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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

及其制备方法，所述极薄磨耗层由下列组分按质

量配制而成：100份矿料、5.5~7 .0份SBS改性沥

青、0.5‑6.0份增强剂、0.1~0.5份沥青路面用木

质素纤维，其矿料中包含2.36~4.75mm规格粗集

料70~90份、0~2.36mm的细集料5~15份以及填料5

~15份，其铺覆成型的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

的公称最大粒径为4.75mm，铺装层厚度为10mm～

20mm。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既可用于原路面

的加铺罩面也可用于原路面单车道铣刨重铺，所

铺筑的极薄磨耗层具有良好的封水、抗滑和降噪

效果。本发明成本低、施工简便，适于大规模推广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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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质量份的原料：

100份的矿料、5.5~7.0份SBS改性沥青、0.5~6.0份增强剂，0.1~0.5份沥青路面用木质

素纤维；

其中，所述矿料中包含2.36~4.75mm规格粗集料70~90份、0~2.36mm的细集料5~15份以

及填料5~15份，粗集料、细集料与填料的质量份之和为100份；

所述粗集料为玄武岩或辉绿岩；

所述细集料为石灰岩机制砂或石屑，2.36mm筛孔通过率大于90%，0.075mm筛孔通过率

小于10%，砂当量不低于65%；

所述填料为石灰岩矿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其特征在于，所述矿料中粗集料、

细集料与填料的级配范围为：

9.5mm筛孔通过率为100%、4.75mm筛孔通过率为90%~100%、2.36mm筛孔通过率为18%~
36%、1.18mm筛孔通过率为16%~26%、0.6mm筛孔通过率为14%~24%、0.3mm筛孔通过率为12%~
20%、0.15mm筛孔通过率为10%~18%、0.075mm筛孔通过率为8%~16%。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其特征在于，所述增强剂为聚酰胺

树脂、脲醛树脂、萜烯树脂中任意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4.一种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以权利要求1~3所述的任一

一种组份的原料制备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将上述材料拌和生产出沥青混合料，出料

温度在170～190℃，摊铺温度不低于160℃，控制压实后层厚为10mm～20mm，空隙率为4%～

6%，沥青饱和度为65%～75%，即得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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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工程材料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沥青路面服役一定年限后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表层功能性病害，如松散、裂缝、

抗滑性能迅速衰减等，从而影响路面的使用性能和寿命。针对沥青路面结构强度良好而表

面出现功能性病害的养护，是沥青路面预防性养护技术研究热点之一。

[0003] 目前路表病害的养护措施主要有雾封层、微表处、就地热再生、铣刨重铺和

Novachip超薄磨耗层等技术。这些技术中，雾封层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路面的抗滑性能；而

微表处可以改善路面的抗滑性能，但受交通、气候等因素影响，微表处在部分地区的应用没

有达到预期效果；就地热再生和铣刨重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路面的抗滑性能，但存在

施工工艺较复杂、造价相对较高、抗滑性能衰减较快等问题。Novachip超薄磨耗层作为一种

典型养护技术在高速公路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Novachip超薄磨耗层对原材料要求高、不

能用于单车道铣刨重铺、工程造价也较高。

[0004] 超薄磨耗层是将10～25mm厚的沥青混合料摊铺在新建或旧沥青路面上，形成表面

抗滑磨耗层，这种罩面结构具有抗滑、降噪、减少水雾、抗车辙和抗磨耗等优良性能，作为一

种常见的养护措施，已经得到大范围的推广应用，但是超薄磨耗层技术在应用中也容易出

现坑槽、飞散等病害，严重影响到超薄罩面的使用寿命。

[0005] 因此，需要开发一种用于沥青路面预防性养护的高性能极薄罩面的沥青混合料，

其能够减薄罩面厚度、降低工程造价。

[0006] 中国专利CN201710675813.4授权了一种用于极薄罩面的小粒径开级配沥青混合

料，开级配沥青混合料空隙大，混合料易老化、耐久性相对较差，需采用特种沥青，造价较

高，另外开级配只能用于原路面全段面加铺或者全断面铣刨重铺，不能用于单车道铣刨重

铺。

[0007] 中国专利CN201610121647.9授权了一种由集料、矿粉、印尼布敦岩沥青、基质沥青

和聚酯纤维制备的超薄沥青混合料，厚度可为20~25mm，成本需60~70元/m2，该超薄磨耗层

厚度相对较厚，成本相对较高。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一种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及其制备方法，

这种极薄磨耗层材料具有良好的封水、抗滑和降噪效果，既可用于原路面的加铺罩面也可

用于原路面单车道铣刨重铺，以解决上述技术背景中的缺陷。

[0009] 本发明所解决的技术问题采用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一种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包括以下质量份的原料：

100份的矿料、5.5~7.0份SBS改性沥青、0.5~6.0份增强剂，0.1~0.5份沥青路面用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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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纤维；

其中，所述矿料中包含2.36~4.75mm规格粗集料70~90份、0~2.36mm的细集料5~15份以

及填料5~15份，粗集料、细集料与填料的质量份之和为100份。

[0010] 作为进一步限定，所述矿料中粗集料、细集料与填料的合成级配范围为：

9.5mm筛孔通过率为100%、4.75mm筛孔通过率为90%~100%、2.36mm筛孔通过率为18%~
36%、1.18mm筛孔通过率为16%~26%、0.6mm筛孔通过率为14%~24%、0.3mm筛孔通过率为12%~
20%、0.15mm筛孔通过率为10%~18%、0.075mm筛孔通过率为8%~16%。

[0011] 作为进一步限定，所述粗集料为玄武岩或辉绿岩。

[0012] 作为进一步限定，所述细集料为石灰岩机制砂或石屑，2.36mm通过率大于90%，

0.075mm筛孔通过率小于10%，砂当量不低于65%。

[0013] 作为进一步限定，所述填料为石灰岩矿粉。

[0014] 作为进一步限定，所述增强剂为聚酰胺树脂、脲醛树脂、萜烯树脂中任意的一种或

两种以上的混合物。

[0015] 一种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的制备方法，沥青混合料拌和出料温度在170～190

℃，摊铺温度不低于160℃，控制压实后层厚为10mm～20mm，空隙率为4%～6%，沥青饱和度为

65%～75%，即得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

[0016] 上述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的肯塔堡飞散损失≤10％，动稳定度≥5000次/mm，

冻融劈裂残留强度比≥80％，摆式摩擦系数BPN20≥60，构造深度≥0.55mm，渗水系数≤

80mL/min，相比普通沥青路面可降噪4~10dB。

[0017] 本发明的优点及有益效果在于：

1.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材料均采用普通的道路材料，相比其他类型的薄层罩面具

有一定的经济成本优势和适于大规模推广应用。

[0018] 2.本发明的用于极薄罩面的小粒径沥青混合料中2.36~4.75mm石料占70~90份，能

减轻碎石场2.36～4.75mm这档石料过剩的问题。

[0019] 3.极薄磨耗层沥青混合料和黏层油可采用专用一体机摊铺设备，也可采用常规的

沥青洒布车和沥青混合料摊铺机异步施工，所施工的极薄磨耗层防水、抗滑、耐磨降噪等路

用性能优良。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1] 实施例1：

称取100份的矿料（其中2.36~4.75mm粗集料80份，0~2.36mm的细集料10份、矿粉10份）、

6.2份SBS改性沥青、3.0份萜烯树脂、0.3份沥青路面用木质素纤维。

[0022] 所用2.36~4.75mm玄武岩粗集料和0-2.36mm石灰岩机制砂由安福鑫磊建材有限公

司生产；所用矿粉由株洲市荷塘区仙庚镇光明石料加工厂生产；所用SBS改性沥青为湖南易

邦道路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所用萜烯树脂由广西三峰集团林化树脂厂生产；所用絮状木质

素纤维为济南申平建材有限公司生产。

[0023] 所用集料和所用填料的合成级配如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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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表3矿料合成级配范围

筛孔尺寸（mm） 9.5 4.7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通过百分率（%） 100 93.2 24.1 22.2 18.6 15.4 13.2 11.5

用于极薄磨耗层的小粒径密集配沥青混合料和摊铺碾压后的路面主要性能测试结果

如表4：

其中：空隙率、矿料间隙率、沥青饱和度、冻融劈裂残留强度比、肯塔堡飞散试验混合料

损失、谢伦堡沥青析漏试验结合料损失和动稳定度的测试方法参照《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

混合料试验规程》(JTGE20-2011)；

渗水系数、摆式摩擦系数和构造深度的测试方法参照《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  3450-2019)；

路面噪声测试方法参照《路面噪声测试方法》(DB32/T  3581-2019)分别测试原路面和

极薄磨耗层路面的噪音，根据二者的差值计算极薄磨耗层路面的降噪效果。

[0025] 表4矿料合成级配范围

实施例2

称取100份的矿料(其中2.36～4.75mm粗集料75份，0～2.36mm的细集料  12份、矿粉13

份)、6.4份SBS改性沥青、3.5份聚酰胺树脂、0.4份沥青路面  用木质素纤维。所用2.36～

4.75mm玄武岩粗集料由江西萍乡上粟县长平辉绿岩  碎石场生产；0-2.36mm石灰岩机制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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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湖南惠晗企业管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醴 陵分公司生产；所用矿粉由株洲市荷塘区仙庚

镇光明石料加工厂生产；所用SBS  改性沥青为佛山高富中石油燃料沥青有限责任公司生

产；所用聚酰胺树脂由美 国杜邦生产的101L  NC010；所用絮状木质素纤维为盐城欧路华纤

维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

[0026] 所用集料和所用填料的合成级配如表5。

[0027] 表5矿料合成级配范围

筛孔尺寸（mm） 9.5 4.7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通过百分率（%） 100 95.2 28.5 24.1 20.6 18.2 15.7 13.2

用于极薄磨耗层的小粒径密集配沥青混合料和摊铺碾压后的路面主要性能测试结果

如表6：

其中：空隙率、矿料间隙率、沥青饱和度、冻融劈裂残留强度比、肯塔堡飞散试验混合料

损失、谢伦堡沥青析漏试验结合料损失和动稳定度的测试方法参照《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

混合料试验规程》(JTG  E20-2011)；

渗水系数、摆式摩擦系数和构造深度的测试方法参照《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JTG  3450-2019)；

路面噪声测试方法参照《路面噪声测试方法》(DB32/T  3581-2019)分别测试原路面和

极薄磨耗层路面的噪音，根据二者的差值计算极薄磨耗层路面的降噪效果。

[0028] 表6矿料合成级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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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例3

称取100份的矿料(其中2.36～4.75mm粗集料85份，0～2.36mm的细集料  6份、矿粉9

份)、4.0份脲醛树脂、6.6份SBS改性沥青、0.4份沥青路面用木  质素纤维。

[0029] 所用2.36~4.75mm辉绿岩粗集料由新化县凯鑫矿业有限公司生产；0-2.36mm石灰

岩机制砂由衡阳共和建材有限公司生产；所用矿粉由金山水泥厂生产；所用脲醛树脂为山

东豪顺化工有限公司生产；所用SBS改性沥青为湖南易邦道路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所用絮状

木质素纤维为江苏理想环球新材料有限公司生产。

[0030] 所用集料和所用填料的合成级配如表7。

[0031] 表7矿料合成级配范围

筛孔尺寸（mm） 9.5 4.7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通过百分率（%） 100 90.5 19.2 16.8 14.3 12.8 10.5 10.0

用于极薄磨耗层的小粒径密集配沥青混合料和摊铺碾压后的路面主要性能测试结果

如表8：

其中：空隙率、矿料间隙率、沥青饱和度、冻融劈裂残留强度比、肯塔堡飞散试验混合料

损失、谢伦堡沥青析漏试验结合料损失和动稳定度的测试方法参照《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

混合料试验规程》(JTG  E20-2011)；

渗水系数、摆式摩擦系数和构造深度的测试方法参照《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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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G  3450-2019)；

路面噪声测试方法参照《路面噪声测试方法》(DB32/T  3581-2019)分别测试原路面和

极薄磨耗层路面的噪音，根据二者的差值计算极薄磨耗层路面的降噪效果。

[0032] 表8矿料合成级配范围

综上实施例的情况可以发现，本发明的技术方案综合SMA、OGFC路面 结构的特点，借鉴

二者在抗滑性能方面的优点，开发了一种小粒径密级配极  薄磨耗层(最大公称粒径为

4.75mm)，提升原有路面的抗滑性能，保障行车  安全；同时针对该磨耗层厚度较薄(10mm～

20mm)，引入增强组分，使得制备 的小粒径密级配极薄磨耗层的肯塔堡飞散损失≤10％，动

稳定度≥5000次/mm，  冻融劈裂残留强度比≥80％，摆式摩擦系数BPN20≥60，构造深度≥

0.55mm，  渗水系数≤80mL/min，且相比普通沥青路面可降噪4～10dB，能极大提升极薄  磨

耗层的路用性能。

[0033]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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