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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本文介绍了公路沥青路面病害的类型，
分析了病害形成的原因，
提出了相应的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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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
汽车
的发展和普及，公路交通作为现代陆地运输的一种重要方

根据沥青路面破损的类型，路面病害可分为四大类。
（1）裂缝类病害：
包括龟裂、
网裂、
纵横向裂缝；
（2）变形类病

式，其地位也更加重要，公路在运输能力、速度和安全等方

害：
包括车辙、
沉陷、
拥包、
波浪；
（3）松散类病害：
包括掉料、

面的突出特点将为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提高现代物流效

松散、剥落、脱皮、
坑槽、
啃边；
（4）其它病害：
包括泛油、磨光

率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1 公路沥青路面病害类型及成因分析

（抗滑性能差） 等。
1.2 病害成因分析

在我国，公路沥青路面病害的成因，路段纵坡较大，地

1.2.1 裂缝类病害的形成原因。裂缝从表现形式可分为

下水位高，冬季结冰现象严重，路基填料不佳，雨季边沟堵

横向裂缝、
纵向裂缝、
网状裂缝。横向裂缝包括荷载裂缝和

塞、
路基翻浆、
沉陷病害普遍。沥青路面是用沥青与矿料组

非荷载裂缝，
垂直于行车方向。横向荷载裂缝是由于路面结

成的混合料铺筑的路面，由于具有良好的力学性和较好的

构设计不当，
配合比不当，
拌和不匀，
施工质量差，
车辆严重

耐久性，
行车舒适性，
已普遍在我国采用。
但由于多种原因，

超载等原因造成路面承载力下降，
在车辆荷载反复作用下，

沥青路面的破坏现象十分普遍和严重，降低了路面的使用

使沥青面层以下的半刚性基层底部拉应力超过其疲劳强度

寿命，对交通安全和运输已构成威胁，
因此分析沥青路面病

而断裂，
产生由下向上反向裂缝。其形状往往不是单独的，

害的成因，提出防治方法，科学处治病害，是一个长期的课

稀疏的、有规则的，而是稠密无规则且相互联系的网状裂

题。

缝。横向非荷载裂缝主要是由温度伸缩引起面层开裂而产
1.1 沥青路面病害类型

589

生的裂缝（施工接缝），构造物接头裂缝，沥青面层老化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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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非荷载型横向裂缝一般比较规则。大多数是由于基层抗

问题；设计路面层整体结构应按强度和刚度自上而下递减

裂性能差造成的，一般发育的时间较晚。纵向裂缝产生的原

的规律安排，
提高路面的整体强度和抗变形能力；为了保证

因很多，主要是由于车辆超载，路面整体承载力不足，沥青

沥青面层的水稳性，
基层最好选择水稳性材料；

面层摊铺接缝不良等引起的裂缝。当路基压实不均匀或路

2.3 沥青路面施工

基边缘受水害不均匀沉陷时，也产生纵向裂缝。网状裂缝包

要采用大动力机械拌和设备，
做到沥青拌和均匀，油石

括网裂和龟裂，
主要是由于路面整体强度不足引起的裂缝。

比控制标准。尤其在沥青混凝土施工中要严格控制骨料的

大多是由于纵、
横向裂缝没有及时处理，在水害的作用下发

配合比与油石比，保证配合比设计要求；控制碾压温度，保

育而成。

证沥青混合料压实度、厚度、平整度达到设计要求；做到施

1.2.2 变形类病害形成的原因。车辙产生的原因：一是

工接缝衔接平顺、
密实。

由于路面基层，路基强度不足，在车辆荷载反复作用下，使

3 沥青路面病害的处理措施

面层和基层发生永久性结构变形。这种变形呈 V 形，两侧

3.1 裂缝类病害和处治

没有明显隆起变形。二由于高温季节车辆反复碾压沥青面

3.1.1 灌油修补法。在秋末入冬季节多产生裂缝类病

层形成的塑性流动变形和永久性变形。这转变性一般呈 W

害，可用此法。处治时，
将纵横裂缝处清扫干净，
用液化气或

形，
车辙两侧呈隆起状态。主要是高温时的车辆荷载应力超

喷灯将裂缝壁加热至粘性状态，然后用油壶或专门灌缝设

过沥青面层混合料自身的稳定性应力的极限，也就是由于

备直接向裂缝内灌入加热的沥青，最后在缝口表面撒布热

面层热稳定性差而造成的不断累积和流动的变形。

砂或石屑进行养护，对于较窄的裂缝，可用刀扩宽，再按上

波浪、拥包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沥青面层过厚，热稳定

述程序处理。

性差，面层与基层之间粘接强度低，在车辆荷载水平作用下

3.1.2 乳化沥青稀浆封层法。当气温在零上 5 度时，可

产生推移，形成高低不平的波浪状的变形，严重时形成拥

以将级配骨料（50%石屑，30%粗砂，20%细砂）与乳化沥青

包。

混合成稀浆，
用专门设备进行封层。稀浆油石比最好控制在
1.2.3 松散类病害产生的原因。一是主要由于水害造

成。多年来，我们铺筑于沥青路面的混合料空隙率都比较

8%～12%之间。由于气候原因破乳慢时，可以加入 2%水泥
缩短破乳时间或间接采用慢裂快凝性沥青乳液。

大，
一般都达到 10%-12%之间，
路面透水性较大，地表水在

3.1.3 沥青混合料罩面法。根据交通量的大小，选取细

车辆荷载的作用下，渗入混合料，达到水饱和状态，使沥青

粒式或中粒式沥青混合料，进行封层。厚度一般控制在

与矿料的粘结力严重破坏，使路面产生松散，脱皮等病害。

1.5～3.0 之间。

二是由于面层以下基础采用半刚性基层结构，其透水性较

3.2 松散类病害的处治

差，
路面面层渗水滞留于基层表面，
造成面层与基层结合部

3.2.1 松散、
脱皮、
剥落等病害处治。一是采用乳化沥青

含水量过大，
使面层底部沥青混合料稳定性减弱，
造成松散

稀浆封层进行处理，
一般采用中、粗粒式稀浆进行封层。二

类破坏。三是施工时混合料加热温度过高。使沥青老化。过

是在等级低的公路上可用沥青洒布罩面的方法进行处治。

早失去粘结而使骨料散落。
1.2.4 泛油、磨光类病害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面层

3.2.2 坑槽、啃边的处治。坑槽大多出现在春融季节和
雨季。主要是由于水深入沥青面层使骨料与沥青失去粘结，

集料级配不适，集料质地软弱无棱角，细料偏多，施工时沥

散落所致。处治方法，
一是槽壁垂直法。这是通常的做法，
首

青用量偏高等。

先用集料和沥青混合料填充，
压实、
封水。这种做法的缺点

2 沥青路面病害的预防

往往是坑槽边缘接缝处容易出现破损，
坑槽的反修率较高。

2.1 沥青及骨料的选择

二是槽壁 45 度法，集将坑槽槽壁挖削成 45 度角 （开口向

不仅根据沥青面层的类型选取不同标号的沥青材料，

上）切槽壁边线与旧路面结合密实破损较少，返修率低，但

而且更要考虑从施工条件，气候环境，施工季节，矿料的分
布和性质及尺寸等原因来确定沥青的标号，
尤其在寒冷、阴

对作用机具要求较高。
3.2.3 泛油、磨光类病害处治。泛油一般出现在高温天

湿的高楼山要选用针入度较大的沥青提高其低温抗裂性；

气，对于一切泛油可撒布经检测合格的石屑和细集料进行

沥青混合料中骨料优先选用碱性石料且级配良好，针片状

养护处理。对于严重泛油，
若路面发粘，
发软，
造成路面磨擦

含量少；
由于高楼山受材料分布限制。主要是硅铁矿石，属

系数低或路面严重变形，
可铲除路面重铺面层。

酸性石料，
必须掺入抗剥落剂等活性物质；
2.2 沥青混合料类型
沥青路在兼顾公路等级，交通量，修建费用，使用年限
等情况下，特别要选取具有良好抗冻裂性的混合料和抗渗
入性混合料类型，保证沥青混合料具有足够的低温抗弯拉
能力；作为上封层的沥青混合料尽量采用细粒式沥青混凝
土，
提高路面的防水能力，
同时要能解决好冰雪路段和防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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