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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兹别克斯坦专业学者来我公司进行技术交流
2018 年度乳化沥青学术交流

会在太原召开

12 月 18 日，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习近
平发表重要讲话。40 年风雨同舟，40 年披荆斩棘，40 年砥砺
奋进。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40 年的实践，这
9条启示你一定要知道！

启示 1：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
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
彻和体现到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
各个领域。

启示 2：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
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我们的奋斗目标，践行党的根本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
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
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充分激
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

启示 3：创新是改革开放的生命。实践发展永无止境，
解放思想永无止境。
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
是有机统一。

启示 4：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我们要把命运
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
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自信”，牢牢把握
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
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启示5：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
稳定性、长期性问题。

我们要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
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启示 6：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
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
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围绕解决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社会主要矛盾，
坚决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
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努力实现更高
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启示 7：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的发展离
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
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

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推
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启示 8：打铁必须自身硬。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关键在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前进道路上，我们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

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
全党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全党执政本领，把党建
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启示 9：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
颠覆性错误。
前进道路上，我们要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

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坚持问题
导向，聚焦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入调查研究，
鼓励基层大胆探索，坚持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相衔接，不断
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
我们要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以钉钉子精神抓

好落实，确保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落到实处。我们既要敢为天
下先、敢闯敢试，又要积极稳妥、蹄疾步稳，把改革发展稳
定统一起来，坚持方向不变、道路不偏、力度不减，推动新
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本报讯（设备部 郭俊
莹）

11 月 17 日，2018
年度乳化沥青学术交流
会在龙城太原正式开幕。
会议围绕“推进我国
乳化沥青在公路工程中
不断创新技术、不断革
新机具，不断改进施工
措施，促进我国乳化沥
青技术年年有进步”的
主题，邀请了交通部公
路科学研究院、长安大
学、北京建筑大学、苏
交科集团、山东大山路
桥工程有限公司等 20 多
位嘉宾，分别从乳化沥
青、乳化剂、微表处、
冷拌冷铺、行业规范等
方面进行学术交流。来
自全国乳化沥青行业内
近百家企业、科研院所
等 200 多名代表出席本
届会议。

《乳化沥青简讯》
编辑部虎增福教授致开
幕词，山东大山路桥工
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陈际
江等全国乳化沥青行业
的专家学者的精彩报告，
让与会代表了解到了乳

化沥青行业最前沿的技
术信息和发展理念，把
握住了行业最新动态和
脉搏，对国内不同地域
乳化沥青技术的应用有
了清晰的认知，受益匪
浅。

 全国乳化沥青
学术交流会创立于 1987
年，每年举办一届，旨
在推动全国乳化沥青行
业发展，提升行业技
术，从而更好地提供应
用服务。本届会议是第
三十一届全国乳化沥青
技术交流会，会议内容
涵盖乳化剂的研发和产
品；乳化沥青与改性乳
化沥青的研究、生产与
应用、检测仪器以及相
关工程实践等。以从事
乳化沥青生产、施工单
位为主体的学术交流会，
已经成为我国乳化沥青
行业同行们沟通交流、
研讨提升的专业盛会。

本报讯（设备部 郭俊莹）
2018 年 12 月 6 日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化

学技术学院三名专业学者来我公司针对道路沥青
材料进行了技术交流。

2015 年我公司联合山东省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化学技术学院共同组建
了中 - 乌改性沥青生产自动化技术联合实验室。
通过组建联合实验室，将国内成熟的沥青改性设
备自动控制系统通过与乌方的合作交流共同组织
技术研究及转化实施，促进该国化工装备自动化
水平的提升，提升乌方新型改性沥青的生产及市
场应用，促进乌方交通基础设施及国民经济发展。

为加强双方的技术交流，乌方派研究专家代
表，来我公司针对道路沥青材料及我国沥青材料
的发展及研究现状进行了交流和学习。

我单位邀请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院专家针道
路沥青分类、道路沥青适用路面情况，路面结构

功能、路面病害种类、路面病害的产生原理、路
面病害所适用的修补方法、我国道路病害处理方
法等方面技术进行了详细的讲述和交流。

会议中，通过企业宣传片的展示，了解公司
的总体概况及科研和生产加工实力，会后参观公
司生产加工厂区及企业研究中心，了解改性沥青
生产设备的加工过程、性能检测及改性沥青生产
工艺流程，切实感受到设备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把
控及改性沥青生产技术的先进性。

通过本次技术交流，双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为乌方在从事道路沥青改性材料研究及应用的教
学和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教学资源。大大增加了中
乌两国在道路沥青改性领域方面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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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大纲顺利通过审查

本报讯（设备部 郭俊莹）

2018 年 12 月 01 日， 中 国

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

（以下简称“公路分会”）在济

南组织召开了《道路路面低噪抗

滑超表处技术规程》（以下简称

《规程》）编制大纲审查会。会

议由山西省交通科学研究院韩萍

总工程师、山西省交通厅郜玉兰

总工程师、重庆交通大学赵可教

授、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李明亮副研究员、交通运输部科

学研究院陈景研究员、山东省交

通规划设计院毕玉峰副院长、山

东交通学院张爱勤教授、同济

大学黄卫东研究员等来自公路

工程管理、规划、设计、高校、

科研、施工等单位的 8 位专家和

《规程》主编单位山东大山路桥

工程有限公司及山东省交通科学

研究院等参编单位代表参加了审

查会。

会上，《规程》主编山东大

山路桥工程有限公司介绍了《规

程》的编制背景，并对《规程》

具体内容作了详细汇报。随后，

主审专家韩萍总工程师带领专家

团队对编制大纲进行了认真审查

和讨论。一致认为：为进一步规

范低噪抗滑超表处技术的应用，

使之在设计、施工、验收等环节

形成统一标准，制订《规程》必

要、及时。《规程》编制大纲

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明确、内容全

面，前期基础工作扎实，参编人

员分工合理，实施方案总体可

行，可满足编制工作的需求。同

时，针对《规程》的名称、技术

定位和章节优化等提出了意见和

建议。

低噪抗滑超表处是一种新型

路面预防性养护技术，通过专用

设备，将层间界面剂、粘结料、

集料、表面保护剂等材料分层同

步洒布、摊铺，形成一定厚度的

表面磨耗层，具有噪音低、抗滑

能力突出的特点。与普通的预防

性养护方法相比，本《规程》重

点提出了低噪抗滑超表处预防性

养护方法，实现五位一体同步施

工，是一种具有独特材料控制指

标、施工工艺及功能的技术。同

时，《规程》明确了层间界面剂、

粘结料、集料、表面保护剂具体

的性能指标及要求，规范了施工

工艺。随着低噪抗滑超表处技术

的成熟和生产成本不断降低，该

工艺在未来的预防性养护中具有

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次编制大纲审查会的成功

召开，为《规程》下一步编制工

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规程》

的制订将进一步提高我国路面低

噪抗滑超表处技术水平，更好地

适应我国公路预防性养护需求，

对明确低噪抗滑超表处的技术指

标及适用范围、促进低噪抗滑超

表处技术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意

义。

第十二届（2018）道路建设
与养护技术论坛开幕
大山展位前人气火爆

改革开放 40 年，这 9条启示你一定要知道！

本报讯（设备部 郭俊莹）

2018年12月5日-7

日，由交通运输部公路

科学研究院、中国公路

学会道路工程分会主办

的“第十二届（2018）

道路建设与养护技术

论坛”在昆明召开。来

自国内行业多位资深专

家与 400 多名与会代表

就路面建设与养护过程

中的绿色科技与品质提

升进行专题研讨和交

流，共同助力交通运输

“十三五”转型发展。

开幕当天，山东大

山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展

位中所展示的低噪抗滑

精罩面、含砂雾封层、

封水抗滑抗裂路面贴等

公路养护新技术、新工

艺展示吸引众多参会代

表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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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内新生代民

营性质的公路养护技术

企业，大山路桥一直以

创新引领企业发展，自

主研发推出的公路养护

新工艺、新设备、新

材料在全国各地得到大

规模推广应用，获得用

户的一致好评，公司将

继续充分利用高新技术

提升传统产业，将产品

经营、科技推广、人才

培养相结合，不断为建

养更好功能道路而努

力。

大山路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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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路桥

                                 

最大的挑战和突破在于用人，而用人最大的突破在于信任人。——马云

2018 年 12 月 22 日

一切节省，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省。——马克思

大山路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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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貌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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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讯】

2018 年 11 月 18 日， 我 公 司
参加西藏自治区交通厅、西藏天
路和长安大学出版社共同主办的
科技创新人才培训班，并作会议
交流；

2018 年 11 月 18 日， 我 公 司
参加乳化沥青学术交流会并作主
旨演讲；

2018 年 11 月 23 日， 江 西 省
鹰潭市 S207 省道蛟洵线水泥路面
白改黑项目开工；

11 月 29 日起，京台高速济南
养护所委托我公司采用低温施工
材料——液体高黏改性沥青和封
水抗滑抗裂路面贴对其管养范围
内微表处局部脱落进行修补；

2018 年 11 月 30 日， 孟 加 拉
BG 公司及溧阳云龙建设公司的代
表到我公司就孟加拉 BG 公司 50
万吨 / 年沥青项目进行现场验收；

2018 年 12 月 1 日，《道路路
面低噪抗滑超表处技术规程》大
纲评审会在山东省交科院会议室
举行，来自山西省交通厅、山西
省交通科学研究院、山东省交通
规划设计院等单位的专家及主、
参编单位代表参加了上述会议；

2018 年 12 月 6 日，乌兹别克
斯坦塔什干化工学院副院长一行
三人来公司考察，同时我公司邀
请山东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樊亮研
究员就沥青及沥青混合料技术做
报告；

2018 年 12 月 6 日，第十二届
道路建设与养护技术论坛在昆明
召开，陈际江总经理作大会主旨
演讲：养护新技术、新材料研发
应用；

2018 年 12 月 5 日，山西省交
控集团常务副总考察山西闻垣高
速养护路面。

2018 年 12 月 5 日，江西省公
路局领导考察江西省鹰潭市 S207
省道蛟洵线水泥路面白改黑实施
路面。

2018 年 12 月 6 日，第十二届
道路建设与养护技术论坛在昆明
召开，陈际江总经理作大会主旨
演讲：养护新技术、新材料研发
应用。

2018 年 12 月 11 日， 孟 加 拉
BG 公司 50 万吨 / 年沥青项目的
改性沥青、乳化沥青、调和沥青
装置相关物资经检验合格，装箱
发货；

2018 年 12 月 22 日

一带一路·设备工程如火如荼 
3.4 集料

3.4.1具有较高硬度和耐磨性能的干燥石料，

集料质量应符合表 3.4.1 的规定。

3.4.2 低噪抗滑精罩面用集料的粒径范围应

符合表 3.4.2 的规定。

3.5 表面保护剂

由热固交联型高分子粘结材料、高模量材料、

乳化剂等组成。

3.6 防凝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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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材料组成设计

4.1 一般规定

4.1.1 低噪抗滑精罩面的材料组成设计，应

充分考虑使用要求、公路等级、原路面状况、交

通量、气候条件等因素，合理选择低噪抗滑精罩

面类型，并通过试验确定各材料指标及用量。

4.1.2 低噪抗滑精罩面施工前应对原路面进

行调查，原路面应具有足够的结构强度，对于高

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以下道路，应采用６

个月以内按照《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 

H20）的方法检测的路面结构强度指数（PSSI）、

路面行驶质量指数（RQI）和路面状况指数（PCI）

等 3项来判断。其中 PSSI 和 RQI 为检验指标，

PCI 为判断指标，即在 PSSI 和 RQI 满足要求的

前提下，以 PCI 为标准判断路面是否适宜采用该

技术进行处治。具体路况指数应符合表 4.1.2 的

相关要求。

4.1.3 实施低噪抗滑精罩面的原路面应具有

良好的整体稳定性，若原路面局部出现了坑槽、

沉陷、拥包、车辙、龟裂等结构性病害，应先按

现行国家、行业相关标准要求对病害进行处治，

原路面局部病害相关指标应满足表 4.1.3 的要

求。

4.1.4 当原路面不满足表 4.1.2 和表 4.1.3

的要求时，可对原路面的重大缺陷采取修复措施。

修复后的路面达到表 4.1.2 和表 4.1.3 要求时，

可采用低噪抗滑精罩面进行预防性养护。

4.1.5 低噪抗滑精罩面按施工厚度不同，分

为Ⅰ型 3mm、Ⅱ型 6mm 和Ⅲ型 8mm（Ⅰ型和Ⅱ型

复合施工）,各类型的适用范围如下：

（1）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及以下等级公路

和市政道路的沥青或水泥路面出现路面老化、轻

度麻面、微裂缝、渗水、抗滑性不足等病害，宜

选择Ⅰ型（厚度 3mm）精罩面。

（2）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及以下等级公路

和市政道路的沥青或水泥路面出现路面老化、中

度麻面、微裂缝、渗水、抗滑性不足等病害，宜

选用Ⅱ型（厚度 6mm）精罩面。

（3）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及以下等级公路

和市政道路的沥青或水泥路面的坡道、弯道或出

现较为严重病害，宜选用Ⅲ型（厚度 8mm）精罩

面；

（4）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及以下等级公路

和市政道路的沥青路面出现车辙，先采用应力吸

收层或微表处对车辙进行填补，然后根据上述三

项原则，选择 I型、II 型或 III 型精罩面对路

面进行整体处治。

（5）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及以下等级公路

和市政道路的沥青或水泥路面易形成凝冰路段，

在 I型、II 型或 III 型精罩面加入防凝冰剂，

形成具有防凝冰功能精罩面。 

4.1.6 低噪抗滑精罩面通常的材料用量范围

可参照表 4.1.6。

4.2 材料组成设计方法与步骤

4.2.1 根据沥青或水泥混凝土类型、公路等

级、原路面构造深度、路面结构强度指数（PSSI）、

路面行驶质量指数（RQI）和路面状况指数（PCI）

等指标，参照低噪抗滑精罩面原材料用量范围表

4.1.6 进行选择确定。

（1）界面剂用量设计：根据原路面构造深

度、老化程度、洁净度，当构造深度大、老化严

重、洁净度差的路面宜选择上限，反之宜选择下

限。

（2）集料用量设计：根据原路面构造深度

及麻面程度，当构造深度大，麻面严重时宜选择

上限，当构造深度小、无麻面时宜选择下限。

（3）结合料用量设计：根据公路等级、交

通量及气候条件，高等级公路、交通量大、温差

大路面宜选择上限，低等级公路、交通量小、温

差小路面宜选择下限。

（4）表面保护剂用量：施工温度高时宜选

择上限，施工温度低时宜选择下限。

（5）防凝冰剂用量：根据气候条件，温度

低于 -10℃、低温周期长、降雪量大、背阴路段

宜选择上限，环境温度 -10~0℃，低温周期短、

降雪量小宜选择下限。

4.2.2 应选择工程拟采用的各材料进行材料

材料组成设计。低噪抗滑精罩面材料材料组成设

计按下列步骤进行：

（1）根据原路面信息，采用原路面取芯或

在试验室制作与原路面类型、构造深度、表层沥

青膜状态等相接近的试板。

（2）根据以往经验初选层间界面剂、乳化

高黏改性沥青 /液体高黏改性沥青、集料、表面

保护剂的用量，参考 T 0752-2011 稀浆混合料

湿轮磨耗、T0961-1995 构造深度、T0971-2008

渗水系数、附录 A在试板上按精罩面施工工艺制

备试件。

（3）参考 T 0752-2011 稀浆混合料湿轮磨

耗、T0961-1995构造深度、T0971-2008渗水系数、

附录A检测相应试件，试件指标应满足表4.2.2，

根据各试件的测试情况，在外观、粘结强度、构

造深度和渗水系数均达标的前提下，选择最优用

量出具试验报告，并在预施工路段施工试验段。

4.2.3 可通过在预施工路段施工试验段，直接确

定各材料用量。

（未完待续）

低噪抗滑精罩面（超表处）技术指南（2）

12月 4日，巴基斯坦 PKM 项目五分部 55 公里沥
青上下基层全线贯通，完成“百日奋战”关键节点
目标，全面转入路面磨耗层施工，力争春节前完成
全部路面工程。我公司在该项目中承担改性沥青生
产线的安装及改性沥青和乳化沥青的生产工作。

公司员工自入住该项目工地以来，勤勤恳恳，不
分昼夜，严格按照甲方要求完成各项任务，在 2018
年上半年进度落后的局面下，根据“百日奋战”节
点目标要求，员工们奋勇争先，克服了时间紧、任
务重、交叉作业干扰等因素影响，最终圆满完成任
务。

根据施工计划，倒排工期，统筹安排，
集中力量加强了对工、料、机生产要素的配置与管理，
积极优化生产方案，科学配置各项资源，明确职责
分工，细化工作安排，严把安全质量关。

公司员工充分发扬工匠精神，保安全、抓工序、
创精品！任重道远更需策马扬鞭，下阶段，在磨耗
层施工过程中，继续加班加点再战百天，为 PKM 项
目“施工生产大会战”的全面胜利努力拼搏！

（文 /设备部 郭俊莹）

巴基斯坦 PKM 项目顺利完成基层全线贯通

我公司顺利完成孟加拉 BG 公
司 50 万吨 /年沥青项目配套设备
发货。

孟加拉Bashundhara Group（简
称“BG”）公司 50 万吨 /年沥青
项目于2017年立项开工，经业主、
设计院、总包方的多轮考察评估，
该项目的改性沥青装置、乳化改
性沥青装置、调和沥青装置由山
东大山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负责配
套生产安装。2018年 12月 11日，
我公司顺利完成该项目全部配套

设备的发货。

该项目配套设备生产历时 8个
月，公司员工严格按照设计要求，
精选优质材料，运用公司专有技
术，严把质量关，对每个部件经
过严格审核和试用调试。

为保证工程能够顺利完成，员
工加班加点。在各部门的极力配
合下，设备部顺利完成了此次生
产任务，经过业主及总包方的现
场验收，所有生产设备及配套资
料和手续完全符合合同规定及要
求，整装待发。并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完成所有货物的发货。
此次发货共包括 11 个集装箱

和 200 吨散货，经由上海港装船
离境，装置预计于 2019 年上半年
安装调试完成，届时该项目提供
的改性、乳化剂调和沥青产品将
对提升孟加拉国的公路建养水平
起到积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文 /设备部 郭俊莹）

孟加拉 BG 公司 50 万吨 /年沥青项目配套设备发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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