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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和协作单位 

根据交通运输部文件交科技函[2016]506号“交通运输部关于下达2016年交

通运输标准化计划的通知”的要求，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承担《热熔型

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计划编号：JT 2016-105）交通运输行业标准的编

写工作。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作为第一承编单位，协作单位包括：辽宁万

泓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 主要工作过程 

承担单位接到制定任务后，立即组成了标准起草组，并开展标准制定工作，

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2016 年 8 月～2016 年 9 月，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牵头成立了标

准起草组。标准起草组广泛收集了国内外有关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

及类似产品的技术水平，以及国家、行业或企业标准等资料，进行了技术分析，

提出了标准修订的原则、编写思路及人员分工，编写了标准制定大纲。  

（2）2016 年 10 月～2016 年 12 月，对国内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

仪产品的应用现状及技术水平开展了现场调研与分析。 

（3）2017 年 1 月～2017 年 4 月，研究确定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

仪的产品结构尺寸，提出产品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对收集的不同厂家、不同

规格的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产品进行技术指标测试。 

（4）2017 年 5 月～2017 年 6 月，对采集的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

仪产品技术参数数据进行分析与验证，最终研究确定产品结构尺寸、技术要求及

试验方法。 

（5）2017 年 7 月～2017 年 8 月，整理数据，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进

行标准起草组内部的讨论和初稿完善，并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1.3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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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1 所示。 

表 1  编写组主要成员及分工 

主要成员 单位 职称 主要工作 

刘恒权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教高 组长，全面负责本标准制定工作 

王辉 辽宁万泓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工 负责标准技术指标的试验验证 

徐东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工程师 负责提出标准技术指标及试验验证 

王磊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高工 负责标准和研究工作的审查 

王超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工程师
负责标准正文的制定、调研及相关研

究工作 

韩越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助工 负责提出标准技术指标及试验验证 

彭雷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高工 负责提出标准技术指标及试验验证 

吴洵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助工 负责调研和相关研究验证工作 

周海峰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高工 负责调研和相关研究验证工作 

刘燕飞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助工 负责调研和相关研究验证工作 

郭东华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负责标准和研究工作咨询和审查 

2  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2.1 制定背景 

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作为使用量最大的道路交通标线材料，通过一定的施工

方式施划于路面形成标线，起到分隔车道、警示驾驶人员的作用，从而达到减少

交通事故的目的。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的流动度，直接影响涂料施工性能，是热

熔涂料的关键性能指标。 

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作为专用仪器，在交通工程领域的应用非

常广泛。目前，各生产厂商均各行其是，制造该类仪器时没有统一的测试参数和

产品标准。为了对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的产品要求和技术条件进行

规范化，因此编写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的交通运输行业标准已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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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交通行业建设发展的迫切需要。从而起到规范企业产品生产、促进产品质量提

高，对其质量监督提供科学依据的作用。 

2.2 编制原则 

标准编写组成立后，立即着手开展前期准备工作，工作内容主要为资料搜集

和分析，路面标线涂料行业状况的调查及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的查询和了解，从

而确定本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制定要满足我国经济发展和公路发展的需要，在技术上要与国际标准

接轨，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也要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如：产品的实际使用情

况、试验设备及试验条件等，确定以“适用和技术先进性与可操作性”为制定原

则。 

本标准中内容包括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和检验规则等相应内容，故而标准定名为《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 

2.3 标准主要内容 

2.3.1 关于标准的结构体系 

标准的概要要素、一般要素、技术要素和补充要素按照 GB/T 1.1-2009《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进行编写。 

《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主要内容如下： 

前言·········································································II 

1  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结构尺寸···································································1 

4  技术要求···································································3 

5  试验方法···································································4 

6  检验规则···································································5 

7  标志、包装、运输及储存·······················································5 

2.3.2 关于标准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中大部分技术要求直接引用了现有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中的相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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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对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的外观质量、结构尺寸、CCD 成像设

备分辨率、电子天平精度、噪音、绝缘电阻、耐电压强度和运输、储存性能提出

了技术要求。另外，本标准依据现有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及大量实验研究结果分析，对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的软件的检测方

法做出了技术要求。 

2.3.3 关于技术指标的确定 

本标准的大部分技术指标是依据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

和企业标准制订的，并且通过大量试验得到了证明，大部分企业通过技术措施都

能达到要求，标准的内容涵盖了国内外相关标准中涉及的大部分条款。 

2.3.4 标准主要条款说明 

2.3.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产品的结构尺寸、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面积/质量法测定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性试验用测试

仪。 

2.3.4.2 结构尺寸 

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由电脑、壳体、电子天平、电荷藕合器件

成像设备（Charge Coupled Device 成像设备，简称 CCD 成像设备）、机械滑台、

称重车等组成。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结构示意图如图 1 所示，称重

车尺寸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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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壳体； 2——电子天平； 3——机械滑台； 

4——称重车； 5——CCD 成像设备； 6——上盖。 

图 1 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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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说明： 

1——车体；  2——载物托盘；  3——车轮。 

图 2 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称重车结构尺寸图  

 

2.3.4.3 技术要求 

（1）外观质量 

整机应外观整洁、表面光滑。电脑操作界面显示清晰、明亮，操作键盘灵敏、

有效。壳体漆膜要求烤漆工艺制备，漆膜应表面光洁、色泽均匀，无皱皮、剥落、

龟裂等缺陷。 内部元件发黑处理后表面光洁、色泽均匀，无剥落、麻点、起皮

等缺陷。 

该技术指标为机电类检测仪器通用技术指标，主要是保证设备金属件具备长

期耐腐蚀及设备基本操作的可靠性。 

（2）CCD 成像设备分辨率 

以单位长度上的信息采样点数来表征成像设备分辨图像细节的能力，其单位

是每英寸点数（dpi），在面积测量上，dpi 值不低于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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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大量试验，分辨率 dpi 值低于 300，测量面积精确度不够，影响流动度测

试值。 

（3）电子天平精度 

电子天平精度不低于（感量）0.01g。 

经大量试验，电子天平精度低于（感量）0.01g，测量质量精确度不够，影

响流动度测试值。 

（4）软件 

与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配套的软件应与系统的硬件资源相适

应，需配备驱动软件。对同一系列产品的软件应遵循通用化、系列化的原则、软

件的文件编制、技术规范以及字符编码等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 

以通用化、规范化、可操作性强，且对计算机硬件资源配置要求不高、降低

仪器造价为原则。 

（5）噪音 

整机空载运行 30min 后，距离仪器正前方机 1.5m 处噪音不大于 70dB(A)。 

该技术指标为小型机电类检测设备通用技术指标，减少噪声污染，保证仪器

操作人员身体健康。 

（6）绝缘电阻 

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交流电源火线和零线接线端子与机壳的

绝缘电阻应不小于 100M。 

该技术指标为小型机电类检测设备通用技术指标，作为漏电保护措施，保证

仪器操作人员身体健康。 

（7）耐电压强度 

分别在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电源火线和零线接线端子与机壳

之间施加频率 50Hz、有效值 1500V 正弦交流电压，历时 1min，应无火花、飞弧

和击穿现象；泄漏电流不大于 5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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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技术指标为小型机电类检测设备通用技术指标，作为设备的耐电压保护措

施规定的。 

（8）运输、储存性能 

运输、储存时，高温不高于 40℃。运输、贮存时，低温不低于-25℃。运输

时，相对湿度不大于 95%；贮存时，相对湿度不大于 75%。运输时，峰值加速

度 100m/s2、脉冲持续时间 16ms 条件下，可承受 1000 次的连续冲击。运输时，

平面跌落倾斜角不大于 30°，自由跌落高度不大于 500mm。 

该技术指标为小型机电类检测设备通用技术指标，保证仪器在正常运输、储

存过程中不受损坏。 

2.3.4.4 试验方法 

（1）外观质量 

用目测和手感方法逐项检查。 

（2）结构尺寸 

在进行型式鉴定时，应审查设计和加工图纸，计算和测量零件和装配件的误

差是否符合几何条件的要求。 

（3）CCD 成像设备分辨率 

采用下述检测方法或由产品规范规定。 

采用自定义的包含不同分辨率的黑白线对的标准测试图片。将被测扫描选项

设定在光学分辨率上，以灰度模式扫描标准测试图片上的黑白线对。对不同分辨

率的黑白线对的扫描结果进行检查，其中一组可完整、正确、辨识清楚地分辨率

最高的黑白线对所代表的分辨率值，即为被测扫描仪的光学分辨率。 

（4）电子天平精度 

按 GB/T 26497 标准中规定 7.5 计量性能试验。 

（5）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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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运行稳定，无卡顿，同一试样面积误差小于 1mm2。 

（6）噪音 

用精度不低于±0.7dB 的声级计按 GB/T 3768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7）绝缘电阻 

用精度 1.0 级、500V 的兆欧表在电源接线端子与机壳之间测量。 

（8）耐电压强度 

按 GB/T 1408.1 中规定，用精度 1.0 级的耐电压测试仪在电源接线端子与机

壳之间测量。 

（9）运输、储存性能 

按 GB/T 25480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 

2.3.4.5 检验规则 

型式检验需对全部性能进行试验，型式检验合格后方可进行批量生产。为保

证产品批量生产能力及质量水平连续性，除每年进行一次的型式检验外，还应在

生产厂生产工艺、原材料变更等有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应对产品进行额外的型

式检验。 

2.3.4.6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1）标志 

每台仪器应在明显位置设有标牌，标牌上应有如下内容：生产企业名称、地

址及商标；产品名称及型号规格；输入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其它必要的技术数

据；重量；产品编号；制造日期。 

包装储存标识应按 GB/T 191 的有关规定，应标有“精密仪器”、“注意防潮”、

“小心轻放”等图案, 还应在产品包装箱上印刷以下内容：生产企业名称、地址

及商标；产品名称及型号规格；重量：×××kg；外形尺寸 mm：长×宽×高；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仪器编号。 



 

10 
 

（2）包装 

仪器应使用工程塑料等材质坚固的包装箱，箱内用聚氨脂泡沫缓冲，仪器在

包装箱内应牢固可靠，能适应常用运输、装卸工具的运送及装卸。 

仪器包装箱内应随带如下文件：产品合格证；仪器校准、维护、使用说明书；

设备及附件清单；其它有关技术资料。 

（3）运输 

包装好的产品可用常规运输工具运输，运输过程应避免剧烈振动、雨雪淋袭、

太阳久晒、接触腐蚀性气体及机械损伤，并符合 GB/T 6388 中的规定。 

（4）储存 

产品应储存于通风、干燥、防尘、无酸碱及腐蚀性气体的专用仪器仓库中，

周围应无强烈的机械振动、冲击及强磁场作用。 

3  预期的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及环境效果分析 

本标准的制定和有效实施将产生以下经济效果、社会效果及环境效果： 

（1）可有效控制规范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自身产品质量和性能；

为鉴别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好坏提供可靠的技术手段和支撑条件。从而起

到规范企业产品生产、促进产品质量提高，对其质量监督提供科学依据的作

用。 

（2）道路标线用材料通过一定的施工方式施划于路面形成标线，起到分隔车

道、警示驾驶人员的作用，从而达到减少交通事故的目的。热熔型路面标线涂

料流动度好坏，直接影响涂料施工性能，是反映热熔涂料施工能耗和标线质量

的关键指标；同时，流动度好坏也将影响到标线的使用寿命和视认效果，甚至影

响到行车安全。因此，本标准的制定和有效实施，对于交通行业节能减排、保障

交通安全、减少交通事故具有积极意义。 

4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对比情况 

与国内外现有同类标准对比，本标准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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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的广泛收集和研究，标准编写组经筛选，《热熔型

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确定以下列国内外先进标准为主要参考依据： 

1、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2、GB/T 1408.1 绝缘材料电气强度试验方法 第 1 部分：工频下试验 

3、GB/T 3768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采用包络测量表面

的简易法 

4、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5、GB/T 25480 仪器仪表运输、贮存基本环境条件及试验方法 

6、GB/T 26497 电子天平 

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满足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征求意见稿阶段，编写组未收到重大分歧意见。 

7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热熔型路面标线涂料流动度测试仪》标准起草组 

2017 年 8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