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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

料，涉及建筑材料领域，包括：20％‑40％的水泥、

40％‑60％的砂石、1％‑8％的石英粉、2％‑8％的

硅灰、10％‑20％的水、0.01％‑0.15％的减水剂、

0.1％‑0 .8％的纤维、0.1％‑0 .8％的缓凝剂、

0.02％‑0.2％的外加剂和0.1％‑2％的复合稳定

剂。该混凝土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混合水泥、砂

石、石英粉、硅灰、缓凝剂、外加剂、复合稳定剂等

粉体材料，加入纤维搅拌至均匀得到粉体混合物

A；配置减水剂水溶液；混合均匀粉体混合物和减

水剂水溶液，制得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本

发明实施例制备的材料具有适宜的流动性、较短

的凝结时间和较高的初期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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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混凝土材料由以下成分及含量组

成：20％‑40％的水泥、40％‑60％的砂石、1％‑8％的石英粉、2％‑8％的硅灰、10％‑20％的

水、0.01％‑0.15％的减水剂、0.1％‑0.8％的纤维、0.1％‑0.8％的缓凝剂、0.02％‑0.2％的

外加剂和0.1％‑2％的复合稳定剂；

其中，所述水泥包括硅酸盐水泥和硫铝酸盐水泥的一种或两种组合，且标号均为42.5

级水泥以上；

所述硅灰的比表面积为14000m2/kg‑19000m2/kg，SiO2的含量为90％‑95％，活性指数

110‑119；

所述石英粉的比表面积为300m2/kg‑550m2/kg；

所述砂石为级配良好的砂石，砂石的粒径范围为1mm‑3mm；

所述缓凝剂为柠檬酸、酒石酸、葡萄糖酸钠、硼砂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所述外加剂

为氧化钙类膨胀剂、硫铝酸钙类膨胀剂、硫铝酸钙‑氧化钙类复合膨胀剂中的其中一种；

所述减水剂为聚羧酸型减水剂，其固含量为20％‑40％，减水率为35％‑50％；

所述纤维包括有机纤维和玄武岩纤维；

所述用于3D打印混凝土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00、混合水泥、砂石、石英粉、硅灰、缓凝剂、外加剂、复合稳定剂这些粉体材料，加入

纤维搅拌至均匀得到粉体混合物；

S200、混合相应配方量的水和减水剂得到减水剂水溶液；

S300、混合均匀粉体混合物和减水剂水溶液，制得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

S400、对所述混凝土材料进行性能测试；

其中，所述步骤S100中复合稳定剂为高分子聚合物、纤维素醚触变剂中的任意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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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建筑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及其制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3D技术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不仅可以打印小件物品，这

项技术还能彻底颠覆传统的建筑行业。在建筑行业中，主要应用3D打印技术的“轮廓工艺”，

根据设计图的指示，喷嘴在指定地点挤出建筑材料，通过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造物体。目

前，原材料是限制3D打印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原因。虽然在建筑行业中所能应用的建筑材料

很多，但是适用于3D打印技术的建筑材料却屈指可数。

[0003] 在3D打印建筑领域中，应用较多的是混凝土类打印材料并结合“轮廓”工艺，但目

前仍存在较多问题。一是所用打印材料的结构性能较低。3D打印技术需将打印材料通过输

送管道并经打印喷头喷出才能打印成型，因此，对打印材料的可塑性和流动性有较高的要

求，若流动性过大，则会导致在3D打印过程中材料无法堆叠，若流动性过小，则会导致3D打

印喷头的堵塞。二是打印材料的凝固硬化速度慢，耗时长。目前现有混凝土材料粘结时间

长，通常初凝时间达到六到十小时，而终凝时间更是长达二十四小时左右，对于3D打印建筑

来说，需要材料在短时间内快速凝结才能有效进行后续工作。三是打印材料的初期硬度较

低。3D打印技术需要打印材料在配制初期即具有较高的抗压性和抗折性，现有的3D打印建

筑用混凝土材料在强度上还有所欠缺。

[0004] 因此，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致力于开发一种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的制备方法，

使得制备得到的混凝土材料具有适宜的流动性、较高的可塑性、较短的凝结时间和较高的

初期硬度，可以以解决现有3D打印建筑混凝土材料存在的打印材料不易成型、凝结等待时

间过长和打印材料落位后发生坍塌、歪曲、变形等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用于3D打印

的混凝土材料的制备方法，使得制备得到的混凝土材料具有适宜的流动性、较高的可塑性、

较短的凝结时间和较高的初期硬度，可以以解决现有3D打印建筑混凝土材料存在的打印材

料不易成型、凝结等待时间过长和打印材料落位后发生坍塌、歪曲、变形等问题。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

混凝土材料包括：20％‑40％的水泥、40％‑60％的砂石、1％‑8％的石英粉、2％‑8％的硅灰、

10％‑20％的水、0.01％‑0 .15％的减水剂、0.1％‑0 .8％的纤维、0.1％‑0 .8％的缓凝剂、

0.02％‑0.2％的外加剂和0.1％‑2％的复合稳定剂。

[000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用于3D打印混凝土材料的制备方法，包括：

[0008] S100、混合水泥、砂石、石英粉、硅灰、缓凝剂、外加剂、复合稳定剂等粉体材料，加

入纤维搅拌至均匀得到粉体混合物；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11439974 B

3



[0009] S200、混合相应配方量的水和减水剂得到减水剂水溶液；

[0010] S300、混合均匀粉体混合物和减水剂水溶液，制得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

[0011] S400、对所述混凝土材料进行性能测试。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在于：

[0013] 1)本发明实施例所用的硅灰和石英粉能够增大粉体混合物的粘度，可以有效降低

材料的流动性，使所述混凝土材料具有适宜流动性的同时还具有足够的强度；

[0014] 2)本发明实施例中所用的纤维具有良好的抗拉强度，一方面可以有效抑制混凝土

因表面水分蒸发而产生的收缩、开裂现象，另一方面提高混凝土材料的抗拉强度；

[0015] 3)本发明实施例在制备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过程中，所用原材料配方中的各

组分相互配合，协同增效，不拘泥于传统的添加剂，这对于特定建筑工程中建筑材料的选取

提供了新的思路。

[0016]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构思、具体结构及产生的技术效果作进一步说明，以

充分地了解本发明的目的、特征和效果。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的一个较佳实施例的制备方法流程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以下参考说明书附图介绍本发明的多个优选实施例，使其技术内容更加清楚和便

于理解。本发明可以通过许多不同形式的实施例来得以体现，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非仅限

于文中提到的实施例。

[0019] 本发明提供的制备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原材料以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作胶

凝材料，砂石作骨料，加入硅灰和石英粉增大凝胶材料的粘度，降低所述材料的流动度，同

时，根据硅灰和石英粉的粒径分布，降低粉料的孔隙率，提高凝胶材料的密实度和强度。均

匀搅拌后加入纤维，不仅可抑制所述材料因表面水分蒸发而产生的收缩、开裂等现象，还能

增强材料的抗拉强度。后加入外加剂和复合稳定剂，使材料整体更加细腻、润滑，克服材料

的干燥收缩，防止材料开裂渗透。将相应配方量的减水剂水溶液加入至所述材料中，均匀搅

拌得到所述混凝土材料。

[0020] 本发明提供的制备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原材料包括20％‑40％的水泥、40％‑60％

的砂石、1％‑8％的石英粉、2％‑8％的硅灰、10％‑20％的水、0.01％‑0 .15％的减水剂、

0.1％‑0.8％的纤维、0.1％‑0.8％的缓凝剂、0.02％‑0.2％的外加剂和0.1％‑2％的复合稳

定剂，其中，所述纤维包括有机纤维和玄武岩纤维；所述水泥包括标号均为42.5级的硅酸盐

水泥和硫铝酸盐水泥一种或两种组合；所述硅灰的比表面积为14000m2/kg‑19000m2/kg，

SiO2的含量为90％‑95％，活性指数110‑119；所述石英粉的比表面积为300m2/kg‑550m2/kg，

密度为2.35m3/kg‑3.05m3/kg；所述砂石为级配良好的砂石，砂石的粒径范围为1mm‑3mm；所

述缓凝剂为柠檬酸、酒石酸、葡萄糖酸钠、硼砂中的一种或几种的组合；所述减水剂为聚羧

酸型减水剂，其固含量为20％‑40％，减水率为35％‑50％。

[0021] 如图1本发明的一个较佳实施例的制备方法流程图所示，包括以下步骤：

[0022] S100、混合水泥、砂石、石英粉、硅灰、缓凝剂、外加剂、复合稳定剂等粉体材料，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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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纤维搅拌至均匀得到粉体混合物

[0023] 其中，所述粉体材料和纤维需分两次加入，先将所述粉体材料均匀拌合，再加入纤

维搅拌，以减少材料的结团现象；复合稳定剂为高分子聚合物、纤维素醚触变剂等材料中的

一种或几种的组合，粉体混合物中各组分质量百分含量为水泥：20％‑40％、砂石：40％‑

60％、石英粉：1％‑8％、硅灰：2％‑8％、纤维：0.1％‑0.8％、缓凝剂：0.1％‑0.8％、外加剂：

0.02％‑0.2％、复合稳定剂：0.1％‑2％；

[0024] S200、混合相应配方量的水和减水剂得到减水剂水溶液

[0025] 其中，减水剂水溶液也需分两次加入，以提高所述混凝土材料的和易性；减水剂水

溶液中各组分质量百分含量为水：10％‑20％、减水剂：0.01％‑0.15％；

[0026] S300、混合均匀粉体混合物和减水剂水溶液，制得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

[0027] S400、对所述混凝土材料进行性能测试

[0028] 其中，测试包括参照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

T50080‑2002)对本实施例材料进行凝结时间测试、参照《普通混凝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

准》(GB/T50081‑2002)对本实施例材料进行抗压强度测试和抗弯强度测试、参照国家标准

《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GB_T2419‑2005)测试本实施例材料的流动性和参照测试规范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2‑2009)对本实施例进行收

缩测试。

[0029] 下面通过4个实施例来具体说明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和效果。

[0030] 实施例1不加缓凝剂制备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

[0031] 本实施例中将普通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砂石、石英粉、硅灰、水、减水剂、纤

维、外加剂、复合稳定剂按照一定配比混合均匀，其中，普通硅酸盐水泥28.7％、硫铝酸盐水

泥4.3％、砂石46.6％、石英粉3.5％、硅灰3.5％、水12.4％、减水剂0.1％、纤维0.4％、外加

剂0.1％、复合稳定剂0.6％；其中，硅酸盐水泥与硫铝酸盐水泥均为42.5强度等级；其中，硅

灰比表面积为17000m2/kg，SiO2为92.5％，活性指数为114；其中，石英粉比表面积为350m2/

kg，SiO2为99.5％；其中，砂石为级配良好的砂石，砂石的粒径范围为0mm‑3mm；其中，减水剂

固含量为20％‑40％，减水率为35％‑50％；其中，有机纤维的长度为6mm，直径15.1μm，密度

1.29g/cm3，抗拉强度1830MPa，符合GB/T21120‑2007标准的技术要求，玄武岩纤维的长度为

9mm，直径17.4μm，抗拉强度2180Mpa，符合GB/T25045‑2010标准的技术要求；本实施例将配

方量的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砂石、硅灰、石英粉、外加剂、纤维进行搅拌得到粉体混

合物，然后加入配方量的减水剂水溶液，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所述的混凝土材料。

[0032] 实施例2加入缓凝剂制备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

[0033] 本实施例中将普通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砂石、石英粉、硅灰、缓凝剂、水、减

水剂、纤维、外加剂、复合稳定剂按照一定配比混合均匀，其中，普通硅酸盐水泥25.5％、硫

铝酸盐水泥7.7％、砂石46.4％、石英粉3.5％、硅灰3.5％、缓凝剂0.1％、水12.4％、减水剂

0.1％、纤维0.4％、外加剂0.1％、复合稳定剂0.6％；其中，硅酸盐水泥与硫铝酸盐水泥均为

42.5强度等级；其中，硅灰比表面积为17000m2/kg，SiO2为92.5％，活性指数为114；其中，石

英粉比表面积为350m2/kg，SiO2为99.5％；其中，砂石为级配良好的砂石，砂石的粒径范围

为0mm‑3mm；其中，减水剂固含量为20％‑40％，减水率为35％‑50％；其中，有机纤维的长度

为6mm，直径15.1μm，密度1.29g/cm3，抗拉强度1830MPa，符合GB/T21120‑2007标准的技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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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玄武岩纤维的长度为9mm，直径17.4μm，抗拉强度2180Mpa，符合GB/T25045‑2010标准的

技术要求；本实施例将配方量的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砂石、硅灰、石英粉、缓凝剂、外

加剂、纤维进行搅拌得到粉体混合物，然后加入配方量的减水剂水溶液，混合搅拌均匀，得

到所述的混凝土材料。

[0034] 实施例3选用两种水泥复配且不加缓凝剂制备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

[0035] 本实施例中将普通硅酸盐水泥、硫铝酸盐水泥、砂石、石英粉、硅灰、水、减水剂、纤

维、外加剂、复合稳定剂按照一定配比混合均匀，其中，普通硅酸盐水泥6.6％、硫铝酸盐水

泥25.2％、砂石46.3％、石英粉3.5％、硅灰3.5％、水12.7％、减水剂0.1％、纤维0.4％、外加

剂0.1％、复合稳定剂0.6％；其中，硅酸盐水泥与硫铝酸盐水泥均为42.5强度等级且两种水

泥复配后加入材料；其中，硅灰比表面积为17000m2/kg，SiO2为92.5％，活性指数为114；其

中，石英粉比表面积为350m2/kg，SiO2为99.5％；其中，砂石为级配良好的砂石，砂石的粒径

范围为0mm‑3mm；其中，减水剂固含量为20％‑40％，减水率为35％‑50％；其中，有机纤维的

长度为6mm，直径15.1μm，密度1.29g/cm3，抗拉强度1830MPa，符合GB/T21120‑2007标准的技

术要求，玄武岩纤维的长度为9mm，直径17.4μm，抗拉强度2180Mpa，符合GB/T25045‑2010标

准的技术要求；本实施例将配方量的砂石、硅灰、石英粉、外加剂、纤维、复配的硅酸盐水泥

和硫铝酸盐水泥进行搅拌得到粉体混合物，然后加入配方量的减水剂水溶液，混合搅拌均

匀，得到所述的混凝土材料。

[0036] 实施例4选取硫铝酸盐水泥为单一水泥源制备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

[0037] 本实施例中将硫铝酸盐水泥、砂石、石英粉、硅灰、水、缓凝剂、减水剂、纤维、外加

剂、复合稳定剂按照一定配比混合均匀，其中，硫铝酸盐水泥32.7％、砂石46.1％、石英粉

3.5％、硅灰3.5％、水12.9％、缓凝剂0.2％、减水剂0.1％、纤维0.4％、外加剂0.1％、复合稳

定剂0.6％；其中，硫铝酸盐水泥为42.5强度等级；其中，硅灰比表面积为17000m2/kg，SiO2

为92.5％，活性指数为114；其中，石英粉比表面积为350m2/kg，SiO2为99.5％；其中，砂石为

级配良好的砂石，砂石的粒径范围为0mm‑3mm；其中，减水剂固含量为20％‑40％，减水率为

35％‑50％；其中，有机纤维的长度为6mm，直径15.1μm，密度1.29g/cm3，抗拉强度1830MPa，

符合GB/T21120‑2007标准的技术要求，玄武岩纤维的长度为9mm，直径17.4μm，抗拉强度

2180Mpa，符合GB/T25045‑2010标准的技术要求；本实施例将配方量的硫铝酸盐水泥、砂石、

硅灰、石英粉、缓凝剂、外加剂、纤维进行搅拌得到粉体混合物，然后加入配方量的减水剂水

溶液，混合搅拌均匀，得到所述的混凝土材料。

[0038] 以上实施例1‑4相关性能的检测标准与方法为：参照国家标准《普通混凝土拌合物

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0‑2002)对本实施例材料进行凝结时间测试，参照《普通混凝

土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1‑2002)对本实施例材料进行抗压强度测试和抗弯强

度测试，参照国家标准《水泥胶砂流动度测定方法》(GB_T2419‑2005)测试本实施例材料的

流动性，参照测试规范《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50082‑

2009)对本实施例进行收缩测试。

[0039] 对实施例1‑4制得的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进行性能检测及膨胀收缩性能测试

结果如表1、表2所示：

[0040] 表1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性能检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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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0042] 由表1看出实施例1在未加缓凝剂的情况下，初凝时间和终凝时间较实施例2‑3的

初凝时间和终凝时间长，也就是说缓凝剂可以相对缩短初凝时间和终凝时间；在抗压强度

和抗折强度上，实施例2要高于其他实施例；从流动度上看，实施例1‑4制备得到的材料均表

现出较好的流动性。

[0043] 表2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膨胀收缩性能

[0044]

[0045] 由表2可见，实施例4制得的用于3D打印的混凝土材料的3d、7d、14d、28d和56d的收

缩率最低，进而该实施例制备的材料在打印构件时整体性较好，不易发生坍塌、歪曲、变形

等问题。

[0046]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无需创

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作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人员

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技术

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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