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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沥青路面弯沉检测温度修正的探讨
Discussion on temperature correction for deflection detection of asphalt pavement
夏黎炯
（上海静协工程质量检测咨询有限公司，上海 200333）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目前多数大中城市都在进行大量的道路施工，弯沉检测是评定沥青路面的整体
承载能力的依据之一，所以温度修正系数计算的准确性至关重要。而且现今多数道路工程采用ATB沥青稳定碎石
代替刚性或半刚性材料作为基层，需要探讨在进行路面弯沉检测过程中是否应计入该层对温度修正系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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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most large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re carrying out road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t present. Deflection detection is one of the bases for evaluating the overall bearing
capacity of asphalt pavement, so the accuracy of temperature correction coefficient calculation is of great importance. And
nowadays most road projects using ATB asphalt stabilized macadam instead of rigid or semi-rigid material as base, we
need to discuss in the process of pavement deflection tests, whether the layer effects on temperature correction coefficient
should be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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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机动车成了大多数市民
的代步工具，所以对城市道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多
数大、中城市都在进行道路新建、道路改造、道路翻修、架
空线入地、道路管道翻修等工程，弯沉检测是评定沥青路
面的整体承载能力的依据之一，所以温度修正系数计算的
准确性至关重要。另外以往道路基层材料多采用刚性或半
刚性材料，其具有较高的承载能力、良好的稳定性和耐久
性等优点，但施工周期较长，由于交通通行量的原因，无法
长时间封路施工和对路面材料进行养护，所以现今多数道
路工程采用ATB沥青稳定碎石作为基层，其特点是施工养
护周期短，结构性能好，既保证了施工需要，又满足了日常
的道路通行。但是ATB沥青稳定碎石为柔性材料，对温度
的敏感性较大，在进行路面弯沉检测过程中，是否需计入
该层对温度修正系数的影响，下面进行进一步探讨。

1 关于沥青路面实测弯沉值温度修正
的探讨
根据《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JTG E60-2008，第
八章承载能力检测中的贝克曼梁测定路基路面回弹弯沉试
验方法适用于测定各类路基路面的回弹弯沉以评定其整体
承载能力，其中沥青路面的弯沉检测以沥青面层平均温度
20℃时为准，当路面平均温度在 20℃±2℃以内可不修正，
在其他测试温度时，对沥青层厚度大于 5cm的沥青路面，
弯沉值应予温度修正 [1]。目前温度修正有两种方法：一种
为《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JTG E60-2008 中用路表
温度计测定试验时气温及路表温度，并通过气象台了解前
5 天的平均气温（日最高气温与最低气温的平均值），以上述
温度结合沥青面层厚度和基层类别进行温度修正；另一种

为《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2006 中用路表温度
计测定试验时路表温度及前 5 小时平均气温之和，结合沥
青面层厚度通过代入公式进行计算得到温度修正系数进行
修正（虽然JTG D50-2006 已被JTG D50-2017 替代，该温度
修正方法已被删除，但在上海该温度修正方法仍被沿用）[2]
[3]
。现在以上海某工程为例，该工程为大修工程，车行道翻
挖新建结构，上面层采用 4 厘米SMA-13（SBS改性I-D型）
沥青玛蹄脂碎石，下面层采用 8 厘米AC-25C粗粒式沥青混
合料（掺 0.4%抗车辙剂），基层采用 20 厘米ATB-30 密级配
碎石，该工程需对面层分别进行弯沉检测，当时为夏天，前
5 天平均气温为 26℃，前 5 小时平均气温为 28℃，路面温度
为 39℃。以沥青面层厚度 12 厘米计算见表 1。
首先，两种不同的温度修正方法所得到的修正系数存
在一定差异，此前有多篇论文讨论两种方法的差异性，此
处暂且不议。其次，以往基层为半刚性或刚性材料，按JTG
D50-2006 温度修正时不计入基层的厚度，仅计入沥青面层
的厚度，但是现今多采用ATB沥青稳定碎石的柔性材料作
为基层，不能忽略该层由于温度造成的影响，故笔者以沥
青面层厚度为 32 厘米进行了计算，详见表 1。
表1

夏天以沥青面层不同厚度计算温度修正系数

参照标准

路面温
度（℃）

前5天
平均气
温（℃）

前5小
沥青面
时平均
层厚度
气温（℃） （cm）

JTG E602008

39

26

/

JTG D502006

39

/

28

修正系
数

12

0.95

32

0.90

12

0.75

32

0.46

注：上表参照JTG E60-2008 方法的温度修正系数按厚度 10cm和
30cm查图得出。

以上述两者对比，根据计算层厚度不同，以JTG E602008 中修正方法的温度修正系数由 0.95 降至 0.90，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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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G D50-2006 中 修 正 方 法 的 温 度 修 正 系 数 由 0.75 降 至
0.46，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同济大学的左明文认为我国路
面设计规范的温度修正方法较为准确，即JTG D50-2006 的
修正方法较为准确，且试验结果得出沥青层温度影响深度
在 40 厘米左右 [4]。
为了进一步探讨温度的影响，笔者在冬天测量了相关
温度，前 5 天平均气温为 8℃，前 5 小时平均气温为 4℃，路
面温度为 6℃，分别以沥青厚度为 12cm和 32cm进行温度修
正系数计算，结果见表 2。
表2

冬天以沥青面层不同厚度计算温度修正系数

参照标准
JTG E602008
JTG D502006

沥青面
路面温 前 5 天平均 前 5 小时平
修正
层厚度
度（℃） 气温（℃） 均气温（℃）
系数
（cm）
6
6

8
/

/
4

12

1.25

32

1.35

12

1.31

32

1.16

注：上表参照JTG E60-2008 方法的温度修正系数按厚度 10cm和
30cm查图得出。

根据以上结果，以JTG E60-2008 中修正方法的温度修
正系数由 1.25 升至 1.35，而以JTG D50-2006 中修正方法的
温度修正系数由 1.31 降至 1.16。另外，按JTG E60-2008 的
修正方法，当冬天天气气温比上述温度更低的话，沥青面
层平均温度将小于 0℃，此时该方法的图表已不适用。将上
述所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温度修正系数的比较见表 3。
表3
参照标准
JTG E602008

JTG D502006

2

温度修正系数的比较

季节 沥青面层厚度
夏天
冬天
夏天
冬天

温度修正系数 增减幅度

12

0.95

32

0.90

12

1.25

32

1.35

12

0.75

32

0.46

12

1.31

32

1.16

-5.3%
8.0%
-38.7%
-11.5%

结论分析

根据上述的计算结果，JTG E60-2008 的计算方法是按

照规范图表以沥青面层平均温度 20℃为分界点，当沥青面
层平均温度大于 20℃时，温度修正系数随厚度增大而减小，
当沥青面层平均温度小于 20℃时，温度修正系数随厚度增
大而增大，两种不同的沥青层厚度的系数增减幅度在 10%
以内，另外该方法在沥青面层平均气温小于 0℃的情况下无
法进行温度修正系数的计算，继而无法进行路面弯沉的检
测。且在查图的过程中，虽然设置有沥青稳定基层的温度
修正系数曲线的图表，但如何选择沥青层的计算厚度并无
详细说明，而且厚度的选择较少，较为繁琐，人为影响过大。
而JTG D50-2006 的计算方法是通过将不同的温度和
厚度值代入公式计算，结果较精确，减少了人为误差，无论
气温高低，温度修正系数均随厚度的增大而减小，并且随
温度升高，减小的幅度增加。但规范并未对基层材料进行
说明，厚度仅取沥青面层厚度，笔者认为并不合适，而且在
气温 30℃左右时按两种不同的沥青层厚度计算的减小幅度
高达 38.7%，如沥青厚度过大，导致温度修正系数过低，对
工程质量会造成安全隐患。而且目前JTG D50-2017 已将
温度修正系数的计算方法删除，除上海仍沿用外，其余各
地尚不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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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由此可见，当进行温度修正系数的计算时，两种方法的
适用范围均存在一定的限制，所得的结果也并不相同，存在
一定的差距。目前按规范有效性，仅JTG E60-2008 一种温
度修正方法，而上海市检测行业协会仍推荐使用JTG D502006 的方法进行弯沉温度修正系数的计算，但对是否应计
入ATB沥青稳定碎石的厚度也未有明确的说明。笔者认为
目前采用ATB沥青稳定碎石材料作为基层时，该层对温度
修正系数的影响不可忽略，且影响较大，因为ATB沥青稳定
碎石材料为柔性材料，对温度的敏感性较大，特别是天气
较为炎热时，故应计入沥青稳定碎石基层的厚度进行计算。
对于厚度的取值，笔者认为应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沥
青混合料配合比，按地区经验进行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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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院助力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工程
近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施工进入尾声 室内主体基本完成。大兴国际机场定位为大型国际枢纽，耗资 800 亿，航站楼总
面积 140 万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体航站楼。自 2016 年新机场主体工程开工建设以来，中国建材总院所属中国建材检验
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建材中岩科技有限公司助力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设工程。
国检集团第一检验认证院提供北京大兴机场建设过程中部分产品的检测服务，受检产品类型所有建筑材料，检测项目包
括材料物理性能检测、主体化学成分分析、有害物质检测。国检集团第二检验认证院承担了新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飞行区
附属工程、配套供油工程综合生产调度中心、信息中心、指挥中心、旅客航站楼、航站区综合服务楼等共 16 个重点场所的工程
及材料质量检验和控制工作。中岩科技研制的高科技材料成功应用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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