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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制的背景、意义和必要性 

近年来，政府部门在交通工程建设领域的环保要求日趋提高。

做为交通大省，我省积极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在《交通强国江

苏方案》中明确提出“着力构建高水平的绿色交通体系”。为适应

新形势下绿色环保的施工理念，我省交通工程建设过程中不断深入

探索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苏申外港线（江苏段）航道整治工

程和苏州绕城高速公路 3D 打印声屏障工程在设计、施工中做了有

益的探索，把建筑领域广泛应用的 3D 打印技术首次应用到了交通

工程中。 

经实践证明，对比传统结构型式或施工工艺，3D 打印技术具有

明显优势，主要体现在： 

（1）依托自动化生产工艺，能够实现交通工程构件在车间内

自动化生产，大大提高交通工程施工的工业化水平，灵活、快速且

适用于小批量构件的生产，同时有效避免施工粉尘和噪音； 

（2）现场基础施工和车间结构打印可以同步实施，减少了现

场施工模板拼拆、混凝土浇筑、养护等环节，大大节约模板成本和

施工工期，降低工人劳动强度； 

（3）结合计算机 3D 建模技术，突破传统设计理念，能够满足

个性化景观设计需求，实现常规工艺无法施工的景观效果； 

（4）3D 打印技术使用的原材料中大量掺入建筑废材，使建筑

废材得到循环利用，实现了增材制造的环保理念。 

然而 3D 打印是一项新技术，目前国内还没有 3D 打印构件的行

业标准和国家标准，交通工程质量检测通用的行业标准《水运工程

质量检验标准》（JTS257-2008）、《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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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GF80/1-2017)等规范中均没有相关要求。这给交通工程 3D 打印

构件质量控制带来了较大困难，业主及行业监管部门也难以开展交

竣工验收工作。 

因此，在工程经验和相关企业内控标准的基础上，充分研究交

通工程 3D 打印构件的产品工艺、施工工艺，结合工程现场实际控

制需要、试验段实际施工检测数据以及现场实际控制能力，研究编

制《交通工程 3D 打印构件质量检验标准》具有如下重要意义： 

（1）开展《交通工程 3D 打印构件质量检验标准》的编制，是

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和部委相关要求的需要。近年来，《交通运输部

交通运输科技“十三五”发展规划》、《江苏省交通运输科技创新发

展战略纲要（苏交技〔2018〕57 号）》等文件中均提出来了促进交

通绿色发展的要求，在《交通强国建设江苏省试点任务要点》中也

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绿色交通，加强土地、通道、岸线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和生态选线选址，将生态环保理念贯穿交通基础设施规

划、建设、运营和维护全过程，加快推进绿色公路、绿色航道及绿

色港口”的任务。目前，3D 打印技术在航道护岸工程、公路声屏障

工程等领域已有一定应用，并且展现了良好的应用前景，积极响应

了国家相关政策的要求。 

（2）开展《交通工程 3D 打印构件质量检验标准》的编制，能

够对现行标准进行相应的补充。现行的交通工程质量检测通用行业

标准如《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257-2008）、《公路工程质量

检验评定标准》(JTGF80/1-2017)等规范中均没有 3D 打印构件的质

量检验要求。因此，开展本标准的编制可以作为现行交通工程质量

检验标准的补充，指导相应的交竣工验收工作。 

（3）开展《交通工程 3D 打印构件质量检验标准》的编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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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推动 3D 打印技术的推广应用。目前，交通工程 3D 打印构件相

关标准的缺失为交通工程 3D 打印构件质量控制带来了较大困难，

业主及行业监管部门也难以开展交竣工验收工作。本标准的制定，

可以为 3D 打印构件的质量控制提供依据，为 3D 打印技术在交通工

程中的推广应用提供强大助力。 

2 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1 年 3 月，经过苏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苏州市水运工程

建设指挥部、苏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盈创建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申请，江苏省综合交通运

输学会根据《标准化法》、《江苏省标准监督管理办法》要求，组织

有关领域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立项论证，并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下

发了关于《船闸结构安全监测技术规程》等 2 项团体标准立项的公

告（苏交学办[2021]15 号），同意《交通工程 3D 打印构件质量检验

标准》团体标准的立项。 

（2）主要起草单位（人） 

本标准起草单位：苏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苏州市水运工程

建设指挥部、苏州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盈创建筑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编制人：王新明、陈广杰、刘步景、王淮、宋少华、

毛宁、李余喜、黄海鸥、徐汉江、徐龙辉、王小健、顾春元、桑叶

飞、谢亿秦、彭广益、吕惠明、刘庆良、孟媛媛、赵栋、吉同元、

赵龙、李鹏飞、刘剑欢、马义和、陈稚娟、陆誉婷、朱寿勋、封功

文、熊忠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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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制组主要工作 

2019年3月-10月，根据现场施工及工程实践，提出3D打印护岸

技术应用于内河航道工程的技术要点，总结归纳施工工艺。 

2019年11月-2020年1月，编写组成员完成各自分工，形成《苏

申外港线（江苏段）航道整治工程航道施工项目3D打印护岸质量检

验标准》。2020年1月20日，苏州市水运工程建设指挥部在南京组织

召开了《苏申外港线（江苏段）航道整治工程航道施工项目3D打印

护岸质量检验标准》评审会，邀请了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

监督局、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等相关主管单位及专

家学者对内部标准进行了评审。评审组充分肯定了编制工作的重要

性，并认为该标准可以作为本工程装配式二级挡墙质量检验的依

据。 

2020年2月-2020年10月，在沪常高速噪音敏感的车坊段，创新

性地采用3D打印技术先后设计建设了2段3D打印声屏障，并委托第

三方检测机构对相应路段的声环境质量等参数进行了检测，在以汽

车行驶为主要声源的情况下，声屏障能够将噪声降至国检标准要求

范围内，满足GB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要求。 

2020年11月-2021年2月，收集已采用3D打印技术的应用成果及

科研资料等，对3D打印构件的质量控制标准等技术指标进行梳理。 

2021年4月2日，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在南京组织召开了

《交通工程3D打印构件质量检验标准》团体标准立项评审会，会议

认为为进一步推动3D打印技术在交通工程中的推广应用，保障3D打

印构件及工程质量，提高江苏省交通工程工业化建造水平，制订《交

通工程3D打印构件质量检验标准》是十分必要的。经专家评审，一

致通过立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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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6月，编写形成工作大纲。2021年6月25日，江苏省

综合交通运输学会港航标准分委在南京组织召开了《交通工程3D打

印构件质量检验标准》团体标准编制工作大纲评审会，会议认为《工

作大纲》内容基本完整，章节编排基本合理、层次清晰，推荐的编

写组成员组成基本合理、分工明确，计划安排可行，满足工作大纲

评审要求,修改完善后可作为下阶段编制工作的依据。 

2021年7月-8月，编制形成《交通工程3D打印构件质量检验标

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3 标准编制原则、与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1）标准编制原则 

①科学性原则：标准内容必须以科学成果和先进经验为基础，

并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 

②准确性原则：标准内容的措辞应准确、清楚、符合逻辑，避

免模棱两可。 

③简明性原则：标准内容应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④统一性原则：标准内容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并与现

行的有关标准规范相协调。 

（2）与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的条款。 

目前已发布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均无全面的 3D 打印构件质

量检验要求。 

本标准可作为《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257-2008）、《公

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F80/1-2017)等交通工程质量检验

标准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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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国际标准或国外标准。 

4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1）主要技术内容 

①3D 打印护岸质量检验 

对 3D 打印护岸的外观缺陷检测、允许偏差、检验数量、检查

方法、安装要求等提出规范要求。 

②3D 打印声屏障质量检验 

对 3D 打印声屏障的外观缺陷检测、允许偏差、检验数量、检

查方法、安装要求、降噪效果等提出规范要求。 

（2）主要工作依据 

在制定标准过程中，工作组严格遵循以下标准化法律、法规、

规范的规定，作为本标准起草的重要依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

施条例》、《江苏省标准监督管理办法》、《江苏省地方标准制定规程》

等法律、法规及制度； 

②《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标准文本的结构、格式主要依据本标准）； 

③《水运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TS257-2008）。 

5 标准的创新性、前瞻性和可靠性 

《交通工程 3D 打印构件质量检验标准》在起草过程中采用苏

申外港线（江苏段）航道整治工程护岸挡墙和苏州绕城高速公路声

屏障工程的质量检验（验证）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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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技术具有工业化水平高、减少施工环节、降低施工成本、

景观效果好、低碳环保等一系列的优势。根据相关工程实践证明，

3D 打印技术应用于航道护岸，相比较传统护岸施工技术，可节约建

筑材料 30%~50%，工期缩短 50%~70%，节约人工 50%~80%，在未来市

场化以后，整体建筑成本有望节省 50%以上；3D 打印技术应用于公

路声屏障，不仅可以打造沿路优美的景观，又可以满足吸声降噪的

功能，从而实现了声屏障与生态环境的有机结合。因此，3D 打印技

术在交通工程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标准在工程经验和相关企业内控标准的基础上，对交通工程

3D 打印构件的材料性能、制作质量和安装质量检验等内容予以规

范，可以为 3D 打印构件的质量控制提供依据，为业主及行业监管

部门的交竣工验收工作提供指导，为 3D 打印构件在交通工程领域

的推广应用提供助力。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交通工程 3D 打印构件质量检验标准》在起草过程中暂未出

现重大意见分歧。 

7 标准推广应用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加强标准在江苏省交通系统实施的应用，推进标准实施 

建议各级交通主管部门、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及从事 3D 打印相

关业务的企业，在 3D 打印构件建设过程中，积极采用本标准。本

标准为第一次制定，并作为现行标准的补充，符合从事 3D 打印构

件相关业务的企业发展和需要，建议颁布后一个月内实施。 

（2）加大标准宣贯力度，扩大宣贯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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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宣贯工作不仅包括标准文本本身，还应包括标准的编制

说明，使得标准使用者不仅了解标准文本中规定的内容，还了解本

标准编制说明中对于标准制定背景、制定依据等内容，以利于标准

的贯彻执行。 

（3）做好信息反馈和适用性评价，提高标准实施效果 

在本标准宣贯后，要时刻跟踪本标准关于 3D 打印构件建设过

程中的实施情况，记录标准在实际应用中的具体效果，对于实用性

不强、适用性差的条款要及时反馈到相关行业管理部门，以便采取

相应的措施。 

8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

这些专利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