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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ＡＯ改性沥青感温性研究
孔令云，周进川

（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重庆市４０００６７）

【摘要】通过对ＡＰＡ０改性沥青及其混合料的各感温性指标的试验研究及与
ＳＢＳ改性沥青感温性的比较，发现国产ＡＰＡＯ改性剂能有效地改善沥青及沥青混
合料的温度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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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概述
公路沥青路面要遭受一年四季的考验，人们都希望沥青在夏天要硬一些，不发软，
冬天要柔韧一些，不发脆。而实际上，沥青总是夏天软冬天脆的，只不过程度不
同而已。表征这种随温度而发生性质变化的指标可称为感温性指标。从其定义可
知，只要能反映沥青结合料的性质随温度变化的指标即可称之为感温性指标，其
关系曲线称为感温曲线。
２材料
０１ｅｆｉｎ）是由辽阳辽化奇达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研制开发的，这是一种采用特殊的催化剂，以丙烯、乙烯、丁烯一１为原料，通
过共聚反应得到的低分子量、非结晶的聚合物，外观为乳白色固体，有一定的韧
性，其分子空间结构是无规则排列，无规物含量高（３９５％），具有良好的耐酸、
耐碱、抗氧化性能。
沥青：ＫＬ７０’、ＰＪｌ３０‘；改性剂：５１８’ＡＰＡ０（掺量４％、６％、８％）、７０５。ＡＰＡＯ
（掺量４％、６％、８％）、４３０３‘ＳＢＳ（掺量５％ｏ
ＡＰＡＯ（Ａｍｏｒｐｈｏｕｓ

Ｐｏ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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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试验结果
国内外对沥青结合料感温性的研究主要主要包括针人度指数ＰＩ，粘温指数Ｖ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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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人度粘度指数ＰＶＮ等三个指标。本文主要通过这三个指标以及沥青结合料的高
温车辙因子、沥青混合料的动稳定度等对温度的曲线等几个方面，对ＡＰＡＯ改性
剂对沥青温度敏感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

３．１沥青结合料试验结果
１、针入度指数（ＰＩ）
针入度指数ＰＩ通常可采用５。Ｃ～３０。Ｃ温度范围内的针人度，通过回归得到ｌｇＰｅｎ

＝ＡＴ＋Ｋ后，由Ⅳ？垫１三？５塑０ＡＱ垒计算所得，所以ＰＩ值反映的是沥青所测温度范围
内（５℃一３０℃）的温度敏感性。试验结果见表１。
表１掺加改性剂后针人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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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沥青材料而言，较大的ＰＩ值表示较小温度敏感性。比较表１中的结果可以看
出，掺加改性刻ＡＰＡＯ提高了ＰＩ值，有效地改善了沥青５℃一３０℃范围内的温度
敏感性，且温度敏感性随ＡＰＡ０掺量（在４％一８％范围内）的增加而降低。
２、针人度粘度指数（ＰＶＮ）
针入度粘度指数是由１３５℃（或６０。Ｃ，一般不采用６０℃的粘度进行计算，因采
用６００ｃ的粘度计算过程中存在着利用１３５０Ｃ粘度换算的过程，其准确度不如１３５
℃粘度【４】）的运动粘度与２ｓ℃的针入度Ｐｅｎ通过公式：

ＰＶＮ？？１．５竺羔坐竖计算。
ｌｏｇＬ？ｌｏｇＭ

ｘ——沥青的１３５℃的运动粘度，刑廿／ｓ；

Ｉ广一—－在“Ｐｅｎ：ｎ——ｖｉ８ｃｏｓｉｔｙ。ｔ”关系线中，横坐标为沥青２５℃的针入度值所
对应的ＦＶＮ＝０直线上的纵座标，由ｌｏｇ

Ｌ＝４．２５８００—０．７９６７４１０９

Ｐｅｎ计算；

Ｍ一在“Ｐｅｎ：；℃——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关系线中，横坐标为沥青２５℃的针入度值所
Ｐｅｎ计算；
对应的ＦＶＮ＝一ｊ．ｊ直线上的纵座标，由ｌｏ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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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ｌ－一沥青的２５℃针入度。

ＰＶＮ＝０表示沥青温度敏感性小，Ｐ唧＝一ｊ．５表示沥青温度敏感性大。该指标是由
２５。Ｃ的针入度以及１３５。Ｃ的粘度计算所得。因此，一般认为该指标反映的是沥青
在２５—１３５。Ｃ范围内的温度敏感性。其试验结果见表２。
表２针入度粘度指数试验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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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中表明，在２５℃一１３５℃之间ＡＰＡ０改性剂可显著地改善沥青的温度敏感性。
对ＫＬ７０’，其效果与４３０３￥ＢＳ的效果相当，但是对ＰＪｌ３０。其效果不如４３０３Ｓ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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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粘度温度指数（ｖｌＩ＇ｓ）

温度对沥青粘度的影响最大，已有很多方法用于定量描述粘度一温度关系。对于
较宽温度区间的粘温关系，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就建立了运动粘度的双对数值与
绝对温度的对数值之间的线性关系，其经验公式如下：
ｌｏｇｌｏｇ（ｖ１ ７ ｍｌｏｇＴ？ｂ

、ｒ——运动粘度，ｍｍ２／ｓ；
卜—－绝对温度（摄氏温度＋２７３．１５），Ｋ；

ｍ，ｂ一与沥青有关的常数，通常由回归所得。
ｍ为线性关系中的斜率，也称之为粘温敏感性（ｖＴｓ——ｖｉｇｃｏｓｉｔｙ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ｕｓｃｅｐｔｉｂｉｌｉｔｙ）。对大多数沥青而言该拟合曲线的线性相关性很好，因此用两
个温度下的粘度即可确定所测沥青的粘温敏感性ＶＴＳ。可由下式计算：

ＶｒＳ？等群器产““分别为在温度Ｔｈ

Ｂ“）时的粘度（耐ｓ）

较大的ｖＴｓ表明有较低温度敏感性，一般低于６０℃温度的直线的斜率容易偏离
６０℃与更高温度问建立的斜率【３】，同时考虑到２５—１３５℃区间内的温度敏感性
已通过ＰＶＮ指标研究，因此在ｖＴｓ指标中，对１３５℃、１７５。Ｃ的粘度对沥青的粘
温敏感性进行了试验，其结果见表３。
表３粘温敏感性试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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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３可以看出，对１３５℃一１７５℃温度范围内ＫＬ７０‘的温度敏感性，改性剂ＡＰＡＯ、
ＳＢＳ均无能为力，而且还有一定程度的减弱，ＡＰＡＯ对沥青温度敏感性减弱的程度
较ＳＢＳ小：对ＰＪｌ３０。在该温度范围内的温度敏感性，两类改性剂均有一定的效
果，但是ＡＰＡＯ的效果较ＳＢＳ的效果差。
４、车辙因子——温度曲线
在粘弹性力学中，将Ｇ＊／ＳＩＮ８称为车辙因子，在高温条件下其数值越大表明其
抗高温车辙能力越强，另外，在温度升高过程中，其减小的速率越小说明其受温
度的影响越小，即其感温性越小。因此，本文对沥青高温车辙因子进行了研究，
其试验结果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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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图１可知，ＫＬ７０‘中添加ＡＰＡＯ后，在同样的温度条件下，沥青的车辙因子有所提
高，且其车辙因子——温度曲线较基质沥青明显平缓，说明其温度敏感性得到了
改善，在该指标中，ＳＢＳ改性剂与ＡＰＡＯ改性剂的效果基本相当。
３．２沥青混合料试验结果

以上通过沥青结合料的各项指标对其温度敏感性进行了分析，但是，沥青的温度
敏感性最终是在沥青路面中表现出来的，因此，本研究对沥青混合料各项指标对
温度的敏感性进行了分析。

１、沥青混合料动稳定度一温度曲线（高温）

沥青混合料的动稳定度是指试件在规定温度及荷载条ＷＦ，车辙形成的速率。动
稳定度与温度关系曲线的变化率反映的是沥青混合料的动稳定度对温度的敏感
性。本研究对４０℃、５０９２、６０９２、７０９２等四个温度的动稳定度进行了测定，其
试验结果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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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车辙试验结果
比较图２中的基质沥青混合料、ＡＰＡＯ改性沥青混合料、４３０３ＳＢＳ改性沥青混合料
的动稳定度—Ｔ曲线发现，ＫＬ７０。基质沥青的动稳定度随着温度的变化基本呈现
线性变化趋势，当温度升高时其稳定性直线下降；ＫＬ７０。＋６％ＡＰＡＯ后，６０℃之前
动稳定度明显提高但是其降低速度较ＫＬ基质沥青快，在６０℃时两者的动稳定度
基本相等，但是６０℃以后ＡＰＡＯ改性沥青混合料不仅动稳定度有所提高，且其随
着温度升高而降低的速度明显低于基质；ＫＬ７０’＋４３０３ＳＢＳ后，动稳定度明显提高，
随温度降低的规律与基质沥青相似。由此可知，ＡＰＡＯ改性剂可改善沥青混合料
的动稳定度，同时还可改善其６０—７０℃之间的温度敏感性，其对沥青混合料温
度敏感性的改善效果不明显。
２、低温指标对温度的敏感性
沥青混合料的低温指标有低温抗拉强度、低温弯曲应变、低温劲度模量等，一般
认为低温弯曲应变、低温劲度模量较低温抗拉强度更能说明低温抗裂性能，因此，
本文对该两个指标进行了研究，试验结果见图３、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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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沥青混合料在低温条件下的性质，认为其低温破坏应变越大、低温劲度模量越
小越利于沥青混合料低温变形。
由图３申甸归曲线可知，ＡＰＡＯ改性沥青混合料的破坏应变一温度曲线较基质沥
青混合料的曲线明显平缓，也就是说ＡＰＡＯ改性剂显著地改善了沥青混合料在低
温条件下的温度敏感性。另外，当温度低予一９‘ｃ时，ＡＰＡＯ改性沥青混合料的破
坏应变大于基质沥青混合料的破坏应变，提高混合料的抗裂性能。
沥青混合科的劲度模量与温度、时间密切相关，是沥青材料的主要性质指标，一
般来说，低温劲度模量越大，其低温变形能力就越差，破坏强度、破坏应变不能
完全解释沥青路面温度开裂问题，但劲度模量却能较好地反映路面低温收缩抗裂
性能。由图４及其回归曲线可知，掺加ＡＰＡＯ改性剂后，低温劲度模量一温度曲
线较基质沥青的曲线显著平缓，有效地改善了沥青混合料的低温温度敏感性。
ＡＰＡＯ改性沥青混合料曲线中，当温度低于一１１。Ｃ时，其劲度模量由于随着温度的
降低而增加的速度小于基质沥青的而小于基质沥青的劲度模量，增强了沥青混合
料的低温抗裂性能。

４结论
１、ＡＰＡＯ改性剂可有效地改善沥青的５。Ｃ一１３５。Ｃ范围内的温度敏感性；对１３５
℃。１７５℃温度范围内的温度敏感性的改善情况，因所采用的指标ＶＴＳ对沥青在
该温度范围内敏感性的变化不是很灵敏而使得试验结果表现不明显。

２、ＡＰＡＯ改性剂对沥青混合料在高温条件下的温度敏感性有一定的改善，对沥青
混合料低温下的温度敏感性有显著的效果，因此，从感温性方面看，ＡＰＡＯ改性
剂对沥青混合料的高低温性能均有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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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9条)
1.期刊论文 APAO改性沥青试验研究 -公路交通技术2005(5)
通过对APAO、SBS改性沥青及其混合料的温度敏感性、高温稳定性、低温抗裂性等试验,研究了APAO对沥青及其混合料的高低温性能的改善效果.结果表明,国产APAO改性剂能有效地改善沥青混合料的高温稳定性,能提高沥青混合料的低温抗裂性,降低沥青及其混合料的温度敏感性.

2.期刊论文 高尔朴.王藻.Gao Erpu.Wangzao APAO改性沥青在路面修复工程中的应用 -云南交通科技2001,17(2)
通过试验路的铺筑与观察介绍了APAO改性沥青具有的良好的高温稳定性和低温抗裂性，以及增强沥青与矿料的粘结性和耐磨性，对路面服务质量的提高，说明APAO是沥青路面维修养护的好材料。

3.会议论文 孔令云.周进川.严秋荣 APAO改性沥青试验研究
通过对本文APAO、SBS改性沥青及其混合料的高温稳定性、低温抗裂性等试验,研究了APAO对沥青及其混合料的高低温性能的改善效果.结果表明,国产APAO改性剂能有效地改善沥青混合料的高温稳定性,提高沥青混合料的低温抗裂性,降低沥青及其混合料的温度敏感性.

4.会议论文 孔令云.周进川.严秋荣 国产APAO对沥青路面高温性能改善效果的研究 2004
为了考察国产APAO对沥青高温稳定性和温度敏感性的改善效果,采用两种不同基质沥青和两种不同牌号的APAO进行了常规和流变试验研究。结果表明,国产APAO改性剂能有效地降低沥青温度敏感性、提高沥青的高温稳定性。

5.期刊论文 APAO改性沥青在沥青混凝土路面的应用 -四川建筑2005,25(5)
论述APAO改性沥青的制作,施工工艺及施工中应注意的问题,可供同类型工程施工参考、借鉴.

6.会议论文 杨军.秦浓 SBS(TPE411)与SBS(1401)改性沥青的对比试验 2004
由于石油沥青的耐候、耐温性能差,因而无论是生产防水卷材还是道路沥青混凝土,都普遍采用高聚物对沥青进行改性,最常用是SBS、APP或APAO,为了大大提高改性沥青的低温柔性指标,国内外普遍采用SBS.本文介绍其对比试验.

7.期刊论文 陈佩林.周进川.张肖宁.何演.Chen Pei-lin.Zhou Jin-chuan.Zhang Xiao-ning.He Yan 沥青胶结料的测力延度试验研究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34(4)
改性沥青的流变特性较为复杂,简单的常规试验方法不能很好地测出其特性.文中通过对基质沥青、SBS改性沥青、APAO和SBR改性沥青胶结料进行大量测力延度试验,分析了基质沥青、改性沥青的拉伸特性,证明了测力延度试验是评价改性沥青胶结料性能的一种有效方法,它可以作为一种简单、快捷判定沥青胶结料种类的方法,并有助于选择出性能优良的沥青
胶结料.

8.会议论文 沈春林.杨军.褚建军 路桥防水涂料产品的研制
路桥防水材料类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防水卷材,主要品种是SBS或APP(APAO)改性沥青防水卷材,另一种是防水涂料,主要品种有聚氨酯防水涂料、JS复合防水涂料、聚合物改性沥青防水涂料等产品.路桥防水材料是选择涂料还是卷材,要视具体工程情况而定.本文介绍路桥防水涂料产品的研制.

9.学位论文 张贤康 硅藻土材料对沥青混合料性能的影响 2008
要提高沥青混凝土路面的使用性能，必须从改善沥青等基础材料路用性能和改善沥青混合料的性能来着手，而本文的研究力图通过大量的试验分析和施工验证，证明硅藻土作为改性材料，对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能够起积极、有效的作用。本文先通过数据分析和工地试验介绍了硅藻土的特性和其改性沥青混合料的应用现状，然后就在大量试验结果及分析的基
础上，对于硅藻土改性沥青胶浆的流变特性和微观机理进行了探讨。接着，采用同样的研究方案，作了沥青混合料的高温性能、低温性能、水稳定性能、疲劳性能和抗老化性能等的对比试验，进行硅藻土改性沥青混合料的路用性能评价，同时，对SBS、APAO、废旧橡胶粉与硅藻土改性沥青混合料性能进行试验比较。最后，结合试验路的铺筑和依托工程实际
，讨论了间歇式拌和机与连续式拌和机的硅藻土掺配方法和质量控制等，进行了硅藻土改性沥青路面经济分析。从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基于对沥青及其混合料性能的明显改善作用，硅藻土改性剂可以广泛应用于改性沥青路面的施工，生产出典型的高密度、高稳定、极低的渗透性和沥青硬化增长率的沥青路面，可极大提高沥青路面的高
温抗车辙、低温抗裂和抗水损害的能力，延长路面使用寿命，硅藻土改性沥青混凝土路面性能价格比较高，而且可采用现有的施工成套技术和设备，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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