，具有防凝冰功能。

2.0.2 层间界面剂（Interlayer interface 

agent）

依据界面化学原理所开发，含有表面活性剂、

高分子粘结剂和沥青再生剂或水泥增强剂等材

料，分沥青路面专用和水泥路面专用。增强对原

路面的渗透，再生老化沥青或补强水泥，提高层

间粘结力，15℃拉拔试验粘结强度≥ 1.0MPa，

能够防止片状脱落，促进新养护层更好的与基层

结合，同时能将老化松脆的路面及粒料、粉尘进

行有效裹覆和固化，从而提高新养护层与基面的

粘结能力。

2.0.3 乳化高黏改性沥青 / 液体高黏改性

沥 青（Emulsified high viscosity modified 

bitumen/Liquid high viscosity modified 

bitumen）

乳化高黏改性沥青分高温型和严寒型，是采

用复合改性沥青、乳化剂、高分子乳液（氯丁或

聚氨酯）、水，通过乳化改性沥青设备制备而成

的高性能乳化高黏改性沥青，在环境温度 >15℃

时使用。而液体高黏改性沥青是采用复合改性沥

青、环保稀释剂制得的常温液态高粘改性沥青，

在环境温度 <15℃时使用。

乳化高黏改性沥青以及液体高黏改性沥青其

蒸发残留物指标全面优于常用改性乳化沥青，其

优越的性能是保证低噪抗滑精罩面长寿命的最根

本要素。

2.0.5 集料（Aggregate）

集料根据不同施工类型由单一粒径或级配粒

径的玄武岩、辉绿岩或闪长岩、高弹橡胶颗粒等

组成。

2.0. 6 表 面 保 护 剂（Surf a c e 

protectant）

由热固交联型高分子粘结材料、高模量材料、

乳化剂等组成，同步喷洒于新养护层最表层并快

速凝结，形成不粘轮保护膜，能够改善新养护层

早期的粘轮现象，缩短开放交通时间。同时，通

过喷洒掺混到乳化高黏改性沥青内的表面保护剂

又可以对表层的乳化高黏改性沥青二次改性，提

高新养护层的表层强度、耐磨性、耐高低温和耐

老化性能，延长新养护层使用寿命。

2.0.7 防凝冰剂（Anti-icing agent）

由多元醇、有机酸盐、憎水剂、高分子材料

等组成，不含氯盐，为环保型防凝冰剂，可掺混

于乳化高黏改性沥青 / 液体高黏改性沥青和表面

保护剂中，降低路表水的冰点和结冰附着力。

2.0.8 最佳预养护时间（Optimal time of 

PPM）

    道路使用一定时间后，其结构强度充足，

但路表会出现结合料老化、裂缝、抗滑性不足和

渗水增大等病害，特别是水损害，更加快了病害

的扩展速度，所以应尽早采取适用的不增加结构

承载力的养护措施；改善路面的功能状况，实现

恢复、提高、保护原路面功能、延长使用寿命、

消除行车安全隐患、节约后期养护费用。

3 材料

3.1 一般规定

低噪抗滑精罩面使用的各种材料经取样检验

合格后方可使用。

3.2 层间界面剂

含有表面活性剂、高分子粘结剂和沥青再生

剂或水泥增强剂等材料，分沥青路面专用和水泥

路面专用。

3.3 乳化高黏改性沥青 / 液体高黏改性沥

青

3.3.1 乳化高黏改性沥青和液体高黏改性沥

青均分高温型和严寒型。

3.3.2 乳化高黏改性沥青和液体高黏改性沥

青，改性剂剂量（改性剂有效成分占纯沥青的质

量百分比）不宜 <10%。

3.3.3 乳化高黏改性沥青技术指标应符合

表 3.3.1、液体高黏改性沥青技术指标应符合表

3.3.2 的规定。

（未完待续）

低噪抗滑精罩面（超表处）技术指南（1）
随着公路建设的飞速发展，公路里程数量及质量

有了较大提高，然而由于交通量的迅速增长，车辆
重载、超载现象严重，致使路面早期病害频繁发生，
严重影响道路的正常使用功能和使用寿命。为了有
效缓解养护管理工作量快速增加、养护资金缺口大、
环境污染严重等带来的压力，提高路网效率，除了
加快养护管理体制与养护运行机制改革、加大养护
资金的投入外，全面推行预防性养护已成为必然趋
势。

目前，广泛应用在路面预防性养护技术有（含砂）
雾封层、稀浆封层、微表处、薄层罩面等，然而受地域、
施工环境及技术本身缺陷等因素影响，已不能完全
满足当今道路预防性养护的需要。努力开发新的预
防性养护材料，提高材料性能；在养护功能方面将
预防性养护薄层化，增加封水效果、提高抗滑性能、
降低噪音、保护原路面、路面耐久以及功能复合化（融
雪防凝冰、尾气吸收等）已经成为预防性养护的发
展趋势。

★山西运城闻垣高速低噪抗滑精罩面施工
山西运城闻垣高速 2010 年 12 月 8 日，正式通车

运营。全线采用 4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其中垣
曲蒲掌至绛县冷口段设计时速为 80 公里 /小时，路
基宽度为 24.5 米 ; 绛县冷口至闻喜东镇段，设计时
速为 100 公里 /小时，路基宽度为 26 米。全线桥涵
设计汽车荷载等级为公路Ⅰ级。

在路面基础良好的情况下，对路面实施低噪抗滑
精罩面施工，施工时温度 -8℃。

施工路面

山西省交控集团领导考察路面
★江西鹰潭 S207 蛟洵线（水泥路面白改黑）

施工后路面

江西省公路局领导路面考察
★ G309 威海马石店 + 双顶山隧道（水泥路面白改

黑）

★西藏曲水（沥青路面）

★世界第二跨悬索桥浙江西猴门大桥（环氧沥青
混凝土钢桥面）

低噪抗滑超表处技术是新材料和新技术的集成创
新成果。该技术在材料、施工工艺明显不同于目前常
见预防性养护技术，是一种具有独特材料控制指标、
施工工艺及功能的技术。并在现有技术指标的及出
生，不断研发新的预防性养护材料，来适应水泥路
面、桥梁、隧道路面的要求，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同时不断延长了施工期限，施工温度在逐渐降低，
扩宽了预防性养护工期。

从工程实体长期跟踪数据显示，相比于现有各类
表处类预防性养护技术，低噪抗滑超表处的具有抗
滑性能、封水性能优良，噪音低、粘附力更强、结
构更稳定、不受标高及自重等限制、适用路面及病
害类型更广等特点。（文 /设备部 郭俊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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