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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于过去三、四年在中国研究及观察新和旧的沥青道路，在 2003 年期间大部

份时间是居住在中国，(并亲身经历了中国「沙士」流行的非常时期)，与加拿大注册

专业工程师汤利先生(Tony Speed)于今年五月在北京第八届国际交通新技术应用大会

上发表了一份有关[沥再生]TM 预防性沥青道路养护再生密封剂的文章 1，亦在今年八

月中国公路学会举办全国沥青路面养护技术培训班上发表了作者对中国公路的寿命

周期的一点意见 2，这是本文作者站在另一个角度上，纯粹用美加的标准和经验来比

较中国新旧的沥青道路的寿命周期，但只提表面统计资料而不考虑为何会导致路面过

早不合格的原因。 
 
本文作者极感不安地见到超过 92%的公路，平均寿命周期大约是 7-8 年，比美加标准

低了一半，作者亦曾对自己的判断提出极大的疑问，而本年四月，很惊讶地看到中国

工程院及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沈金安院士于华厦公路建设网上发表一份文

章 3，亦提到公路寿命是大约 7-8 年，并提出沥青路面早期病害会成心腹大患，而减

少沥青路面早期损坏能延长沥青路面使用的寿命，本文作者极之赞同。想不到万里遥

遥，两位不同国家的工程研究院院士竟能于同一时间内，各自判断中国公路的寿命周

期是如此的接近，而且大家都那么严肃地重视沥青道路预防性的养护。 
 
本文作者亦听过长安大学公路学院徐培华教授讲学 4，对有关一般沥青路面养护处理

方法，如稀浆封层等方法略有保留，中国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及公路工程检测中心

和松主任讲解公路路面养护质量检测技术 5 与美加标准已相当接轨，而对中国北京市

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刘桂生副院长的专题讲座有关水对沥青道路早期的破坏 6，甚表

赞同，汤利先生(Tony Speed)提及在压路技术的要求 7 与中国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

王旭东博士之认为养护路面不如养护路基之观点 8，实是异曲同工，很佩服中国云南

交通技术学院文朝华教授积聚多年的测试及分析的资料讲解沥青路面再生密封剂的

功能，作者对各位学者重视预防性养护的专业认识，十分认同，故亦籍此作一个简单

的探讨，并对预防性沥青道路养护的重要性给一些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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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圖表是國外對瀝青道路壽命週期的預計

第一期
氧化作用
沥青损耗

第二期
出现细少裂缝
出现微小粒块松脱

第第三期
出现较大裂缝
结构出现问题

由于每一段道路的结构都有差异，亦会有不同的表现，相信各
工程専业人士对自己管辖的道路必定十分熟悉的，自可判断自
己管辖的沥青道路寿命的周期。

1. 美加预计沥青道路寿命周期 

 
基本上在美加的设计与实际上的沥青道路寿命的周期是十分接近，通常都是

15-16 年或高至 18 年 8(见图)，而寿命周期可以垄统地分为三期： 
 
● 第一期是大约在首 8-9 年期间内慢慢呈现氧化作用，路面渐渐老化硬化，沥

青损耗，呈现「鳄鱼皮」现象，可以尽早进行预防性养护。 
● 第二期大约有4-5年时间(在 8-13 年)，出现细小裂缝，微小粒块松脱，有渗水

的现象等等，必须及早进行有效性预防性的养护。 
● 第三期则只有 3-4 年时间(在 12-16 年)，裂缝变大，结构出现严重损坏现象，

任何预防性养护的方法都无效，包括一般路面修护处理的方法，不能掩盖，

必须重修大修甚至重建。 
 



2. 2000-2003 国内沥青道路寿命周期的统计资料 

 
本着美加的标准和经验来判断中国沥青道路寿命周期，一共观察过 37 段沥青公

路是否有呈现过早的氧化、老化和硬化，沥青接合缝是否稳定，有无发丝裂缝及

渗水现象，有无大小龟裂及大裂缝，是否过早呈现结构性破坏的现象。 
 
本文作者感到有兴趣的是在中国所有一般技术性的报告和资料都一致认为沥青

道路在技术规范下建成，其寿命周期应该能维持在 10 年以上甚至 15 年以上与美

加的标准相若，但是事实上，在过去 4 年本文作者视察的记录中，在中国不同地

方及省份所观察一共39处样品是只有两处机场跑道的寿命周期能够超过10年以

上的基本指针。 
 
由于本文的统计资料是针对沥青道路，这两个沥青跑道是不在这次统计中分析，

故只有 37 处的沥青公路被列入统计分析。 
 
本文作者十分惊讶地看到有高达百份之二十七(27%)的新的沥青道在首三年中便

不合格，百份之五十四(54%)，在首五年中便不合格，而整体上竟有九十一点八

(91.8%)的沥青道路是不能达到 8-10 年期的基本指针，只有百份之八点二(8.2%)
的沥青道能够达到 8-10 年的指针。 
 
下图展示以上提及之沥青道路的表现，包含新或是旧的道路： 
 
沥青道路的寿命周期 沥青路的数目 占有率 不合格率 
0-3 年 10 27% 27% 
3-5 年 10 27% 54% 
5-7 年 14 37.8% 91.8% 
8 年 2 5.4% - 
8-10 年 1 2.8% - 
超过 10 年 0 (尚未见) (尚未见) 
总数 37   
 
注： 不合格的意思是指路面已呈现过早的氧化和老化和硬化，沥青接合缝不稳定，有裂缝及渗

水的现象，有大小龟裂及大裂缝，过早呈现结构性的破坏现象。 

注： 本文只提表面统计资料而不考虑为何会导至不合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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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初步检测统计及预测结果 

 
 
 
 
 
 
 
 
 
 

在统计资料分析，很明显在中国所有新的沥青道路都有很高的比例会提早出现问

题，从多处收取的资料中看到在建路时未能将路基及沥青紧压至标准，过份疏松

或沥青份量不足，石料错配，或施工条件未达标以致不能粘结沙石达至标准，难

怪水能渗透至路面下的基层，疏水、排水及渗水的问题等等引起过早呈现不合格

和结构性破坏的现象。 

 
本文作者是对工程设计和施工质量存有质疑，但也同样注意到不容忽视的情况是

在中国这样急速地要求大量地建路，国情民情，硬件与软件等等的配套自然会遇

到前所未有难以估计的困难，而施工期、天气、超载等等不同的因素必定会引至

过早出现问题。 

 

主观与客观的判断总是经常对峙的。现实与理想仍是有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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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外沥青道路寿命周期的比较 

 
很明显，中国的沥青道路寿命周期只有 7-8 年，只有美加的标准一半左右，所以

预测要提前往往 6-7 年时重修、大修甚至重建，不难令人特别感到早期预防性养

护的追切性，不仅是旧的沥青路急需要预防性的养护，新的沥青道路更是需要早

期预防性的养护。 
 
以下图表比较中外沥青道路寿命周期的比较： 

 
 
 
 
 
 
 
 
 
 
 
 

5. 估计经济损失 

 
单是看 3 万公里高速公路，若每公里 4 线道的建造费是平均 2 仟万元，那就是总

共 6,000 亿元，若果寿命减少一半，提早 6-7 年便要重修大修或重建，保守预计

便是平均每年损失或要多花 850 亿元，若是计算其它社会经济的损失可能会推高

至每年损失远远超过 900 亿元以上，这可能是每年建造两三个世界极品级的首都

机场的建造费！ 
 
若果能够在 5 年内延长 3 万公里高速公路的寿命 30%，平均每年可以减少 6%的

损失，那就是每年为国家省下 360 亿元基本建造费，这是尚未计算其它社会经济

的效益！ 
 
若果能够在 5 年内延长 180 万公里的道路的寿命 30%，每年平均省下 6%，其经

济效益简直是天文数字，难以估计！ 
 
在中国，不管是新的或是旧的沥青道路，早期预防性的养护实在是太重要了！



6. 对预防性沥青道路养护重要性的看法 

 
本文作者在本年 3 月经已写了一份统计报告，并于今年八月在中国公路学会所主

办的全国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培训班上发表，感到惊讶的是在今年 4 月于中国

华夏公路建设网看到中国工程院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沈金安院士发表

了一份文章3，看过后极感叹慰，沉院士亦是指出公路的寿命是 7-8 年，并提出「沥

青路面早期病害成心腹大患」及「减少沥青路面早期损坏延长沥青路面的使用寿

命」。沈院士的观点是集中在「路面结构设计中存在的总是承待解决」是从基本

设计开始，但亦有提出可能现时现实并不容许，可能需要时日。 
 
本文作者同意沈院士的看法，改革开放进步是需要决心、恒心和时间，但现实中

的中国现有的经济和科技的能力尚未能完成提升至现代化技术人员及机械等硬

件及软件正确的配套，以及养护管理层的素质，所以必须针对在现时所有全国已

建成的 180 万公里的道路及不断地建造新的沥青道路，79 段(共 14 万公里)主要

干线，3 万公里高速公路上如何能「稍」为延长沥青道路的寿命，不但要养护及

保存旧有的沥青道路，更重要是预防性养护新的沥青道路，以保证其将来的寿命

周期能够正确地延长，保证国家的投资能够得到正确的长期高效率的回报。 
 

7. 如何面对现实，选择预防性沥青道路养护的材料和方法 

7.1 养护不是修补 

 
在美加，养护不是修补或维修，养护是在「大」问题甚至「小」问题尚未出

现时便要做，这是预防性。而修补或维修是日常性的，是大小问题出现后才

想法子修补，去掩盖或解决问题。 
 
在美加，道路修补是日常营运中必须的，不能避免的，但为了保障投资，会

在每年收入中另行拨出多少(譬如 4%)，不断地作为养护或预防性养护，以

保持沥青道路「长青」。 
 
中国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王旭东博士于 2004 年 8 月 4 日在中国公路学会

举办的全国沥青路面养护技术培训班讲学 8，认为与其养护路面，不如养护

路基，本文作者极为同意，而加拿大注册专业工程师汤利先生(Mr. Tony 
Speed)亦于当天给了一点有关压路机压沥青路的意见 7，可见路面和路基养

护的重要性，只是现实的情况就是中国已有 180 万公里的道路而新的道路亦

不断地建造，不可能全部或大部份重整路基或路面，只能选择一些有效方法

尽量能够延长道路寿命，递序渐进地修复路面和路基及提升其它素质的问

题。 



 
正如沉院士所提及中国道路维修花费浩大，但硬件与软件不配套，养护人员

的素质未到位等等而影响道路的寿命。在现今新的历史时代，科技是无国界

的，本文作者不期然地感叹为何中国每年花费那么浩大，建议让不同国家的

专业人士或公司全权来设计，建路及管理一些主要干线，直接地学习及引进

外国的硬件和软件是如何配套等！更可以藉此不断地订立及提升国内建路及

管理的标准及监管的水平！相信更快更能节省更多无谓浪费的资源。 
 

7.2 一般路面修护处理的方法 

正如长安大学公路学院刘培华教授 4在全国沥青路面养护技术培训班讲学亦

曾提及这些沥青喷雾、混合泥浆或屑石、稀浆封层、煤沥青乳济、刨铺沥青

盖面等处理方法都是「预防性」，只能「掩盖」，但不能解决结构性的问题。

本文作者非常同意，但是很可惜，很多人都误解这是一种能简单快捷地解决

结构性破坏道路的方法！ 
 

无可置疑这些处理方法能迅速「掩盖」结构性破坏的路面，但仅仅是用于路

面表层。这些维护处理方法在温度变化的情况下，由于材料的收缩率和膨胀

率与路面沥青不一样，容易破裂从而影响效果。它虽然可以减慢氧化的作用，

但不能使沥青「长青」，而且很明显它不能久存。 
 

只要原来的沥青公路被一般路面养护修理的方法处理后，由于不同的温度收

缩率和膨胀率很容易会分裂，形成碎块和坑洞，不但引起交通意外和不便，

水和燃油等物质继续侵害原来的沥青道路。而原来沥青路面亦可能会被破裂

的硬块所损坏及各种外来污染物质的侵害而不能再补救。惟一的方法便是每

两三年后便要将表层和原来的沥青路面摌去，再重新铺上的新沥青或其它如

稀浆罩面的方法，费用浩大烦覆，浪费金钱和时间，引起极大而又无谓的交

通不便和连串难以解决的环保和癈料处理的问题，结果极可能是表面上是花

费 1 元，而实际 后可能要花 10 元的结局。 
 

人命关天，在北美州为免交通意外和不便，除非公路已损坏到不能再使用而

仍需迟建数年以供需求，才会改虑采用路面护理方法如稀浆封层法来掩盖路

面，但它的厚度通常是 10 公分(100 毫米)以上。 
 

在中国，本文作者很诧异地看到稀浆封层等类似方法的厚度实在太薄，通常

只有 2 至 3 公分(20-30 毫米)，难以承载公路上的压力，亦怀疑这方法能否

延展路面的寿命周期 1 年或以上。而且，行车的燥音实在难抵受和接受，看

来其表面摩察系数过高，对汽车及轮呔损耗太大，制造了不少社会经济无形

的损失。 
 



本文作者亦怀疑提倡用这些预防性养护方法的正确性，很多人包括工程专业 
人士亦是偏看材料表面价格作为标准，而且似乎甚低，甚至低至只有美加的

标准价格 5-10%，但亦有城市报的价格比较接近美加的标准，令本文作者十

分困扰，但相信这种繁杂性的施工及其它连串问题如大大小小机械的组合配

套、技术人员素质的要求、环保、癈料处理、能源的浪费、硬件与软件的配

套，重铺交通路面白线，封路时间过长引起交通及社会经济的损失等的总价

格便会远远超越单是看材料的价格那么简单，况且施用厚度过薄，不但不能

耐用，更不能有效地延长沥青道路的寿命周期，相反可能会引起极之不良的

长期性反效果，破坏及「埋没」了原来辛辛苦苦所建造昂贵及高质量的沥青

道路。 
   

所以选择任何养护的方法都必须全面性地去评估，而不应只看材料的价格，

切勿只解决或「掩盖」眼前的问题而引起了更多一连串难以估计及解决的后

遗症的问题。 
 
以下图表是 近看到的一些类似的问题，发现原来建造昂贵的沥青道路已被

盖面的材料的碎块破坏，加速被水，燃油侵害，这一连串的后遗问题如何解

决呢？是否另一个恶梦的开始呢？ 
 

 
 
 
 



 
 

7.3 选择预防性养护的方法 
 

当然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产品都说是预防性沥青养护方法，但必须留意以下

几点让大家去参考： 
 
  ● 有公正全面性的系统测试？ 交通部？ 大学科研中心？ 官方？ 

● 能长期保持沥青『长青』的高效果？保持柔软度？延度？黏性？ 
● 能长期防水止水，燃油及污染物质的侵蚀？ 
● 不会断层及破裂？ 碎块剥落？ 
● 能不影响摩擦系数(防滑力)？ 甚至可以协助提高？ 
● 减低噪音？行车舒适？ 
● 施工简单快捷，适合中国民情？  
● 减少一切环保能源、机械、封路及所有连串交通问题？ 
● 良好的技术支持？ 是经久耐用？ 外表美观？ 使用方便？ 
● 价格是否单方面？ 全面性？有无考虑施工及相关机械设备因素等等？ 
● 会否引起连串后遗问题？劳民伤财？ 
● 真正而又实在能承担起码三年的质量保证？ 
● 小心并提防劣质假冒！ 
 
 

8. 张春贤部长在 2004 年全国交通工作会议的话： 

 
沈院士在他的文章中亦提出了张部长在会议中的发言，本文作者作为一位退休了

的外国研究院院士对中国张部长的发言感到有点振奋，其中有好几点很正面的看

法亦希望能与各读者分享： 
 
● 质量是工程建设的永恒主题 
● 质量是工程的生命 
● 交通部是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部门 
●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向社会、向人民、向国家交一份什么样的产品呢？ 
● 是经久耐用，外表美观，使用方便的优秀成果？ 

 
 



9. 结论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很明确同时也是非常警醒的看到在中国很多新的沥青

公路会有 27.0%的机会在首 3 年内便不合格，有 54.0%在首 5 年内不合格，而超

过 91.8%是达不到建路 8-10 年的基本要求指针。 
 

严重的问题会出现如大小裂缝，因沥青不足或沥青过早老化而不能粘固沙石而引

至大量沙石流失，而 坏的情况便是渗水引致路基结构性的破坏 6。不管什么沥

青公路，尤其是投资重大的建筑项目如新沥青公路，更需要采用一些预防性养护

的方法，能够保证长久地有效地有粘固性有渗透性并能长久地保持沥青「长青」

不改变防滑力甚至可以协助提高摩摖力，而且施工简单能够减少被水及燃油侵

害，无后遗问题，又能够协助及保证其道路能达到要求的寿命周期的指针。 
 
我们对自己的财富，如房产、商业大楼、汽车、飞机等等，甚至自己或亲人们的

生命财产，尚且都会买些保险以求平安及保证自己的长远投资。国家每年投资在

道路上的费用是极之庞大的，为何不为国家的财富作一些考虑，为 3 万公里的高

速公路多延长 30%便是每年替国家省下 360 亿之基本建造费！能为 180 万公里

道路多延长 30%便是每年替国家能省下数以千亿或万亿元！ 
 
理想仍是中国每年能否增加及延长道路的寿命周期起码 6%，减轻数以千亿甚至

万亿元计之纳税人的担子！相信理想不应该会距离现实太远罢。因为预防性养护

实在太重要了！ 
  
 
谢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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