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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朝晖

采用废轮胎派生骨料 (TDA)（2-4mm 颗粒级配） 替代部分人工砂石细骨料的掺量, 掺量分别为 0%、10%、15%、

35%、50%配制 TDA 混凝土。测试分析 TDA 混凝土的坍落度、单轴抗压强度、应力应变随 TDA 掺量增加的变化规律。结果
表明,TDA 混凝土坍落度随着掺量的增加先增大后减小,在掺量 15%时较基准组混凝土坍落度增加量最大；不同龄期 TDA
混凝土抗压强度在 TDA 掺量 10%-15%时达到最大峰值,提高了混凝土抗压强度；TDA 混凝土峰值强度对应的应变随着荷
载增加均减小,说明 TDA 的掺入提高了混凝土的塑性和韧性。
[关键词] 废轮胎派生骨料；TDA 混凝土；坍落度；抗压强度；应力应变
1 前言

（4）TDA：实验所采用 TDA(橡胶颗粒)粒径：2-4mm,长

我国正处于建设的高速发展时期, 对砂石等不可再生
骨料的需求量很大。而汽车工业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大量的

兴恩翔建材有限公司生产,堆积密度：700kg/m3。
（5）水：实验所用水全部为自来水。

废弃轮胎,如果不进行正确的处理,将会造成严重环境污染。

2.2 实验设备

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废轮胎派生骨料即切割破碎后的废轮

(1)TDA 混凝土坍落度实验设备：坍落度筒、捣棒、小

胎颗粒、废轮胎块或废轮胎条等(以下简称为 TDA）具有很
好的工程特性,可以用于土木工程建设中。因此,TDA 的研

铲、钢尺、喂料斗等。
(2)TDA 混凝土抗压强度实验设备：微机液压压力试验

究提供了大量的建设资源供应,并且实现了废物利用。本文

机、试模、抗压夹具、捣棒、模套、刮平直尺、毛刷、隔离剂等。

研究了 TDA 改良混凝土配比技术的问题,减少混凝土工程

所用微机液压压力试验机的主要参数如表 2：

对天然砂、石的依赖。保护生态环境,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也

表2

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解决 TDA 混凝土在建设工程中存
在的技术缺陷,加快 TDA 混凝土在建筑工程中的推广和应
用,发展 TDA 改良可控强度细骨料混凝土具有广泛的用途,

精
出
出
生

也将会掀起建筑市场需求的热潮, 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和
深远的社会意义。
2 实验过程

微机液压压力试验机主要参数

主要参数
产品型号
产品规格
度
厂
厂
产

等
编
日
厂

指标
WEY-2000
2000KN

级
号
期
家

1 级
220387
2006 年 10 月
上海华龙测试仪器有限公司

(3)TDA 混凝土应力应变实验设备：微机液压压力试验

2.1 实验材料

机、静态应变测试分析仪、欧姆表、应变片、导线若干、焊枪、

(1)水泥：实验所采用兰州市甘草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

焊锡、胶水、胶带、砂纸等。

司(旋窑)生产的 42.5 级普通硅酸盐水泥。该水泥主要参数

2.3 试块的制备与测试

如表 1：

试验采用 TDA(废弃橡胶颗粒)等体积取代细砂的方法
表1

水泥主要参数

主要参数
出厂标准
主要成分

指标
P.O.42.5
普通硅酸盐

水泥成分含量
水泥细度
烧失量
标准稠度水量

三 氧 化 硫 含 量 2.2%、 氧 化 镁 含 量 3.4%
1.2%
4.0%
26.4%

水化热
抗硫酸盐性
抗压强度
安定性

中热
中抗硫酸盐性
42.5Mpa
合格

配制 C25 普通混凝土,即除细砂和橡胶颗粒掺量变化外其
他成分均保持不变,配合比如表 3：
表3

TDA 混凝土配合比

0%

水泥
4 .37

材 料 用 量 （ kg ）
水
卵石
2 .63
1 8.22

细砂
8 .94

1 0%
1 5%
3 5%
5 0%

4 .37
4 .37
4 .37
4 .37

2 .63
2 .63
2 .63
2 .63

8 .05
7 .59
5 .81
4 .47

T DA 掺 量（ % ）

1 8.22
1 8.22
1 8.22
1 8.22

根据表 3 配合比,采用人工拌和,搅拌均匀后倒入试模,
(2)标准砂：实验所采用标准砂的细度模数：2.6,平均粒
径：0.35-0.25mm,按照 GB/T17671-1999 生产。
(3)卵石：实验所采用卵石为榆中县砂场采购,卵石表观
密度：2.61g/cm3,最大粒径：Dmax=31.5mm。
1409

用捣棒插捣密实,
再 用 刮 平 直 尺 抹 平 , 每 组 制 作 100mm ×100mm ×
100mm 共 18 块,用于测试 7d、14d、28d 抗压强度,以及测试
28d 应力应变。TDA 混凝土试块在室温养护 1d 后拆模并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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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标准养护室,分别养护 7d、14d、28d 测试其抗压强度和应

线整体发展趋势看,抗压强度随着 TDA 掺量的增加先增大

力应变曲线的变化。

后减小。在抗压强度实验时,随着压力的增大基准混凝土抗

实验参照 GB/T50107-2010 的方法, 测试 TDA 混凝土

压试块四周表面出现裂缝以及部分发生破碎, 破碎时声音

的抗压强度和应力应变。实验采用 WEY-2000 微机液压压

比较脆且响声大；掺有 TDA 混凝土试块在破坏开裂时不会

力试验机,如图 1 所示。

出现破碎现象,破坏时声音比较沉闷。
抗压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1) 橡胶颗粒和水泥基体的
抗压强度相差较大,且橡胶颗粒为憎水性基体,表面为非极
性,水泥基体为极性,两者在结合时存在一定的间隙；(2)橡胶
颗粒本质上为弹性材料,受荷时有较大的变形,掺量较低时
发挥加筋作用,掺量较高时发挥细骨料支撑作用；(3)高掺量
橡胶颗粒在混凝土中的作用相当于弹性“孔洞”,这些“孔

图1

TDA 混凝土抗压强度和应力应变测试

3 实验结果分析

洞”会增大变形减小承载力,橡胶颗粒掺量越多,相应的“孔
洞”就越多使混凝土强度下降越明显。

3.1 坍落度
图 2 为 TDA 不同掺量对混凝土坍落度影响的变化曲
线。试验结果表明坍落度随着橡胶颗粒掺量的增加呈现出
先增大后减小,当橡胶颗粒掺量为 15%时坍落度最大,较基
准混凝土增大 33.3%；掺量为 10%、15%、35%均比基准混
凝土坍落度大,但掺量为 50%时坍落度急剧下降,较基准混
凝土减小了 26.2%。橡胶颗粒为憎水性材料,在搅拌过程中,
由于橡胶颗粒不吸水, 橡胶颗粒跟水泥砂浆粘结在一起,砂
颗粒与水泥浆间的接触面积, 降低了砂颗粒与水泥浆之间
的相互摩擦力,但 TDA 之间会有较大的摩擦力,因此会出现
随 TDA 加入塌落度较对比组有所增加,当掺量较大时,橡胶
颗粒与水泥浆的接触代替了砂砾与水泥浆之间的相互接
触, 而橡胶颗粒的憎水性导致界面摩擦力低于对照组的,因
而降低了 TDA 混凝土坍落度。

图2

TDA 掺量对混凝土坍落度的影响

3.2 抗压强度
图 3 为 TDA 不同掺量对混凝土 7d、14d、28d 龄期的抗
压强度影响的曲线。由曲线对比可得,7d、14d、28d 龄期的抗
压强度分别在掺量为 10%、15%、10%时达到峰值,由基准混
凝土抗压强度（7d:12.3MPa；14d:18.4MPa；28d:18.5MPa；
）对

图3

TDA 掺量对不同龄期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影响

比可得,三者分别提高了 17.1%、7.1%、7.6%。因此,TDA 在

3.3 应力应变

10%-15%时掺量达到最佳,提高了混凝土的抗压强度。从曲

实验时采用尺寸 100mm×100mm×100mm 混凝土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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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首先,用砂纸将待粘贴应变片的混凝土表面打磨平整,然
后用柔性化学胶将打磨平整的混凝土表面涂抹光滑晾干,
再用透明胶带将应变片的一边固定住, 将另一边轻轻揭起
来,用三秒胶涂抹,使应变片与柔性胶之间无空隙紧密粘贴
在一起, 然后通过焊枪和焊锡将导线焊接在应变片电阻丝
上,再用欧姆表检测应变片电阻,若欧姆表显示读数,则电阻
完好无损。
实验时在混凝土试块 2 个相对侧面各粘贴 2 个同压力
方向一致长 5cm 的应变片, 应力应变数据通过静态应变测
试分析仪采集, 加载速率通过 WEY-2000 微机液压压力试
验机控制,加载速率 <0.1-1MPa/s,荷载每增加 20MPa 采集
一次数据。实验每组 3 个试块,从实验结果中选取 1 组较好

图6

TDA 掺量 15%应力应变曲线

图7

TDA 掺量 35%应力应变曲线

图8

TDA 掺量 50%应力应变曲线

的应力应变数据进行分析。
通过测定 TDA 混凝土在轴心压力作用下的应力应变。
由掺量 0%、10%、15%、35%、50%的曲线可知, 与基准混凝
土相比,TDA 混凝土的应变随着荷载增加均变小,说明 TDA
的掺入提高了混凝土的塑性和韧性,且随着 TDA 掺量增大
曲线变化趋势有所不同。TDA 混凝土的应变随着橡胶颗粒
掺量的增加基本呈线性降低,当掺量为 30%和 50%时,曲线
中都出现了应变急剧骤减的现象。主要原因：橡胶颗粒本身
强度小,与水泥砂浆结合也较弱,在混凝土中成为薄弱点,从
而降低了混凝土的应变。

图4

TDA 掺量 0%应力应变曲线

4 结论
(1)TDA 等体积取代细砂使混凝土坍落度先增大后减
小,当掺量在 15%时坍落度较基准混凝土增大 33.3%,当
TDA 掺量增加到 50%时,坍落度较基准混凝土减小 26.2%。
因此,TDA 对改善混凝土的流动性能有较大的作用。最佳
掺量应为 10-15%。
(2)TDA 不同掺量对混凝土不同龄期抗压强度的影响
表明,当掺量 10%-15%时达到最佳,提高了混凝土的抗压强
度；当掺量从 35%至 50%时混凝土抗压强度下降特别明显,
图 5 TDA 掺量 10%应力应变曲线
1411

已失去了强度方面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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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桥梁设计的安全耐久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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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于市政道路桥梁的设计来说,要求其设计的更为安全性和耐久性。对此,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市政道路桥梁设计,

设计步骤遵循怎么样的规则。其次要对我国市政道路桥梁设计的现状进行深入阐述,存在有哪些问题。最后还深入分析,采
取怎样的措施和手段才能够使得我国市政道路桥梁的设计更具备安全性和耐久性。
[关键词]

市政道路桥梁设计；安全性；耐久性

1 桥梁设计的基本原则

价和养护费用综合最省的桥型。设计中应充分考虑维修的

桥梁是铁路、公路或城市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

方便和维修费用少,维修时尽可能不中断交通,或使中断交

大、中桥梁的建设对当地政治、经济、国防等都具有重要意

通的时间最短。桥梁设计应在因地制宜的前提下,尽可能采

义。因此,公路桥梁应根据所在公路的作用、性质和将来发

用成熟的新结构、新设备、新材料和新工艺。在注意认真学

展的需要,除应符合技术先进、安全可靠、适用耐久、经济合

习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充分利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的同时,

理的要求外, 还应按照美观和有利环保的原则进行设计,并

努力创新,淘汰和摒弃原来落后和不合理的设计思想。

考虑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便于施工和养护等因素。
首先,从安全耐久来看。所设计的桥梁结构在强度、稳

2 我国公路桥梁设计安全性及耐久性现状分析
2.1 总体设计规范不完善

定和耐久性方面应有足够的安全储备；对于通行大吨位船

设计规范不完善是影响道路桥梁安全性和耐久性的重

舶的河道,除按规定加大桥孔跨径外,必要时设置防撞构筑

要因素,在桥梁设计的时候,必须严格地按照国家相关规定

物等；对修建在地震区的桥梁, 应按抗震要求采取防震措

进行,但是目前的规范还不是很完善,对桥梁设计的指导作

施；对于大跨柔性桥梁,尚应考虑风振效应。桥面宽度能满

用还是有限的。法律是约束人们行为的有效手段,在保证桥

足当前以及今后规划年限内的交通流量(包括行人通道)；桥

梁安全性和耐久性上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法律是不可

梁结构在通过设计荷载时不出现过大的变形和过宽的裂

能实时改变的,所以伴随着桥梁工程的不断改变,就可能出

缝；桥跨结构的下方要有利于泄洪、通航(跨河桥)或车辆(立

现工程建设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作为依据, 也就缺乏指导性,

交桥)和行人的通行(早桥)；桥梁的两端要便于车辆的进入

这就容易导致桥梁工程出现问题,影响工程的质量。

和疏散,而不致产生交通堵塞现象等；考虑综合利用,方便各
种管线(水、电气、通信等)的搭载。

2.2 设计理念陈旧
设计理念陈旧会给道路桥梁的安全性和耐久性造成很

另外,要做到经济合理、技术先进。桥梁设计应遵循因

大的影响,众所周知,桥梁设计方案和整个工程的安全性与

地制宜,就地取材和方便施工的原则；经济的桥型应该是造

耐久性有直接关系。但是设计人员为了能够在规定的时间

(3)TDA 混凝土的应变随着荷载增加均变小,说明 TDA
的掺入提高了混凝土的塑性和韧性。混凝土应力应变总体
上表现出与 TDA 掺量具有合理的相关关系,随着 TDA 掺量
大于 15%,掺量越高 TDA 混凝土强度越低。
(4)本研究表明 TDA 可以作为细骨料替代品拌制混凝
土,不仅可以节约天然骨料,还可以适当提高混凝土的力学
强度,改善变形性能,减少脆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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