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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橡胶沥青及其混合料及含有该混合料

的高抗裂抗车辙三层橡胶沥青路面结构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复合橡胶沥青，由橡胶粉、

基质沥青、石墨和硅藻土制备而成。本发明还提

供利用一种由所述复合橡胶沥青和集料制成的

复合橡胶沥青混合料。此外，本发明还提供含有

该混合料的高抗裂抗车辙三层橡胶沥青路面结

构。该路面结构包括自上而下依次铺设的紧密骨

架嵌挤型橡胶沥青砼上面层、粗型骨架嵌挤密实

型橡胶沥青砼中面层、抗离析嵌挤骨架挤密型橡

胶沥青下面层。本发明的路面结构可综合提高路

面的抗疲劳变形、抗裂、抗车辙等性能，针对性地

解决因面层老化的疲劳开裂，基层开裂引起的路

面反射裂缝等一系列问题，还能缓解与日俱增的

废旧轮胎的环境和经济压力，大幅降低路面全寿

命周期的资源消耗与建养成本。具有良好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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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复合橡胶沥青，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数的原料：橡胶粉18-23％，基质

沥青70-82％，石墨0.1-5％，剩余为硅藻土。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橡胶沥青，其特征在于，其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a1)将硅藻土和石墨分别研磨，过200目筛，备用；

(a2)将基质沥青放入反应釜中，边搅拌边加温加压，当温度升到170-180℃时，恒压，继

续搅拌25-30min；

(a3)在步骤(a2)的基质沥青中加入橡胶粉，升温至190-200℃，调整压力为0 .6-

0.7MPa，继续搅拌50-70min，然后加入剩余原料，加压至0.8-0.9MPa，继续搅拌15-30min，即

得。

3.一种复合橡胶沥青混合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橡胶沥青混合料的油石比为4.2-

5.9％，该混合料采用的沥青为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复合橡胶沥青，其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

骤：

(b1)将集料加热至不低于170℃；

(b2)向集料喷入温度为140-145℃的复合橡胶沥青，拌和1.5-3min即得。

4.一种高抗裂抗车辙三层橡胶沥青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采用权利要求3所述的复合

橡胶沥青混合料制备而成；该路面结构包括自上而下依次铺设在土基(5)上的紧密骨架嵌

挤型橡胶沥青砼上面层(1)、粗型骨架嵌挤密实型橡胶沥青砼中面层(2)、抗离析嵌挤骨架

挤密型橡胶沥青下面层(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抗裂抗车辙三层橡胶沥青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密

骨架嵌挤型橡胶沥青砼上面层(1)的厚度为4-5cm；油石比为5.8-5.9％。

6.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抗裂抗车辙三层橡胶沥青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密

骨架嵌挤型橡胶沥青砼上面层(1)所用集料的关键筛孔9.5mm通过率为60-70％，筛孔

4.75mm通过率为25-35％，筛孔2.36mm通过率为20-25％，筛孔0.075mm通过率为3-6％。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抗裂抗车辙三层橡胶沥青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粗型

骨架嵌挤密实型橡胶沥青砼中面层(2)的厚度为5-7cm，油石比为4.8-4.9％。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抗裂抗车辙三层橡胶沥青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粗型

骨架嵌挤密实型橡胶沥青砼中面层(2)所用集料的关键筛孔19mm通过率为88-92％，筛孔

13.2mm通过率为60-70％，筛孔9.5mm通过率为45-55％，筛孔4.75mm通过率为28-38％，筛孔

2.36mm通过率为20-25％，筛孔0.075mm通过率为4-5.5％。

9.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抗裂抗车辙三层橡胶沥青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抗离

析嵌挤骨架挤密型橡胶沥青下面层(3)的厚度为6-8cm，油石比为4.2-4.3％。

10.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高抗裂抗车辙三层橡胶沥青路面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抗

离析嵌挤骨架挤密型橡胶沥青下面层(3)所用集料的最大公称粒径26.5mm筛孔通过率为

95％±3％，关键筛孔19mm通过率75-82％，筛孔9.5mm通过率40-50％，筛孔4.75mm通过率

25-33％，筛孔2.36mm通过率17-23％，筛孔0.075mm通过率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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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橡胶沥青及其混合料及含有该混合料的高抗裂抗车辙三

层橡胶沥青路面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与交通运输工程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复合橡胶沥青及其混合料及

含有该混合料的高抗裂抗车辙三层橡胶沥青路面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日益剧增的废旧轮胎对全球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废旧轮胎属于有害固体

废物，处置不当会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危及生态环境安全。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我国废旧

轮胎产生量已超过1300万吨，且每年以6％至8％的比例增长，预计到2020年废旧轮胎产生

量将超过2000万吨。因此，废旧轮胎生态循环利用技术的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研究工作具有

显著的环保与经济效益。

[0003] 橡胶沥青作为一种性能良好的材料，不仅消耗了废旧轮胎，同时其具有的良好的

高低温性能可以有效满足公路建设的需求。据不完全统计，橡胶沥青已在全国主要道路工

程中应用近千公里。橡胶沥青路面因具有显著的环保意义、技术前景(延长路面寿命、延缓

反射裂缝、降低噪音、优良的柔韧性等)和潜在的经济价值(可适当减薄路面厚度)，而被大

规模推广应用。目前，橡胶沥青路面应用主要为：橡胶沥青路面、橡胶沥青复合式路面、旧水

泥路面直接加铺薄层橡胶沥青罩面、市政道路维修加铺橡胶沥青罩面，单层或双层橡胶沥

青技术均表现出良好的应用效果。但是纯轮胎橡胶配方的橡胶沥青，在高温稳定性、粘附

性、施工性能上还存在不足，用于道路沥青时还需要改性或者添加其他助剂。

[0004] 在交通量日益增大，重载超载现象愈演愈烈的情况下，高等级道路沥青路面在通

车运营后不久便会出现裂缝、坑槽、车辙等病害等各种早期病害。尤其在我国南方湿热地

区，在高温与重载交通条件下，由于沥青混凝土的高温稳定性不足，沥青路面车辙病害尤为

突出，极大影响了沥青路面行车的舒适性和安全性，降低了沥青路面的使用性能。

[0005] 为了提高路面结构高低温性能、抗车辙能力，在现有的技术方案中，如申请号为

201720341592.2的一种橡胶沥青路面结构，其路面结构为胶粉复合剂橡胶沥青细粒式沥青

混凝土上面层和胶粉复合剂橡胶沥青中粒式沥青混凝土下面层组成的两层复合结构，能提

高路面的路用性能，降低工程造价，但该技术方案所提出的橡胶沥青路面结构未在结构组

成和性能方面做详细具体的阐述，不具备推广应用的实施性。申请号为201920894893.7的

一种具有抗裂功能的沥青路面保护结构，其路面结构包括路侧块、主沥青层、半刚性基层、

土壤和抗裂贴，该路面结构是通过设置玻璃纤维土工格栅来增加沥青的强度和其与沥青混

合料的相容性，来提高路面的抗拉强度，增加路面的抗裂能力，该技术方案未对所提出的方

案的抗裂效果进行对比验证。

[0006] 论文《基于Overlay  Tester试验评价沥青混合料抗反射裂缝的能力》中提出利用

Overlay  Tester试验评价不同种类沥青混合料抵抗反射裂缝的能力，为评价加铺水泥路面

的沥青混合料的抗裂性能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试验评价手段。论文《橡胶沥青混合料抗反射

裂缝性能研究》中采用Overlay  Tester试验研究橡胶沥青混合料的抗反射裂缝性能，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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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沥青能明显改善沥青混合料的抗反射裂缝性能，其应力损失率与裂缝扩展速率呈现正

相关关系。

[0007] 因此，从路面整体结构的使用寿命与大中修周期考虑，有必要研究一种新型的橡

胶沥青以及利用该沥青与集料混合组成的沥青路面结构，如何得到该种沥青，设置沥青用

量，级配组成，矿料间隙度和饱和度，使其达到较佳的路面结构配置，既能充分发挥橡胶沥

青的技术性能和经济性能，降低路面全寿命周期的资源消耗与建养成本，又能显著提高路

面抗车辙、抗反射裂缝等综合性能，是我们目前面对并需要加以解决的实际问题。

发明内容

[0008]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耐高温性好的复合橡胶沥

青。

[0009]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10] 一种复合橡胶沥青，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数的原料：橡胶粉18-23％，基质沥青70-

82％，石墨0.1-5％，剩余为硅藻土。

[0011] 优选地，所述橡胶粉的粒径为30-60目。

[0012] 优选地，所述基质沥青为道路石油沥青。

[0013] 优选地，其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14] (a1)将硅藻土和石墨分别研磨，过200目筛，备用；

[0015] (a2)将基质沥青放入反应釜中，边搅拌边加温加压，当温度升到170-180℃时，恒

压，继续搅拌25-30min；

[0016] (a3)在步骤(a2)的基质沥青中加入橡胶粉，升温至190-200℃，调整压力为0.6-

0.7MPa，继续搅拌50-70min，然后加入剩余原料，加压至0.8-0.9MPa，继续搅拌15-30min，即

得。

[0017] 优选地，步骤(a2)中搅拌的转速为700-1000rpm。

[0018] 优选地，步骤(a2)控制压力不大于0.5MPa。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利用上述复合橡胶沥青与集料混合制成的复合橡胶沥青混合

料，该混合料的油石比为4.2-5.9％，具体制备方法如下：

[0020] (b1)将集料加热至不低于170℃；

[0021] (b2)向集料喷入温度为140-145℃的复合橡胶沥青，拌和1.5-3min即得。

[0022] 优选地，步骤(b1)集料的加热温度为180-185℃。

[0023] 本发明的另一目的是针对现有的路面结构容易出现的开裂、车辙、反射裂缝等系

列问题，利用上述的复合橡胶沥青混合料，提供一种高抗裂抗车辙三层橡胶沥青路面结构。

[0024] 该路面结构包括自上而下依次铺设在土基上的紧密骨架嵌挤型橡胶沥青砼上面

层、粗型骨架嵌挤密实型橡胶沥青砼中面层、抗离析嵌挤骨架挤密型橡胶沥青下面层。

[0025] 优选地，所述紧密骨架嵌挤型橡胶沥青砼上面层的厚度为4-5cm；油石比为5.8-

5.9％。

[0026] 优选地，所述紧密骨架嵌挤型橡胶沥青砼上面层所用集料的关键筛孔9.5mm通过

率为60-70％，筛孔4.75mm通过率为25-35％，筛孔2.36mm通过率为20-25％，筛孔0.075mm通

过率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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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优选地，所述粗型骨架嵌挤密实型橡胶沥青砼中面层的厚度为5-7cm，油石比为

4.8-4.9％。

[0028] 优选地，所述粗型骨架嵌挤密实型橡胶沥青砼中面层所用集料的关键筛孔19mm通

过率为88-92％，筛孔13.2mm通过率为60-70％，筛孔9.5mm通过率为45-55％，筛孔4.75mm通

过率为28-38％，筛孔2.36mm通过率为20-25％，筛孔0.075mm通过率为4-5.5％。

[0029] 优选地，所述抗离析嵌挤骨架挤密型橡胶沥青下面层的厚度为6-8cm，油石比为

4.2-4.3％。

[0030] 所述抗离析嵌挤骨架挤密型橡胶沥青下面层所用集料的最大公称粒径26.5mm筛

孔通过率为95％±3％，关键筛孔19mm通过率75-82％，筛孔9.5mm通过率40-50％，筛孔

4.75mm通过率25-33％，筛孔2.36mm通过率17-23％，筛孔0.075mm通过率3.5-5％。

[0031] 优选地，所述路面结构在各层之间还有改性乳化沥青粘层。

[0032] 优选地，抗离析嵌挤骨架挤密型橡胶沥青下面层和土基之间还设有基层。

[0033] 优选地，所述紧密骨架嵌挤型橡胶沥青砼上面层所用集料的粗集料为辉绿岩和/

或玄武岩，细集料为石灰岩机制砂，填料为矿粉。

[0034] 优选地，所述粗型骨架嵌挤密实型橡胶沥青砼中面层和抗离析嵌挤骨架挤密型橡

胶沥青下面层所用集料粗集料为石灰岩，细集料为石灰岩机制砂，填料为矿粉。

[0035] 本发明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36] 1、本发明的复合橡胶沥青引入了硅藻土和石墨，硅藻土作为无机颗粒填料，可以

大幅度提高沥青的动稳定度，使沥青的低温抗裂性和水稳定性更佳。石墨的XY方向上的导

热系数高，在橡胶沥青中掺加石墨，可减少沥青路面早期破坏，提高沥青路面质量，延长沥

青路面使用寿命。且石墨经过研磨后既可直接食用，无需处理到石墨烯的程度，也无需加入

分散剂，制备过程简便易行。

[0037] 2、本发明采用所述复合橡胶沥青与不同级配的集料拌和得到的混合料，制备得到

的高抗裂抗车辙三层橡胶沥青路面结构，该路面结构的上、中、下面层分别采用紧密骨架嵌

挤型混合料、粗型骨架嵌挤密实型混合料、抗离析嵌挤骨架挤密型混合料。采用三层橡胶沥

青混合料可充分发挥橡胶沥青的技术特性和路面性能，能大幅提高整个沥青面层的抗疲劳

变形、抗车辙、抗裂性能，符合耐久性长寿命沥青。同时沥青面层统一使用同一种沥青材料，

有利于材料调度和施工组织，提高沥青路面施工稳定性和施工进度。

[0038] 3、本发明采用橡胶沥青，能更高效地利用废旧轮胎资源，极大程度地减少环境污

染并节约沥青等工程材料，大幅提升沥青路面的使用寿命。在材料单价上，橡胶(改性)沥青

较SBS改性沥青材料单价低300-400元/吨，具有可观的经济性；在沥青层施工总造价上，综

合考虑工-料-机总成本，提出的三层橡胶沥青面层工程总成本比采用SBS改性沥青工程总

成本降低1～2％左右，具有一定优势。

[0039] 由此可见，本发明的路面结构以控制关键筛孔通过率为其优化设计的把控指标，

从级配组成上进行优化设计，综合提高路面的抗疲劳变形、抗裂、抗车辙等性能，针对性地

解决因面层老化的疲劳开裂，基层开裂引起的路面反射裂缝等一系列问题，不仅能显著提

高路面的的抗车辙、抗反射裂缝等性能，还能缓解处理与日俱增的废旧轮胎的环境和经济

压力，大幅降低路面全寿命周期的资源消耗与建养成本。且橡胶沥青施工总造价相对于SBS

改性沥青具有一定的经济优势，橡胶的再利用具有低碳、环保的社会效益，有效解决废旧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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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对环境的污染，成倍延长路面整体结构的使用寿命与大中修周期，大幅降低路面全寿命

周期的资源消耗与建养成本，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附图说明

[0040] 图1为本发明路面结构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41] 附图中，1-紧密骨架嵌挤型橡胶沥青砼上面层，2-粗型骨架嵌挤密实型橡胶沥青

砼中面层，3-抗离析嵌挤骨架挤密型橡胶沥青下面层。4-基层，5-土基。

[0042] 因改性乳化沥青粘层厚度可忽略不计，图1中未示出改性乳化沥青粘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43]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举出优选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一步详细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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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明的一个或多个方面有一个透彻的理解，即便没有这些特定的细节也可以实现本发明的

这些方面。

[0044] 实施例1

[0045] 一种复合橡胶沥青，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数的原料：30目的废胎橡胶粉18％，道路石

油沥青78％，石墨0.1％，剩余为硅藻土。其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46] (a1)将硅藻土和石墨分别研磨，过200目筛，备用；

[0047] (a2)将道路石油沥青放入反应釜中，在1000rpm的转速下搅拌，均匀加温加压并控

制最大压力不大于0.5MPa，当温度升到170℃时，继续搅拌30min；

[0048] (a3)在步骤(a2)的道路石油沥青中加入废胎橡胶粉，升温至200℃，调整压力为

0.6MPa，继续搅拌70min，然后加入剩余原料，加压至0.8MPa，继续搅拌30min，即得。

[0049] 实施例2

[0050] 一种复合橡胶沥青，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数的原料：50目的废胎橡胶粉23％，道路石

油沥青70％，石墨5％，剩余为硅藻土。其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1] (a1)将硅藻土和石墨分别研磨，过200目筛，备用；

[0052] (a2)将道路石油沥青放入反应釜中，在800rpm的转速下搅拌，均匀加温加压并控

制最大压力不大于0.45MPa，当温度升到176℃时，继续搅拌27min；

[0053] (a3)在步骤(a2)的道路石油沥青中加入废胎橡胶粉，升温至195℃，调整压力为

0.65MPa，继续搅拌60min，然后通过喷枪分别喷入剩余原料，加压至0.84MPa，继续搅拌

20min，即得。

[0054] 实施例3

[0055] 一种复合橡胶沥青，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数的原料：60目的废胎橡胶粉20％，道路石

油沥青73％，石墨2％，剩余为硅藻土。其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56] (a1)将硅藻土和石墨分别研磨，过200目筛，备用；

[0057] (a2)将道路石油沥青放入反应釜中，在700rpm的转速下搅拌，均匀加温加压并控

制最大压力不大于0.5MPa，当温度升到180℃时，继续搅拌25min；

[0058] (a3)在步骤(a2)的道路石油沥青中加入废胎橡胶粉，升温至190℃，调整压力为

0.6MPa，继续搅拌50min，然后通过喷枪分别喷入剩余原料，加压至0.9MPa，继续搅拌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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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得。

[0059] 实施例4

[0060] 一种复合橡胶沥青混合料，该混合料的油石比为4.3％，该混合料的集料采用石灰

岩作为粗集料，石灰岩机制砂作为细集料，矿粉为填料。所述混合料的制备方法如下：将集

料混合均匀，加热至温度为170℃，然后喷入实施例1的复合橡胶沥青与集料(温度为140

℃)，拌和拌和1.5min，即得。

[0061] 实施例5

[0062] 一种复合橡胶沥青混合料，该混合料的油石比为4.8％，该混合料的集料采用石灰

岩作为粗集料，石灰岩机制砂作为细集料，矿粉为填料。所述混合料的制备方法如下：将集

料混合均匀，加热至温度为180℃，然后喷入实施例2的复合橡胶沥青与集料(温度为142

℃)，拌和2.5min，即得。

[0063] 实施例6

[0064] 一种复合橡胶沥青混合料，该混合料的油石比为5.8％，该混合料的集料采用辉绿

岩作为粗集料，石灰岩机制砂作为细集料，矿粉为填料。所述混合料的制备方法如下：将集

料混合均匀，加热至温度为185℃，然后喷入实施例3的复合橡胶沥青与集料(温度为145

℃)，拌和3min，即得。

[0065] 实施例7

[0066] 一种高抗裂抗车辙三层橡胶沥青路面结构，如图1所示，包括自上而下依次铺设在

土基5上的紧密骨架嵌挤型橡胶沥青砼上面层1(4cm)、粗型骨架嵌挤密实型橡胶沥青砼中

面层2(5cm)、抗离析嵌挤骨架挤密型橡胶沥青下面层3(7cm)，各面层之间还设有改性乳化

沥青粘层(附图中未示出)。在抗离析嵌挤骨架挤密型橡胶沥青下面层3与土基5之间还设有

基层4。本实施例所述的基层4为常规沥青道路采用的一般基层。

[0067] 本实施例中，紧密骨架嵌挤型橡胶沥青砼上面层1采用实施例6的复合橡胶沥青混

合料，并采用间断的紧密骨架嵌挤型级配组成。粗型骨架嵌挤密实型橡胶沥青砼中面层2采

用实施例5的复合橡胶沥青混合料，并采用粗型骨架嵌挤密实型级配组成。抗离析嵌挤骨架

挤密型橡胶沥青下面层3采用实施例4的复合橡胶沥青混合料，并采用抗离析骨架嵌挤密实

型级配组成。3个面层混合料的具体级配见表1。

[0068] 在进行铺设时，混合料的摊铺温度为170-175℃，碾压温度为165-170℃，采用双钢

轮振动压路机和轮胎压路机组合方案，采用“高温、及时、紧跟、慢”压的碾压方式，钢轮初压

静压1遍-钢轮振动碾压3遍-胶轮同步碾压2遍-钢轮静压终压1遍的碾压遍数控制，使得沥

青混合料中集料之间形成多级嵌挤骨架密实结构，以提升其压实质量。

[0069] 表1橡胶沥青混合料级配组成

[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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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1] 对比例1

[0072] 一种路面结构，由AC-13C沥青砼上面层、AC-20C沥青砼中面层、AC-25C沥青砼下面

层组成。

[0073] AC-13C沥青砼上面层采用SBS改性沥青混合料，4.8％油石比；AC-20C沥青砼中面

层采用SBS改性沥青混合料，4.3％油石比；AC-25C沥青砼下面层采用道路石油沥青混合料，

3.9％油石比，该路面结构上、中、下各面层级配组成如表2所示。

[0074] 表2沥青混合料级配组成

[0075]

[0076] 对比例2

[0077] 一种路面结构，由SMA-13沥青砼上面层、AC-20C沥青砼中面层、AC-25C沥青砼下面

层组成。

[0078] SMA-13沥青砼上面层采用SBS改性沥青玛蹄脂碎石混合料，5.8％油石比；AC-20C

沥青砼中面层SBS采用改性沥青混合料，4.3％油石比；AC-25C沥青砼下面层采用道路石油

沥青混合料，3.8％油石比，该路面结构上、中、下各面层级配组成如表3所示。

[0079] 表3沥青混合料级配组成

[0080]

[0081] 车辙试验

[0082] 将实施例7、对比例1和对比例2的沥青混合料进行60℃车辙试验，结果见表4。

[0083] 表4车辙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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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0085] 注：表4的规范要求为《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F40-2004)

[0086] 如表4所示，实施例7为本发明提出的高抗裂抗车辙三层橡胶沥青路面结构中的一

种，对比例1-2为目前普遍采用较多的路面结构。根据60℃车辙试验结果分析发现：实施例7

和对比例1-2的路面结构的沥青混合料的60℃车辙试验结果均满足《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

混合料试验规程》(JTG  E20-2011)、《橡胶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DB45/T  1098-2014)和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JTG  F40-2004)的要求。实施例7中各面层的沥青混合料的

60℃车辙试验结果差异性不大，对比例1-2所述的路面结构各层沥青混合料的60℃车辙试

验结果呈阶段性变化，表明本发明所提出的三层橡胶沥青路面结构的整体抗车辙性能优于

对比例1-2所述的路面结构。

[0087] Overlay  Tester试验

[0088] 为比较实施例和对比例所述路面结构的抗反射裂缝性能，采用Overlay  Tester试

验表征其沥青混合料的抗反射裂缝性能。将实施例7、对比例1-2的沥青混合料按照级配组

成压实成型后，分别切割成Overlay  Tester试验标准试件(150mm长、75mm宽、38mm高)，且分

别在上、中、下面层间洒布粘层油，静置成型。为更贴近实际施工，粘层油洒布量为1.3-

1.5Kg/m2。试验结果见表5。

[0089] 表5  Overlay  Tester试验结果

[0090] 实施例 开裂寿命(次) 应力损失率(％) 最大荷载(KN) 裂缝扩展速率

实施例7 2267 51.32 3.147 0.1021

对比例1 1503 63.35 2.532 0.1798

对比例2 1765 60.28 2.793 0.1623

[0091] Overlay  Tester试验以应力损失率作为评价指标，有效地评价沥青混合料抵抗反

射裂缝的能力。由表5可知，实施例7的开裂寿命大于对比例1-2，应力损失率和裂缝扩展率

均小于对比例1-2，应力损失率和裂缝扩展速率呈现正相关关系，表明本发明所提出的三层

橡胶沥青路面结构的低温抗裂性能高于对比例1-2的以AC-13和SMA-13作为上面层的路面

结构。

[0092] 由此可见，本发明高抗裂抗车辙三层橡胶沥青路面结构，整体抗车辙性能和抗反

射裂缝性能均优于对比例所述的常规路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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