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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城市重载交通新型路面结构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城市重载交通新型

路面结构，从上至下包括表面层、中面层、下面

层、基层和底基层，在下面层和基层之间设置有

橡胶沥青应力吸收层，其中，表面层由4cm～6cm

喷洒露石剂的半柔性材料SFA13层构成；中面层

由6cm～8cm掺有相变储能材料的半柔性材料

SFA16层构成；下面层由8cm～10cm的EME20高模

量沥青混合料层构成，基层由18cm～20cm掺甘蔗

渣纤维、废旧橡胶粉和吸水树脂聚丙烯酸钠盐的

C‑B‑1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或砾石层构成，底基层

由15cm～18cm装配式正六棱柱状多孔水泥混凝

土层。本实用新型通过整合和优化路面铺装结

构，改善了道路结构的水稳定性、抗裂性能和耐

久性，提高了路面抗车辙、抗滑性能和疲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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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重载交通新型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路面结构从上至下包括表面层、中面

层、下面层、基层和底基层，在所述下面层和基层之间设置有橡胶沥青应力吸收层，其中，表

面层由4cm～6cm喷洒露石剂的半柔性材料SFA13层构成；所述中面层由6cm～8cm掺有相变

储能材料的半柔性材料SFA16层构成；所述下面层由8cm～10cm高比例RAP的EME20高模量沥

青混合料层构成，所述基层由18cm～20cm掺甘蔗渣纤维、废旧橡胶粉和吸水树脂聚丙烯酸

钠盐的C-B-1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或砾石层构成，底基层由15cm～18cm的装配式正六棱柱状

多孔水泥混凝土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重载交通新型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所述表面层与中

面层之间设置有第一黏层，中面层和下面层之间设置有第二黏层，第一黏层和第二黏层为

SBS改性沥青黏层或改性乳化沥青黏层，其单位面积撒布量为0.7～0.8kg/m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重载交通新型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沥青应力

吸收层的厚度为0.8cm～1.3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重载交通新型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所述底基层的下

半部分设置有沿底部方向的缝隙，相邻之间的缝隙的距离为0.6m-1 .5m，该缝隙的宽度为

0.5cm-2c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重载交通新型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半柔性材料

SFA13层是由空隙率20％～28％为橡胶沥青与混合料灌注水泥灌浆料相互浇筑粘结。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城市重载交通新型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相变储能材料

的半柔性材料SFA16层由空隙率20％～28％为橡胶沥青混合料与含相变储能材料的水泥灌

浆料相互浇筑粘结。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城市重载交通新型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在所述相变储

能材料的半柔性材料SFA16层的外部包裹有乳化沥青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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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重载交通新型路面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属于道路工程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城市重载交通新型路面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道路的交叉口多为车辆启停、刹车的主要区域，车辆渠化严重，在各种因素作用

下，传统沥青路面很容易出现拥包、车辙、波浪等现象。公交站虽然只占道路中很小的一段，

但作为城市交通正常运行的重要部分，公交车进站或出站时转弯的侧向力，停车时的摩阻

力，启动时的摩擦力等，沥青路面极易诱发车辙病害。同时，公交专用道为完全渠化车道，对

路面材料的高温抗变形能力要求高，普通沥青路面结构易发生车辙、开裂等早期病害。为

此，如何提高沥青路面的高温抗车辙性能，延长路面服役寿命成为道路工作者的研究重点。

[0003] 公开号为CN206503047U，公开的公交专用道路面铺装结构涉及磨耗层、高模量抗

车辙变形层、抗疲劳层和半柔性抗开裂层。公告号为CN206529665U，公开的城市公交专用道

复合路面结构包括了柔性路面材料上面层、高模量沥青混凝土中面层、连续配筋混凝土下

面层和水泥稳定碎石半刚性基层。公开号为CN105481322A，公开了一种半柔性复合路面结

构及其制备方法，其中半柔性复合路面结构由大孔隙沥青混合料基体70-80％和橡胶粉水

泥砂浆20-30％组成。公开号为CN101096837A公开了一种半柔性复合路面的构筑方法，包括

首先制作大孔隙母体沥青混合料，然后将以水泥为主要成分的水泥胶浆灌入大孔隙母体沥

青混合料中，铺筑后进行表面处理及一定时间的养护即可。公开号为CN106587842A公开了

半柔性路面材料的原料中水泥灌浆料的制备方法。公告号为CN208415027U公开了一种半柔

性复合路面结构，上层为涂覆层，下层为水泥混合胶浆与沥青材料的复合层。公告号为

CN205134126U公开了半柔性沥青路面基层结构，包括上基层和下基层，下基层为二灰稳定

碎石层，上基层为泡沫沥青就地冷再生二灰碎石层。公告号为CN205134128U公开了一种半

柔性沥青路面结构，包括SMA-13、Sup-13或AC-13上面层、水泥-乳化沥青冷再生沥青混合料

下面层。公开号为CN103866667A，公开的半柔性重载路面铺装结构包括：表面层为高粘度改

性沥青混合料，中面层为高模量沥青混合料，下面层为低标号道路沥青密级配沥青稳定碎

石，半柔性基层为骨架密实型水泥-乳化沥青混凝土。上述半柔性的路面结构主要包括两

种，其一是水泥基灌浆料灌注填充大空隙开级配沥青混合料，其二是水泥-乳化沥青混凝

土。由于水泥-乳化沥青混凝土的成分为水泥、集料和乳化沥青，各原材料之间存在配伍性

与相容性的问题，同时水泥-乳化混凝土的抗压强度较低、水稳定性差、粘度强度低、耐久性

严重不足，难以胜任道路的表层，目前水泥-乳化沥青混凝土公开报道应用实体工程甚少。

为此，国内外道路领域对半柔性材料(路面)的界定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在开级配骨架空隙结

构沥青混合料中灌注具有特殊性能的水泥基灌浆料而形成的一种复合材料(路面)。

[0004] 由于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或砾石抗裂性能不佳，耐久性不足，易导致基层开裂和路

面反射裂缝等问题，是当前半刚性基层的顽疾，一直困扰着道路工程人员。针对城市道路特

殊路段车辙病害，目前的以半柔性路面为表层的路面结构方案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

是由于水泥基灌浆料的性能和施工工艺等原因，导致半柔性路面表层的构造深度小，抗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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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较差，部分附在集料表面的灌浆料硬化后易脱落。同时如何缓解城市热岛效应和实现

废弃物的循环利用是当今时代实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之一。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城市重载交通新型路面结构，本实用新型通过整

合和优化路面铺装结构设计，改善了基层的水稳定性、抗裂性能以及耐久性，避免基层的冲

刷损害、收缩开裂和反射裂缝，提高了路面抗车辙、抗滑性能和疲劳性能，并减薄了路面厚

度，降低了全寿命周期工程的成本。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效果：

[0006]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城市重载交通新型路面结构，所述路面

结构从上至下包括表面层、中面层、下面层、基层和底基层，在所述下面层和基层之间设置

有橡胶沥青应力吸收层，其中，表面层由4cm～6cm 喷洒露石剂的半柔性材料SFA13层构成；

所述中面层由6cm～8cm掺有相变储能材料的半柔性材料SFA16层构成；所述下面层由8cm～

10cm高比例RAP的  EME20高模量沥青混合料层构成，所述基层由18cm～20cm掺甘蔗渣纤维、

废旧橡胶粉和吸水树脂聚丙烯酸钠盐的C-B-1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或砾石层构成，底基层由

15cm～18cm装配式正六棱柱状多孔水泥混凝土层。

[0007] 上述方案进一步优选的，在所述表面层与中面层之间设置有第一黏层，中面层和

下面层之间设置有第二黏层，第一黏层和第二黏层为SBS改性沥青黏层或改性乳化沥青黏

层，其单位面积撒布量0.7～0.8kg/m2。

[0008] 优选的，所述橡胶沥青应力吸收层的厚度为0.8cm～1.3cm；吸收层能够抑制下面

层和基层之间反射裂缝的发展，防止水分侵入路面结构层间，起防水损坏作用，与此同时，

橡胶沥青拥有超强的粘性，加强层间粘结，有利于路面结构受力。

[0009] 上述方案进一步优选的，在所述底基层的下半部分设置有沿底部方向的缝隙，相

邻之间的缝隙的距离为0.6m-1.5m，该缝隙的宽度为0.5cm-2cm。

[0010] 上述方案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半柔性材料SFA13是由空隙率20％～28％为橡胶沥

青与混合料灌注水泥灌浆料相互浇筑粘结，所述半柔性材料SFA13是向橡胶沥青混合料灌

注水泥灌浆料制备而成，其中，橡胶沥青混合料的空隙率20％～28％，橡胶沥青混合料由以

下重量比的原料拌和摊铺压实而成：集料：矿粉：橡胶沥青＝100：3～5：3.5～5.5；该水泥灌

浆料由以下重量份原料制备而成：普通硅酸盐水泥30～50份，Ⅱ级粉煤灰5～10份，细砂10

～15份，硫酸盐系早强剂0.5～2份，聚羧酸减水剂0.1～0.3份，皂角苷类引气剂碳酸钠1～6

份，羧基丁苯乳胶1～4份，碳酸钙0.1～0.4份，水15～35份。

[0011] 上述方案进一步优选的，所述相变储能材料的半柔性材料SFA16层由空隙率20％

～28％为橡胶沥青混合料与含相变储能材料的水泥灌浆料相互浇筑粘结，所述相变储能材

料的半柔性材料SFA16是向橡胶沥青混合料灌注含相变储能材料的水泥灌浆料制备而成，

该橡胶沥青混合料的空隙率20％～28％，所述橡胶沥青混合料由以下原料和重量比拌和摊

铺压实而成，集料：矿粉：橡胶沥青＝100：3～5：3.5～5.5；该相变储能材料的水泥灌浆料由

以下重量份原料制备而成：普通硅酸盐水泥30～50份，Ⅱ级粉煤灰5～10份，细砂5～10粉，

硫酸盐系早强剂0.5～2份，聚羧酸减水剂0.1～0.3份，碳酸钠1～6份，碳酸钙0.1～0.4  份，

水12～32份，相变储能材料3～5份。

[0012] 上述方案进一步优选的，在所述相变储能材料的半柔性材料SFA16层的外部包裹

说　明　书 2/11 页

4

CN 212000441 U

4



有乳化沥青层，所述相变储能材料由膨胀石墨作为储能载体并附以石蜡类、脂肪酸类、聚乙

二醇中的一种或几种作为相变材料进行制备而得，相变材料与储能载体的质量比为40％-

80％。

[0013] 上述方案进一步优选的，所述高比例RAP的EME20高模量沥青混合料由以下重量比

的原料拌和摊铺压实而成：集料：矿粉：低标号道路沥青＝100：  5～6：5.5～6.5，其中集料

包含25～50％的RAP旧料。

[0014] 上述方案进一步优选的，所述基层由甘蔗渣纤维、废旧橡胶粉和吸水树脂聚丙烯

酸钠盐的C-B-1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或砾石料拌和摊铺压实而成，基层由以下重量比原料拌

和摊铺压实而成：集料：普通硅酸盐水泥：甘蔗渣纤维：废旧橡胶粉：吸水树脂聚丙烯酸钠盐

＝100：4～6.5：0.3～0.8：0.5～3.5：0.1～0.3。

[0015] 上述方案进一步优选的，所述15～18cm装配式正六棱柱状多孔水泥混凝土的强度

等级不宜小于C20，孔隙率为10％～15％，装配式正六棱柱状多孔水泥混凝土由以下原材料

组成，5mm～10mm粗骨料1629kg/m3、水泥503kg/m3、水150.9kg/m3、减水剂2.0kg/m3、胶粉

15.1kg/m3和聚乙烯醇粉末4.0kg/m3；其中，所述粗骨料由天然粗骨料814.5～1140.3kg/m3

和再生粗骨料488.7～814.5  kg/m3组成。

[0016] 综上所述，由于本实用新型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技术效果：

[0017] (1)、本实用新型主要采用半柔性路面、水泥混凝土路面与沥青路面形成复合式路

面结构，通过使用露石剂对半柔性材料的表层进行露石处理，解决了传统半柔性路面刮浆

不均匀、抗滑性能差等问题，提高沥青路面的抗车辙性能，以及使用正十二烷、正十四烷、和

低密度聚乙烯所制备的复合相变材料掺入半柔性材料，当高温时可降低路表温度，缓解城

市热岛效应，低温时可提升路面温度，缓解冰冻对路面行车安全的影响。

[0018] (2)、本实用新型在水泥稳定碎石中掺入甘蔗渣纤维、废旧橡胶粉和高分子吸水树

脂，不仅可改善基层的水稳定性、抗裂性以及耐久性，减少或避免基层的收缩开裂和路面反

射裂缝，而且可重复利用废弃物，节省自然资源，实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0019] (3)、本实用新型采用装配式正六棱柱状多孔水泥混凝土以废旧水泥混凝土再生

粗骨料为主要原料之一，实现了废弃物大宗利用，大大提高城市道路建设施工效率，正六棱

柱状，多孔水泥混凝土预制板，可强化荷载的传递，解决基层下部水损害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城市重载交通新型路面结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装配式正六棱柱状多孔水泥混凝土俯视图；

[0022] 图3为装配式正六棱柱状多孔水泥混凝土组装俯视图；

[0023] 附图中，表面层1，第一黏层2，中面层3，第二黏层4，下面层5，橡胶沥青应力吸收层

6，基层7，底基层8。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参照附图并举出优

选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一步详细说明。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说明书中列出的许多细节

仅仅是为了使读者对本实用新型的一个或多个方面有一个透彻的理解，即便没有这些特定

说　明　书 3/11 页

5

CN 212000441 U

5



的细节也可以实现本实用新型的这些方面。

[0025] 实施例1，如图1所示，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城市重载交通新型路面结构，所述路面结

构从上至下包括表面层1、中面层3、下面层5、基层7和底基层  8，在所述下面层4和基层7之

间设置有橡胶沥青应力吸收层6，其中，所述表面层1由4cm～6cm喷洒露石剂的半柔性材料

SFA13构成；中面层3由  6cm～8cm掺有相变储能材料的半柔性材料SFA16构成；所述下面层5

由  8cm～10cm高比例RAP的EME20高模量沥青混合料构成，所述基层7由  18cm～20cm掺甘蔗

渣纤维、废旧橡胶粉和吸水树脂聚丙烯酸钠盐的C-B-1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或砾石构成，在所

述表面层1与中面层3之间设置有第一黏层2，中面层3和下面层5之间设置有第二黏层4，所

述第一黏层2和第二黏层4为SBS改性沥青黏层或改性乳化沥青黏层，其单位面积撒布量 

0.7～0.8kg/m2，所述橡胶沥青应力吸收层6的厚度为0.8cm～1.3cm；

[0026] 在本实用新型中，由于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或砾石抗裂性能不佳，耐久性不足，易导

致基层开裂和路面反射裂缝等问题，基层积水诱发基层冲刷破坏，耐久性不足，针对城市道

路特殊路段车辙病害，在所述基层7的下方设置底基层8，如图1、图2和图3所示，所述底基层

8由15cm～18cm装配式正六棱柱状多孔水泥混凝土；在所述底基层8的下半部分设置有沿底

部方向的缝隙9，相邻之间的缝隙9的距离为0.6m-1.5m(即相邻的正六棱柱状多孔水泥混凝

土之间设置缝隙9)，缝隙9的宽度为1.2，从而可将装配式多孔水泥混凝土  5内多余的水分

沿缝隙50渗入排水沟或其他辅助排水设备内。

[0027]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半柔性材料SFA13是向橡胶沥青混合料灌注水泥灌浆料制

备而成，其中，橡胶沥青混合料的空隙率20％～28％，橡胶沥青混合料由以下重量比的原料

拌和摊铺压实而成：集料：矿粉：橡胶沥青＝100：3～5：  3.5～5.5；该水泥灌浆料由以下重

量份原料制备而成：普通硅酸盐水泥30～50  份，Ⅱ级粉煤灰5～10份，细砂10～15份，硫酸

盐系早强剂0.5～2份，聚羧酸减水剂0.1～0.3份，皂角苷类引气剂碳酸钠1～6份，羧基丁苯

乳胶1～4份，碳酸钙0.1～0.4份，水15～35份。

[0028] 所述相变储能材料的半柔性材料SFA16是向橡胶沥青混合料灌注含相变储能材料

的水泥灌浆料制备而成，该橡胶沥青混合料的设计目标空隙率  20％～28％，所述橡胶沥青

混合料由以下原料和重量比拌和摊铺压实而成，集料：矿粉：橡胶沥青＝100：3～5：3.5～

5.5；该相变储能材料的水泥灌浆料由以下重量份原料制备而成：普通硅酸盐水泥30～50

份，Ⅱ级粉煤灰5～10份，细砂5～10粉，硫酸盐系早强剂0.5～2份，聚羧酸减水剂0.1～0.3

份，碳酸钠1～6  份，碳酸钙0.1～0.4份，水12～32份，相变储能材料3～5份；

[0029] 在所述相变储能材料外部包裹有乳化沥青层，所述相变储能材料由膨胀石墨作为

储能载体并附以石蜡类、脂肪酸类、聚乙二醇中的一种或几种作为相变材料进行制备而得，

相变材料与储能载体的质量比为40％-80％。

[0030] 所述高比例RAP的EME20高模量沥青混合料由以下重量比的原料拌和摊铺压实而

成：集料：矿粉：低标号道路沥青＝100：5～6：5.5～6.5，其中集料包含25～50％的RAP旧料。

[0031] 所述基层7由甘蔗渣纤维、废旧橡胶粉和吸水树脂聚丙烯酸钠盐的C-B-1  水泥稳

定级配碎石或砾石料拌和摊铺压实而成，基层7由以下重量比原料拌和摊铺压实而成：集

料：普通硅酸盐水泥：甘蔗渣纤维：废旧橡胶粉：吸水树脂聚丙烯酸钠盐＝100：4～6.5：0.3

～0.8：0.5～3.5：0.1～0.3。

[0032] 所述15～18cm装配式正六棱柱状多孔水泥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不宜小于  C20，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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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10％～15％，装配式正六棱柱状多孔水泥混凝土由以下原材料组成，5mm～10mm粗骨料

1629kg/m3、水泥503kg/m3、水150.9kg/m3、减水剂2.0kg/m3、胶粉15.1kg/m3和聚乙烯醇粉末

4.0kg/m3；其中，所述粗骨料由天然粗骨料814 .5～1140 .3kg/m3和再生粗骨料488 .7～

814.5kg/m3组成。本实用新型采用旧水泥混凝土废料作为装配式正六棱柱状多孔水泥混凝

土的粗骨料原材料，既提高资源再利用和循环利用水平，又加快施工进度，强化工程质量的

控制以及避免基层积水诱发水损害，延长道路服役年限，实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可持续

发展。总的来说，该路面铺装结构属于新型长寿命路面结构形式，具有优异的路用性能和良

好的耐久性，是目前解决路面车辙病害的有效技术手段，并减薄了路面厚度，降低了全寿命

周期工程的成本，且顺应了“以人为本、节能减排、资源循环利用、保护环境”的时代要求。

[0033] 在本实用新型中，所述集料为玄武岩或石灰岩或花岗岩，对于花岗岩集料务必采

取剥落剂以提高沥青与集料粘附性的措施，所述的矿粉为石灰岩石粉，且集料和矿粉的性

质需满足现行《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2004)相应的技术要求，具体要求如

下：所述不同结构层的矿质集料配合比对应以下筛孔尺寸26.5、19、16、13.2、9.5、4.75、

2.36、1.18、0.6、0.3、  0.15、0.075mm；对于半柔性材料SFA13，其重量百分比通过率依次为：

100、  100、100、90～100、50～80、12～30、10～22、6～18、4～15、3～12、3～8、2～6；对于半

柔性材料SFA16，其重量百分比通过率依次为：100、100、90～100、  70～90、45～70、12～30、

10～22、6～18、4～15、3～12、3～8、2～6；对于高模量沥青混合料EME20，其重量百分比通过

率依次为：100、90～100、80～95、70～85、  60～75、40～55、30～40、20～30、15～20、10～

16、6～10、4～8；对于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或砾石C-B-1，其重量百分比通过率依次为：100、82

～86、73～79、65～72、  53～62、35～45、22～31、13～22、8～15、5～10、3～7、2～5；所述集

料为玄武岩或石灰岩或花岗岩，对于花岗岩集料务必采取剥落剂以提高沥青与集料粘附性

的措施，所述的矿粉为石灰岩石粉，且集料和矿粉的性质需满足现行规范要求，其中路面结

构的矿料级配范围如表1。

[0034] 表1：矿料通过各筛孔(mm)的质量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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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0036] 根据本实用新型的另一个方面，还提供了城市重载交通新型路面结构的施工方

法，所述道路结构的施工方法按如下步骤进行：

[0037] 1)、矿料级配的确定：高模量沥青混合料EME20的新集料为玄武岩和石灰岩的组

合，填料为石灰石矿粉，旧料来自于沥青路面中面层，采用三氯乙烯抽提后的级配为表2所

示，其中旧料掺量为30％，旧料中沥青的质量分数为4.6％。

[0038] 表2：RAP旧料通过各筛孔(mm)的质量百分率

[0039] 筛孔mm 26.5 19 16 13.2 9.5 4.75 2.36 1.18 0.6 0.3 0.15 0.075 

通过率％ 100 100 100 96 92 74 55 40 32 25 18 12 

[0040] 其他混合料的级配如表3，集料采用石灰岩或玄武岩，填料为石灰石矿粉，其性质

均满足我国规范要求。

[0041] 表3：矿料通过各筛孔(mm)的质量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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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0043] 所述高比例RAP(25％～50％)的EME20高模量沥青混合料由以下重量比的原料拌

和摊铺压实而成：集料：矿粉：低标号道路沥青＝100：5～6：5.5～6.5，其中，集料包含25％

～50％的RAP旧料。所述基层6由甘蔗渣纤维、废旧橡胶粉和吸水树脂聚丙烯酸钠盐的C-B-1

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或砾石料拌和摊铺压实而成，基层6由以下重量比原料拌和摊铺压实而

成：集料：普通硅酸盐水泥：甘蔗渣纤维：废旧橡胶粉：吸水树脂聚丙烯酸钠盐＝100：4～

6.5：0.3～0.8：  0.5～3.5：0.1～0.3。

[0044] 2)、辅助材料制备：

[0045] ①相变储能材料制备

[0046] 所述相变储能材料膨胀石墨为储能载体，以石蜡类、脂肪酸类、聚乙二醇等一种或

几种为相变材料，相变材料与储能载体的质量比为40％～80％，且其外部包裹乳化沥青进

一步确保相变过程无液体泄漏；相变材料的种类根据道路所处的气候条件及调温目标确

定，以广西地区的道路为例，该区域的夏季气温较高，热量丰富，路面病害车辙较为突出，因

此选用一种或几种相变材料组合所得的相变温度宜30℃～50℃，在此选用聚乙二醇为相变

材料，储能载体(相变储能)材料的制备过程如下：首先，称取100g膨胀石墨、400g聚乙二醇

以及800g-1200g的乳化沥青待用，将膨胀石墨置于70℃～80℃烘箱，加热10h～12h确保膨

胀石墨中无水分；其次，将聚乙二醇溶解于50℃～60℃的蒸馏水中，制备聚乙二醇水溶液；

再次，将已烘干的膨胀石墨与聚乙二醇水溶液混合，并在60℃下超声振荡0.5h；再将膨胀石

墨与聚乙二醇混合溶液物置于80℃真空干燥箱中，并抽真空4.5h，使膨胀石墨的孔隙被聚

乙二醇填充，从而获得膨胀石墨-聚乙二醇复合材料；最后，将膨胀石墨-聚乙二醇复合材料

缓缓加入乳化沥青中，同步搅拌并控制搅拌速度由慢至快，当其全部加入后，恒速转动

0.5h，搅拌速度1200转/分，以使得乳化沥青能充分包裹复合材料，从而制备得到聚乙二醇

相变储能材料，乳化沥青和聚乙二醇相变储能材料的总质量分数为80％(占总质量的

80％)。

[0047] ②水泥灌浆料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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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按照水泥灌浆料中各原材料的重量配比，将42％的普通硅酸盐水泥、9％的Ⅱ级粉

煤灰、12％细砂混合搅拌2min，然后加入1％硫酸盐系早强剂，0.2％聚羧酸减水剂，2.5％皂

角苷类引气剂碳酸钠，3％羧基丁苯乳胶，0.3％碳酸钙，  30％水，混合搅拌3min，使混合料

料均匀即可完成水泥灌浆料的制备。

[0049] ③相变储能水泥灌浆料制备：

[0050] 根据上述方式制备一定质量的相变储能材料，考虑到相变储能材料掺量较高时对

混合料的力学强度和耐久性产生不利影响，以及相变储能材料与水泥灌浆料相容性问题，

相变储能水泥灌浆料需按照如下方法制备：首先将3％相变储能材料、42％普通硅酸盐水

泥、9％粉煤灰、12％细砂混合一起搅拌3min，然后再加入1％硫酸盐系早强剂，0.2％聚羧酸

减水剂，2.5％皂角苷类引气剂碳酸钠，3％羧基丁苯乳胶，0.3％碳酸钙，30％水，混合后搅

拌5min，以确保相变储能材料能较均匀地分散在水泥灌浆料中。

[0051] 3)、路面铺装结构施工

[0052] ①装配式正六棱柱状多孔水泥混凝土底基层：装配式正六棱柱状多孔水泥混凝土

由以下原材料组成，5mm～10mm粗骨料1629kg/m3、水泥503kg/m3、水150 .9kg/m3、减水剂

2.0kg/m3、胶粉15.1kg/m3和聚乙烯醇粉末4.0kg/m3；其中，所述粗骨料由天然粗骨料814.5

～1140.3kg/m3和再生粗骨料488.7～814.5  kg/m3组成，按照上述配比进行拌和，养护和运

输至施工现场。正六棱柱状多孔水泥混凝土施工需控制好平整度，装配式板接缝采用水泥

砂浆填充，为基层施工提高良好的工作面。

[0053] ②水泥稳定碎石基层摊铺：根据水泥稳定级配碎石矿料级配，将集料、普通硅酸盐

水泥、甘蔗渣纤维、废旧橡胶粉、高分子吸水树脂聚丙烯酸钠盐按重量比为100：5：0 .6：

2.53：0.2的各物料进行拌和、摊铺及碾压，从而形成水泥稳定级配碎石基层7，其中普通硅

酸盐水泥为P.O  42.5，甘蔗渣纤维和废旧橡胶粉颗粒基本性质满足我国规范要求。本实用

新型在水泥稳定碎石中掺入甘蔗渣纤维、废旧橡胶粉和高分子吸水树脂，不仅可改善基层

的水稳定性、抗裂性以及耐久性，减少或避免基层的收缩开裂和路面反射裂缝。

[0054] ③应力吸收层摊铺：应力吸收层胶结料采用橡胶沥青，集料应选用石质坚硬、洁净

且形状接近立方体的碎石颗粒，橡胶沥青和集料的基本性质满足我国规范要求，橡胶沥青

的撒布量为2.5kg/m2，经过撒布橡胶沥青、碎石的摊铺、碾压等完成应力吸收层6的摊铺，其

厚度为10mm。

[0055] ④下面层摊铺：在上述应力吸收层6上，采用低标号道路沥青(基本性质如表4)和

EME20级配类型摊铺高模量沥青混合料技术指标满足表5要求，形成下面层5。其中下面层5

的各种材料质量比为集料：矿粉：低标号道路沥青＝100：5：6.2，其中集料包含RAP旧料与新

集料的质量比为30：70。

[0056] 表4：低标号道路沥青技术指标

[0057] 试验指标 单位 结果 试验指标 单位 结果 

针入度(25℃) 0.1mm 24 软化点(R&B) ℃ 64 

60℃动力黏度 Pa·s 2370 15℃延度 cm 53 

弗拉斯脆点 ℃ -3 TFOT针入度残留率 ％ 78 

蜡含量(蒸馏法) ％ 1.6 TFOT质量变化 ％ 0.05 

[0058] 表5：高模量沥青混合料技术指标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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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9] 技术指标 试验方法 要求值 

强度比 冻融劈裂试验JTJ052-2000 ≥75％ 

动稳定度 车辙试验T0719-2000 >3  000次/mm 

模量 两点弯曲模量试验NFP98260-2 ≥14  000MPa 

弯曲应变 低温小梁弯曲试验JTJ052-2000 ≥2  000×106

[0060] ⑤黏结层和中面层摊铺：为保障路面结构的整体性，在所述表面层1与中面层3之

间设置有第一黏层2，中面层3和下面层5之间设置有第二黏层4，所述第一黏层2和第二黏层

20为SBS改性沥青黏层或改性乳化沥青黏层，其单位面积撒布量0.7～0.8kg/m2，其单位面

积撒布量0.73kg/m2。在第二黏层4  上采用橡胶沥青和SFA16级配摊铺形成空隙率为25％的

沥青混合料，并向其空隙灌注含相变储能材料的水泥灌浆料以形成中面层3，其中，中面层3

的大空隙沥青混合料的原料由集料：矿粉：橡胶沥青组成，其各种材料质量比为，集料：矿

粉：橡胶沥青＝100：3.7：4.2，其中橡胶沥青性质如表6所示。

[0061] 表6：橡胶沥青技术指标

[0062] 试验指标 单位 结果 试验指标 单位 结果 

针入度(25℃) 0.1mm 65 软化点(R&B) ℃ 68 

180℃动力黏度 Pa·s 3.2 延度(5℃，1cm/min)   cm 12 

弹性恢复(25℃) ％ 63       

[0063] 表层摊铺：在第一黏层2上，采用橡胶沥青(基本性质如表6)和SFA13  级配摊铺形

成空隙率为25％的沥青混合料，在向其空隙灌注水泥灌浆料后喷洒露石剂形成表层1，其

中，表面层1由4cm～6cm喷洒露石剂的半柔性材料  SFA13构成，表层1的大空隙沥青混合料

由集料、矿粉、橡胶沥青组成，其各原料质量比为：100：4.0：4.4，具体的露石工艺如下：在水

泥灌浆料灌注后开始刮浆，当路表面水膜消失时均匀喷洒露石剂，其喷洒量为150g/m2，喷

洒露石剂分两次喷洒，第一次喷洒露石剂用量的68％，第二次喷洒露石剂用量的32％，且两

次喷洒的时间间隔5min，喷洒完成后在路表面覆盖塑料薄膜进行养生；用尖状物在路表面

划痕，痕迹很浅但清晰可见且边沿基本无破损，即为合适的刷洗时间，此时将路表面多余水

泥浆料冲洗掉，然后覆膜进行第二次养生4小时后即可；道路结构铺设完成后对铺装后路面

技术指标按照要求进行试验检测，横向力系数SFC60为67，构造深度TD为0.65mm，渗透系数

(ml/min)：不透水；路面面层温度降低幅度为2℃～5℃；本实用新型通过上述方案使用露石

剂对半柔性材料的表层进行露石处理，解决了传统半柔性路面刮浆不均匀、抗滑性能差等

问题；将相变储能材料掺入半柔性材料，在高温时可降低路表温度，缓解城市热岛效应，而

且在低温时可提升路面温度，缓解冰冻对路面行车安全的影响。

[0064] 实施例2，所述表面层1由4cm喷洒露石剂的半柔性材料SFA13构成；中面层3由6cm

掺有相变储能材料的半柔性材料SFA16构成；所述下面层5 由10cm高比例RAP的EME20高模

量沥青混合料构成，所述基层7由18cm  掺甘蔗渣纤维、废旧橡胶粉和吸水树脂聚丙烯酸钠

盐的C-B-1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或砾石构成，在所述表面层1与中面层3之间设置有第一黏层

2，中面层  3和下面层5之间设置有第二黏层4，所述第一黏层2和第二黏层4为SBS改性沥青

黏层或改性乳化沥青黏层，其单位面积撒布量0.8kg/m2，所述橡胶沥青应力吸收层6的厚度

为0.8cm；所述底基层8由15cm装配式正六棱柱状多孔水泥混凝土；在所述底基层8的下半部

分设置有沿底部方向的缝隙9，相邻之间的缝隙9的距离为0.6m，缝隙9的宽度为0.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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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在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半柔性材料SFA13是向橡胶沥青混合料灌注水泥灌浆

料制备而成，其中，橡胶沥青混合料的空隙率20％，橡胶沥青混合料由以下重量比的原料拌

和摊铺压实而成：集料：矿粉：橡胶沥青＝100：3：  3.5；该水泥灌浆料由以下重量份原料制

备而成：普通硅酸盐水泥50份，Ⅱ级粉煤灰5份，细砂10份，硫酸盐系早强剂0.5份，聚羧酸减

水剂0.1份，皂角苷类引气剂碳酸钠1份，羧基丁苯乳胶1份，碳酸钙0.1份，水15份。所述相变

储能材料的半柔性材料SFA16是向橡胶沥青混合料灌注含相变储能材料的水泥灌浆料制备

而成，该橡胶沥青混合料的设计目标空隙率20％，所述橡胶沥青混合料由以下原料和重量

比拌和摊铺压实而成，集料：矿粉：橡胶沥青＝100：3：3.5；该相变储能材料的水泥灌浆料由

以下重量份原料制备而成：普通硅酸盐水泥30份，Ⅱ级粉煤灰5份，细砂5粉，硫酸盐系早强

剂0.5份，聚羧酸减水剂0.1份，碳酸钠1份，碳酸钙0.1份，水12份，相变储能材料3  份；在所

述相变储能材料外部包裹有乳化沥青层，所述相变储能材料由膨胀石墨作为储能载体并附

以石蜡类、脂肪酸类、聚乙二醇中的一种或几种作为相变材料进行制备而得，所述相变材料

与储能载体的质量比为40％。所述储能载体(相变储能)材料的制备过程如下：将膨胀石墨

置于70℃烘箱，加热12h  确保膨胀石墨中无水分；其次，将聚乙二醇溶解于50℃的蒸馏水

中，制备聚乙二醇水溶液；再次，将已烘干的膨胀石墨与聚乙二醇水溶液混合，并在60℃下

超声振荡20min；再将膨胀石墨与聚乙二醇混合溶液物置于80℃真空干燥箱中，并抽真空

4h，使膨胀石墨的孔隙被聚乙二醇填充，从而获得膨胀石墨-  聚乙二醇复合材料；最后，将

膨胀石墨-聚乙二醇复合材料缓缓加入乳化沥青中，同步搅拌并控制搅拌速度由慢至快，当

其全部加入后，恒速转动0.5h，搅拌速度1000转/分，以使得乳化沥青能充分包裹复合材料，

从而制备得到聚乙二醇相变储能材料，所述乳化沥青和聚乙二醇相变储能材料的总质量分

数为80％。

[0066] 实施例3，所述表面层1由6cm喷洒露石剂的半柔性材料SFA13构成；中面层3由8cm

掺有相变储能材料的半柔性材料SFA16构成；所述下面层5 由8cm高比例RAP的EME20高模量

沥青混合料构成，所述基层7由20cm  掺甘蔗渣纤维、废旧橡胶粉和吸水树脂聚丙烯酸钠盐

的C-B-1水泥稳定级配碎石或砾石构成，在所述表面层1与中面层3之间设置有第一黏层2，

中面层  3和下面层5之间设置有第二黏层4，所述第一黏层2和第二黏层4为SBS改性沥青黏

层或改性乳化沥青黏层，其单位面积撒布量0.7kg/m2，所述橡胶沥青应力吸收层6的厚度为

1.3cm；所述底基层8由18cm装配式正六棱柱状多孔水泥混凝土；在所述底基层8的下半部分

设置有沿底部方向的缝隙9，相邻之间的缝隙9距离为1.5m，缝隙9的宽度为2cm。

[0067] 在实用新型实施例中，所述半柔性材料SFA13是向橡胶沥青混合料灌注水泥灌浆

料制备而成，其中，橡胶沥青混合料的空隙率28％，橡胶沥青混合料由以下重量比的原料拌

和摊铺压实而成：集料：矿粉：橡胶沥青＝100：5：  5.5；该水泥灌浆料由以下重量份原料制

备而成：普通硅酸盐水泥30份，Ⅱ级粉煤灰10份，细砂15份，硫酸盐系早强剂2份，聚羧酸减

水剂0.3份，皂角苷类引气剂碳酸钠6份，羧基丁苯乳胶4份，碳酸钙0.4份，水35份。

[0068] 所述相变储能材料的半柔性材料SFA16是向橡胶沥青混合料灌注含相变储能材料

的水泥灌浆料制备而成，该橡胶沥青混合料的设计目标空隙率28％，所述橡胶沥青混合料

由以下原料和重量比拌和摊铺压实而成，集料：矿粉：橡胶沥青＝100：5：5.5；该相变储能材

料的水泥灌浆料由以下重量份原料制备而成：普通硅酸盐水泥50份，Ⅱ级粉煤灰10份，细砂

10粉，硫酸盐系早强剂2份，聚羧酸减水剂0.4份，碳酸钠6份，碳酸钙0.4份，水32份，相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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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材料5份；在所述相变储能材料外部包裹有乳化沥青层，所述相变储能材料由膨胀石墨作

为储能载体并附以石蜡类、脂肪酸类、聚乙二醇中的一种或几种作为相变材料进行制备而

得，所述相变材料与储能载体的质量比为  80％。所述储能载体(相变储能)材料的制备过程

如下：将膨胀石墨置于80℃烘箱，加热10h确保膨胀石墨中无水分；其次，将聚乙二醇溶解于

60℃的蒸馏水中，制备聚乙二醇水溶液；再次，将已烘干的膨胀石墨与聚乙二醇水溶液混

合，并在60℃下超声振荡0.8h；再将膨胀石墨与聚乙二醇混合溶液物置于  80℃真空干燥箱

中，并抽真空6h，使膨胀石墨的孔隙被聚乙二醇填充，从而获得膨胀石墨-聚乙二醇复合材

料；最后，将膨胀石墨-聚乙二醇复合材料缓缓加入乳化沥青中，同步搅拌并控制搅拌速度

由慢至快，当其全部加入后，恒速转动0.5h，搅拌速度1500转/分，以使得乳化沥青能充分包

裹复合材料，从而制备得到聚乙二醇相变储能材料，所述乳化沥青和聚乙二醇相变储能材

料的总质量分数为80％。

[0069] 以上所述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作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

润饰也应视为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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