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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及

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属于道路工程技术

领域。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包括如下组分：粗集

料、细集料、高性能改性乳化沥青、矿质填料、水

和液体添加剂。采用该冷拌冷铺材料组分及专用

的矿质级配范围配置得到的沥青混合料，与旧沥

青路面和水泥路面均能实现紧密粘结；与传统微

表处和超粘磨耗层材料相比，具有更高的抗裂、

防水和抗滑性能，以及更低的行驶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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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

粗集料        50～80份，

细集料        20～50份，所述粗集料和细集料独立地为酸性集料，

改性乳化沥青10～16份，所述改性乳化沥青为星型SBS改性沥青或线型SBS改性沥青，

所述改性乳化沥青中SBS改性剂的质量掺量不低于4％，所述改性乳化沥青的蒸发残留物的

软化点≥80℃、25℃弹性恢复≥95％、拉拔强度≥0.6MPa、60℃动力粘度≥3万帕秒；

矿质填料      0～3份，

水            0～12份，

液体添加剂    0～5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粗集料的粒径＞

2.36m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细集料的粒径≤

2.36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酸性集料包括闪长岩

和/或花岗岩。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液体添加剂为水性偶

联剂。

6.一种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其特征在于，由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制备得到：

将权利要求1～5任意一项所述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在冷拌冷铺专用摊铺车行进过

程中完成拌合与摊铺施工后，再经过碾压成型，得到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其特征在于，所述摊铺的厚度为

0.5～1.8cm。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其特征在于，所述冷拌冷铺沥青

混合料磨耗层的厚度为0 .5～1 .5cm，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与原路面粘结力≥

0.5MPa、在15℃测试的APA抗反射裂缝能力≥20万次、摩擦系数≥65BPN、渗水系数≤5ml/

min、行驶噪音相比微表处路面低3-5分贝，所述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与原路面粘结

力以15℃测定的拉拔强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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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及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及冷拌冷铺沥

青混合料磨耗层。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我国公路保有量接近500万公里，公路的主要建设工作已从新建向养护、升级

和改造方面转变。在当今社会，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道路的需求不仅局限于耐久

性的增加。行车安全性和道路环保问题成为新建道路的关键因素。国家大力倡导道路建养

往“低碳、节能、环保”方向发展。为响应国家“绿色交通”的战略发展目标，对现有沥青磨耗

层技术进行革新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0003] 传统热拌沥青磨耗层其厚度一般为4cm。在这4cm中，实际上起到磨耗层功能(抗

滑、封水、平整等)的仅仅为表面0.5-1.5cm厚度的结构层。热拌沥青磨耗层，修筑厚度厚导

致了优质沥青和碎石材料的资源浪费；而且热拌沥青混合料的使用寿命也难以保证，通常

在使用3-5年之后即需要各类养护措施对其进行保养。采用厚度更薄、施工更为便捷、更为

经济合理的磨耗层工艺替代传统热拌沥青磨耗层，存在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0004] 另外，国内目前采用的沥青路面结构形式主要以无机结合料稳定材料作为基层结

构，由于这类材料自身特点，导致这一结构类型不可避免地出现反射裂缝病害。同样，水泥

混凝土路面“白+黑”罩面时，沥青层的反射裂缝问题同样是一个技术难题。传统薄层结构加

铺方案，对待反射裂缝的性能均较弱，方案实施后极易在短期内出现反射裂缝病害。因此，

针对现有薄层材料体系，如何提高材料的抗裂能力则也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技术难题。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及冷拌冷铺沥青混合

料磨耗层。本发明提供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具有优异的抗裂、防水和抗滑性能，以及更低

的行驶噪音。

[0006]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

[0008]

[0009]

[0010] 优选地，所述粗集料的粒径>2.36mm。

[0011] 优选地，所述细集料的粒径≤2.3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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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优选地，所述粗集料和细集料独立地为碱性集料或酸性集料。

[0013] 优选地，所述碱性集料包括玄武岩和/或辉绿岩，所述酸性集料包括闪长岩和/或

花岗岩。

[0014] 优选地，所述改性乳化沥青为星型SBS改性沥青或线型SBS改性沥青，所述改性乳

化沥青中改性剂的质量掺量不低于4％，所述改性乳化沥青的蒸发残留物的软化点≥80℃、

25℃弹性恢复≥95％、拉拔强度≥0.6MPa、60℃动力粘度≥3万帕秒。

[0015] 优选地，所述液体添加剂为水性偶联剂。

[0016]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由包括以下步骤制备得到：

[0017] 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在冷拌冷铺专用摊铺车行进过程中

完成拌合与摊铺施工后，再经过碾压成型，得到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

[0018] 优选地，所述摊铺的厚度为0.5～1.8cm。

[0019] 优选地，所述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的厚度为0.5～1.5cm，冷拌冷铺沥青混

合料磨耗层的构造深度为0.6～1.2mm。

[0020]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粗集料50～

80份，细集料20～50份，改性乳化沥青10～16份，矿质填料0～3份，水0～12份，液体添加剂0

～5份。本发明中，通过粗细集料的配合比设计，结合高比例的改性乳化沥青添加量，可提高

混合料与旧路面的粘结效果、混合料自身的抗裂能力和封水效果；另外，高乳化沥青添加量

和合适的矿料级配范围的确定可降低路面的行驶噪音。

[002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由包括以下步骤制备得到：将

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在冷拌冷铺专用摊铺车行进过程中完成拌合与

摊铺施工后，再经过碾压成型，得到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本发明提供的冷拌冷铺沥

青混合料磨耗层具有与热拌热铺沥青路面相近的表面外观效果，且耐久性相对传统的冷拌

冷铺沥青路面有显著的提升。普通热拌磨耗层需要约4cm厚才能保证基本路用性能，本发明

能达到以1cm级别的冷拌冷铺磨耗层替代4cm传统热拌热铺磨耗层的效果，在保证路用性能

的同时提升磨耗层的耐久性，延长磨耗层预期寿命至8～10年。相比于传统热拌热铺磨耗层

能节省约75％的原材料，较传统热拌技术可节省碳排放量约80％，提高施工生产效率约

150％，降低成本约40％，符合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同时，本发明提供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

料磨耗层具有较好的摩擦系数和平整度，具备良好的降噪性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包括以下重量份数的组分：

[0023]

[0024] 本发明提供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包括50～80份重量份数的粗集料，优选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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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份。在本发明中，所述粗集料的粒径应大于2.36mm。

[0025] 本发明提供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包括20～50份重量份数的细集料，优选为20～

40份，更优选为20～30份。在本发明中，所述细集料的粒径为小于2.36mm。

[0026] 在本发明中，所述粗集料和细集料独立地为碱性集料或酸性集料。在本发明中，所

述碱性集料优选包括玄武岩和/或辉绿岩，所述酸性集料优选包括闪长岩和/或花岗岩。本

发明对所述粗集料和细集料的来源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市售商品

即可。

[0027] 在本发明中，所述粗集料和细集料的专用级配组成如下表所示，其中GT-7型针对

实施厚度为0.7-1.8cm，GT-5型针对实施厚度为：0.5-1.0cm。GT-7主要作为本发明常规的磨

耗层级配；GT-5主要作为实施双层冷拌冷铺结构的底层和应力吸收层，也可作为厚度更薄

的表面磨耗层。

[0028] 表1粗集料和细集料的专用级配

[0029]

[0030] 本发明提供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包括10～16份重量份数的改性乳化沥青，优选

为12～16份。在本发明中，所述改性乳化沥青优选为高掺量SBS改性沥青。在本发明中，所述

改性乳化沥青中改性剂为星型SBS或线型SBS，所述改性剂在改性乳化沥青中的质量掺量优

选不低于4％，更优选为6-10％。本发明中，所述改性乳化沥青能够提高沥青和粗细集料的

粘结力，从而提高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的内聚力和旧路面的粘结强度。

[0031] 在本发明中，所述改性乳化沥青更优选为高性能SBS改性乳化沥青，其关键技术指

标为：软化点≥80℃、25℃弹性恢复≥95％、拉拔强度≥0.6MPa、60℃动力粘度≥3万帕秒。

[0032] 本发明提供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包括0～3份重量份数的矿质填料，优选为1～2

份。在本发明中，所述矿质填料优选包括矿粉或水泥。

[0033] 本发明提供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包括0～12份重量份数的水，优选为0～5份。

[0034] 本发明提供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包括0～5份重量份数的液体添加剂，优选为2

～3份。在本发明中，所述液体添加剂为水性偶联剂。在本发明中，所述水性偶联剂优选为水

性硅烷类偶联剂。

[0035] 在本发明中，所述矿质填料主要起到对乳化沥青破乳速度、成型后的混合料韧性

起调节作用；所述液体添加剂主要为增强集料-沥青界面粘结效果。

[0036] 在本发明中，当乳化沥青用量很大、集料较湿、集料含粉尘较高的情况下，可以不

添加矿质填料和水；当集料为碱性集料时也可不添加液体添加剂。

[0037] 本发明对上述技术方案所述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的制备方法没特殊的限定，采用

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组合物的制备方法制得即可。

[0038]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由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制备得

说　明　书 3/6 页

5

CN 108129073 B

5



到：

[0039] 将上述技术方案所述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在冷拌冷铺专用摊铺车行进过程中

完成拌合与摊铺施工后，再经过碾压成型，得到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

[0040] 在本发明中，所述摊铺的厚度优选为0.5～1.8cm，更优选为0.8～1.5cm，最优选为

1.1cm。

[0041] 在本发明中，所述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的厚度优选为0.5～1.5cm，更优选

为0.6～1.2cm，最优选为1.0cm；所述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的构造深度优选为0.6～

1.2mm，更优选为0.7～0.9mm。本发明对所述碾压成型的具体操作没有特殊的限定，采用本

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碾压成型操作即可，具体的，如胶轮压路机压或行车碾压。

[004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及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

耗层进行详细的说明，但是不能把它们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43] 实施例1

[0044] 一种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包括如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45] 辉绿岩粗集料60份，

[0046] 辉绿岩细集料40份，

[0047] SBS改性乳化沥青12份，

[0048] 水泥1份，

[0049] 水3份，

[0050] 水性偶联剂0份。

[0051] 其中，水泥采用硅酸盐水泥，水采用纯净水，改性乳化沥青中SBS改性剂的质量掺

量不低于4％，不添加水性偶联剂。集料粒径为0～9.5mm，级配采用如表1所示粗集料和细集

料专用级配中的GT-7型，集料筛分试验结果如表2所示:

[0052] 表2粗集料和细集料筛分试验结果

[0053]

[0054] 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的施工方法步骤如下:

[0055] 将设计配方量的辉绿岩、SBS改性乳化沥青、水泥和水加入冷拌冷铺专用摊铺车

中，在常温下进行拌合，将拌合好的原料输送至摊铺箱，在冷拌冷铺专用摊铺车行进过程中

同时完成拌合与摊铺施工，待冷拌冷铺混合料破乳后,采用胶轮压路机压实路面，行车碾压

成型。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结构的摊铺厚度为1.5cm，碾压成型后的厚度为1.2cm，构

造深度为0.87mm，15℃拉拔强度为0.91MPa，APA抗反射裂缝能力(15℃)为35.6万次，摩擦系

数摆值为72BPN，渗水系数为0mL/min，行驶噪音为61分贝(同等测试条件微表处材料行驶噪

音65分贝)。

[0056] 实施例2

[0057] 一种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包括如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58] 花岗岩粗集料80份，

[0059] 花岗岩细集料20份，

[0060] SBS改性乳化沥青15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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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矿粉0.5份，

[0062] 水0.5份，

[0063] 水性偶联剂3份。

[0064] 其中，粗集料、细集料为花岗岩酸性集料，改性乳化沥青中SBS改性剂质量掺量不

低于4％，添加水性偶联剂，集料粒径为0～9.5mm，级配采用如表1所示粗集料和细集料专用

级配中的GT-7型，集料筛分试验结果如表3所示:

[0065] 表3粗集料和细集料筛分试验结果

[0066]

[0067] 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的施工方法步骤如下:

[0068] 将设计配方量的花岗岩酸性集料、SBS改性乳化沥青、矿粉、水和水性偶联剂加入

冷拌冷铺专用摊铺车中，在常温下进行拌合，将拌合好的原料输送至摊铺箱，在冷拌冷铺专

用摊铺车行进过程中同时完成拌合与摊铺施工，待冷拌冷铺混合料破乳后,采用胶轮压路

机压实路面，行车碾压成型。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结构的摊铺厚度为0.8cm，碾压成

型后的厚度为0.6cm，构造深度为0.76mm，15℃拉拔强度为0.85MPa，APA抗反射裂缝能力(15

℃)为67.3万次，摩擦系数摆值为68BPN，渗水系数为0mL/min，行驶噪音为59分贝(同等测试

条件微表处材料行驶噪音65分贝)。

[0069] 实施例3

[0070] 一种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包括如下质量份数的组分:

[0071] 花岗岩粗集料50份，

[0072] 花岗岩细集料50份，

[0073] SBS改性乳化沥青10份，

[0074] 水泥3份，

[0075] 水5份，

[0076] 水性偶联剂1份。

[0077] 其中，粗集料、细集料为花岗岩酸性集料，改性乳化沥青中SBS改性剂的质量掺量

不低于4％，酸性集料粒径为0～9.5mm，级配采用如表1所示粗集料和细集料专用级配中的

GT-5型，集料筛分试验结果如表4所示:

[0078] 表4粗集料和细集料筛分试验结果

[0079]

[0080] 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的施工方法步骤如下:

[0081] 将设计配方量的花岗岩酸性集料、SBS改性乳化沥青、矿粉、水和水性偶联剂加入

冷拌冷铺专用摊铺车中，在常温下进行拌合，将拌合好的原料输送至摊铺箱，在冷拌冷铺专

用摊铺车行进过程中同时完成拌合与摊铺施工，待冷拌冷铺混合料破乳后,采用胶轮压路

机压实路面，行车碾压成型。冷拌冷铺沥青混合料磨耗层结构的摊铺厚度为1.2cm，碾压成

型后的厚度为1.0cm，构造深度为0.72mm，15℃拉拔强度为0.61MPa，APA抗反射裂缝能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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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4.2万次，摩擦系数摆值为67BPN，渗水系数为0mL/min，行驶噪音为62分贝(同等测试

条件微表处材料行驶噪音65分贝)。

[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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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