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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

及其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S1，将改性剂和各

种助剂加入基质沥青中搅拌、剪切，得到混合物；

S2，储存发育制备SBS改性沥青；S3，制备SBS再生

胶粒改性沥青；S4，制备出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

凝土。本发明中的再生胶粒与SBS改性沥青混合

后，吸收改性沥青中的轻质组分，改性沥青粘度

增加，进而增加裹覆集料沥青膜厚度，有效改善

集料颗粒之间的粘聚力。胶粒具有优良的弹性性

能，在极端温度下发生内部孔隙结冰冻胀时，不

仅改善透水沥青混凝土的抗冻融能力，提高透水

沥青混凝土的耐久性，而且级配合理的橡胶颗粒

可优化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孔隙分布，延缓透水沥

青混凝土孔隙堵塞，保障其透水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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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S1，将基质沥青加热到130‑170℃，边搅拌边加入增延剂，随后加入SBS和复合稳定剂，

维持温度不变继续搅拌，得到改性沥青混合物；

步骤S1中所述增延剂为橡胶油；

所述复合稳定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份：硫磺粉60份、有机硫25份、聚乙烯醇15份、硬

脂酰苯甲酰甲烷15份及纳米氧化锌5份；

以所述基质沥青的质量为参考计算，所述增延剂的掺量为2.5％；所述SBS的掺量为

6％；所述复合稳定剂的掺量为0.15％；

S2，将步骤S1中的得到的所述改性沥青混合物置于胶体磨中剪切，在150℃下进行储存

发育7h，最终得到SBS改性沥青；

S3，将再生胶粒加入步骤S2中得到的所述SBS改性沥青中，加热至190℃条件下搅拌，得

到SBS再生胶粒改性沥青；

步骤S3中所述再生胶粒为旧轮胎胶粉颗粒；所述旧轮胎胶粉颗粒的粒径范围为10～60

目；

以所述基质沥青的质量为参考计算，步骤S3中所述再生胶粒的掺量为10％；

S4，将配合料置于拌和机中加热至185℃～200℃，进行干拌10‑25s，然后将步骤S3中得

到的所述SBS再生胶粒改性沥青加入拌和机中，进行湿拌15‑35s，制备出再生胶粒透水沥青

混凝土；

步骤S4中所述配合料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组份：消石灰2％，余量为集料；

所述集料包括15‑20mm玄武岩，10‑15mm玄武岩，5‑10mm玄武岩，3‑5mm玄武岩，0‑3mm轧

制石灰岩及石灰岩矿粉；

所述配合料包括级配PAC20配合料、PAC16配合料、PAC13配合料、PAC10配合料；

PAC20配合料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组份：石灰岩矿粉为3％、消石灰为2％、0‑3mm的轧

制石灰岩为4％～10％、3‑5mm的玄武岩为33％～39％、10‑25mm的玄武岩为52％；所述SBS再

生胶粒改性沥青与PAC20配合料的质量比为4.7％～6％；

PAC16配合料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组份：石灰岩矿粉为3％、消石灰为2％、0‑3mm的轧

制石灰岩为4％～10％、5‑10mm的玄武岩为30％～36％、10‑15mm的玄武岩为55％；所述SBS

再生胶粒改性沥青与PAC16配合料的质量比为4.7％～6％；

PAC13配合料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组份：石灰岩矿粉为3％、消石灰为2％、0‑3mm的轧

制石灰岩为4％～12％、5‑10mm的玄武岩为53％～61％、10‑15mm的玄武岩为30％；所述SBS

再生胶粒改性沥青与PAC13配合料的质量比为5％～6.5％；

PAC10配合料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组份：石灰岩矿粉为3％、消石灰为2％、0‑3mm的轧

制石灰岩为0～8％、3‑5mm的玄武岩为29％～37％、5‑10mm的玄武岩为58％；所述SBS再生胶

粒改性沥青与PAC10配合料的质量比为5％～6.5％。

2.一种如权利要求1任一项所述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制备方法所制备而成的

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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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道路材料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大幅提高，硬化铺装面积急剧增加，不仅破坏了原有的生

态系统，而且改变了城市原有自然生态本底和水文特征，70％以上的降雨形成径流被排放，

使得城市蓄不住水，出现大雨必捞、雨后即旱的现象。海绵城市是实现从快排、及时就近排

出、快速排干的工程排水时代跨入到“渗、滞、蓄、净、用、排”六位一体的综合排水、生态排水

的历史性、战略性的转变。

[0003] 透水铺装是海绵城市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透水铺装可以实现部分降雨地表下

“渗”，这一功能不仅可以使地下水得到及时补充，有效改善城市地下水环境，还可以对径流

有机、无机污染物起到截留过滤作用，对实现生态排水有重要作用。但透水路面的强度低、

耐久性不足、抗冻胀能力差，且孔隙分布不均易堵塞，针对传统路面透水及抗堵塞性能不足

的特点，提出一种上细下粗的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双层结构，可减小细小灰尘和污染物的

堵塞几率。

[0004] 采用SBS和再生胶粉改性技术制备高黏度改性沥青，再生橡胶颗粒替代部分矿物

集料，通过级配优化设计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双层透水结构，在保证一定透水性能的前提

下，根据常见的堵塞物粒径合理优化透水沥青混凝土有效孔隙的等效孔径，达到有效延缓

空隙堵塞的目的；从而制备出节能环保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材料，由于胶粒的弹性

性质，在极低温度下发生内部空隙结冰冻胀时，会改善透水沥青混凝土的抗冻融能力，提高

透水沥青混凝土的耐久性。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及其制备方法，用以解决传统

透水路面强度低、耐久性不足、抗冻胀能力差且孔隙易堵塞的问题。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8] S1，将基质沥青加热到一定温度，边搅拌边加入增延剂，随后加入SBS和复合稳定

剂，维持温度不变继续搅拌，得到改性沥青混合物；

[0009] S2，将步骤S1中的得到的所述改性沥青混合物置于胶体磨中剪切，在一定温度下

进行储存发育，最终得到SBS改性沥青；

[0010] S3，将再生胶粒加入步骤S2中得到的所述SBS改性沥青中，加热条件下搅拌，得到

SBS再生胶粒改性沥青；

[0011] S4，将配合料置于拌和机中，进行干拌，然后将步骤S3中得到的所述SBS再生胶粒

改性沥青加入拌和机中，进行湿拌，制备出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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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 在如上所述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制备方法，作为优选方案，步骤S1中所

述增延剂为橡胶油、糠醛抽出油、废机油、生物质沥青和重质矿物油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

复合稳定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份：硫磺粉40‑90份、有机硫10‑40份、聚乙烯醇10‑20份、硬

脂酰苯甲酰甲烷10‑20份及纳米氧化锌3‑6份；

[0013] 优选地，步骤S1中所述加热的温度为130～170℃。在如上所述的再生胶粒透水沥

青混凝土的制备方法，作为优选方案，以所述基质沥青的质量为参考计算，所述增延剂的掺

量为0％～8％；所述SBS的掺量为2％～8％；所述复合稳定剂的掺量为0.1％～0.5％。

[0014] 在如上所述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制备方法，作为优选方案，步骤S2中所

述在一定温度下进行储存发育，所述温度为130～170℃，所述储存发育的时间为6～8h。

[0015] 在如上所述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制备方法，作为优选方案，步骤S3中所

述再生胶粒为旧轮胎胶粉颗粒；所述旧轮胎胶粉颗粒的粒径范围为10～60目；

[0016] 优选地，所述加热的温度为170～200℃。

[0017] 在如上所述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制备方法，作为优选方案于，以所述基

质沥青的质量为参考计算，步骤S3中所述再生胶粒的掺量为5％～20％。

[0018] 在如上所述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制备方法，作为优选方案，步骤S4中所

述配合料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组份：消石灰0‑3％，余量为集料；

[0019] 优选地，所述集料包括15‑20mm玄武岩，10‑15mm玄武岩，5‑10mm玄武岩，3‑5mm玄武

岩，0‑3mm轧制石灰岩及石灰岩矿粉。

[0020] 在如上所述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制备方法，作为优选方案，所述配合料

包括级配PAC20配合料、PAC16配合料、PAC13配合料、PAC10配合料；

[0021] 优选地，PAC20配合料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组份：石灰岩矿粉为3％、消石灰为

2％、0‑3mm的轧制石灰岩为4％～10％、3‑5mm的玄武岩为33％～39％、10‑25mm的玄武岩为

52％；

[0022] 更优选地，PAC16配合料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组份：石灰岩矿粉为3％、消石灰为

2％、0‑3mm的轧制石灰岩为4％～10％、5‑10mm的玄武岩为30％～36％、10‑15mm的玄武岩为

55％；

[0023] 更优选地，PAC13配合料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组份：石灰岩矿粉为3％、消石灰为

2％、0‑3mm的轧制石灰岩为4％～12％、5‑10mm的玄武岩为53％～61％、10‑15mm的玄武岩为

30％；

[0024] 更优选地，PAC10配合料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组份：石灰岩矿粉为3％、消石灰为

2％、0‑3mm的轧制石灰岩为0～8％、3‑5mm的玄武岩为29％～37％、5‑10mm的玄武岩为58％。

[0025] 在如上所述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制备方法，作为优选方案，所述SBS再生

胶粒改性沥青与PAC20配合料的质量比为4.5％～6％；

[0026] 所述SBS再生胶粒改性沥青与PAC16配合料的质量比为4.5％～6％；

[0027] 所述SBS再生胶粒改性沥青与PAC13配合料的质量比为5％～6.5％；

[0028] 所述SBS再生胶粒改性沥青与PAC10配合料的质量比为5％～6.5％；

[0029] 优选地，步骤S4中所述加热的温度为185℃～200℃；所述干拌的时间为10‑25s；所

述湿拌的时间为15‑35s。

[0030] 在如上所述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制备方法所制备而成的再生胶粒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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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青混凝土。

[0031] 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的技术方案具有如下优异效果：

[0032] 本发明中采用SBS和再生胶粉改性技术制备高黏度改性沥青，将其与配合料拌和，

应用于透水沥青混凝土中，高黏度改性沥青是采用再生胶粒来替换一部分细集料，通过级

配优化，使橡胶颗粒部分填充集料之间的孔隙，减小材料孔隙尺寸，同时透水沥青混合料的

变形性能提升，不仅使得行车舒适性提升以及路面耐久性提高，也使得路面噪声减少，具有

环境友好性。

[0033] 在微观层次上，旧轮胎胶粉颗粒与SBS改性沥青混合后，吸收一部分改性沥青中的

轻质组分，导致复合改性沥青的粘度增加，进而增加裹覆集料表面的沥青膜的厚度，可以有

效增加改善集料与集料颗粒之间的粘聚力。胶粒具有优良的弹性性能，在极端温度下发生

内部孔隙结冰冻胀时，不仅改善透水沥青混凝土的抗冻融能力，提高透水沥青混凝土的耐

久性，而且级配合理的橡胶颗粒可以优化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孔隙分布，延缓透水沥青混凝

土孔隙的堵塞，保障其透水功能。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

例仅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

通技术人员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35] 本发明提供一种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S1，将基质沥青加热到一定温度，边搅拌边加入增延剂，随后加入SBS和复合稳定

剂，维持温度不变继续搅拌，得到改性沥青混合物。

[0037]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步骤S1中增延剂为橡胶油、糠醛抽出油、废机油、生物质

沥青和重质矿物油中的一种或多种；

[0038] 复合稳定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份：硫磺粉40‑90份(比如40份、45份、50份、55份、

60份、65份、70份、75份、80份、85份、90份)、有机硫10‑40份(比如10份、15份、20份、25份、30

份、35份、40份)、聚乙烯醇10‑20份(比如10份、11份、12份、13份、14份、15份、16份、17份、18

份、19份、20份)、硬脂酰苯甲酰甲烷10‑20份(比如10份、11份、12份、13份、14份、15份、16份、

17份、18份、19份、20份)及纳米氧化锌3‑6份(比如3份、3.5份、4份、4.5份、5份、5.5份、6份)；

[0039] 优选地，步骤S1中加热的温度为130～170℃(比如130℃、135℃、140℃、145℃、150

℃、155℃、160℃、165℃、170℃)。

[0040]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以基质沥青的质量为参考计算，增延剂的掺量为0％～

8％(比如0％、1％、2％、3％、4％、5％、6％、7％、8％)；SBS的掺量为2％～8％(比如2.5％、

3％、3.5％、4％、4.5％、5％、5.5％、6％、6.5％、7％、7.5％)；复合稳定剂的掺量为0.1％～

0.5％(比如0.15％、0.2％、0.25％、0.3％、0.35％、0.4％、0.45％)。

[0041] S2，将步骤S1中的得到的改性沥青混合物置于胶体磨中剪切，在一定温度下进行

储存发育，最终得到SBS改性沥青。

[0042]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步骤S2中在一定温度下进行储存发育，温度为130～170

℃(比如130℃、135℃、140℃、145℃、150℃、155℃、160℃、165℃、170℃)，储存发育的时间

为6～8h(比如6h、6.5h、7h、7.5h、8.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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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3] S3，将再生胶粒加入步骤S2中得到的SBS改性沥青中，加热条件下搅拌，得到SBS再

生胶粒改性沥青。

[0044]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步骤S3中再生胶粒为旧轮胎胶粉颗粒；旧轮胎胶粉颗粒

的粒径范围为10～60目(比如10目、15目、20目、25目、30目、35目、40目、45目、50目、55目、60

目)；优选地，加热的温度为170～200℃(比如170℃、175℃、180℃、185℃、190℃、195℃、200

℃)。

[0045]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以基质沥青的质量为参考计算，步骤S3中再生胶粒的掺

量为5％～20％(比如5％、7％、9％、10％、12％、14％、16％、18％、20％)。

[0046] S4，将配合料置于拌和机中，进行干拌，然后将步骤S3中得到的SBS再生胶粒改性

沥青加入拌和机中，进行湿拌，制备出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

[0047]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步骤S4中配合料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组份：消石灰：0

～3％(比如0％、1％、2％、3％)、余量为集料；优选地，集料包括15‑20mm玄武岩，10‑15mm玄

武岩，5‑10mm玄武岩，3‑5mm玄武岩，0‑3mm轧制石灰岩及石灰岩矿粉。其中，配合料是由过筛

后的各档集料与消石灰配合而成。

[0048]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配合料包括级配PAC20配合料、PAC16配合料、PAC13配合

料、PAC10配合料；

[0049] 优选地，PAC20配合料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组份：石灰岩矿粉为3％、消石灰为

2％、0‑3mm的轧制石灰岩为4％～10％(比如4％、5％、6％、7％、8％、9％、10％)、3‑5mm的玄

武岩为33％～39％(比如33％、34％、35％、36％、37％、38％、39％)、10‑25mm的玄武岩为

52％；

[0050] 更优选地，PAC16配合料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组份：石灰岩矿粉为3％、消石灰为

2％、0‑3mm的轧制石灰岩为4％～10％(比如4％、5％、6％、7％、8％、9％、10％)、5‑10mm的玄

武岩为30％～36％(比如30％、31％、32％、33％、34％、35％、36％)、10‑15mm的玄武岩为

55％；

[0051] 更优选地，PAC13配合料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组份：石灰岩矿粉为3％、消石灰为

2％、0‑3mm的轧制石灰岩为4％～12％(比如4％、5％、6％、7％、8％、9％、10％、11％、12％)、

5‑10mm的玄武岩为53％～61％(比如53％、54％、55％、56％、57％、58％、59％、60％、61％)、

10‑15mm的玄武岩为30％；

[0052] 更优选地，PAC10配合料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组份：石灰岩矿粉为3％、消石灰为

2％、0‑3mm的轧制石灰岩为0～8％(比如0％、1％、2％、3％、4％、5％、6％、7％、8％)、3‑5mm

的玄武岩为29％～37％(比如29％、30％、31％、32％、33％、34％、35％、36％、37％)、5‑10mm

的玄武岩为58％。

[0053] 在本发明具体实施例中，SBS再生胶粒改性沥青与PAC20配合料的质量比为4.5％

～6％(比如4.5％、4.6％、4.7％、4.8％、4.9％、5.0％、5.1％、5.2％、5.3％、5.4％、5.5％、

5.6％、5.7％、5.8％、5.90％、6.0％)；

[0054] SBS再生胶粒改性沥青与PAC16配合料的质量比为4.5％～6％(比如4.5％、4.6％、

4.7％、4.8％、4.9％、5.0％、5.1％、5.2％、5.3％、5.4％、5.5％、5.6％、5.7％、5.8％、

5.90％、6.0％)；

[0055] SBS再生胶粒改性沥青与PAC13配合料的质量比为5％～6 .5％(比如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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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5.15％、5.2％、5.25％、5.3％、5.35％、5.4％、5.45％、5.5％、5.55％、5.6％、

5.65％、5.7％、5.75％、5.8％、5.85％、5.9％、5.95％、6.0％、6.1％、6.2％、6.3％、6.4％)；

[0056] SBS再生胶粒改性沥青与PAC10配合料的质量比为5％～6 .5％(比如5 .05％、

5.1％、5.15％、5.2％、5.25％、5.3％、5.35％、5.4％、5.45％、5.5％、5.55％、5.6％、

5.65％、5.7％、5.75％、5.8％、5.85％、5.9％、5.95％、6.0％、6.1％、6.2％、6.3％、6.4％)；

[0057] 优选地，步骤S4中加热的温度为185℃～200℃(比如185℃、188℃、190℃、192℃、

195℃、198℃、200℃)；干拌的时间为10‑25s(比如10s、12s、14s、15s、16s、18s、20s、22s、

25s)；所述湿拌的时间为15‑35s(比如15s、17s、19s、20s、23s、25s、27s、30s、32s、35s)。

[0058] 本发明中采用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制备出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

凝土。

[0059] 以下实施例与对照例中的基质沥青采用山东京博石化生产的70号基质沥青，针入

度为73.1dmm，软化点为49.0℃，180℃旋转粘度为0.075Pa·s，PG等级为PG64‑22。SBS为线

型结构，分子量为10～12万，S/B比为30/70。集料包括0‑3mm轧制石灰岩，3‑5mm玄武岩，5‑

10mm玄武岩，10‑15mm玄武岩以及10‑25mm玄武岩，其筛分结果如下表1。

[0060] 石灰岩矿粉的基本性能如下表2。

[0061] 表1集料筛分结果

[0062]

[0063]

[0064] 表2石灰岩矿粉基本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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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5]

[0066] 实施例1

[0067]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68] S1，将100质量份基质沥青加入搅拌罐中加热到185℃，边搅拌边加入2.5质量份的

橡胶油，随后加入6质量份SBS和0.15质量份的复合稳定剂，维持150℃的温度不变继续搅

拌，得到混合物；其中，复合稳定剂包括以下重量份的组份：硫磺粉60份、有机硫25份、聚乙

烯醇15份、硬脂酰苯甲酰甲烷15份及纳米氧化锌5份；

[0069] S2，将步骤S1中的得到的混合物置于胶体磨中剪切，在150℃下进行储存发育7h，

最终得到SBS改性沥青；

[0070] S3，将10质量份旧轮胎胶粉颗粒加入步骤S2中的SBS改性沥青中，190℃条件下搅

拌，得到SBS再生胶粒改性沥青；

[0071] S4，将配合料加入拌和机中，在185℃条件下进行干拌15s，然后步骤S3中得到的

SBS再生胶粒改性沥青加入拌和机中，进行湿拌25s，制备出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

[0072] 其中，步骤S4中配合料包括级配PAC20配合料、PAC16配合料、PAC13配合料、PAC10

配合料；

[0073] 配合料包括如下质量百分比的组份：消石灰：2％、余量为集料；如下表3所示为各

档集料质量百分比。

[0074] 表3各档集料质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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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5]

[0076] 按照表3中的各级配的配合料制备出PAC20、PAC16、PAC13、PAC10再生胶粒透水沥

青混凝土，本实施例中PAC20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油石比为5.5％；PAC16再生胶粒透

水沥青混凝土的油石比为5.5％；PAC13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油石比为5.8％；PAC10

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油石比为6.0％。

[0077] 测试方法：

[0078] 采用马歇尔击实方法成型马歇尔试件，并对上述不同级配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

凝土的体积参数及基本性能进行测试，结果如下表4。

[0079] 表4不同级配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马歇尔试件参数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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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0081] 由表4中的测试结果可知，PAC20的粗级配和中级配，测量的孔隙率基本在20％以

上，且透水系数都大于0.2cm/s，PAC16的粗级配，测量的孔隙率大于20％，且透水系数都大

于0.2cm/s，PAC13的粗级配和中级配，测量的孔隙率基本大于20％，且透水系数都大于

0.2cm/s，对于PAC10来说，粗级配的孔隙率都大于20％，透水系数也大于0.2，且对于所有试

件其测定的马歇尔稳定度均大于5kN，流值基本都在2～3mm。

[0082] 实施例2

[008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制备方法，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

区别在于，步骤S4中，改变SBS再生胶粒改性沥青与不同级配的配合料的质量比，即改变不

同级配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油石比，PAC20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油石比为

4.5％、5％、5.5％和6％，PAC16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油石比为4.5％、5％、5.5％和

6％，PAC13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油石比为5％、5.5％、6％和6.5％，PAC10再生胶粒透

水沥青混凝土的油石比为5％、5.5％、6％和6.5％；不同级配的配合料中各组分的质量百分

比如下表5所示。

[0084] 表5不同级配的配合料中各组分的质量百分比

[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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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6] 其他步骤与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0087] 测试方法：

[0088] 采用马歇尔击实方法成型马歇尔试件，并对不同级配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

的体积参数及飞散性能及析漏量测试，结果如下表6所示。

[0089] 表6不同级配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马歇尔试件飞散性能及析漏量

[0090]

[0091]

[0092] 由表6中的结果可知，不同油石比的不同级配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飞散

量和析漏量均满足最大析漏量0.3％和最大飞散量15％的要求。

[0093] 实施例3

[0094]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制备方法，本实施例与实施例1的

区别在于，步骤S4中改变SBS再生胶粒改性沥青与不同级配的配合料的质量比，即改变不同

级配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油石比，PAC20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油石比为

5％，PAC16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油石比为5％，PAC13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油

石比为6％，PAC10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油石比为6％；

[0095] 不同级配的配合料中各组分的质量百分比如下表7所示。

[0096] 表7不同级配的配合料中各组分的质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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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7]

[0098] 其他步骤与方法与实施例1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0099] 测试方法：

[0100] 采用马歇尔击实方法成型马歇尔试件，采用轮碾法成型车辙板，并对不同级配的

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体积参数及性能进行测试，结果如下表8所示。

[0101] 表8不同级配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混凝土的体积参数及性能测试

[0102]

[0103]

[0104] 由表8中测试结果显示，PAC20、PAC16、PAC13及PAC10的孔隙率均大于20％，连通孔

隙率均大于18％，其透水系数也均大于0.2cm/s，冻融劈裂强度比TSR方面，PAC20的TSR略

低，PAC20冻融劈裂强度比TSR为87％左右，PAC16的TSR则达到了89.88％，PAC10与PAC13的

TSR均大于90％。在车辙板渗水系数方面，各粒径透水沥青混凝土均大于800ml/15s，车辙板

动稳定度方面，PAC20达到4510次/mm，PAC10的动稳定度也有4073次/mm，均满足规范要求，

而PAC13与PAC16则超过了5000次/mm。

[0105] 综上所述，本发明中的再生胶粒透水沥青为高黏度改性沥青，旧轮胎胶粉颗粒与

SBS改性沥青混合后，会吸收一部分沥青的轻组分，增加沥青膜的厚度，从而增加了集料与

集料之间的粘聚力。在极低温度下发生内部空隙结冰冻胀时，由于胶粒的弹性性质，不仅会

改善透水沥青混凝土的抗冻融能力，提高透水沥青混凝土的耐久性，而且延缓透水沥青混

凝土孔隙的堵塞，保障其透水功能。

[0106]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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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在本发明待批权利要求保护范围之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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