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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冷拌环氧沥青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一种冷拌环氧沥青材料，包括A部分和

B部分；所述的A部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沥

青100份；环氧沥青稀释剂5～50份；环氧沥青增

容剂10～50份；环氧沥青固化剂5～50份；所述的

B部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环氧树脂40～100

份，环氧树脂稀释剂5～50份；所述A部分与B部分

的重量比为（0.5～5）:1。在本发明中，沥青稀释

剂和环氧稀释剂使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在室温

下具有较好的施工流动性，可以很容易渗透到路

面裂缝中进行修补；同时可以常温下搅拌使用，

无需进行加热和保温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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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冷拌环氧沥青材料，由A部分和B部分组成；

所述A部分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

所述B部分由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组成：

环氧树脂                  40～100份；

环氧树脂稀释剂            5～50份；

所述A部分与B部分的重量比为(0.5～5):1；所述环氧沥青稀释剂是苯乙烯、甲基丙烯

酸甲酯、甲基丙烯酸乙酯与甲基丙烯酸丙酯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环氧沥青增容剂是环氧大豆油、环氧硬酯酸、环氧硬酯酸甲酯、环氧硬酯酸乙酯、

环氧硬酯酸丙酯、环氧硬酯酸丁酯、环氧硬酯酸戊酯、环氧硬酯酸己酯、环氧硬酯酸庚酯、环

氧硬酯酸辛酯与聚环氧乙烷硬脂酸中的至少一种；

所述环氧树脂稀释剂是苯乙烯氧化物、苯基缩水甘油醚、2-甲苯缩水甘油醚、对甲酚缩

水甘油醚、2-缩水甘油苯基缩水甘油醚、2，6-二缩水甘油苯基缩水甘油醚、N，N-二(缩水甘

油基)苯胺、苄基缩水甘油醚、邻苯二甲酸二缩水甘油酯、四氢邻苯二甲酸二缩水甘油酯、六

氢邻苯二甲酸二缩水甘油酯中的至少一种。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冷拌环氧沥青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环氧沥青固化剂是脂肪

胺类固化剂、脂环胺类固化剂、芳香胺类固化剂与聚酰胺类固化剂中的至少一种。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冷拌环氧沥青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环氧树脂是双酚A型环

氧树脂、双酚F型环氧树脂、双酚S型环氧树脂、双酚AD型环氧树脂与间苯二酚环氧树脂中的

至少一种。

4.一种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冷拌环氧沥青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将沥青与环氧沥青稀释剂、环氧沥青增容剂、环氧沥青固化剂一起加入到普通的反

应釜中搅拌混合，得到环氧沥青材料的A部分；

b)将环氧树脂和环氧树脂稀释剂一起加入到普通的反应釜中搅拌混合，得到环氧沥青

材料的B部分；

c)将所述步骤a)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A部分与步骤b)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B部分搅拌

混合，得到环氧沥青材料，所述的A部分与B部分的重量比为(0.5～5):1；

所述步骤a)与所述步骤b)无先后顺序。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与b)中的搅拌混合时间各

自独立地为5～300min，步骤c)中的搅拌混合时间为5～30min。

6.根据权利要求4或5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与b)中的拌搅混合温

度各自独立地为室温～180℃，步骤c)中的搅拌混合温度为室温。

7.一种权利要求1～3任意一项所述的冷拌环氧沥青材料或权利要求4～6任意一项所

制备的冷拌环氧沥青材料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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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述的A部分与B部分按照重量比为(0.5～5):1混合，得到环氧沥青材料；

将所述环氧沥青材料直接铺设于路面，或与集配石料混合后铺设于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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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冷拌环氧沥青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以在室温下搅拌混合、施工的一

种冷拌环氧沥青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公开的环氧沥青材料在室温下为半流体膏状，在铺装使用时，必需在严

格的高温控制下进行加热，使其黏度达到200cp左右，如美国ChemCo环氧沥青的拌和温度为

121℃，日本TAF环氧沥青的拌和温度为180℃。而且，经过拌和好的环氧沥青集料必须在保

温条件下从拌和站运输至施工现场，这样造成一方面由于外加热使环氧沥青的生产能耗

高，同时由于必须进行保温运输造成施工时运输难度大，另一方面环氧沥青在加热过程中，

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沥青烟气，对施工者的身体和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

[0003] 因此，如何降低环氧沥青的施工温度，减小施工运输难度，尤其是针对路面或桥梁

出现小面积修补时，常规环氧沥青严格的操作条件对修补施工带来比较大的困难，开发能

够在室温下拌和使用的环氧沥青材料成为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冷拌环氧沥青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在本发明中，沥青

稀释剂和环氧稀释剂使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在室温下具有较好的施工流动性，可以很容易

渗透到路面裂缝中进行修补；同时可以常温下搅拌使用，无需进行加热和保温运输；环氧沥

青增容剂可以有效改善沥青和环氧树脂之间的相容性。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提供的环氧

沥青材料的平均拉伸强度为2.53MPa，断裂伸长率为255%，马歇尔稳定度平均可达58KN，动

稳定度更是超过24500次/mm，表现为极为优良的抗车辙性能；材料在-20℃的条件下放置

24h后，劈裂时材料呈现韧性断裂，表现出本材料优良抗低温性能。剥离强度平均值为

45.7MPa，能与基础地基有较好的粘接性。

[000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冷拌环氧沥青材料，包括A部分和B部分；

[0006] 所述A部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07]

[0008]

[0009] 所述B部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10] 环氧树脂                40～100份；

[0011] 环氧树脂稀释剂          5～50份；

[0012] 所述A部分与B部分的重量比为（0.5～5）:1。

[0013] 优选的，所述环氧沥青稀释剂是苯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乙酯与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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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烯酸丙酯中的至少一种。

[0014] 优选的，所述环氧沥青增容剂是环氧大豆油、环氧硬酯酸、环氧硬酯酸甲酯、环氧

硬酯酸乙酯、环氧硬酯酸丙酯、环氧硬酯酸丁酯、环氧硬酯酸戊酯、环氧硬酯酸己酯、环氧硬

酯酸庚酯、环氧硬酯酸辛酯与聚环氧乙烷硬脂酸中的至少一种。

[0015] 优选的，所述环氧沥青固化剂是脂肪胺类固化剂、脂环胺类固化剂、芳香胺类固化

剂与聚酰胺类固化剂中的至少一种。

[0016] 优选的，所述环氧树脂是双酚A型环氧树脂、双酚F型环氧树脂、双酚S型环氧树脂、

双酚AD型环氧树脂与间苯二酚环氧树脂中的至少一种。

[0017] 优选的，所述环氧树脂稀释剂是苯乙烯氧化物、苯基缩水甘油醚、对甲酚缩水甘油

醚、2-缩水甘油苯基缩水甘油醚、2，6-二缩水甘油苯基缩水甘油醚、邻苯二甲酸二缩水甘油

酯、四氢邻苯二甲酸二缩水甘油酯与六氢邻苯二甲酸二缩水甘油酯中的至少一种。

[001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冷拌环氧沥青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

步骤：

[0019] a）将沥青与沥青稀释剂、环氧沥青增容剂、环氧沥青固化剂一起加入到普通的反

应釜中搅拌混合，得到环氧沥青材料的A部分；

[0020] b）将环氧树脂和环氧稀释剂一起加入到普通的反应釜中搅拌混合，得到环氧沥青

材料的B部分；

[0021] c）将所述步骤a）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A部分与步骤b）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B部分

拌搅混合，得到环氧沥青材料，所述A部分与所述B部分的重量比为（0.5～5）:1；

[0022] 所述步骤a）与所述步骤b）无先后顺序。

[0023] 优选的，所述步骤a）与b）中的拌搅混合时间各自独立地为5～300min，步骤c）中的

拌搅混合时间为5～30min。

[0024] 优选的，所述步骤a）与b）中的拌搅混合温度各自独立地为室温～180℃，步骤c）中

的拌搅混合温度为室温。

[002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冷拌环氧沥青材料和上述技术方案所述方

法得到的冷拌环氧沥青材料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6] 将所述A部分与B部分按照重量比为（0.5～5）:1混合，得到环氧沥青材料；

[0027] 将所述环氧沥青材料直接铺设于路面，或与集配石料混合后铺设于路面。

[002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冷拌环氧沥青材料，包括A部分和B部分；所述A部分包括以下重

量份的组分：沥青100份；沥青稀释剂5～50份；环氧增容剂10～50份；环氧沥青固化剂5～50

份；所述B部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环氧树脂40～100份，环氧稀释剂5～50份；所述A部

分与B部分的重量比为（0.5～5）:1。在本发明中，沥青稀释剂和环氧稀释剂使得到的环氧沥

青材料在室温下具有较好的施工流动性，可以很容易渗透到路面裂缝中进行修补；同时可

以常温下搅拌使用，无需进行加热和保温运输。室温下即可拌合使用降低了环氧沥青材料

使用的能耗，同时可以有效避免加热时沥青烟气对操作工人身体的损伤，真正实现了绿色

节能环保的要求。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提供的环氧沥青材料在20℃的黏度约为180cp。

[0029] 另外，本发明提供的环氧沥青材料包括环氧沥青增容剂，提高了基质沥青和环氧

树脂两相间的相容性，从而提高了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的综合性能；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

提供的环氧沥青材料的平均拉伸强度为2.53MPa，断裂伸长率为255%，马歇尔稳定度平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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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58KN，动稳定度更是超过24500次/mm，表现为极为优良的抗车辙性能；材料在-20℃的条

件下放置24h后，劈裂时材料呈现韧性断裂，表现出本材料优良抗低温性能。剥离强度平均

值为45.7MPa，能与基础地基有较好的粘接性。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1中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的扫描电镜照片。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冷拌环氧沥青材料，包括A部分和B部分；

[0032] 所述A部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33]

[0034] 所述B部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

[0035] 环氧树脂                  40～100份；

[0036] 环氧树脂稀释剂            5～50份；

[0037] 所述A部分与B部分的重量比为（0.5～5）:1。

[0038] 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普通的改性沥青和环氧沥青材料在室温下为半流体膏状，

在铺装使用时，必需在严格的高温控制下进行加热，使其黏度达到200cp左右才能施工应

用，如美国ChemCo环氧沥青的拌和温度为121℃，日本TAF环氧沥青的拌和温度为180℃；而

且，经过拌和好的环氧沥青集料必须在保温条件下从拌和站运输至施工现场。本发明提供

的环氧沥青材料包括环氧沥青稀释剂和环氧树脂稀释剂使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在室温下

具有较好的施工流动性，可以很容易渗透到路面裂缝中进行修补；同时可以常温下搅拌使

用，无需进行加热和保温运输，同时在室温下即可拌合使用，降低了环氧沥青材料使用的能

耗，同时可以有效避免加热时沥青烟气对操作工人身体的损伤，真正实现了绿色节能环保

的要求。

[0039] 本发明提供的环氧沥青材料包括A部分和B部分，所述的A部分和B部分的重量比为

（0.5～5）:1，优选为（1～4）:1，更优选为（2～3）:1。

[0040] 在本发明中，按重量份计，所述的A部分包括100份的沥青，本发明对所述的沥青种

类和来源没有特殊的限制，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沥青的种类和来源即可。在本发明

中，所述的沥青优选为石油沥青、氧化沥青、煤沥青与湖沥青中的至少一种。

[0041] 在本发明中，按重量份计，所述的A部分包括5～50份的环氧沥青稀释剂，优选为10

～45份，更优选为15～40份。本发明在沥青材料中加入沥青稀释剂，使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

在室温下具有较低的黏度，从而使其在室温下即具有较好的施工流动性，可以很容易渗透

到路面裂缝中进行修补；能够在室温下与石料拌合使用。本发明中使用的环氧沥青稀释剂

具有极高的反应活性，在不添加或少量添加引发剂的情况下即可发生聚合反应生成长链分

子结构，进一步优化所制备的环氧沥青的交联网络结构和力学性能。即，本发明中使用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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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沥青稀释剂在使用初期时可以有效降低环氧沥青的黏度，增加施工的可操作性，在使用

的后期可以充当固化交联剂，完善环氧沥青的固化结构和力学性能。在本发明中，所述的环

氧沥青稀释剂苯乙烯、甲基丙烯酸甲酯、甲基丙烯酸乙酯与甲基丙烯酸丙酯中的至少一种。

本发明对所述的环氧沥青稀释剂来源没有特殊的限制，采用上述的沥青稀释剂的市售商品

即可。

[0042] 在本发明中，按重量份计，所述的A部分包括10～50份的环氧沥青增容剂，优选为

15～45份，更优选为20～40份。在本发明中，所述的环氧沥青增容剂分子链中一端所含有的

非极性碳链可以有效地和沥青相容，另一端所含的环氧基团可有效地和环氧树脂相容，改

善了基质沥青和环氧树脂两相间的相容性，从而提高了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的综合性能；

同时，分子链中所含有的环氧基团，也可以与环氧沥青固化剂发生交联反应，进一步增加了

沥青和环氧树脂之间的相容性，提高了沥青材料的机械强度和稳定性。在本发明中，所述的

环氧沥青增容剂是环氧大豆油、环氧硬酯酸、环氧硬酯酸甲酯、环氧硬酯酸乙酯、环氧硬酯

酸丙酯、环氧硬酯酸丁酯、环氧硬酯酸戊酯、环氧硬酯酸庚酯、环氧硬酯酸辛酯与聚环氧乙

烷硬脂酸中的至少一种。本发明对所述的环氧增容剂来源没有特殊的限制，采用上述环氧

增容剂的市售商品即可。

[0043] 在本发明中，按重量份计，所述的A部分包括10～50份的环氧沥青固化剂，优选为

15～45份，更优选为20～40份，最优选为25～35份。在本发明中，所述的环氧沥青固化剂是

脂肪胺类固化剂、脂环胺类固化剂、芳香胺类固化剂与聚酰胺类固化剂中的至少一种。在本

发明中，所述环氧沥青固化剂的分子链结构能够在沥青和环氧树脂之间形成柔性的桥架结

构，提高了得到的沥青材料的机械强度和稳定性，有效地改善了沥青材料的脆性，使得到的

环氧沥青材料具有较高的韧性；同时，本发明中使用的环氧沥青固化剂为胺类固化剂，具有

较高的反应活性，可以在比较低的温度下与环氧树脂发生交联反应，在较短时间即可形成

比较高的固化强度，有利于道路修补后的快速开放。本发明对所述环氧沥青固化剂的来源

没有特殊的限制，可以采用环氧沥青固化剂的市售商品，如可以采用牌号为650的聚酰胺环

氧固化剂。

[0044] 在本发明中，按重量份计，所述的B部分包括40～100份的环氧树脂。在本发明中，

所述的环氧树脂是双酚A型环氧树脂、双酚F型环氧树脂、双酚S型环氧树脂、双酚AD型环氧

树脂和间苯二酚环氧树脂中的至少一种，优选为双酚A型环氧树脂、双酚AD型环氧树脂和间

苯二酚环氧树脂中的至少一种。本发明对所述环氧树脂的来源没有特殊的限制，采用本领

域技术人员认可的环氧树脂的市售商品即可，如可以采用牌号为E-51、中国石化集团巴陵

石化有限责任公司出售的环氧树脂。

[0045] 在本发明中，按重量份计，所述的B部分包括5～50份的环氧树脂稀释剂，优选为10

～45份，更优选为15～40份。本发明在环氧沥青材料中加入环氧稀释剂，使得到的环氧沥青

材料在室温下具有较低的黏度，从而使其在室温下即具有较好的施工流动性，能够在室温

下与石料拌合使用。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环氧树脂稀释剂按是否具有反应活性，可以分为

非活性环氧树脂稀释剂和活性（反应型）环氧树脂稀释剂，非活性稀释剂的作用仅仅是降低

体系的黏度，不能参与相关的化学反应，与非活性环氧树脂稀释剂相比，活性（反应型）环氧

树脂稀释剂不仅可以有效降低环氧树脂的黏度，增加施工流动性，而且因为其分子链上含

有可以反应的环氧基团，因而可以与环氧沥青固化剂发生固化交联反应，而改善环氧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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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固化效果，增加环氧树脂固化产物的韧性。在本发明中，环氧树脂稀释剂是苯乙烯氧化

物、苯基缩水甘油醚、对甲酚缩水甘油醚、2-缩水甘油苯基缩水甘油醚、2，6-二缩水甘油苯

基缩水甘油醚、邻苯二甲酸二缩水甘油酯、四氢邻苯二甲酸二缩水甘油酯与六氢邻苯二甲

酸二缩水甘油酯中的至少一种。本发明对所述的环氧稀释剂来源没有特殊的限制，采用上

述环氧稀释剂的市售商品即可，如可以采用牌号为632的缩水甘油醚类环氧稀释剂。

[004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上述技术方案所述一种冷拌环氧沥青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47] a）将沥青与沥青稀释剂、环氧沥青增容剂、环氧沥青固化剂一起加入到普通的反

应釜中搅拌混合，得到环氧沥青材料的A部分；

[0048] b）将环氧树脂和环氧稀释剂一起加入到普通的反应釜中搅拌混合，得到环氧沥青

材料的B部分；

[0049] c）将所述步骤a）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A部分与步骤b）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B部分

拌搅混合，得到环氧沥青材料，所述A部分与所述B部分的重量比为（0.5～5）:1；

[0050] 所述步骤a）与所述步骤b）无先后顺序。

[0051] 按照本发明，所述A部分与B部分均与上所述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0052] 在本发明中，可以插入一些上述步骤中未提到的本领域技术人员认可的混入其他

物质的步骤。混入的物质的种类和加入量没有特殊的限制，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认可的物

质即可。

[0053] 本发明先将沥青与沥青稀释剂、环氧沥青增容剂、环氧沥青固化剂一起加入到普

通的反应釜中，在室温～180℃的条件下在搅拌5～300min，得到环氧沥青材料的A部分。本

发明提供的方法将各组分直接一次性加入到反应容器中，与现有技术中公开的A部分中各

组分分批加入相比，本发明提供的方法无需采用专用的胶体磨进行高速分散，更无需通入

氮气保护反应或使用冷凝水回流数小时的复杂操作。本发明提供的方法工艺控制简单，设

备占用少，只要将A部分的各组分直接一次性加入到普通的反应釜中，混合均匀即得到A部

分。在本发明中，所述沥青、沥青稀释剂、环氧沥青增容剂和环氧沥青固化剂的种类和重量

比与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0054] 本发明先将环氧树脂与环氧稀释剂一起加入到普通的反应釜中，在室温～180℃

的条件下在搅拌5～300min，得到环氧沥青材料的B部分。在本发明中，所述环氧树脂、环氧

稀释剂的种类和重量比与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0055] 本领域技术人员公知，常规的改性沥青和环氧沥青材料在施工应用的时候，必须

先在专门的拌和楼下进行高温（150-180℃）拌和后，利用专用的沥青保温车（120℃）运输至

施工现场，技术存在材料拌和能耗高、运输难度大等缺点。本发明将所述A部分与B部分在室

温（20℃）下混合5～30min，得到环氧沥青材料，所述A部分与所述B部分的重量比为（0.5～

5）:1。本发明提供的环氧沥青材料中A部分与B部分在室温（20℃）下混合，即可得到环氧沥

青材料，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环氧沥青材料无需进行加热使用和保温运输，A部

分和B部分在室温下混合后即具有较低的黏度，能够保证施工时必须的流动性。降低了环氧

沥青材料使用的能耗，同时可以有效避免加热时沥青烟气对操作工人身体的损伤，真正实

现了绿色节能环保的要求。在本发明中，所述环氧树脂的种类、A部分与B部分的重量比与上

述技术方案所述的一致，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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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上述技术方案所述一种冷拌环氧沥青材料或上述技术方案所

述方法得到的一种冷拌环氧沥青材料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7] 将所述A部分与B部分按照重量比为（0.5～5）:1在室温下混合，搅拌后得到环氧沥

青材料；

[0058] 将所述的冷拌环氧沥青材料直接铺设于路面，或将所述的冷拌环氧沥青材料在室

温下与集配石料混合后，铺设于路面。

[0059] 本发明提供的冷拌环氧沥青材料在使用前，将A部分与B部分在室温下混合，搅拌

后得到冷拌环氧沥青材料直接铺设于路面；也可以将得到的冷拌环氧沥青材料在室温下与

集配石料混合，铺设于路面。本发明得到的冷拌环氧沥青材料还可用于路面灌缝修补，也可

以城市干道、公共汽车停靠站以及机场路面铺设和高速公路及道桥等要求较高的场合。

[006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冷拌环氧沥青材料，包括A部分和B部分；所述A部分包括以下重

量份的组分：沥青100份；环氧沥青稀释剂5～50份；环氧沥青增容剂10～50份；环氧沥青固

化剂5～50份；所述B部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环氧树脂40～100份，环氧树脂稀释剂5～

50份；所述A部分与所述B部分的重量比为（0.5～5）:1。在本发明中，环氧沥青稀释剂和环氧

树脂稀释剂使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在室温下具有较好的施工流动性，可以很容易渗透到路

面裂缝中进行修补；同时可以常温下搅拌使用，无需进行加热和保温运输。室温下即可拌合

使用降低了环氧沥青材料使用的能耗，同时可以有效避免加热时沥青烟气对操作工人身体

的损伤，真正实现了绿色节能环保的要求。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提供的环氧沥青材料在20

℃的黏度约为180cp。

[0061] 另外，本发明提供的环氧沥青材料包括环氧沥青增容剂，提高了基质沥青和环氧

树脂两相间的相容性，从而提高了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的综合性能；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结

果表明，本发明提供的环氧沥青材料的平均拉伸强度为2.47MPa，断裂伸长率为280%，马歇

尔稳定度平均可达60KN，动稳定度更是超过25000次/mm，表现为极为优良的抗车辙性能；材

料在-20℃的条件下放置24h后，劈裂时材料呈现韧性断裂，表现出本材料优良抗低温性能。

剥离强度平均值为45MPa，能与基础地基有较好的粘接性。

[0062] 为了进一步说明本发明，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环氧沥青材料及其制备

方法和使用方法进行详细地描述，但不能将它们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63] 实施例1

[0064] 准确称取30g沥青（牌号为70号的壳牌沥青，下同），10g环氧沥青稀释剂苯乙烯（购

自天津博迪化工有限公司，下同），17g环氧沥青增容剂环氧硬酯酸辛酯（购自武汉金诺化工

有限公司，下同），10g环氧固化剂聚酰胺650（购自上海树脂厂有限公司，下同），加入到80℃

的普通反应釜中搅拌60min，得到环氧沥青材料的A部分；称取8g环氧树脂稀释剂632（购自

烟台市裕盛化工有限公司），20g环氧树脂（牌号为E-51，购自中国石化集团巴陵石化有限责

任公司，下同），加入到80℃的反应釜中搅拌45min，得到环氧沥青材料的B部分；然后将环氧

沥青材料的A部分和环氧沥青材料的B部分加入到常温反应釜中搅拌20min，混合均匀后将

得到的混合物料冷却至室温，即得环氧沥青材料。

[0065] 对实施例1中得到的环氧树脂沥青材料的性能进行测试，得到测试结果如表1所

示。

[0066] 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实施例1中得到的环氧树脂沥青材料进行测试，得到其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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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电镜照片，如图1所示。

[0067] 实施例2

[0068] 准确称取30g沥青，12g沥青稀释剂苯乙烯，15g环氧沥青增容剂环氧硬酯酸辛酯，

12g环氧固化剂聚酰胺650，加入到80℃的普通反应釜中搅拌60min，得到环氧沥青材料的A

部分；称取8g环氧树脂稀释剂632，20g环氧树脂，加入到80℃的反应釜中搅拌45min，得到环

氧沥青材料的B部分；然后将环氧沥青材料的A部分和环氧沥青材料的B部分加入到常温反

应釜中搅拌20min，混合均匀后将得到的混合物料冷却至室温，即得环氧沥青材料。

[0069] 对实施例2中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的性能进行测试，得到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70] 实施例3

[0071] 准确称取30g沥青，10g环氧沥青稀释剂甲基丙烯酸甲酯，15g环氧沥青增容剂环氧

硬酯酸辛酯，12g环氧固化剂聚酰胺650，加入到80℃的普通反应釜中搅拌60min，得到环氧

沥青材料的A部分；称取10g环氧树脂稀释剂632，20g环氧树脂，加入到80℃的反应釜中搅拌

45min，得到环氧沥青材料的B部分；然后将环氧沥青材料的A部分和环氧沥青材料的B部分

加入到常温反应釜中搅拌20min，混合均匀后将得到的混合物料冷却至室温，即得环氧沥青

材料。

[0072] 对实施例3中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的性能进行测试，得到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73] 实施例4

[0074] 4.1准确称取300g沥青，100g环氧沥青稀释剂甲基丙烯酸甲酯，170g环氧沥青增容

剂环氧硬酯酸辛酯，100g环氧固化剂聚酰胺650，加入到室温下的普通反应釜中搅拌60min，

得到环氧沥青材料的A部分；称取80g环氧树脂稀释剂632，200g环氧树脂，加入到室温下的

反应釜中搅拌60min，得到环氧沥青材料的B部分；然后将环氧沥青材料的A部分和环氧沥青

材料的B部分加入到常温反应釜中搅拌30min，混合均匀后将得到的混合物料冷却至室温，

即得环氧沥青材料。

[0075] 4.2将4.1中得到的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与AC-10的集配石料按油石比为7.0%:1的

比例混合，得到环氧沥青混凝土材料。

[0076] 对4.1中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与4.2中得到的环氧沥青混凝土材料的性能进行测

试，得到测试结果如表1所示。

[0077] 本发明检测得到的沥青材料的性能，具体过程如下：

[0078] 按照标准号为GBT1040.3-2006的国家标准《塑料拉伸性能的测定第3部分：薄塑和

薄片的试验条件》中记载的方法对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的拉伸强度和断裂伸长率进行检

测。

[0079] 按照标准号为GB/T2790-1995的国家标准《胶粘剂180度剥离强度试验方法挠性材

料对刚性材料》中记载的方法对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的剥离强度进行检测。

[0080] 根据标准号为JTJ052-2000的行业标准《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中

记载的方法试验了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的可操作时间、热固性、马歇尔稳定度、动稳定度、

冻融劈裂强度比、抗拉弯强度、弯曲劲度模量和最大弯拉应变。

[0081] 环氧沥青材料的低温劈裂是将固化完全的环氧沥青板材，制备成裤形撕裂样条，

在-20℃的条件下放置24h后，取了后立即用拉伸试验机拉伸，设定拉伸速度为100mm/min，

测量温度为23±2℃，直至样条断裂，在光学显微镜拍摄断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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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表1为本发明实施例1～4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和环氧沥青混凝土材料的性能测试

结果。

[0083] 表1环氧沥青和环氧沥青混凝土材料的性能测试结果

[0084]

[0085] 由表1可以看出，环氧沥青材料固化后的拉伸强度平均值为2.53Pa，断裂延伸率平

均值为255%，均远远超过美国环氧沥青技术指标（拉伸强度≥1.5Mpa，断裂延伸率≥200%）

的要求，证明该种材料很好的兼顾了强度和韧性这两大指标。

[0086] 本发明提供的环氧沥青材料与石料混合得到的沥青混凝土经养生后混合料的马

歇尔稳定度已经达到58KN，体现出本环氧沥青材料的优良弹性和胶结性能，从侧面反映出

该种环氧沥青混合料的优良力学性能和路用性能。

[0087] 本发明环氧沥青混合料经冻融循环后，冻融劈裂强度平均高达90%，超过技术指标

所要求的75%，说明本材料的具有较为优异的水稳定性能。

[0088] 80℃条件下的动稳定度试验完成后，动稳定度达到24500次/mm以上。优异的抗车

辙能力体现出本发明得到的环氧沥青混合料出色的高温稳定性能，能很好满足钢箱梁桥面

夏日70℃的高温下的路用性能，避免高温下出现车辙病害。

[0089] 低温弯曲试验结果很好的满足了技术指标，体现出本发明得到的环氧沥青混合料

在保有高强度的同时，也具有良好的低温抗裂性。其低温的柔韧性对于满足钢箱梁桥面变

形较大的特点意义十分重大。

[0090] 由以上实施例可知，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环氧沥青材料，包括A部分和B部分；所述A

部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沥青100份；环氧沥青稀释剂5～50份；环氧沥青增容剂10～50

份；环氧沥青固化剂5～50份；所述B部分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分：环氧树脂40～100份，环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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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脂稀释剂5～50份；所述A部分与所述B部分的重量比为（0.5～5）:1。在本发明中，环氧稀

释剂使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在室温下即具有较好的施工流动性，从而使其无需加热使用和

保温运输，能够在室温下即与石料拌合使用，且具有较长的可操作时间。室温下即可拌合使

用降低了环氧沥青材料使用的能耗，同时可以有效避免加热时沥青烟气对操作工人身体的

损伤，真正实现了绿色节能环保的要求。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提供的环氧沥青材料在20℃

的黏度约为180cp，在室温下即具有较低的黏度，保证了使用时必要的流动性；粘度达到

1000cp的时间为86.7min，使得环氧沥青材料具有较长的可操作时间，大大减缓了施工压

力。

[0091] 另外，本发明提供的环氧沥青材料包括环氧增容剂，提高了基质沥青和环氧树脂

两相间的相容性，从而提高了得到的环氧沥青材料的综合性能；而且在本发明中，环氧沥青

固化剂能够在沥青和环氧树脂间形成柔性的桥架结构，进一步增加了沥青和环氧树脂之间

的相容性，提高了沥青材料的机械强度和稳定性，有效改善了沥青材料的脆性，使得到的环

氧沥青材料具有较高的韧性。实验结果表明，实验结果表明，本发明提供的环氧沥青材料的

平均拉伸强度为2.53MPa，断裂伸长率为255%，马歇尔稳定度平均可达58KN，动稳定度更是

超过24500次/mm，表现为极为优良的抗车辙性能；材料在-20℃的条件下放置24h后，劈裂时

材料呈现韧性断裂，表现出本材料优良抗低温性能。剥离强度平均值为45.7MPa，能与基础

地基有较好的粘接性。

[0092]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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