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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马歇尔试验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的路面设计中, 也是我国沥青混合料设计规范中的标准试验方法。在多

年的实践中, 人们习惯性地关注稳定度、流值、空隙率、饱和度、密度指标, 而很少留意于马歇尔试验曲线的变化

及其影响因素。在实验设备允许的范围内,使稳定度试验达到极限变形,绘制试件完整的荷载变形曲线, 在此基

础上分析曲线的形态和影响因素,得到了有益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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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沥青混合料试验广泛应用于世界各国的热拌热铺沥青混合料设计中
[ 1 ]
。随着材料技术的发展

和交通环境的变化,马歇尔试验已经表现出一些早已为工程实践证实的不足,如击实方法不能反映交通量

的变化、稳定度指标的力学意义不明确等等。现行的试验方法为此对击实次数、最大粒径限制等内容都进

行了修改和补充。与此同时,其他一些设计方法也有新的发展,如 Hveem法、GTM法和 SUPERPAVE设计法

等
[ 1]
。但是,马歇尔设计方法经过多年的使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实践经验,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

图 1 马歇尔试验荷载变形曲线

力,我国现行设计规范因此仍然基于马歇尔设计方法
[ 2]
。

通过马歇尔稳定度试验可以绘制出荷载变形曲线, 这种曲线的典

型形状如图 1所示。以往的大量试验和研究都关注于曲线的峰值前

段 (图中 OA段 ),而没有对曲线的形态和后继趋势进行研究。近年

来,由于使用了改性沥青和一些新级配, 恰恰是马歇尔试验曲线的形

态和曲线峰值后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往往在强度峰值处产生很大的

变形量,难以界定流值的大小。因此, 本文采用 2种常用级配、2种沥

青对马歇尔稳定度曲线形态及其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为马歇尔试验

的更新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1 试验准备

热拌沥青混合料在不同的级配、不同的沥青、不同的沥青用量下,其马歇尔稳定度曲线有所不同。为

了对比和分析热拌沥青混合料在不同级配和不同沥青下马氏曲线的变化情况, 本文选定 2种不同级配

(AC13、AK13A)和 2种不同沥青 (普通沥青、改性沥青 )形成对比实验。

为了保证试验的可比性,在实验中选用相同规格的石灰岩。为了尽量减少拌和不均匀和取样造成的

粗细集料离析的不利影响, 每次只搅拌一个试件的用料,并在配料时尽量做到准确秤量。通过一定数量

的试打试件,控制好试件的高度,使其保持在 63 5mm附近
[ 3]
。

与一般马歇尔稳定度试验不同的是, 本实验在试件达到最大荷载的时候,并不立即停止, 而是继续加

载,直到马歇尔稳定度压头没有下移空间为止。



2 马歇尔试验与曲线分析

对于传统的试验,马歇尔稳定度试验加载停止时,一般会看到试件在上下压头之间略为突出, 2个自

由面向外有些鼓出。取出试件后,试件还是保持稳定的形状。而本次试验中,由于加载时间长, 试件变形

达到极限值,因而破坏的试件与以往有所不同。

此次试验中,普通沥青成型的试件 (包括 AC13+普通沥青和 AK13+普通沥青 )在 2个半圆形压头内

尚能保持整体形状,取出后已无法保持整体,基本上都碎裂成若干块,且可以看到大颗粒的集料有破碎现

象。改性沥青成型的试件,与普通沥青成型的试件差别很大。从压头中取出之后,虽然变形严重,上下压

头之间的部分突出明显, 2个自由面向外明显鼓出,但是仍然保持着完整。由此可以表明,沥青的性质对

马歇尔试件的破坏形态有很大的影响。由于改性沥青优越的低温粘性和变形能力,使集料间的结合力大

为增强,即使混凝土在严重变形失去骨架结构时, 仍然可以依靠改性沥青良好的粘聚力维持其整体性。

从本次试验看,集料的级配对试件破坏形态没有明显的影响。因此,对于马歇尔试验的这种加载方式, 可

以定性地从试件的破坏形态上判断沥青的性能。

在沥青含量相同的情况下,普通沥青和改性沥青试件的马歇尔曲线有很大的差别。将所有试验曲线

的原点修正到同一原点上,可以更明显地比较出它们的差别和规律, 如图 2所示。对于 AK级配的普通

沥青试件与改性沥青试件,其马歇尔曲线形式与图 2相似,本文不再图示。

A
1
~ A

4
- 4%普通沥青成型的 AC- 13试件;

L1 ~ L 4 - 4%改性沥青成型的 AC- 13试件

图 2 沥青用量为 4 0%时不同沥青的 AC- 13马氏曲线

对比图 2中的曲线形态可知,无论是何种沥青

混凝土试件, 在达到稳定度峰值后仍然能有很大的

变形量, 通常可以达到 5mm以上,这是以往普通的

马歇尔试验不曾注意到的。结合试件的破坏形态来

考虑这一现象时, 可知改性沥青试件的变形能力很

好,在荷载达到峰值后, 虽然混凝土的骨架结构发生

了很大的错动, 但是依然可以依靠沥青的粘聚力保

持集料颗粒的相对位置, 而主要由沥青来吸收大量

的变形。在变形到达极限时,试件仍能维持整体性。

对于普通沥青试件, 在达到荷载峰值后, 由于沥青本

身的变形能力欠佳, 无法通过沥青本身的变形来吸

收试件的变形, 也就是沥青无法维持集料颗粒间的

错动,集料与沥青之间逐渐丧失粘结而促使集料骨架逐渐瓦解。直至达到极限变形时,试件从压头内取出

后分崩离析。普通沥青混合料之所以能有峰值后的大变形,与马歇尔试验半圆形压头也有相关关系,正是

因为 2个半圆形压头的侧向约束才使得试件不会过早的瓦解。因此,在马歇尔试验中,改性沥青试件的峰

值后段变形是试件的整体性变形,而普通沥青试件的峰值后段变形实际上是一个破坏过程中的变形。

从曲线的形态来看,普通沥青试件的曲线呈单峰形态, 峰值明显,是人们最为熟悉的传统曲线形态,

而改性沥青试件的曲线在稳定度峰值处呈平台状。过了峰值之后,普通沥青试件的荷载下降速度较改性

沥青试件快,改性沥青的试件在达到稳定度后其峰值几乎没有发生下降。从这一点上进一步证明普通沥

青试件在稳定度峰值后,其骨架基本已破坏,集料间的粘结力已基本丧失而逐渐瓦解,反映在荷载上就是

稳定度的不断下降。而改性沥青试件集料间的粘结仍然存在, 沥青依然在起着粘结集料的作用, 因此可

以继续提供强度。因此,峰值后段的形态实际上是反映了沥青的性能。

从荷载峰值的大小,也就是稳定度的大小来看,由于改性沥青的低温粘度高、与集料的粘附性好, 因

此能为沥青混合料提供更强的粘聚力,其稳定度也会较普通沥青高。总结上述研究,可以将改性沥青与

普通沥青混合料的马歇尔试验曲线总结如图 3所示。

图 3中,从 2条曲线的包络面积可以看出,改性沥青试件曲线包络的面积更大。这个包络面积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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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普通沥青与改性沥青试件的马歇尔试验曲线形态

上是荷载与变形的乘积,也就是试件在破坏过程中被

做的功。曲线包络面积越大,说明对试件做的功越多,

试件从完好到达破坏所吸收的能量就越多, 其抗冲击

性就越好。因此,本次试验对马氏曲线形态的研究表

明,沥青的性能对马氏试验曲线的形态有很大的影响,

改性沥青试件的曲线形态不仅发生了改变, 而且其包

络的面积也较普通沥青混合料大, 证明其抗冲击性能

较好。在相同的级配下, 改性沥青混合料比普通沥青

混合料能承受更大、更长时间的交通荷载。

由于改性沥青的使用,使马歇尔试验的曲线形态发

生了明显的改变。对实际操作来说,最直接的影响就是

流值难以确定。因为,马歇尔稳定度曲线在峰值附近形成平台,因此难以准确地找出极值点,而极值的微小

差别反映在曲线流值相差很大的 2点上。虽然规范建议采用极大值 98%时的变形量作为流值,但是极大值

的难以确定使这一问题仍未被很好的解决。特别是当前性能更好的改性沥青不断地应用,其变形性能更加

优越,造成了流值持续不断地增大,部分试验结果显示其流值已经普遍接近或大于规范标准的上限 4mm。

因此,在未来的道路实践中,如何面对新技术、新材料给传统试验方法带来的挑战成为新时期的重要命题。

本文在上述试验和分析的基础上,对集料级配和沥青用量的影响也进行了研究。得到了一些其他辅

助性结论: 1)混合料的级配对马歇尔试验曲线的形态无明显影响; 2)级配不变的情况下, 沥青的用量对

试件稳定度的影响很大,而对流值影响不大。

3 结 语

马歇尔试验的稳定度曲线形态随着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是此前并未引起

重视。本文采用 2种沥青和 2种沥青成型试件, 试验加载到变形极限值, 获得了完整的马氏曲线。通过

对这些试验曲线的研究,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集料的级配对马氏曲线形态却没有明显的影响, 而沥青

的性能显著影响着曲线的形态,最直接地反映在峰值后段 (曲线尾部 )。性能较好的改性沥青使马氏曲

线峰值后段平直,维持了试件很好的骨架结构,吸收了大量的变形, 提高了混合料的抗冲击能力。但是,

由于峰值段平坦,使流值难以判断。因此,如何在改性沥青广泛应用的今天,考虑马歇尔试验的指标标准

成为新的研究命题,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有益启示。

参考文献:

[ 1]吕伟民.沥青混合料设计原理与方法 [M ]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0.

[ 2]严家 .道路建筑材料 [M ]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2.

[ 3] JTJ 052- 2000,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 S ] .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Marshall Test Curves

BI Yu- feng
1
, ZHANG H ong - chao

2

( 1. Th eH ighw ay B ureau, Shand ong P rov inciod Commun ica tionD epartm ent, Jinan, 250002, China;

2. S ch ool of Tran sprota tion E ng ineering , Tongji Universi ty, Shanghai, 200092, Ch ina )

Abstract:Marsha llTest isw ide ly used in highw ay design now adays. For instance, M arsha llTest designmethod

is a lso employed by Chinese Spec ification JTG F40- 2004. How ever, most peop le focus onM arshal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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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 value, air vo id and so on, wh ile few people pay attent ion to the Curves ofM arshallTest and its effects. In

th is paper, the spec imen o fM arsha llT est is to be compressed as much as possib le in the instrum ent w ork ing

range, in order to draw muchmore completed curves. Subsequently analysis o f the curves shape hasm ade the

research reach som e valuab le conc lusions.

Key words:M arshallTes;t characteristics of curve; u lt imate compress; w ork ing range factors o f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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