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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性能及工程应用研究
Study on performance an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of foamed asphalt cold recycled mix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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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结合甘肃省公路养护现状，在室内外试验的基础上，针对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关键技术指标开展研
究，分析了其在甘肃省的适用性。通过室内沥青发泡实验，研究了发泡原理及其发泡评价指标；对于泡沫沥青混合
料，着重分析了水泥掺量对混合料性能的影响，并分析了现有成型方式、养生温度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混合料性能的
影响；针对现有规范设计评价指标单一问题，提出了基于振动成型的三轴试验残余粘聚力指标评价抗水损害能力；
同时，现场试验段的铺筑对泡沫沥青冷再生技术在甘肃省的应用推广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发泡原理；泡沫沥青混合料；水稳定性；工程应用
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way maintenance in Gansu Province, based on indoor and outdoor
test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key technical indexes of foamed asphalt cold recycled mixture and analyzes its applicability in
Gansu Province. Through indoor asphalt foaming experiment, the foaming principle and foaming evaluation index were
studied. For foamed asphalt mixture, the influence of cement content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ixture was emphatically
analyzed. The existing molding methods, the problems of curing temperature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ixture were analyzed. Aiming at the single problem of the existing standard design evaluation index, the vibration based
molding three was put forward. The residual cohesion index of shaft test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ability of water damage
resistance. At the same time, the laying of field test section lays a foundation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cold
recycling technology of foamed asphalt in Gansu Province.
Keywords: foaming principle; foamed asphalt mixture; water stability; engineering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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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公路工程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民生工
程，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将废旧
路面材料再生循环应用于道路基础建设和养护，变废为宝，
形成一个符合循环经济模式的产业链，可以避免废旧材料
堆放对土地的占用和对环境的污染，可以减少对石料、沥
青、水泥的需求，并降低筑路成本，创造尽可能大的经济效
益 [1]。根据《国家公路网规划（2013 年～2030 年）》总体规
划，至 2030 年，甘肃省区域范围内约 33%的省级高速公路
将改造升级为国家级高速公路，约 54%的省级普通道路将
改造升级为国道，公路发展的规模和级别发生了巨大变化。
2015～2020 甘肃省规划，甘肃省有 45%的高速公路进入运
营中后期，国省干线基层补强以及改建大修资金投入 158
亿元。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力发展符合循环经济模式的路
面再生技术，可有效解决甘肃省公路养护资金短缺、石料
短缺以及路面反射裂缝、水损害病害严重等问题，从而以
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创造尽可能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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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很短的时间沥青泡沫破裂，原理如图 1 所示。这一过
程只是物理变化，没有发生化学反应。当泡沫沥青与集料
接触时，沥青泡沫瞬间化为数以百计的“小颗粒”,散布于
细集料（特别是粒径小于 0.3mm）的表面，形成粘有大量沥
青的细料填缝料，经过拌和压实,这些细料能填充于湿冷的
粗集料之间的空隙并形成类似砂浆的作用,使混合料达到
稳定,混合料粘结机理如图 2 所示。

泡沫沥青发泡机理及评价指标

1.1 发泡原理
泡沫沥青又叫膨胀沥青，是将一定的常温水和压缩空
气注入热沥青使其体积发生膨胀，形成大量的沥青泡沫，

图1

泡沫沥青冷再生原理图

1.2 评价指标
目前主要以膨胀率和半衰期来衡量泡沫沥青的发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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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膨胀率与半衰期越大对混合料的性能越有利。根据国
外对泡沫沥青已有研究结果，膨胀率大于 10 倍，半衰期不
低于 10s，是普遍可接受的条件。对于不同的沥青品种其最
佳发泡温度及发泡用水量对其膨胀率及半衰期都有影响。

原理与现场振动压路机碾压原理差别较大，使冷再生混合
料的集料移动方向与现场压实过程中的移动方向并不一
致，无法较好的模拟现场压实，成型试件的物理力学性能
与实际芯样不吻合，因而难以有效揭示材料组成结构与性
能之间规律。
为了探究不同成型方法对混合料性能的影响，本次试
验在确保混合料孔隙率（12%±0.3%）一定的情况下，采用
粗粒式级配成型了直径为 152.4mm，目标高度 95.3mm的试
件，研究了马歇尔成型和振动成型方法对混合料力学的影
响。
表2

图2

2

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结构图

泡沫沥青混合料性能研究

2.1 水泥掺量对混合料性能的影响
由于泡沫沥青在混合料中分布呈“点焊”状分布，没有
在矿料表面形成连续的沥青膜裹覆，因此泡沫沥青混合料
其水敏感性较强，我们通常通过添加少量的水泥来改善水
稳定性。而水泥掺量的多少对混合料的强度、刚度等力学
性能都会产生改变，研究水泥用量的多少对泡沫沥青混合
料性能的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2，3]。试验研究了不同水泥掺
料在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的水稳定性的影响，将 5 种不
同水泥掺量的混合料成型标准大马歇尔试件，经过 40℃鼓
风烘箱养生 72h后进行 15℃劈裂试验，实验结果见表 1。
表1

不同水泥掺量的混合料ITS实验结果

水泥掺量/%

0

1

1.5

2

2.50

干ITS/MPa

0.38

0.49

0.69

0.76

0.84

湿ITS/MPa

0.19

0.37

0.55

0.65

0.69

TSR/%

48.8

76.1

80.3

85.6

82.3

由表 1 可知，随着水泥掺量的增加，泡沫沥青冷再生混
合料的干湿劈裂强度都明显增加。此外，泡沫沥青冷再生
混合料的残留劈裂强度比也随着水泥掺量的增加呈现增长
趋势，表明水泥掺量的增加可以明显的提高混合料的水稳
定性。相对于不添加水泥的再生混合料，添加 1.5%水泥的
混合料其残留劈裂强度比由 48.8%增加到了 80.3%，这也说
明了水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混合料强度的同时，主要增强
了泡沫沥青水稳定性。当水泥掺加量在 1%～2.5%之间时，
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的残留劈裂强度比TSR增幅变小，
甚至出现降低的现象。此外，考虑到过多的水泥掺量会导
致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刚性增大，在甘肃省大温差气候
环境下反射裂缝病害不能很好的抑制，且工造造价增加，
因此推荐适宜的水泥掺量不宜超过 1.5%。
2.2 成型方式对混合料性能的影响
对于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马歇尔成型方法的压实

不同成型方法下混合料力学性能测试结果

成型方法

马歇尔成型

振动成型

压路机（现场钻芯）

空隙率/wt%

12.21

11.96

12.02

ITS/MPa

0.63

0.81

0.78

UCS/MPa

2.27

2.23

2.25

表 2 结果显示，振动成型的混合料ITS明显高于马歇尔
成型的混合料，且振动成型混合料ITS测试结果与现场养生
完钻取芯样测试结果接近。其原因为振动成型其能很好的
模拟现场压路机的振动情况，通过连续冲击的压力波使得
混合料内部的细小颗粒运动，混合料内部的细颗粒之间静
摩擦会转化为动摩擦，从而使得混合料集料分布更加均匀，
表现出其强度的提高。因此，针对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
成型方法在的适用性，采用振动成型方法更加符合现场实
际。
2.3 养生条件对混合料性能影响
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养生过程也是水分逐渐散失的
过程，随着水分的散失其混合料强度、刚度也逐渐增大。目
前室内养生条件规范采取 60℃快速养生方法，其不符合现
场实际。夏季现场养生温度一般在 40℃左右，远远无法达
到 60℃，60℃温度超过了基质沥青的软化点，造成泡沫沥青
在养生时发生流动，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内部空隙分布、
泡沫沥青分布发生差异，宏观表现为强度差异 [4]。本次试
验分为 4 组，将泡沫沥青混合料脱模后在 40℃鼓风烘箱中
养生 1d、3d、5d、7d后的干劈裂强度和含水量。

图3

养生时间与劈裂强度及含水量的关系图

由图 3 可知：泡沫沥青混合料试件在 40℃恒温鼓风
烘箱中养生 1d后，其干劈裂强度仅为 0.38MPa，含水量为
2.89%；随着养生时间的增长，其 1d到 3d的干劈裂强度增张
迅速，而且混合料的含水率迅速下降，第 3d混合料试件干
劈裂强度已经达到 0.72MPa，含水量为 0.35；养生时间 3d到
7d时，其干劈裂强度的增长趋势开始缓慢，混合料的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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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逐渐变小，最终趋于 0。这是初期混合料含水量较高，
水泥并未完全水化，所以劈裂强度较低，随着养生时间的增
长，水泥水化产物越来越多，混合料的强度迅速增加，养生
3d后，混合料中水泥基本水化完，后期劈裂强度变化趋于
缓慢。因此我们采用 40℃取代原有 60℃养生温度，在 40℃
鼓风烘箱中养生 3d模拟现场早期养生方法。
2.4 水损害性能评价方法
甘肃省气候环境复杂，全省大部分地区昼夜冻融天数
较多，各市日平均气温 0℃以下天数最高达 166 天，冻融破
坏严重。基于以上背景，结合工程实际我们设计中提出了
残余粘聚力指标评价混合料的抗水损害能力。试验基于振
动成型设备，制备Φ=152.4mm，h=300mm的试件，并施加
0KPa、50KPa、150 KPa、200 KPa的围压进行三轴试验。并
将养生完成的试件在 25℃水里浸泡 24h测其粘聚力，从而
计算得出其损失强度，要求其粘聚力损失不大于 25%，以此
来评价该混合料的抗水损害能力，其三轴试验原理如图 4
所示。

图4

基于振动成型的三轴试验残余粘结强度评价原理

3

工程应用研究

3.1

工程概况及再生方案

市区、皋兰县城、兰州市区、红古区后进入青海省。本次试
验段选取病害严重K1568+800-K1573+500 段，采取铣刨重
铺的措施对路面病害进行彻底修复，延长使用年限，确保
行车安全。重铺结构层见图 5。
3.2 配合比设计
试验段铺筑选取SK90 沥青，发泡温度 165℃，发泡用水
量 2.5%，沥青用量 2.5%，外掺 1.5%水泥。混合料设计级配
见表 3、表 4。
表3

G109 线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配合比

规格

铣刨料

集料（20-30mm）

矿粉

比例（%）

86

10

4

表4

G109 线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组成级配

筛孔

G109 线是国道主干线五纵七横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北起北京，止于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全长 3922 公里。
G109 线从甘宁界（刘寨柯）进入甘肃省，途径平川区、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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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4.75 2.36

0.3 0.075

100 99.1 90.1 68.6 47.1 27.6 11.1

4.1

级配
上限

通过率
(%)

100

100

100

级配
中值

通过率
(%)

100

100

92.5 71.5 47.5

级配
下限

通过率
(%)

100

100

85

88

55

60

35

45

25

12

35

17.5

8

25

10

4

3.3 关键技术指标检测
本研究根据《公路沥青路面再生技术规范》及《南非
沥青稳定材料设计指南》对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性能进
行了测试。由于甘肃省公路路面水损害严重，采用冻融劈
裂试验并不能真实的模拟路面的水损害实际工况，我们采
用南非技术规范，采用残余粘聚力对混合料抗水损害能力
进行验证，其能更好的对混合料的水稳定性进行评价,各项
技术检测指标见表 5。
泡沫沥青混合料性能检测指标

检测项目

技术指标

检测结果

15℃干劈裂强度（MPa）

≥ 0.5

0.78

干湿劈裂强度比(%)

≥ 80

86

冻融劈裂强度比 TSR（％）

≥ 75

81

60℃动稳定度（次/mm）

≥ 3000

6298

无侧限抗压强度MPa

≥ 1.5

1.7

残余粘聚力

≥ 75

84

4

路面重铺结构方案

19

通过率
(%)

表5

图5

31.5 26.5

合成
级配

结语

本文以G109 国道养护维修工程为例，通过相关文献及
室内试验和工程应用总结，对沥青的发泡机理、影响混合料
性能的因素及现有技术存在问题、混合料配合比设计和工
程应用效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试验结果表明：不同的成
型方式及养生方式对混合料性能影响极大，建议采用振动
成型制备试件，并采取 40℃养生 3 天来模拟实际现场情况；
添加水泥的混合料，水泥水化产物在泡沫沥青胶浆内部互
相交织、穿插、生长的同时贯穿了泡沫沥青冷再生混合料
（下转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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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不明显，掺加量过大导致了轻集料混凝土力学性能的下
降。而容重随陶粒掺加量的增加而降低。
表1

不同掺量玄武岩纤维废料对轻集料混凝土性能
的影响
体积掺量（%）

28d抗压强度（MPa）

容重（Kg/m3）

0

49.85

2400

B1

1

46.55

2028

B2

1.5

42.80

1822

B3

2

38.50

1556

编号
B0

表2

不同掺量陶粒对轻集料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体积掺量（%）

28d抗压强度（Mpa）

容重（Kg/m3）

0

49.85

2400

C1

50

34.99

1506

C2

75

34.07

1228

C3

100

33.46

1043

编号
C0

3.3 膨胀珍珠岩掺量的影响
由表 3 可以看出，膨胀珍珠岩等体积取代砂后对轻集
料混凝土 28d龄期抗压强度影响比较明显。当粉煤灰的掺
量低于 40％时，轻集料混凝土的 28d龄期抗压强度与不掺加
粉煤灰的P0 略有降低，这是因为粉煤灰在混凝土硬化早期
主要发挥的是细集料填充效应。当膨胀珍珠岩掺加量达到
60％时，轻集料混凝土 28d龄期的抗压强度远低于不掺加粉
煤灰的P0 的抗压强度，这主要是由于膨胀珍珠岩压碎值很
低，导致其细集料作用无法体现，掺加量过大导致了轻集
料混凝土力学性能的下降。而容重随膨胀珍珠岩掺加量的
增加而降低。
表3

不同掺量膨胀珍珠岩对轻集料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体积掺量（%）

28d抗压强度（Mpa）

容重（Kg/m3）

0

49.85

2400

P1

20

42.51

1427

P2

40

40.91

1132

P3

60

9.94

987

编号
P0

3.4 粉煤灰掺量的影响
由表 4 可以看出，粉煤灰等量取代水泥后对轻集料混

凝土 28d龄期抗压强度影响不明显。当粉煤灰的掺量低于
40％时，轻集料混凝土的 28d龄期抗压强度与不掺加粉煤灰
的F0 略有降低，这是因为粉煤灰在混凝土硬化早期主要发
挥的是微集料填充效应，到了后期粉煤灰的活性效应才被
激发出来造成的 [2]。当粉煤灰掺加量达到 60％时，轻集料
混凝土 28d龄期的抗压强度均低于不掺加粉煤灰的F0 的抗
压强度，这主要是由于粉煤灰的活性远不及普通硅酸盐水
泥的活性 [5]，掺加量过大导致了轻集料混凝土力学性能的
下降。而容重随粉煤灰掺加量的增加而降低。
表4

不同掺量粉煤灰对轻集料混凝土性能的影响
质量掺量（%）

28d抗压强度（Mpa）

容重（Kg/m3）

0

49.85

2400

F1

20

43.03

1882

F2

40

42.17

1633

F3

60

35.30

1298

编号
F0

4

结论

1）不同掺合料掺量条件下，轻集料混凝土的力学性能
变化较大，但基本能保障其作为轻质墙材的强度需求。
2）不同掺合料掺量条件下，轻集料混凝土的容重变化
较大，特别是掺量加大的情况下轻集料混凝土容重明显降
低，达到了轻质的目的。
3）通过试验对比，与本课题提出的掺加掺合料可以改
善轻集料混凝土的容重，使之大幅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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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孔隙，提高了混合料的水稳定性能，并推荐适宜的水泥
掺量不宜超过 1.5%；提出基于振动成型的三轴试验残余粘
聚力指标评价抗水损害能力，要求其粘聚力损失最大不超
过 25%。根据甘肃省大温差气候环境、养护资金短缺、石料
短缺等实际情况以及首次试验段的应用效果，泡沫沥青厂
拌冷再生技术在甘肃省的大量推广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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