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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泡沫沥青厂拌冷再生的应用
Brief analysis of application of cold recycling technology in foamed asphalt plant
赵玉霞
（甘肃省金昌公路管理局，甘肃 金昌 737100）
摘要：本文结合我局S212 线K61+800-K62+300 段应用泡沫沥青厂拌冷再生技术，介绍了泡沫沥青厂拌冷再生配
合比设计、施工及注意事项，总结出泡沫沥青冷再生技术应用优点，从而得出泡沫沥青冷再生技术是一项环保型的
施工技术，应在我省公路养护中广泛推广与应用。
关键词：泡沫沥青；冷再生技术；应用
Abstract: In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the cold recycling technology of foamed asphalt plant in K61+800-K62+300
section of S212 line of our bureau, the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of cold recycling of foamed
bitumen plant are introduced, and the advantages of cold recycling technology of foam asphalt are summarized. It is
concluded that cold regenerative technology of foamed asphalt is an environment-friendly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should be widely promoted and applied in highway maintenance in Gansu Province.
Keywords: foamed asphalt; cold recycl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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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泡沫沥青厂拌冷再生技术就是在沥青路面回收料中根
据设计级配加入适量的掺料（新的粗细集料，水泥等）后，通
过专门设施喷入泡沫沥青，无需加热状态下均匀拌和后，
利用传统机械设备进行运输、摊铺、压实、检测、修整、养生
而成型满足一定规范需求的再生路面层。该技术可以充分
利用旧路面铣刨材料，达到解决基层裂缝反射，减少环境
污染，实现资源再生利用，缩短施工工期，降低养护成本的
目的。

1

工程概况

省道 212 线雅（布赖）金（昌）段是内蒙古雅布赖盐场至
甘肃省金昌市省道主干线的重要路段，全长 115.3 公里，按
平原微丘区三级公路标准设计施工，路基宽 8.5 米，改造
通车投入使用至今已运行 14 年，客货运量逐年攀升，重型
车辆所占比例达 70%，大大加速了路面破坏进程，特别是
K61+750-K62+250 段地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腾格里沙漠
边缘，属大陆沙漠干旱气候，干燥、多风、沙尘灾害频频发
生，为全国沙尘暴第I原频发区之一。冬季寒冷，夏季炎热，
日温差及季节温差大，区内平均气温 8.920C，极端最高气温
380C，最低气温-280C，降雨量稀少，蒸发量远远大于降雨
量，风沙频率大，路面已不同程度出现纵横向裂缝、龟网裂、
推移等病害，为响应国家提倡充分应用废旧材料，减少养
护成本，解决水稳基层裂缝对路面使用性能的影响，我局
2018 年选用该段为试验路段，首次尝试应用 12 厘米厚的泡
沫沥青厂拌冷再生基层施工。

2

泡沫沥青冷再生配合比设计

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是由泡沫沥青、旧路面铣刨料、
粗集料、细集料、水泥、矿粉按一定比例经过厂拌机拌合而
成，其材料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混合料的性能，因此，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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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沥青冷再生技术过程中，我们严把泡沫沥青生产、各
种原材料的质量关，确保试验路段的施工质量。
2.1 各种原材料的选用与控制
2.1.1 沥青
泡沫沥青所使用的沥青是一般项目所使用道路石油沥
青，本项目所使用的沥青为 90#A级SK沥青，其指标均满足
要求，具体详见表 1。
表1

道路石油沥青（90#A）技术要求及实测值
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实测值

针入度（25℃，100g，5s）

0.1mm

80～100

85.1

软化点

℃

≥ 44

44.6

15℃延度

cm

≥ 100

大于 100

薄膜加热残留针入度比

%

≥ 57

62

2.1.2 泡沫沥青的生产原理
我单位委托外单位在试验室将基质沥青分别加热到
1500C、1600C、1700C时通过维特根WLB10 泡沫沥青试验机
与冷水接触，形成大量气泡，使沥青的体积发生膨胀，形成
大量的沥青泡沫，经过很短的时间沥青泡沫破裂，在 1min
内沥青又恢复原状的反复试验，综合考虑满足泡沫沥青膨
胀率和半衰期指标，建议采用 160℃沥青与冷水（冷水用量
是沥青用量的 2.5%）在气压的作用下通过发泡室生产泡沫
沥青。
2.1.3 粗集料
粗集料应洁净、干燥、表面粗糙，并满足粗集料的质量
要求，为此，我们采用红光碎石场 10-20mm的粗集料，其指
标均满足粗集料质量要求，具体详见表 2。
2.1.4 细集料
细集料应洁净、干燥、无风华、无杂质，并有适当的颗
粒级配，为此，我们采用红光碎石场 0-3mm的石屑，其指标
满足细集料质量要求，具体详见表 3。
2.1.5 回收沥青路面材料（RAP）
我们采用大型精铣刨机将原有 5cm沥青路面进行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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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表4

粗集料质量要求及实测值

泡沫沥青混合料最佳沥青含量试验报告一览表
沥青含量（%）

指标

单位

技术要求

实测值

石料压碎值

%

≤30

19.2

检测项目

≥ 2.45

2.728

稳定度

kN

≤20

7.5

表观相对密度
针片状颗粒含量

表3

%
%

细集料质量要求及实测值

项目

单位

其他等级公路技术要求

实测值

表观相对密度

-

≥ 2.45

2.685

≥ 60

65.7

砂当量

%

刨，及时调节行进速度与铣刨深度，避免铣掉下层无机结
合料基层现象发生，确保回收沥青混合料（RAP）粒径稳定，
及时用车辆将铣刨料拉至拌合场后，用筛分设备将铣刨料
按要求进行筛分，确保铣刨料洁净、无杂质，其砂当量检测
为 58%，满足《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要求大于 50%
的要求。为确保沥青混合料回收料（RAP）堆放均匀，堆放
时我们沿水平方向摊开，逐层堆放。取料时应从堆料的底
部开始向上在全高范围内铲装。
2.1.6 水
本项目采用符合要求的饮用水。
2.2 泡沫沥青冷再生配合比设计
2.2.1 填料与添加剂
本项目活性添加剂采用 42.5 普通硅酸盐水泥，购买的
水泥均为疏松、干燥，无聚团、结块、受潮变质现象；同时，
为满足混合料级配要求，在混合料中要加入少量的矿粉。
2.2.2 混合料级配确定
本次设计我们严格按照《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
JTG-2008 中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设计要求进行配合比
设计，首先将各种原材料进行筛分，通过东方星软件进行
混合料试配，使材料满足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设计级配
要求，然后按比例进行称量混合筛分验证，根据筛分试验
结果，受面层铣刨料级配限制和铣刨料利用率最大的需要，
我们最终确定采用铣刨料：10-20mm碎石∶0-3mm石屑∶水
泥∶矿粉=70∶10∶15.5∶1.5∶3
2.2.3 确定沥青最佳用量
根据《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JTG-2008 要求，
初步选用沥青含量为 1.5%，2.0%，2.5%，3.0%的泡沫沥青
混合料制作试件，测量其稳定度、流值、干试件劈裂强度、
湿试件劈裂强度与干湿劈裂强度比，具体试验结果详见表
4，最终确定最佳沥青用量为 2.5%。
2.2.4 配合比结论
1）混合料的最佳配比为：铣刨料∶10-20mm碎石∶0-3mm
石屑∶水泥∶矿粉=70∶10∶15.5∶1.5∶3
2）最佳沥青用量为 2.5%。

3 泡沫沥青厂拌冷再生施工及主要事项
3.1 施工准备
3.1.1 修建泡沫沥青混合料拌合站
因我们租用了维特根KMA220 移动式厂拌冷再生设
备，施工前浇筑了厂拌冷再生设备安装的基础、配了水泥
罐和加热沥青罐、硬化了部分场地。

1.5

2.0

2.5

3.0

≥ 6.0

5.12

6.34

6.69

6.95

流值

mm

1.5～4.5

1.7

2.3

3.6

4.8

干试件劈裂
强度

MPa

≥ 0.5

0.36

0.43

0.53

0.58

湿试件劈裂
强度

MPa

/

0.25

0.36

0.47

0.48

干湿劈裂强
度比

/

≥ 0.8

0.69

0.84

0.89

0.83

备注

3.1.2 储备铣刨料与新集料
我们根据设计配比，计算出铣刨料与新集料的所需量，
及时储备了铣刨料、粗细集料，因移动式冷再生设备两个
料仓，且粗细集料用料相对少，故对粗细集料按配比掺量
进行了提前预拌和，做到拌和均匀、无离析现象。
3.1.3 检测需铺再生层的路面
在铺筑泡沫沥青再生层前，我们组织人员对铺筑的水
稳基层（底基层）进行全面检测验收，其各项指标符合规范
要求。
3.2 泡沫沥青混合料拌和
为确保生产出合格的泡沫沥青混合料，我单位租了一
台维特根KMA220 移动式厂拌冷再生设备，为弥补在运输、
摊铺、碾压过程中水分的损失，在拌和时添加 3.1%～3.6%
的水，每天我们将基质沥青加温到 150℃-165℃时方可启动
冷再生设备，通过两台装载机将铣刨料与新集料分别放入
该设备的两个级配料仓内，利用微电脑控制皮带转速将材
料传送到搅拌锅内，同时加入泡沫沥青和水进行搅拌后用
皮带输送到 15T以上的自卸汽车上，做到拌和后的冷再生
混合料均匀一致，无结团成块、无液体流淌现象。拌合中
应注意随时检查各料仓、出料口、沥青喷嘴、沥青泵、管道
等是否受堵，发现问题应及时停产清理。
3.3 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的运输
自卸车辆每次使用前后必须清扫干净，在车厢板上喷
涂隔离剂，为避免混合料离析，在车辆装料时应前后移动
位置，平衡装料，同时，为避免混合料污染、雨淋、提前硬
结和运输过程中水分散失，混合料运输及等待摊铺过程中，
我们采用篷布遮盖。
3.4 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的摊铺
我们租用一套ABG摊铺设备进行全幅摊铺厂拌冷再生
混合料，摊铺前及时检查摊铺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各参
数达到设定位置。熨平板以高频低幅为宜，初始压实度在
85%以上。本项目摊铺速度与拌和楼的产量、施工机械的
配套情况及摊铺厚度等匹配，我们控制在 2～4m/min范围
内，速度缓慢、均匀、连续不间断的摊铺，严禁熨平板预热
或加热，以防止混合料中水分散失过快而影响混合料的和
易性，且不得随意变换速度或中途停顿。摊铺过程中应随
时检查摊铺层厚度、路拱和横坡，发现明显离析、波浪、裂
缝、拖痕时应分析原因，予以消除。
3.5 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的压实
我局在S212 线试验路段上采用 18T单钢轮压路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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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压 1 遍，开启低频高幅压实 1-2 遍，再开启高频低振模式
复压 2-4 遍，再用胶轮压路机终压 2-3 遍，用双钢轮压路
机静压收光，以消除轮迹。压路机应以慢而均匀的速度碾
压，初压速度控制在 1.5～3km/h，复压和终压速度控制在
2～4km/h。注意碾压时可喷少量的水雾，以防止压路机轮
粘结冷再生混合料，且严禁调头、急刹车及停放，若出现弹
簧、松散、起皮等现象，应及时翻开重新拌和处理，使其达
到质量要求，否则应将材料刨除废弃。
3.6 养生
考虑本项目工期紧，我局试验路段采用开设便道施工
进行施工，故此段冷再生的养生采用封闭交通在其上喷洒
慢裂乳化沥青进行自然养生 3-5 天，能钻芯出完整的芯样，
方可进入到下道工序。注意自然养生期间，要时刻关注天
气变化，如遇下雨天气，必须对试验路段采取覆盖措施，严
禁雨水渗入混合料中而影响成型。

4

使用泡沫沥青厂拌冷再生技术的优势

我局通过在S212 线试验路段的应用，总结出使用泡沫
沥青厂拌冷再生技术有以下几大优势：
1）旧路面铣刨料利用高达 70%，可解决废旧物的堆置

问题，减少环境污染，实现资源的再生利用，符合材料循环
利用的理念，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
2）在泡沫沥青再生过程中，混合料的生产、摊铺均在
常温条件下操作，泡沫沥青和砂石料都不需加热，显著降
低有害物质排放，改善了施工条件，有利于现场施工人员
的健康，有利于环境保护。
3）泡沫沥青冷再生性能介于柔性与半刚性结构之间，
对交通影响小的路段只需自然养生，无需长时间专门养生，
而使造价相对较低，可弥补我省国省干线公路养护经费短
缺的问题。
可见，我局在S12 线试验路段应用泡沫冷再生技术是
一项环保型的施工技术，应在我省公路养护中广泛推广与
应用，现总结以供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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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设计与装饰方面的成本投入，在保证整体工程建设质量
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提升美观性，强化装饰效果。一方面，
可保证水利水电工程建筑物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可提
升建筑物的整体美观性。
3.3 建筑美观性与实用性失衡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应当兼顾整体设计的实用性、
美观性与安全性。我们都知道，水利水电工程项目都是由
国家统一出资并组织建设的，因此，在建筑设计过程中，设
计人员应立足于科学发展观，避免过分追求外观的华丽，
优化资源配置，增大综合利用率，从根源上杜绝资源过度
消耗。

4 推进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创新发
展的具体策略
在开展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的
繁荣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步，对工程建筑设计的整体要求
随之提高。在这样的大环境背景下，要秉承与时俱进的基
本原则，创新设计理念，优化工程设计手段，进而保障水利
水电工程建设设计的实用性，提高安全稳定性与艺术鉴赏
价值，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民生保障工作的运转
4.1 优化设计人员综合素质
要想切实创新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需转变设计人
员的思维方式，完善专业设计水平，强化综合素质。设计人
员在设计过程中应顺应时代变化趋势，充分考量水利水电
事业的发展现状，并高度融合到专项文化体系中，准确把握
整个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方向，且积极利用自身的专业
理论知识，不断拓宽文化交流范围，从而提升设计水平，为
促进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4.2 创新工程建筑设计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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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创新技术才能确保建筑设计的创新，提高实用价
值。随着现代科技水平提高与领域拓展，水利水电工程建
筑外观设计与装饰技术实现了本质性突破，能以更直观的
方式加以呈现。一方面，可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强化生产
服务质量，另一方面，可维系生态系统平衡，促进经济建设
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进步，为全面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理
念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建筑设计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
高效应用创新技术，如防紫外线、隔离噪音、防眩光技术等，
以此优化传统设计，推进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的深化变
革。最后不仅可突出设计的合理化、标准化与人性化特征，
还可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杜绝资源过度消耗，节约成本。
4.3 确保建筑设计与生态环境的有机整合
在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过程中，要综合考量建筑所
在区域的自然环境特征，确保整体建筑设计与自然景观的
完美契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基于此，在具
体设计环节，应在提升自身美观性的基础上兼顾与自然生
态系统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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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水利水电工程建筑设计过程中，务必秉
承与时俱进的基本理念原则，创新发展，从而提高水利水
电工程建筑的美观性、艺术鉴赏价值与质量安全等级，切
实满足设计实践需求，促进工程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
同进步，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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