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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cycled aggregate can be made from the concrete in China’s construction waste after the selection of crushed recycled concre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cycled
concrete aggregate can be used to make recycled concrete permeable pavement. Through analysis,
recycled concrete permeable pavement material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ompression resistance, durability, frost resistance, abrasion resistance, water permeability and skid resistance,
respectively,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avement materials.

Keywords
Recycled Concrete, Water Permeability, Pavement Materials

再生混凝土透水路面性能的可行性综述
姚

伟，路沙沙*，王

林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辽宁 阜新

收稿日期：2019年1月5日；录用日期：2019年1月27日；发布日期：2019年2月3日

摘

要

我国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经挑选破碎再生混凝土后可制成再生骨料。从环保角度出发，可利用再生混
凝土骨料制作成再生混凝土透水路面。经分析，再生混凝土透水路面材料分别满足了抗压性、耐久性、
*

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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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冻性、耐磨性、透水性、防滑性要求，达到了路面材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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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全球每年生产数 10 亿吨的混凝土，我国消耗世界约 40%的混凝土，而建筑垃圾每年可达 4 亿吨。我
国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城市垃圾总量的 30%至 40%，每年产生新建筑垃圾 4 亿吨。目前我国对建筑垃
圾的处理方式主要是填埋和堆放，对建筑垃圾的利用约为 5%，而日本、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对再生
混凝土的利用达到了 70%~90%。这些垃圾的运输、处理和存放，都会对当地环境造成影响[1]。
将建筑垃圾“变废为宝”实现建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经济、环境都至关重要。另外一方面，
我国城市中由于路面不透水，出现了雨水不能及时排出，城市内涝的现象，亟需一种透水性好，达到透
水和蓄水双功能的新型路面[2] [3]。
我国混凝土路面应用范围较广，其主要是由水泥、石子、砂子、水按照一定的配合比，经过水化反
应而制作成的具有一定强度等级的路面材料。基于这个理念，从环保、经济的角度考虑，将建筑垃圾进
行分类破碎后进行再利用，不仅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而且可以为社会做贡献。建筑垃圾中的混凝土采用
破碎机进行破碎，然后对再生骨料进行物理性能测试，将再生骨料、砂子、水、水泥，按比例配合，制
作成再生混凝土路面材料。

2. 再生混凝土路面材料必须满足路面材料的基本性能
2.1. 抗压性能
再生混凝土骨料与天然碎石骨料相比，强度稍低，密度稍少。再生骨料表面附着一层混凝土砂浆，
但经机械强化，强度可达到 40 MPa，甚至可制作高强度再生混凝土，高强度再生混凝土的破坏规律与普
通混凝土相似。国内崔正龙[4]对再生混凝土强度进行了研究和测试，从做为路面材料的强度方面考虑，
再混凝土的强度可满足路面强度要求。

2.2. 耐久性
由于路面材料需要有耐久性，再生混凝土的耐久性与普通混凝土耐久性相似。国内学者研究表明，
再生混凝土骨料取代率的提高，会加快再生混凝土的碳化；温度的升高，也会加快再生混凝土的碳化速
度。作为路面材料，在下午 2 点路面温度达到最高，可达到 100℃。所以再生混凝土路面的耐久性可以
通过养护条件提高、取代率调整得到改善[5] [6]。

2.3. 抗冻性
路面的抗冻性要求，这在北方昼夜温差较大的情况下，是必须考虑的因素。再生混凝土的冻融循环
实验可以作为抗冻性参数指标。魏毅萌[7]研究了冻融循环下再生混凝土孔隙分布变化对抗冻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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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磁共振测得的混凝土内部孔隙分布变化和孔隙体积变化率参数，能够很好的反映混凝土的抗冻性能。
再生混凝土的冻融循环试验结果，表时再生混凝土抗冻性良好，可以满足路面材料的要求。

2.4. 耐磨性
再生混凝土路面的耐磨性在国外已有学者进行了研究，并且有水平混凝土路面耐磨性的标准测试方
法。国内学者对再生混凝土路面的耐磨性进行了研究，所以再生混凝土路面可以通过调整取代率提高耐
磨性。再生混凝土骨料取代率达到，马百顺[8]研究采用 15%~20%再生微粉时，将其替代 10%水泥时，
再生混凝土的耐磨性能可达到路面标准。

2.5. 透水性
当路面的透水性良好时，可减少城市内涝的现象，又可将雨水渗透到路面下基层，缓解干旱，为城
市植物提供水分，这符合了近年来绿色海绵城市理念。透水性路面材料，本身再生混凝土材料是亲水材
料，可以通过加大再生混凝土的孔隙率来实现。可适当调整再生骨料颗粒级配，加大空隙率实现。

2.6. 防滑性
我国国内目前很少有人研究再生混凝土的防滑性。只有学者对混凝土透水路面的防滑性进行了研究
[9]。所以，再生混凝土路面防滑性研究及防滑性措施有待研究。

3. 结语
再生混凝土路面材料符合我国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再生混凝土路面材料的实现，可减少我国建筑
垃圾，变废为宝。再生混凝土路面同时对环境的改善有重要意义。从再生混凝土路面的性能上分析，其
应用是可行的，满足路面在强度、耐磨、防滑、抗冻、透水等方面的性能要求。再生混凝土透水路面是
一种绿色环保路面。与普通混凝土路面一样养护条件下，再生混凝土即可达到强度要求。为了更好的实
现再生混凝土路面材料的各种性能要求，可做如下改善：
1) 提高养护条件。当养护条件提高时，可综合提高再生混凝土路面的性能，再生混凝土的强度、耐
久性、抗冻性都可提高。
2) 选择适当再生骨料级配。适当骨料级配，可使再生混凝土达到强度要求，又有较好的透水性能。
3) 再生微粉的使用。再生微粉按比例取代水泥时，不仅可节省水泥，同时可提高再生混凝土路面的
耐磨性。
另外，我国对再生混凝土透水路面的防滑性研究甚少。我国建筑垃圾种类多样，需实行分类。再生
骨料的差异性较大，再生骨料破碎时需要经济投入。这些都需要国家支持，才能大量投入生产。但从再
生混凝土透水路面的性能上符合路面强度标准，也符合我国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是造福人类后代的重
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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