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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试验与 ()* 混合料组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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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歇尔试验在沥青混合料配合比设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普通沥青混合料，还是 ()*；但

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确实不同，在实际应用中需提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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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沥青混合料与 ()* 配合比设

计中马歇尔试验的区别

普通沥青混合料的设计是以马歇尔试验为最

最重要的控制指标来实现混合料的配合比设计的，

按照沥青与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材料选择与初试

级配选定后，沥青用量可选 R+,S—,+,S，间隔沥青

用量为 "+,S，先做马歇尔试验试件的物理指标试

验，而后再做沥青混合料的力学试验与抽提试验，

通过各试件的稳定度———沥青用量，流值———沥青

用量，密度———沥青用量，空隙率———沥青用量，饱

和度———沥青用量，矿料间隙率———沥青用量的关

系曲线，确定沥青最佳用量范围，然后再考虑南北

方气候对技术指标的不同要求，再做马歇尔试验以

确定沥青最佳用量，最后用车辙试验（指标）对普通

沥青混合料的配合比设计进行验证。在这里，马歇

尔试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它的试验是不可代替

的。

而在沥青玛蹄脂碎石混合料（()*）配合比设

计中却没有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材料选择与初试

级配选定后，以混合料的体积指标测定为不可替

代 ，必 须 满 足“三 多 一 少 ”的 特 点 及 T)*〉!%S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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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要求，这是区别于普通沥青混

合料的重要标志与试金石，但油石比一般在 ./01
—2/"1，成型四组马歇尔试件，沥青用量间隔可为

"/$1———"/31，进行马歇尔试验，根据空隙率确定

设计最佳沥青用量，这里，马歇尔试验不是起着决

定性的作用，体积指标是第一位的，它是第二位

的。并辅以析漏、飞散、车辙、水稳定性、透水性、表

面构造深度等试验。

! 根据 %4’ 和 %&’ 确定设计级配

54’ 试件的制作方法对成型后的混合料性能

有重大影响。欧洲长期使用马歇尔试件成型方法，

双面击实各 ." 次。这里应该特别注意，马歇尔击实

次数不能超过 ." 次，搓揉不能超过 #"" 次，因为对

54’ 混合料来说，由于它的粗集料数量多且互相

嵌挤，过度的击实和搓揉都将使粗集料严重破碎，

也将使试验失真。试验表明，采用马歇尔击实方法

成型的试件中，用 3/6.(( 和 "/"6.(( 通过率变

化表示的破碎集料要比搓揉方法成型的多得多，

破碎程度随击实次数的增加而增加。54’ 结构的

混合料中的破碎情况要比密级配沥青混合料的破

碎情况严重，尤其是 3/6.(( 通过率变化显著，即

粗集料击碎成为较细石屑的数量增加显著，说明

是集料的棱角被击掉了。而密级配沥青混合料的

粗集料没有充分嵌挤，粗集料的击碎情况要轻些，

但 "/"6.(( 以下的粉尘增加比 54’ 还要多，当采

用 57& 搓 揉 成 型 时 ， 随 着 搓 揉 次 数 的 增 加 ，

3/6.(( 及 "/"6.(( 通过率也随之增加，但增加的

程度比马歇尔击实要小得多。压实成型温度在使

用改性沥青时，必须提高成型温度。

按照确定的初试沥青用量，用 $ 组初试级配拌

和制作马歇尔试件，试件数量为每组 3 个，$ 组试

件共计 #! 个。一组 3 个试件中，8 个用于测定理论

最大相对密度，$ 个测定毛体积相对密度。

试件冷却后，测定马歇尔试件的毛体积相对

密度 9(:，美国规定按 ’’5;<=< <22 的方法测

定，我国规定采用表干法测定，方法是一致的。测

定松散沥青混合料的最大相对密度 >((，美国是

按 ’’5;<= <!"? 的真空法测定，欧洲一般采用

溶剂法，我国两个方法都可采用，也容许采用计算

得到的理论密度。利用 >(: 和 >(( 可以计算试件

的空隙率 %%，矿料间隙率 %4’ 及粗集料骨架间

隙率 %&’()*。

将 三 组 初 试 级 配 的 试 验 结 果 %&’()* 与

%&’+,@ 比较，从中选择符合 %&’()*〈%&’+,@ 要

求的级配，以 3/6.(( 通过率最大的一组级配为设

计级配。此时应该注意，尽量选择 %4’ 稍大于

#61的级配为设计级配，以防在施工过程中 %4’
可能会有降低。

$ 进行马歇尔试验，根据空隙率 %%
确定沥青用量

对任何一种沥青混合料，空隙率都是最最重

要的参数。空隙率决定了混合料的一系列性能和使

用寿命，这对普通密级配沥青混合料是这样，对

54’ 同样是这样。对 54’ 来说，经常困惑着施工

单位的是路面的“油斑”问题，产生油斑与粗级配、

高沥青用量、缺乏稳定剂（纤维）、过高的施工温度

有关。所有这些因素都与空隙率有关。现场使用的

试验表明，较低的空隙率将导致路面发生车辙。据

美国的调查，#??" 年起建设的 02 个工程都显示了

很高的抗车辙能力，路面车辙都发生在空隙率小于

$1的情况下。研究表明，抗辙空隙率范围为 $1AA
31看来是适宜的。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小油斑和车

辙，根据气候条件，空隙率可以放宽到 31。在我国，

由于油石比略小一些，在炎热地区和重交通路段，

空隙率可放宽到 3/.1。北方寒冷地区的设计空隙

率为 $/.1。

在设计级配确定以后，可以变化沥青用量，进

行马歇尔试验，根据空隙率 BB 确定最佳沥青用量

=’&。我国使用玄武岩等密度较大的岩石时，一般

可以选取油石比 ./01—2/"1左右。

变化 $ 个不同的沥青用量，每组 3 个试件，再

次拌和 #! 个试件。其中一个用于测定理论最大相

对密度，$ 个压实成型，进行马歇尔试验，由此可以

根据空隙率要求确定最佳沥青用量。马歇尔试验的

结果必须符合 54’ 混合料的设计技术要求，由于

54’ 的级配相差不大，油石比也下会有大的差

别，所以不必象普通密级配沥青混凝土那样采用 .
个不同油石比进行试验。且油石比的间隔也不需大

到 "/.1，只需间隔 "/!—"/31左右即可。

54’ 马歇尔试验配合比设计的重点是矿料各

部分的级配，各种体积指标，沥青用量，而不是马歇

尔稳定度和流值。这是与普通的密级配沥青混合料

配合比设计的最大区别所在。在 C’>’ 的建议中

规定：当集料的毛体积相对密度大 !/6. 时，容许低

于 ’’5;<= 的规范建议按毛体积相对密度规定了

不同的沥青用量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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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稳 定 度 要 比 密 级 配 沥 青 混 合 料 小 得

多。对 "#$ 的级配有价值的是混合料的体积指

标，"#$ 的级配必须有比密级配沥青混合料大得

多的 %#$。同时 %&$ 也大，才能维持较小的空隙

率。

’ 我国 "#$ 马歇尔试验配合比设计

技术要求

!）对高温稳定性要求较高的重交通路段或炎

热地区，空隙率可放宽到 ’()*。

+） 最小油石比与集料的毛体积相对密度有

关。

,）马歇尔稳定度不能作为配合比设计通过或

否的唯一条件使用。

’）谢伦堡沥青析漏试验在施工最高温度下进

行，没有明确规定时，非改性沥青混合料的试验温

度为 !-./，改性沥青混合料的试验温度为 !0)/。

)）马歇尔试件的空隙率是 "#$ 配合比设计

的最重要的指标。由于其内部空隙率较小，且表面

构造深度较大，所以应采用表干法测定。用蜡封法

反而可能不准，要注意封蜡技巧，不要将表面空隙

封进空气。

计算空隙率的基准密度，从理论上讲以采用实

测的最大密度为好。但如果采用了改性沥青，就不

得不采用计算的理论密度，此时就要考虑纤维的相

对密度和纤维吸收沥青的问题。如果将纤维的比例

忽略不计，计算空隙率将变大，误差可能达 .(,*一

.()*左右。另外，计算理论密度时除 )11 以下石屑

等难以测定的部分外集料密度应采用毛体积相对

密度。

2） "#$ 的马歇尔稳定度一般比普通的密级

配沥青混凝土要小得多，其原因是马歇尔试验的荷

载方式对 "#$ 材料是不利的。马歇尔试验表面上

看来是受压，其实试件内部的破坏是受拉而致。这

与混合料在路面实际受力状态是不符的，所以用马

歇尔试验来评价混合料的设计是不完美的，但由于

它的性质依赖与工程经验，所以对工程还具有很大

的指导意义，要取代它目前还没有最好的办法。在

试验温度 2./时，"#$ 粘度低，因而马歇尔稳定

度一般比较低，大体上也就 )345034 左右，降低

设计标准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但是，马歇尔稳定度低并不意味着 "#$ 的高

温稳定性差，马歇尔试验的目的主要是两个：配合

比设计时确定最佳沥青用量和施工过程中进行施

工质量检验，它不能正确地描述 "#$ 的高温稳定

性。高温稳定性主要由车辙试验的动稳定度表征。

-）根据试验，马歇尔试验的流值一般要比普

通沥青混合料大，尤其是在使用了改性沥青的情况

下更是如此。改性沥青混合料即使在高温时也有较

好的韧性，流值经常会超过 ’11，因而流值上限

’11 修改为 )11 是合理的。

在以上的试验过程中，有可能出现达不到规范

要求的情况，"#$ 配合比设计将可能遇到的问题

及解决措施很多，但最终是要满足体积设计要求，

在此条件下做必要的马歇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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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这些措施中，工程中应首先考虑采用

在预想冻深范围内换填冻胀土的“置换法”，而在

冻结深度较大、交通量比较少或缺少优质置换材

料的情况下，适于采用隔温法防止冻胀。另外，这

种方法还可以部分的应用于道路和机场等通过交

通量较小的路面。稳定土处理法则是用于粘性土

构成的软弱路基情况，也可与置换法配合使用。道

路冻害的防治措施，除以上论述的常用方法外，还

有不少具体方法。具体采用什么方法进行处理，要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才能取得既经济又有效的防

冻胀效果。对于新建公路来说，通常采用提高路基

高度的设计方法，使路基远离水源，从而有效地降

低路基冻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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