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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高模量抗油腐蚀沥青混合

料，包括粒径为10～15mm的集料、粒径为5～10mm

的集料、粒径为3～5mm的集料、粒径为0～3mm的

集料、粒径为0～0.15mm的矿粉、玻璃纤维、高模

量改性剂、抗油腐蚀剂以及基质沥青。本发明同

时提供了所述高模量抗油腐蚀沥青混合料的制

备方法。本发明所述高模量抗油腐蚀沥青混合料

具有较好的抗油腐蚀效果，同时也具有较高模

量，其生产工艺简单，抗油腐蚀剂采用直接投入

法，施工中不需额外添加沥青改性设备及其余设

备，施工较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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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模量抗油腐蚀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

粒径为10~15mm的集料 20~28份；

粒径为5~10mm的集料 32~40份；

粒径为3~5mm的集料 9~17份；

粒径为0~3mm的集料 18~26份；

粒径为0~0.15mm的矿粉 1~6份；

玻璃纤维 0.5~1.0份；

高模量改性剂 0.5~1.5份；

抗油腐蚀剂 0.05~1.0份；

基质沥青 4~7份；

所述高模量改性剂是由LLDPE、LDPE与SBS混合而成的改性基质以及添加到所述改性基

质中的光稳定剂、相容剂、抗氧剂和氧化聚乙烯组成；所述改性基质是由LLDPE、LDPE与SBS

以质量比6~7：1.5~2.5：1~2混合而成；所述抗油腐蚀剂为以-Si-O-Si-为分子主链、硅原子

上连接烷基或烷氧基的化合物；

其中，所述粒径为10~15mm的集料是指粒径＞10mm且≤15mm的集料，粒径为5~10mm的集

料是指粒径＞5mm且≤10mm的集料，粒径为3~5mm的集料是指粒径＞3mm且≤5mm的集料，粒

径为0~3mm的集料是指粒径＞0mm且≤3mm的集料，所述矿粉为粒径≤0.15mm的矿粉。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改性基质是由LLDPE、LDPE与

SBS以质量比6~6.5：2：1.5~2混合而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以所述改性基质的量为100%，

所述光稳定剂在所述改性基质中的添加量为0.05~2%；

所述相容剂在所述改性基质中的添加量为0.05~2%；

所述抗氧剂在所述改性基质中的添加量为0.05~2%；

所述氧化聚乙烯在所述改性基质中的添加量为0.05~2%。

4.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光稳定剂为型号6911、622、

770、BW-10中的一种或几种复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光稳定剂为型号6911与622按

质量比2~4：0.5~1.5复配而成。

6.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相容剂为LDPE-g-GMA、

LDPE-g-MHA、poe-g-GMA、糠醛抽出油中的几种复配。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相容剂为LDPE-g-GMA、LDPE-g-

MHA与糠醛抽出油按重量比2~4：0.5~1.5：0.5~1.5复配而成。

8.根据权利要求2或3所述的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抗氧剂为2,4-二叔丁基对

甲酚、炭黑、B215中的几种复配。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抗氧剂为2,4-二叔丁基对甲酚

与炭黑按重量比2~3：1~2复配而成。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高模量改性剂是将各原料混

合后采用双螺杆挤出机熔融造粒而制备得到。

11.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抗油腐蚀剂为改性聚硅氧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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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抗油腐蚀剂为有机改性聚硅

氧烷。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抗油腐蚀剂为聚醚改性聚硅

氧烷。

1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

粒径为10~15mm的石灰岩集料 24~28份；

粒径为5~10mm的石灰岩集料 36~40份；

粒径为3~5mm的石灰岩集料 11~15份；

粒径为0~3mm的石灰岩集料 19~23份；

粒径为0~0.15mm的矿粉 1~3份；

玻璃纤维 0.5~0.7份；

高模量改性剂 0.5~0.7份；

聚醚改性聚硅氧烷 0.5~0.7份；

基质沥青 4~5.5份；

所述高模量改性剂由改性基质以及添加到所述改性基质中的光稳定剂、相容剂、抗氧

剂和氧化聚乙烯组成；

所述改性基质是由LLDPE、LDPE与SBS以质量比6~6.5：2：1.5~2混合而成；

以所述改性基质的量为100%，所述光稳定剂在所述改性基质中的添加量为0 .08~
0.12%，是由光稳定剂6911与光稳定剂622按质量比2~4：0.5~1.5复配而成；

以所述改性基质的量为100%，所述相容剂在所述改性基质中的添加量为0.25~0.35%，

是由LDPE-g-GMA、LDPE-g-MHA与糠醛抽出油按重量比2~4：0.5~1.5：0.5~1.5复配而成；

以所述改性基质的量为100%，所述抗氧剂在所述改性基质中的添加量为0.05~0.1%，是

由2,4-二叔丁基对甲酚与炭黑按重量比2~3：1~2复配而成；

以所述改性基质的量为100%，所述氧化聚乙烯在所述改性基质中的添加量为0.08~
0.12%。

15.权利要求1-14任意一项所述沥青混合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1）将各粒径的集料、矿粉和玻璃纤维加入搅拌器，在干拌过程中将高模量改性剂和抗

油腐蚀剂直接投入搅拌器，拌和均匀，得混合物；

（2）在步骤（1）所得混合物中加入基质沥青，搅拌均匀，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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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高模量抗油腐蚀沥青混合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建筑材料领域，涉及一种路面铺装材料及其制备方法，尤其涉及

一种高模量抗油腐蚀沥青混合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沥青路面具有良好的行车舒适性和优异的使用性能，建设速度快，维修方便，因此

在我国的公路建设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然而，物流货运行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交通量骤

增，重载车辆漏油、车辆故障及交通事故等漏油现象日益严重。

[0003] 沥青是一种复杂的高分子混合物，在化学成分上易溶于汽油、柴油等有机溶剂。沥

青路面上泄漏的有害油污染(主要为柴油、汽油)沥青溶解，使得沥青路面表层出现软化而

松散，在高温和雨水的综合作用下，最终出现坑槽等一系列不同程度的早期损坏现象，严重

影响路面的使用性能及服务水平，同时也加速了沥青路面的破坏。路面油污腐蚀已成为现

今引发沥青路面早期破坏的一种潜在破坏源。

[0004] 因此，在交通量日益繁重、超载及重载愈发加剧的形势下，如何解决沥青路面早期

车辙损坏、提高混合料抗油污腐蚀能力，已成为路面工程技术领域人员急需解决的难题。

[0005] 现有研究中，较多本技术领域研究人员仅从沥青混合料抗油蚀性能、油蚀评价方

法、油蚀对沥青混合料性能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而未从沥青混合料材料本身出

发，提高其抗油腐蚀性能。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高模量抗油腐蚀沥青混合料。

[0007] 具体而言，本发明提供的高模量抗油腐蚀沥青混合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

[0008]

[0009] 优选地，所述沥青混合料包括如下重量份的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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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0011] 其中，所述粒径为10～15mm的集料是指粒径＞10mm且≤15mm的集料，粒径为5～

10mm的集料是指粒径＞5mm且≤10mm的集料，粒径为3～5mm的集料是指粒径＞3mm且≤5mm

的集料，粒径为0～3mm的集料是指粒径＞0mm且≤3mm的集料。所述矿粉为粒径≤0.15mm的

矿粉。

[0012] 本发明所述集料可采用玄武岩或石灰岩。本发明通过将多种粒径范围的集料以及

矿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使用，可以使所得混合料的组成结构为密实-悬浮结构，为实现混合料

的高模量提供基础支撑。

[0013] 为了进一步提供所述沥青混合料的模量，本发明对所述高模量改性剂的组成和用

量进行优选。具体而言，本发明所述高模量改性剂是由改性基质以及添加到所述改性基质

中的助剂组成。

[0014] 其中，所述改性基质是由LLDPE(线性低密度聚乙烯)、LDPE(低密度聚乙烯)、SBS

(苯乙烯-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混合而成。具体而言，所述改性基质是由LLDPE、LDPE与SBS

以质量比6～7：1.5～2.5：1～2混合而成，优选以质量比6～6.5：2：1.5～2混合而成。作为为

高模量改性剂的核心组分，如果替换LLDPE、LDPE以及SBS中的任意一种或调整任意一种组

分用量则会导致混合料的综合性能下降。

[0015] 为了进一步提高高模量改性剂的整体性能，本发明对在所述改性基质中额外添加

的助剂组分及用量进行优选。所述助剂优选包括光稳定剂、相容剂、抗氧剂和氧化聚乙烯。

具体而言：

[0016] 以所述改性基质的量为100％，所述光稳定剂在其中的添加量优选为0.05～2％，

更优选为0.08～0.12％。所述光稳定剂可选自型号6911、622、770、BW-10中的一种或几种复

配；优选由型号6911与622按质量比2～4：0.5～1.5复配而成。

[0017] 以所述改性基质的量为100％，所述相容剂在其中的添加量优选为0.05～2％，更

优选为0.25～0.35％。所述相容剂可选自LDPE-g-GMA、LDPE-g-MHA、poe-g-GMA、糠醛抽出油

中的几种复配；优选由LDPE-g-GMA、LDPE-g-MHA与糠醛抽出油按重量比2～4：0.5～1.5：0.5

～1.5复配而成。

[0018] 以所述改性基质的量为100％，所述抗氧剂在其中的添加量优选为0.05～2％，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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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为0.05～0.1％.所述抗氧剂可选自2,4-二叔丁基对甲酚、炭黑、B215中的几种复配；优

选由2,4-二叔丁基对甲酚与炭黑按重量比2～3：1～2复配而成。

[0019] 以所述改性基质的量为100％，所述氧化聚乙烯在其中的添加量优选为0.05～

2％，更优选为0.08～0.12％。

[0020] 所述高模量改性剂在实际使用时，可将各原料混合后采用双螺杆挤出机熔融造粒

而得到。本发明以LLDPE、LDPE、SBS和各种助剂为原材料，采用双螺杆挤出机生产高模量改

性剂，其生产工艺简单，且高模量改性剂运输、存储、使用方便。

[0021] 为了进一步提供所述沥青混合料的抗油腐蚀性，本发明对所述抗油腐蚀剂的组成

进行优选。所述抗油腐蚀剂优选为以-Si-O-Si-为分子主链、硅原子上连接有烷基、烷氧基

等有机基团的化合物；优选为改性聚硅氧烷，进一步优选为有机改性聚硅氧烷，更优选为聚

醚改性聚硅氧烷。

[0022] 本发明同时提供了制备上述高模量抗油腐蚀沥青混合料的方法。具体而言，本发

明所述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23] (1)将所述集料、矿粉和玻璃纤维加入搅拌器，在干拌过程中将高模量改性剂和抗

油腐蚀剂直接投入搅拌器，拌和均匀；

[0024] (2)在步骤(1)所得混合物中加入基质沥青，搅拌均匀，即得。

[0025] 本发明高模量抗油腐蚀沥青混合料生产工艺简单，高模量改性剂和抗油腐蚀剂采

用直接投入法，施工中不需额外添加沥青改性设备及其余设备，施工较为方便

[0026] 本发明提供的沥青混合料，在混合料中同时添加了特定组成和用量的抗油腐蚀剂

和高模量改性剂，具有较好的抗油腐蚀效果，同时也具有较高模量，可以解决目前高等级公

路沥青路面中存在的早期高温车辙破坏、油污腐蚀等问题，提高沥青混合料的高温稳定性

及抗油污腐蚀能力，有效避免沥青路面的早期破坏，延长沥青路面的使用寿命，推迟路面大

中修的养护时机，大幅度节约养护经费；在改善沥青混合料的抗车辙、抗油腐蚀性能的同

时，不削弱或降低沥青混合料的其余性能，因此具有极大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实施例用于说明本发明，但不用来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28] 实施例1

[0029]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高模量抗油腐蚀沥青混合料，其组成为：粒径10～15mm的石

灰岩集料26kg，粒径5～10mm的石灰岩集料38kg，粒径3～5mm的石灰岩集料13kg，粒径0～

3mm的石灰岩集料21kg，粒径0～0.15mm的矿粉2kg，高模量改性剂0.5kg，聚醚改性聚硅氧烷

0.5kg，玻璃纤维0.5kg，基质沥青4.8kg。

[0030] 其中，所述高模量改性剂是由改性基质以及额外添加到所述改性基质中的光稳定

剂、相容剂、抗氧剂和氧化聚乙烯组成；在实际应用中，将各成分混合后采用双螺杆挤出机

熔融造粒即得高模量改性剂；

[0031] 具体而言：

[0032] 所述改性基质是由LLDPE、LDPE与SBS以质量比6:2:2混合而成；

[0033] 所述光稳定剂在所述改性基质中的添加量为0.1％，是由光稳定剂6911与光稳定

剂622按质量比3:1复配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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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 所述相容剂在所述改性基质中的添加量为0.3％，是由LDPE-g-GMA、LDPE-g-MHA与

糠醛抽出油按重量比3:1:1复配而成；

[0035] 所述抗氧剂在所述改性基质中的添加量为0.05％，是由2,4-二叔丁基对甲酚与炭

黑按重量比2:1复配而成；

[0036] 所述氧化聚乙烯在所述改性基质中的添加量为0.1％。

[0037] 实施例2

[0038]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高模量抗油腐蚀沥青混合料，与实施例1相比，区别仅在于：

所述改性基质是由LLDPE、LDPE与SBS以质量比6.5:2:1.5混合而成。

[0039] 实施例3

[0040]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高模量抗油腐蚀沥青混合料的制备方法，实施例1、2所述混

合料均可采用该方法制备，具体为：

[0041] (1)将所述集料、矿粉和玻璃纤维加入搅拌器，在干拌过程中将高模量改性剂和抗

油腐蚀剂直接投入搅拌器，拌和均匀；

[0042] (2)在步骤(1)所得混合物中加入基质沥青，搅拌均匀，即得。

[0043] 对比例1

[0044] 本对比例提供了一种高模量抗油腐蚀沥青混合料，与实施例1相比，区别仅在于：

不添加所述高模量改性剂和聚醚改性聚硅氧烷。

[0045] 实验例：路用性能测试

[0046] 根据《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是语言规程》(JTG  E20-2011)，对高模量抗油腐

蚀沥青混合料的路用性能进行试验检测，其中车辙试件表面涂刷60mL柴油，马歇尔试件表

面涂刷5mL柴油，在室温下放置2d、7d后，擦拭试件表面的柴油后，对试件进行车辙试验和马

歇尔稳定度试验，检测结果见表1。

[0047] 表1：试验结果数据

[0048]

[0049] 从表1可以看出，经油蚀后，实施例1、实施例2提供的高模量抗油腐蚀沥青混合料

的动稳定度和马歇尔稳定度降幅明显小于对比例，说明在路面抗油污性能方面表现出较为

优异的性能，明显优于对比例混合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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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 虽然，上文中已经用一般性说明、具体实施方式及试验，对本发明作了详尽的描

述，但在本发明基础上，可以对之作一些修改或改进，这对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

的。因此，在不偏离本发明精神的基础上所做的这些修改或改进，均属于本发明要求保护的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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