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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什么“白改黑”
1.1 大量的水泥砼路面亟待改造
截止 2012 年年底，我国水泥混凝土路面总里程达到 165.32 万公里[1]。上世
纪 90 年代，乃至 10 年前建设的大量水泥混凝土路面，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快
速增长的交通荷载的作用，大量的水泥混凝土路面进入了大中修阶段。
1.2“白改黑”是城镇化的选择
水泥混凝土路面“白改黑”后具有更高的路面平整度、更优的路面抗滑性、
更低的行车噪声、更低的眩光特性、更佳的行车舒适性和安全性、更低费用、更
小的交通影响，更符合城市的发展需求。

2、“白改黑”存在的问题
2.1 存在的问题
（1）水泥混凝土路面“白改黑”最大的问题是反射裂缝的防治。

图 1 板块接缝产生的反射裂缝

图 2 大尺寸碎块产生的反射裂缝

（2）将板块破碎成较细的颗粒，能够避免反射裂缝。但水泥混凝土板块的
剩余强度低，加铺结构层厚，投资费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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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适宜的粒径

图 3 破碎粒径与材料模量关系示意图
破碎粒径大，易产生反射裂缝；破碎粒径小，路面剩余强度不足，加铺层厚
度大。根据国内外几十年的工程实践，以及室内、外大量研究，破碎后水泥混凝
土板块粒径在 3-20cm 是实现两种状态最佳组合的破碎效果[7]。最佳契合点如图 3
所示。

3、共振碎石化是实现最优破碎的工艺
共振碎石化技术在美国、欧洲等几十个国家得到了大量和广泛的应用。2006
年引进中国，在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得到较广泛的应用，累计完成超过 800
万 m2 的工程量。业已证明共振碎石化技术的成熟性、可靠性和适用性。
相对传统破碎工艺而言，共振碎石化
．．．．．技术
．．是实现
．．．消除反射裂缝和水泥混凝
．．．．．．．．．．．
土路面尽可能高剩余承载力
-20cm
．．．．．．．．．．．．两
．个
．条件的最优工艺。
．．．．．．．．破碎粒径在
．．．．．3．
．
．．
．．范围。
．．．共
振碎石化技术就达到这样破碎效果的技术[7]。

4、共振碎石化工作原理
4.1 共振碎石化设备
上海万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拥有的 CB-900（CB，Concrete Breaker）型共振
碎石化机设备是美国共振碎石化设备的最新发展型，是目前使用的最先进的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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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共振碎石化破碎机

图 5 共振机锤头正面

图 6 共振机锤头侧面

主要技术参数：发动机功率约 630 hp，振动梁宽宽 66cm，振动梁配重 5443
－9070kg，破碎锤头重 23kg，整车总重 27.2-31.8t。振动频率 42-46Hz，振幅在
20mm 左右。
4.2 共振破碎原理
共振碎石化不依靠“蛮力
．．”破碎水泥混凝土板块，而是以“巧劲
．．”实现“四
．
两拨千斤
．．．．”的效果，这是共振破碎的最大特点。实现了激振力与板块的固有频率
的最佳组合。促使水泥混凝土板块共振开裂，且裂而不碎。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
技术在于“共振
．．梁
．的
．调谐
．．作用
．．”。
4.3 共振梁调谐原理
共振梁是实现共振碎石化设备的关键与核心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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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振梁
激振偏心轮

锤头

激振偏心轮

图 7 共振梁共振破碎原理

锤头

图 8 单锤头破碎原理

共振梁调谐原理（图 7）：由偏心凸轮旋转产生偏心力，通过共振梁调幅、
调频后，将振动能量传递给破碎锤头，使得锤头的振动频率达到水泥面板的固有
频率，板块共振并迅速开裂。使锤头激振频率与激振力达到破碎板块的最佳组合。
将偏心凸轮与锤头直接相连称作单锤头破碎设备，将在第 6 节介绍。
4.4 水泥路面的破碎状态
共振碎石化后，破碎粒径自上而下由小到大，粒径主要分布在 3cm-15cm 范
围内。上层 0～8cm 范围内，粒径相对较小，一般在 5cm 以下，呈现相对松散状
态，类似于级配碎石，起到释放应力的作用；下层粒径集中在 5～15cm 的块状
粒料，呈斜向嵌锁状态，破裂角在 30°-60°范围，裂而不散，强度高。不论强度
和模量均高于密实状态的级配碎石[2]。

图 9 共振式破碎原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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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松散

30-60°斜裂缝

下层嵌锁

图 10 共振碎石化的路面技术状态
根据研究[2]，单层碎石化层的模量（静态模量）一般在 500-900MPa。
4.5 工艺参数的选择
板块破碎的效果受共振破碎机的破碎前进速度、振幅、振动频率、破碎顺序，
以及原路面结构、水泥混凝土强度、刚度条件、传力杆、拉杆等因素都影响。为
达到最佳的破碎效果，需进行试振破碎，通过开挖样坑，检查、验证、调整，使
之达到最佳的破碎效果。工艺参数的调整需要经验丰富的工程单位承担，可调整
的工艺参数如下：
共振频率：42-46Hz；
共振锤振幅：20mm 左右；
工作行进速度：2-3km/h；
破碎顺序：由板边到板中。

5、共振碎石化的技术优势
5.1 彻底消除反射裂缝
共振碎石化破碎粒径在 20cm 范围以内，彻底消除反射裂缝的产生。相对
其他水泥混凝土路面破碎技术更为有效。
5.2 技术适用广
共振碎石化采用高频低幅的振动，共振碎石技术对周边建筑物、构筑物和地
下管线影响最小，技术适用范围广。共振碎石化技术适用的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
状况相对其他技术较宽，《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再生利用技术细则》（JT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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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1-2014）对此作了比较。
除了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破碎外，共振碎石化较其他破碎工艺更加适合城市
道路。
5.3 原路再生利用充分
采用共振碎石化技术的原路面结构和材料均得到了相对充分的利用。相对多
锤头破碎技术，共振碎石化技术更能发挥板块和结构层的剩余强度。
5.4 加铺结构设计简单
共振碎石化路面上加铺层设计简单，不需专门的防反射裂缝设计和设施。通
常加铺结构为两层式沥青面层或三层式沥青面层。
5.5 施工工艺简便
共振碎石化技术“白改黑”一般工艺：共振碎石化破碎→洒水碾压→喷洒透
层油→铺筑加铺层。施工工艺简单、成熟、可靠，不需专门的配套设备。
5.6 施工效率高
破碎行进速度：2-3km•车道/h。一般一台设备一天可破碎 2500m2 左右（效
率取决于多方面因素，水泥混凝土板块强度、厚度、交通天气等因素）。
5.7 技术成熟，应用广泛
共振碎石化技术在国外应用广泛，在我国的应用也超过了 10 年。各等级公
路、城市道路，农村公路、国省道，不同交通等级的道路上均有应用，均有较好
的使用效果。设计、施工成熟标准，技术成熟度高。
5.8 绿色、环保、低碳
共振碎石化破碎技术不产生固体废弃物、无污染；消耗的新资源、新能源少，
相应的碳排放少。共振碎石化技术是一种绿色、环保、低碳的水泥混凝土路面“白
改黑”技术。
5.9 污染小、扰民低
破碎产生的粉尘相对低，通过预洒水工艺有效降低破碎过程中的粉尘。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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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产生的噪音和振动相对小，传播距离短。相对多锤头破碎，产生的粉尘、振
动、噪音明显低，扰民低，更加和谐。
5.10 施工交通组织简便
共振碎石化技术施工交通组织更为简便，对交通影响小、扰民小。
5.11 路面更加耐久，投资少
（1）采用共振碎石化破碎的路面结构加铺层相对其他破碎工艺加铺层结构
薄，路面改建的直接综合成本低（Integrated Direct costs）。
（2）施工快捷、工期短、快放交通快，间接费用（Indirect costs）低。
（3）经共振碎石化改建的道路路面结构更加耐久，维护少、大修间隔时间
长，路面结构的寿命周期成本（life cycle cost，LCC）低。

6、破碎工艺比较
（1）多锤头破碎
多锤头破碎是水泥混凝土路面较为常用的一种破碎方式。多锤头破碎系统由
两排各 3 对 650kg 的锤头组成，两侧各有 1 对 865kg 翼锤。锤头最大提升高度
110cm。依靠重锤自由下落的冲击力实现板块的破碎。特点是冲击力大、振动频
率低，振动传播远，临近建筑和地下管线有明显影响（图 12）。

图 11 多锤头破碎机（MHB）

图 12 多锤头与共振破碎效果图

多锤头的冲击力较大，板块破碎粒径小，剩余强度低，与级配碎石相当。此
外，锤头冲击力对基层承载力也造成一定损伤。因此，经多锤头破碎后路面结构，
加铺层通常相对较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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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共振破碎、多锤头破碎工艺比较
破碎方式

共振破碎

多锤头破碎

①适用范围广；

①适用范围广；

共同点
②施工快捷、效率高，施工周期短。 ②施工快捷、效率高，施工周期短。

不同点

①路面结构剩余强度高，原路结构

①路面结构剩余强度低；

强度利用充分；

②加铺层厚度相对大；

②加铺层厚度小；

③破碎冲击强烈，对周边建筑、地

③对周边建筑、地下管线影响小， 下管线影响较大，不适于城市道
破碎振动小，更适于城市道路。

路。

（2）单锤头破碎
单锤头破碎在多锤头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将多锤变为单锤形式，提高了锤击
的频率，减小了锤击力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共振破碎的特点，采用偏
心凸轮激振。与共振破碎共振梁调谐作用（图 7）不同，单锤头破碎直接将偏心
轮加载于锤头（原理见图 8），无法实现激振力与混凝土板块固有频率的耦合：
（1）要么激振频率过高，激振力不足，导致板块无法有效打裂，加铺结构
易产生反射裂缝；
（2）要么激振频率过低，激振力过大，板块打碎，剩余强度不足。
两种破碎技术的原理比较如下：
表 2 共振破碎、单锤头破碎原理比较
破碎方式

共振破碎

单锤头破碎

激振原理

偏心凸轮激振+共振梁调谐

偏心凸轮激振

共振梁调谐，使得激振力与板

无调谐作用，偏心凸轮与激振

破碎原理
块固有频率实现耦合作用。
①粒径 0-20cm；

锤直接连接。无法实现耦合作用。
①要么过度破碎，粒径偏小，

②上层松散，下层嵌锁。

效果接近多锤头；

破碎效果
②要么破碎粒径较大，无法有
效破碎。易产生反射裂缝。

表 3 共振破碎、单锤头破碎工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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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方式

共振破碎

单锤头破碎

共同点

同表 1

同表 1

①路面结构剩余强度高，原路

①路面结构剩余强度低，类似

结构强度利用充分；
不同点

于多锤头，加铺厚度大；

②加铺层厚度小；

②路面破碎粒径大，虽然结构

③对周边建筑、地下管线影响

剩余强度高，但易产生发射裂缝，

小，破碎振动小，更适于城市道路。 加铺厚度大。

7、工程实例
共振碎石化技术引入我国后，首先应用于国省道，之后在不同等级的道路以
及城市道路上推广和应用，截止 2016 年上半年，累积完成了超过 800 万 m2 的工
程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和口碑。
7.1 国省道的应用
沪青平公路为 318 国道上海段，主要为水泥混凝土路面。交通等级属于重交
通。上海市公路管理处首次引进共振碎石化技术，于 2005 年铺筑了 0.477 km 的
共振碎石化的试验段。后期的跟踪观测、研究认为反射裂缝防治、资源再利用、
节能减排效果明显。随后于 2007、2008 年进行了大范围的共振碎石化工程应用。
作为示范工程，每年对该路进行定期回访，该路至今未产生反射裂缝等病害，状
况良好，仅需日常性路面养护。

图 13 G318 沪青平公路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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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钱公路为 321 省道。大部分为水泥混凝土路面，交通量大、重载超重车辆
多。宝钱公路（沪太公路至娄塘河桥段）大修工程采用共振碎石化工艺，项目于
2011 实施，至今路况较好。

图 14 S321 宝钱公路（沪太公路至娄塘河桥段）
浙江省于 2007 年引进共振碎石化技术，首先应用于 104 国道（临海段）的
“白改黑”改造中，总长度超过 6km，加铺三层式沥青面层，铺筑厚度为 15cm。
基于良好的使用效果，2008 年至 2016 年分年分段不断实施 104 国道的“白改黑”，
迄今已经完成近 50km 长的共振碎石化“白改黑”改造。2016 年 7 月回访，路面
使用至今仍然完好，期间未实施过大修。大大降低了公路养护、运营、管理的成
本。

2007 年铺筑段

2009 年铺筑段
图 15 104 国道临海段

7.2 城市道路的应用
莘松路（莘东路～西环路）是上海市闵行区繁忙的城市道路。所处的周边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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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复杂：沿线有众多的银行、证券所、医院、超市、企事业单位、餐饮娱乐场所、
居民区和众多绿化设施；地面交通复杂：每天有近 20 条公交线路途径该路；早
晚上下班高峰拥堵现象严重；地下管线众多：包括燃气、电力、电信、排水、自
来水、污水等。

图 16 莘松路现况
传统“开膛破肚”的改造工艺，需要近半年的时间，施工 “噪音、扬尘”，
交通的阻断严重，社会影响大。闵行市政署从“缩短工期、节约造价、节能环保”
等方面综合考虑，引入了“路面共振碎石化”技术实施“白改黑”，于 2010 年
12 月 18 日开工，2011 年 1 月 25 日竣工，工期仅 39 天，其中共振碎石化振碎工
期仅为 4 天。工程交付 5 年后，再次回访，路况仍然保持较好状态。
浙江省临海市临海大道作为该市城区的主干道，联系着周边重要的公共设施，
作为临海市城区市政道路改造的重点工程于 2014 年实施了共振碎石化“白改黑”，
改造后的路面不仅显著提升了路面的使用状况和技术水平，也大大改善了路线区
域的市容市貌。经 2 年使用后，2016 年现场回访，路况如新铺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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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临海大道
东方大道是 S225 省道城镇段，主要为水泥混凝土路面。该路自 2011 开始分
段采用共振碎石化技术实施“白改黑”。2011 年修建路段，2016 年回访，路段至
今完好。

2011 年已实施路段

2016 年正在实施路段
图 18 东方大道

2016 年继续进行东方大道的后续路段施工。图中为共振碎石化后的路段铺
筑完下面层，过往交通分车道行驶。
自共振碎石化技术引进我国，在上海、浙江成功应用后，共振碎石化技术在
福建、江苏等地也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应用效果获得了一致好评。

8、设计与施工
8.1 设计依据
（1）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再生利用技术细则（JTGT F31-2014）
（2）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D5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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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2011）
（4）水泥路面共振碎石化加铺技术研究与应用（研究报告）.上海市公路管理处，
同济大学 2007.10
8.2 碎石化时机的选择
时机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根据价值工程理论：共振碎石化“白改黑”的工程
价值>其他维修改造方案的工程价值。价值可以是项目总投资，也可以是项目的
寿命周期费用，还可以是项目的社会经济价值。
时机的选择应同时满足技术可行和经济可行。相对其他破碎工艺，共振碎石
化技术适用性更广。项目总投资、寿命周期经济费用低，社会经济价值高。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再生利用技术细则》
（JTGT F31-2014）从水泥混凝土
路面技术状态的角度给出了共振碎石化的适用条件。
8.3 典型结构
共振碎石化路面加铺层的厚度与交通量有关，与原路面结构状况和剩余承载
力有关。国内共振碎石化路面加铺结构归纳如下：
表 4 共振碎石化加铺典型结构
道路名称

中轻交通

重交通

特重交通

两层沥青层

三层沥青层

三层沥青层

10-15cm

15-18cm

18-22cm

4cmAC-13C+6cm

4cmAC-13C（SBS 改性）

AC-20C

+5cm AC-20+7cm AC-25

加铺层
4cmSMA-13（SBS 改性）
示例

+8cm AC-20+10cm
AC-25

加铺层材料的选择，根据道路等级、所在气候分区特点等因素，选择不同质
量等级的材料。对于重交通道路可以采用橡胶沥青混合料 AR-AC、Superpave、
SMA 等混合料，以及抗车辙剂、玄武岩纤维等添加剂来增强混合料的抗车辙性
能和高温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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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质量检验与评定
碎石化路面施工质量验收标准主要通过碎石化破碎粒径和结构状态进行检
验与评定。检验主要依据：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再生利用技术细则（JTGT F31-2014）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D50-2006）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2011）

（1）碎石化破碎粒径检验
通过开挖试坑判断，避免过度松散和不能有效破碎两种极端情况。
表 5 共振碎石化施工质量检验标准
检测内容

标准

顶面最大粒径（cm）

≤5

上部最大粒径（cm）

≤10

下部最大粒径（cm）

≤18

合格率
75%

（2）破碎化层的结构状态检验
共振碎石化后该层呈现上层松散，下
层嵌锁的状态。状态的检验采取钻心方法
获得。通过钻芯试样，判断混凝土板下部
结构裂缝嵌锁状态。如下图呈现 30-60°
斜向裂缝，结构状态裂而不散，满足嵌锁
要求。
（3）结构剩余强度
路面结构剩余强度可采用碎石化层
顶面回弹模量进行检验。该模量为整个路

图 19 取芯效果判断

面结构层的当量回弹模量。
当量回弹模量不应作为评价碎石化层是否合格的指标。因为路面结构剩余强
度和模量与整个路面结构各层材料的状态密切相关，与所测试的季节状态有关。
《细则》仅将回弹模量作为参考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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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施工中的注意事项
（1）试验段试破碎
由于路面结构的差异，混凝土板块厚度、强度的不同，在正式开工破碎前，
应当进行试破碎，以获得最佳的工艺参数。以 2006 年金山大道共振碎石化项目
为例，破碎基本参数：激振力 8.89kN 左右，破碎应力 52MPa 左右，振幅 2mm，
振动频率 44Hz，连续破碎。

图 20 专业人员指挥试破碎，调整相关参数
（2）雨天防雨
雨天应采取防雨措施（图 22），防止雨水下渗浸泡，软化损毁路面结构。

图 21 分车道破碎

图 22 及时铺设防雨铺盖

（3）特殊路段处理
原路存在基层病害的地方，应修复基层病害，重铺水泥混凝土板后，再行破
碎。破碎后的混凝土板，如出现软弱段，或弹簧现象，需要翻挖补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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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碾压稳固
破碎后的路面应采用压路机在最佳含水量条件下进行碾压，确保破碎后路面
的稳固。

图 23 碾压稳固

图 24 摊铺沥青面层

（5）喷洒透层油、摊铺沥青面层
应用透层油可封闭雨水渗透路径，使混凝土碎块板结。

图 25 沥青面层单钢轮压路机碾压

图 26 沥青面层胶轮压路机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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