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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安排课程安排

该课程44学时 (两位老师各上22学时)该课程44学时 (两位老师各上22学时)

重点讲：

砂石材料

沥青材料沥青材料

沥青混合料

（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组成结构、指标测定）

（16学时授课、6学时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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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课地位本课地位 —— 专业基础课

道路专业：路面 柔性路面（沥青、砂石材料、高分子材料）道路专业：路面——柔性路面（沥青、砂石材料、高分子材料）

刚性路面（水泥、砂石材料、外加剂）

路基——半刚性基层（石灰、水泥、砂石材料）

半柔性基层（沥青、水泥、砂石材料）

路面结构（层状体系）

桥梁专业：结构——块石、梁

桥面铺装（沥青混合料）

交通专业：规划、控制

通过前期的交通规划与管理

通过即时的交通信息处理（控制）

保证路网畅通！保证路网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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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法学习方法

•应用科学,系统性不强,叙述性强应用科学,系统性不强,叙述性强
•体会发展的变化
•概念及概念之间的联系

如: 容重:单位体积的重量 G

密度:单位体积的质量 m
变形：指材料（一般为固体）在外力作用下体积和形状的变化变形：指材料（一般为固体）在外力作用下体积和形状的变化
流变：外力作用下材料的变形随时间无限发展

•要听课,记笔记,看书•要听课,记笔记,看书

沥青路面技术具有：经验性
实验性
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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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建筑材料》《道路建筑材料》

• 是研究道路与桥梁建筑用各种材料的组成、性能是研究道路与桥梁建筑用各种材料的组成、性能
和应用的一门课程。

a. 明确建筑材料与路桥工程的关系

b 了解道路建筑材料的研究对象b. 了解道路建筑材料的研究对象

c. 掌握道路建筑材料的研究内容

d 了解并逐步掌握道路建筑材料的检验方法技术标准d. 了解并逐步掌握道路建筑材料的检验方法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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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路有什么可学的？
砂、石、油混混就行了！？

• 为什么普遍重视桥，轻视路？
彩虹桥塌了；路有裂缝、车辙…彩虹桥塌了；路有裂缝、车辙…

• 为什么都说修好一条路要比一座桥难？为什么都说修好一条路要比一座桥难？
专业人士认为

我们要讲的路，是建筑结构物，具有一定功能的路。

路的畅通------------
通过前期的交通规划与管理，通过即时的交通信息处理（控制），保证路网畅通！

前 言



路面工程的特点路面工程的特点

(一) 不确定性

1.土基 2.路面材料 3.环境 4.荷载

1.土基(物理和力学性质有很大的变异)1.土基(物理和力学性质有很大的变异)

2.路面材料(混合料的力学性质，受料源和施工状况（非工厂化生产）

的影响而变异性很大)的影响而变异性很大)

3.环境(加剧了材料和结构性状的变异性)

4.荷载(随机变量)4.荷载(随机变量)

综上所述，路面的不确定性既有随机的又有模糊的，综上所述，路面的不确定性既有随机的又有模糊的，

是一种本身性质变异很大而又在复杂环境和

条件下工作的结构物。条件下工作的结构物。

§1前言 路面工程特点



路面工程的特点路面工程的特点

(二) 可变性
1.衰变 2.养护 3.相互影响 4.系统设计

1.衰变(路面的使用性能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变坏)1.衰变(路面的使用性能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变坏)
取决于外因（交通和气候条件）

和内因（路面结构、施工质量和养护水平等）
例：交通荷载引起沥青混合料强度与模量的疲劳衰减；例：交通荷载引起沥青混合料强度与模量的疲劳衰减；

温度的骤降与寒流的来临形成沥青层的横向收缩裂缝；
沥青老化导致沥青层横向收缩裂缝的增多，低温地区最为明显；
水分的渗入会造成沥青薄膜的剥离，发生水损害。水分的渗入会造成沥青薄膜的剥离，发生水损害。

特别是在沥青面层空隙较大(空隙率7—15%)、

路面结构层排水不良的条件下， ？？？路面结构层排水不良的条件下， ？？？

因为车轮的动载作用(水与动载的综合作用加剧了沥青膜的剥离)

§1前言 路面工程特点



路面工程的特点路面工程的特点

(二) 可变性

2.养护

当使用性能恶化到某一预定的最低水平时，

需采取改建或重建措施，以恢复和提高其使用性能。

在设计期内，路面结构可能要进行若干次改建或重建。

例：沈大改扩建工程(80年代末建的，1990年全线通车；12年后改扩建）

全长324.4公里，双向8车道。

单向4车道中1、2车道在原路面上加铺；单向4车道中1、2车道在原路面上加铺；

3、4车道为新加宽的路面结构。

§1前言 路面工程特点



路面工程的特点路面工程的特点

(二) 可变性
3.相互影响3.相互影响

设计时，必须充分考虑和反映现有的施工和养护
条件所能达到的水平。否则，实际使用性能将达不到
设计所预期的，从而增加养护和改建工作和投资。设计所预期的，从而增加养护和改建工作和投资。

施工和养护时，也必须充分考虑并实现设计时所
提出的施工和养护水平要求。提出的施工和养护水平要求。

4.系统设计4.系统设计
路基和路面的设计、施工、养护和监测是一个
相互关联和相互依存的系统, 因此需要采用系统设计的方法。

对于重交通宜采用承载能力较强的结构和保证优良的施工质量，以
花费较高的初期修建费获取较长的使用寿命、较少的改建费用、较好的
使用性能和较省的使用者费用；使用性能和较省的使用者费用；

§1前言 路面工程特点



路面工程的特点路面工程的特点

(三)复杂性
路基路面是一种复合结构。

结构在荷载和自然因素作用下的应力和变形状况及使用性能，结构在荷载和自然因素作用下的应力和变形状况及使用性能，

同复合结构的组成情况有关，同时也同各组成部分的材料性状有关。

路基和路面材料的性状是非线性的，是应力(应变)水平及温度和湿度的函数。

这使结构分析和设计时要综合考虑在特定荷载和自然条件下结构组成和

材料性状的相互影响，不能把材料性状固定化而单独考虑结构组合，

也不能脱离有关组成部分在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来分析材料的性状。

例：层状体系的沥青路面结构，

车轮荷载作用下路面结构的应力应变分布，取决于车轮荷载作用下路面结构的应力应变分布，取决于……

§1前言 路面工程特点



路面工程的特点路面工程的特点

(三)复杂性（续）
取决于：1.路面结构（结构组合，各层厚度，层间接触条件）

2.各层材料的力学性质（模量、泊松比、疲劳特性、低温开裂、永久变形）

3.以及温度场3.以及温度场

沥青结构层内存在三个应力应变区沥青结构层内存在三个应力应变区

即上层的三向压缩区,中层的竖向压缩区,下层的两向拉伸区

沥青层的两个主要破坏类型

即下层的疲劳开裂和路表的车辙变形即下层的疲劳开裂和路表的车辙变形

§1前言 路面工程特点



行业的必要性 (产值与效益)行业的必要性 (产值与效益)

1.产值

四车道的高速公路平均3000—5000万/公里（建设费用）

路面结构占总造价1/3以上

而沥青层占路面的1/2

作为工程应用技术，它直接影响的产值。

国家 高速公路(公里)
例：已通车3万公里，(世界第二)

即产值达9000亿

沥青层占1500亿

国家 高速公路(公里)

美国 88727
中国 34287 (我国形成路网目标为8万公里)

加拿大 16571沥青层占1500亿 加拿大 16571
德国 11400
法国 10300
西班牙 9063

§1前言 行业必要性

西班牙 9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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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必要性 (产值与效益)行业的必要性 (产值与效益)

2.效益

经济学家认为：高速公路不仅仅是个交通概念，

同时也是文化概念、经济概念，

高速公路本身就是资源。

高速公路不仅拉动当前道路工程的建设（行业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为汽车产品，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例如：汽车运输费用以100计算

路的建设、养护费用将占25%

§1前言 行业必要性



行业的特性：（道路工程行业的特殊性）行业的特性：（道路工程行业的特殊性）

当前现象：铁路、房建、水利部门转入投标公路建设，

遇到的新问题就在沥青路面。为什么？

原因：

1.由沥青材料本身特点所决定的1.由沥青材料本身特点所决定的
(从作为建筑材料它不同于钢、木、水泥三大材料来认识）

A.三大材料强调的是强度、刚度；

而沥青混合料要求一定强度、刚度下的韧性。

B.三大材料的稳定性较好；

而沥青混合料在温度、水、光、氧的作用下容易发生变化。而沥青混合料在温度、水、光、氧的作用下容易发生变化。

C.三大材料是工厂化、标准化生产的（如构件、商品混凝土）；

而沥青混合料是现场碾压成型的，故质量、性能与工艺密切相关。而沥青混合料是现场碾压成型的，故质量、性能与工艺密切相关。

§1前言 行业特性



行业的特性：（道路工程行业的特殊性）行业的特性：（道路工程行业的特殊性）

原因：原因：

2.由用途所决定的

A.荷载

各层所受的是复杂应力（拉、压、剪并存）；

是重复作用的动荷载。

因受力类型不同，力学性质就不一样；故试验方法不同。因受力类型不同，力学性质就不一样；故试验方法不同。

B.环境B.环境

不同时段环境因素在变：温度变化 -40℃—+60℃

氧、光引起的老化

水引起的水损害水引起的水损害

这些都是环境因素对沥青混合料的损伤。

§1前言 行业特性



前言前言

行业的特性：（道路工程行业的特殊性）

消费结构与需求分析说明：占生产总量2/3的石油沥青用于道路工程。

故以沥青路面结构为基础，建立对道路沥青的总体概念。

沥青的贡献率

沥青用量虽然只占约5%，但作为沥青混合料的结合料，作用显著。

国外流行这样一种说法：

即对于沥青混合料抗疲劳断裂沥青的贡献率约占60%，

对于沥青混合料抗车辙变形沥青的贡献率约占40%，对于沥青混合料抗车辙变形沥青的贡献率约占40%，

对于沥青混合料抗低温开裂沥青的贡献率约占85%。

这种说法虽然条件和界限比较模糊，但道破了道路沥青 的重要性。

§1前言 行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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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路面) Perpetual Pavement(永久路面) Perpetual Pavement

S f (5 t 8• Surface (5 to 8 
cm) renewed 
every 15 to 20 
years 

• StructureStructure 
designed to 
last 50 yearslast 50 years

当前研究



当前我国沥青路面车辙特点

近年来，由于夏季持续高温、重载、渠化交通等影响，
沥青路面早期车辙现象日益严重。沥青路面早期车辙现象日益严重。

据调查，当前沥青路面严重车辙路段的车辙类型主要以
轮迹部位下凹，车道两侧反而向上隆起的流动性车辙为主，轮迹部位下凹，车道两侧反而向上隆起的流动性车辙为主，
而且这种比例还在不断增加。

失稳型车辙失稳型车辙失稳型车辙失稳型车辙

当前研究



峰顶

槽底

峰顶

当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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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

关键是：关键是：

A.对重要性的认识

B.在此基础上专业兴趣的培养

希望 能给同学们留下一些东西——
概念、基本原理、设计方法、试验手段、思想等概念、基本原理、设计方法、试验手段、思想等

但关键是兴趣~~~对道路专业的兴趣！但关键是兴趣 对道路专业的兴趣！

对交通问题的兴趣!!
对行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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