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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以南京市江北新区防疫测控方舱为工程案例袁展示了建筑 3D打印技术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类似紧
急公共事件中的应用方式袁探讨了 3D打印技术的优势和未来的发展趋势遥实践表明袁建筑 3D打印技术在防疫阶段
具有较大的优势遥利用 3D打印技术进行防疫测控方舱的建造袁其建造工艺简洁袁生产周期短袁安装便捷遥构件打印过
程由计算机自动控制袁人工干预少袁且构件以单元模块进行打印袁安装用工少遥目前袁该类型的防疫方舱已经在南京尧
雄安尧海门尧濮州等地投入使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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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king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cabins at Jiangbei New Area of Nanjing as an engineering case, the

application of 3D printing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outbreak of COVID -19 and other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are
introduced. The advantag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3D printing construction are discussed as well.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3D printing construction has some obvious advantages for public application. Specifically, 3D printing technology
enabl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es to be simplified, with shortened production period and convenient installation. The
printing process is automatically controlled by the computer, with less manual intervention. The components are printed as
unit modules that can be installed by a few labors. So far, this type of cabins has come into service in Nanjing, Xiongan,
Haimen, Puzhou and other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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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自 2019 年 12 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湖北省

武汉市被陆续发现以来袁疫情迅速在湖北及我国其
他地区蔓延开来 [1]袁全国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一级响应遥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袁武汉在十
余日内建造火神山尧雷神山医院袁为集中收治和隔
离新冠肺炎患者尧 阻击疫情蔓延发挥了重大作用遥

在采取隔离措施的同时限制人员流动袁是阻止疫情
扩散的有效措施[2]袁经过一个月的全民限行袁疫情逐
渐稳定袁康复病例不断增加遥 然而袁长时间的停摆意
味着社会将付出较大的经济代价袁复工复产在疫情
逐渐稳定后变得势在必行遥 在这种条件下袁如何有
序复工复产袁同时严防疫情再一次扩散袁成为当前
社会的重要议题遥

与建设医院集中收治患者或控制疑似病例的

人员流动不同袁复工复产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袁在人
员集中且流动性大的情况下袁 如何确保生产环境中
的卫生条件及人员健康[3]钥 这就需要对劳动人员的

基金项目院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渊2018YFC0705806冤曰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渊2017YFC0703705冤遥

圆园20年第 4期 混 凝 土 与 水 泥 制 品 圆园20 晕燥.4
4月 悦匀陨晕粤 悦韵晕悦砸耘栽耘 粤晕阅 悦耘酝耘晕栽 孕砸韵阅哉悦栽杂 April

1- -



表 1 3D打印混凝土配合比

表 2 建筑 3D打印混凝土的性能

强度等级 水胶比 水 水泥 早强材料 河砂 粉煤灰 减水剂 消泡剂 增稠剂 聚丙烯纤维

C40 0.33 285 584 80 1 260 192 0.13 0.1 0.15 0.6

跳桌流动

度/mm
砂浆稠

度/mm
屈服应力

/[渊5 min冤/Pa]
1 d强度/MPa 3 d强度/MPa 28 d强度/MPa

抗折 抗压 抗折 抗压 抗折 抗压

215 58 367 3.9 21.7 5.6 37.5 7.4 44.6

健康状态进行及时有效的监测袁同时提供足够的清
洗尧消毒设施遥 为提高监测效率袁助力高效复工复产袁
能实现上述功能的综合性设施要要要防疫测控方舱

由此应运而生遥 同时袁各企业因实际情况和需求各
异袁对方舱的功能需求也可能有所差异遥 面对这些需
求袁建筑 3D打印技术提供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遥

建筑 3D 打印技术于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兴
起袁吸引了大量研究团队和企业参与该领域技术的
研究和发展[4-5]遥 因 3D打印技术在建造过程中具有
极高的灵活性袁这为设计师尧工程师在建筑艺术和
施工工艺上提供了无限的可能遥 更重要的是袁3D打
印技术使结构建造更加方便快捷袁建造过程所需的
用工数量较少遥 在当前防疫大环境下袁该技术具有
极大的优势遥

然而袁 建筑 3D打印技术当前仍处于起步摸索
阶段袁相关工程案例仍鲜有报道遥 本文以此次防疫
工作期间南京市江北新区防疫测控方舱为案例袁探
讨该技术在应对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优势和未

来发展方向遥
1

其他行业的 3D打印技术往往依靠材料自身的

快速凝结固化特性来实现增材制造袁但混凝土的材
料特性决定了用其进行 3D打印将会面临很大的难
度[6]遥 要在建筑领域实现 3D打印袁就要对混凝土材
料性能尧特别是新拌浆体性能提出极高的要求遥 一
方面袁新拌浆体应具有一定工作性袁以保证其可以
被顺利挤出曰另一方面袁新拌浆体应具有足够的塑
性屈服强度和适宜的凝结时间袁保证材料在逐层叠
加过程中不发生变形甚至坍塌遥 另外袁收缩开裂亦
是当前建筑 3D打印混凝土材料面临的一大难题遥

为使 3D打印混凝土实现良好新拌性能和硬化
后强度袁采用水泥尧早强材料尧矿物掺合料和外加剂
进行复掺遥 同时袁混凝土中掺入纤维袁改善混凝土收
缩开裂的问题遥具体配合比如表 1所示遥 3D打印用
混凝土的早期工作性和硬化后力学性能如表 2 所
示遥 在跳桌流动度达 215 mm尧砂浆稠度和屈服应力
分别达到 58 mm和 367 Pa的条件下袁 混凝土能顺
利从 3D打印机中挤出袁 并可稳定叠层增加而不发
生变形坍塌遥 混凝土强度可快速增长袁1 d抗压强度
即达到 21.7 MPa袁28 d抗压强度可达 44.6 MPa遥
2 3D
2.1 建筑设计

在疫情防控期间袁防疫测控方舱将会是外来人
员进入工作区域的一道关卡袁是保证工作环境安全
卫生和工作人员身体健康的重要设施袁是企业安全
高效复工复产的重要保障遥 因此袁防疫测控方舱应
具备人员信息记录尧健康状况检测和清洁消毒等功
能袁以此保证企业能最大限度地对进出人员的身份
和健康状况进行有效的采集和管理遥 为此袁防疫测
控方舱集成了人脸识别系统尧 红外测温系统尧AI大
数据管理系统袁并配有超声波雾化消毒装置尧紫外
线消毒装置和免水洗手机等高新科技应用遥

房屋设施的建造效率是应对此类紧急公共事

件时的重要指标遥 建筑 3D打印技术由于免去了建
造过程中的模板工程袁其建造效率较传统混凝土结
构具有先天优势遥 为进一步提高防疫测控方舱的建
造效率袁该方舱的设计采用了 BIM技术和模块化设

计思想院将防疫测控方舱按功能划分舱室尧以单元
模块进行舱室构件打印袁单元模块可快速安装袁并可
依据需求改变方舱舱室数量袁由此实现快速建造并
适配不同企业的具体需求遥防疫测控方舱高 2.9 m袁
其平面图如图 1所示遥
2.2 打印流程设计

打印流程代码是 3D 打印技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袁 而打印流程设计则是结构或构件利用 3D打印
技术由图纸转化为实物的重要环节遥 当房屋施工图
设计完成后袁需根据图纸中的构件尺寸外形尧预留
孔洞尧钢筋排布等设计 3D打印流程袁通过平移尧旋
转尧抬升等方式设计打印喷头的行进路线袁根据结
构参数和材料特性等设定打印喷头的行进速度和

出料速度等工艺参数袁最后编译成打印流程代码遥
防疫测控方舱采用模块化建造思想袁每个舱室

k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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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防疫方舱蒸汽养护

图 2 打印流程设计图

图 3 防疫方舱打印中

图 1 防疫测控方舱平面图渊单位院mm冤

划分为 4块构件进行打印遥 构件的打印采用 40 mm
直径的打印喷头进行袁打印速度为 10 m/min遥 打印
流程为院依据设计图纸先打印构件内外轮廓袁然后
打印夹层结构曰通过堆叠方式逐层打印袁并在预定
高度布设钢筋网片遥 防疫测控方舱的打印流程如图
2所示遥

2.3 构件打印

当构件打印流程设计完成并编译生成打印流

程代码后袁将代码导入 3D打印机的控制器袁即可由
控制器控制 3D 打印机自动完成结构或构件的打
印遥 打印过程中袁混凝土打印过程无需人员干预袁仅
需工人在打印至预定高度时布设钢筋网片遥 打印过
程如图 3所示遥

2.4 构件养护

建筑 3D打印用混凝土通常掺入促凝组分以控
制新拌浆体的工作性和屈服强度袁这些组分也影响
了混凝土的强度增长遥 一般而言袁3D打印用混凝土
的强度增长较普通混凝土更快遥 然而袁在防疫测控

方舱打印建造期间袁南京当地气温不足 10 益袁这种
低温环境不利于混凝土的养护和强度增长遥 考虑到
防疫工作的时间紧迫性袁防疫测控方舱的建造也应
在保证建造质量的同时提高建造效率遥 因此袁防疫
测控方舱的养护采用 40 益蒸汽养护 5 h的养护制
度加速养护袁以此保证混凝土的养护温度并提高强
度增长速度袁同时避免过高的蒸汽养护温度引起混
凝土强度和耐久性的劣化遥 养护过程如图 4所示遥

2.5 现场安装

防疫测控方舱构件打印完成并养护 3 d即可形
成足够的强度来进行吊装尧运输和现场安装遥 方舱
的安装对现场建造场地的要求不高袁不需要深挖地
基或进行复杂的铺装改造袁只需要在平整地面上即
可完成安装遥 构件自身自重和外形特征使其具有足
够的稳定性袁无需外加支护遥 通过数字化编程尧打印
的单元模块构件袁适用装配式建筑规范进行生产组
装袁安全高效袁用工少袁每套方舱安装可在 6 h左右
完成遥 此外袁为提高测控和消毒处理的效率袁人员在
方舱中的行走路线也经过设计规划院经门禁人脸识
别进入测温舱室测温袁记录通过后进入净化舱室进
行脚底消毒尧洗手尧并在矮墙迷宫中延时行走进行
喷雾冲淋遥 由此袁当人员完成舱内行走并出舱后袁即
完成了全身的消毒处理遥 防疫测控方舱的现场安装
和成品如图 5和图 6所示遥
3 3D

建筑 3D打印技术因其独特的建造过程袁 相比

外出人脸识别体温检测

进入人脸识别体温检测

室外防水人脸识测温通道

室外防水人脸识测温通道

免洗消毒液

脚部消毒区域

无线监视器

喷雾消毒管道

迷宫隔离栏
喷雾消毒系统

7 300

2 400

脚部消毒区域

免洗消毒液

3D打印混凝土技术在新冠肺炎防疫方舱中的应用王香港袁王 申袁贾鲁涛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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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现场安装

图 6 防疫测控方舱成品图

传统的现浇混凝土技术和预制混凝土技术有其独

特的优势遥 在应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尧甚至其他紧
急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袁3D打印技术具有如下两
点最显著优势院

渊1冤简化建造工序尧提高建造效率遥 对于传统的
现浇工艺和预制工艺袁模板在混凝土生产过程中至
关重要袁其设计尧制作尧安装和拆卸都是必不可少尧
但却耗时尧耗力且耗费钱财的环节遥 3D打印建筑不
需要模板支护袁在设计过程中即免除了模板工程的
设计工作袁加快了设计流程曰而在生产过程中袁则不
需要单独进行模板的制造袁尤其是异型模板尧预留
孔洞等袁更不必考虑后续的模板安装尧拆卸和周转
问题袁大大简化了生产工序遥 同时袁由于 3D打印用
混凝土材料的新拌浆体性能经过精确控制袁兼顾流
动性与屈服强度袁在打印过程中无需振捣即可保证
浆体密实遥 在疫情防控期间袁时间的紧迫性甚至以
分秒计袁在这种条件下袁高效且高质量的结构建造
工艺为更好地应对当前局面提供了一条十分可行

的解决途径遥
渊2冤降低劳动人员密度遥 建筑 3D打印技术改变

了传统建筑行业中劳动力密集型的用工状态遥 由于
建造工艺大量简化尧 生产过程由电脑全自动控制袁
3D打印建筑的生产过程仅需 3~5人即可完成构件
生产的所有工序和操作遥 而在现场安装过程中袁模

块化的构件并没有复杂的零部件袁少量人员即可快
速地拼接安装遥 在疫情防控期间袁人员聚集会极大
地增加病毒传播的风险遥 3D打印的生产技术袁在防
疫特殊时期可将这种风险进一步降低袁具有独特的
优势遥

此外袁 建筑 3D打印技术可以使建筑结构在造
型设计方面更美观新颖尧 在造价控制方面更低廉尧
在功能方面更灵活多样袁正是这些特征使这项技术
吸引了业内专家尧学者的关注袁这里不需过多赘述遥

目前该类型的防疫方舱已经在南京尧 雄安尧海
门尧濮州等地投入使用遥
4 3D

3D打印技术是一项结合了设计尧施工尧材料和
装备等多专业尧多领域交叉的综合性技术袁在发展
过程中也需要各领域的共同努力遥3D打印技术在其
他领域逐渐成熟袁但在建筑行业则刚刚起步袁其主
要原因在于材料的特殊性遥 不同于塑料尧石膏等可
快速凝结的常用 3D打印材料袁 混凝土有较长的凝
结时间遥 当混凝土用于 3D打印时袁 需要找到流动
性尧黏聚性和凝结时间的平衡遥 然而袁混凝土是成分
复杂的混合物袁任何组分的变化都会导致上述性能
的改变袁这无疑大大增加了新拌混凝土性能控制的
难度遥 同时袁3D打印混凝土结构的外表面没有模板
的围护袁往往直接暴露于自然环境袁这更增加了 3D
打印混凝土的开裂风险遥 因此袁材料性能的研究是未
来建筑 3D打印技术向前不断发展的重点研究课题遥

除了材料科学的发展袁3D打印设备及相关控制
设备等硬件的发展亦至关重要遥 当前 3D打印设备
以框架式和机械臂等两种形式为主袁所打印构件的
尺寸均受到设备自身参数的限制袁这制约了该项技
术在大尺寸结构或构件建造中的应用遥 此外袁构件
在外观尧 甚至在力学性能上均受到打印精度的影
响遥 改进打印方式尧开发先进打印设备尧提高打印精
度亦是未来 3D打印设备的发展重点遥

此外袁 建筑 3D打印领域目前主要参照现行混
凝土规范作为技术指导袁 尚缺乏专门的 3D打印混
凝土的相关标准遥但普通混凝土的技术指标对与 3D
打印混凝土而言显然是不够的袁必须提出有针对性
测试方法和性能指标遥 因此袁未来仍需要大量研究
人员投入该项技术的研究袁才能在大量的实验数据
基础上提出合理的技术指标来指导工程实践遥
5

建筑 3D打印技术作为建筑行业的新兴技术袁
尽管该技术远未及现浇混凝土技术和预制混凝土

渊a)

渊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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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斜剪试验界面分离图 5 斜剪试验样品

表 7 7 d剪切黏接强度

镁水泥砂浆的黏接强度更优袁试验结果与界面破坏
模型法结果一致遥

3
渊1冤碱式硫酸镁水泥砂浆的界面黏结能力强于

硅酸盐水泥砂浆遥 界面模型破坏分析法和斜剪强度
试验可知袁碱式硫酸镁水泥砂浆基体与树脂的界面
黏接能力优于硅酸盐水泥砂浆基体遥

渊2冤采用界面模型破坏分析法和斜剪强度测试
法袁得到相近的结果遥 所以采用界面模型破坏分析
法能较直接方便分析界面结合能力袁可进一步推广
此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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