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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

异性的设计和检测方法。该设计方法包括：（1）设

定打印路径CAD建模；（2）设定打印路径，所述的

打印路径采用非平行打印路径，即打印完成的混

凝土上下层为非平行状态，存在交叉角度α，0°<

α≤90°；（3）设定打印材料；（4）设定具体的打印

参数；（5）设定打印构件的尺寸参数。用上述打印

方法打印完成混凝土长方体构件，硬化后制成抗

压检测试件和抗折检测试件，然后分别进行抗压

和抗折检测，检测过程中受力加载；一种为垂直

于打印混凝土层的加载方向，一种为平行于打印

混凝土偶数层或奇数层的加载方向，抗压力加载

速度为0.1~10KN/min，抗折力加载速度为0.1~
1KN/min。该方法能有效减少打印混凝土构件的

各向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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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

（1）设定打印路径CAD建模；

（2）设定打印路径，所述的打印路径采用非平行打印路径，即打印完成的混凝土上下层

为非平行状态，存在交叉角度α，0°<α≤  90°；

（3）设定打印材料；

（4）设定具体的打印参数，包括打印速度、打印喷头的尺寸及形状，打印层高层宽；

（5）设定打印构件的尺寸参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打印路径CAD建模：是将打印喷头的行走轨迹设定为上下层之间存在交叉角度α，0°<α≤ 

90°的行走轨迹，即第二层与第一层行走轨迹存在交叉角度α，也就是奇数层之间平行，偶数

层之间平行，而奇数层与偶数层之间存在交叉角度α，如此交替往复打印混凝土层。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设定具体的打印参数，包括打印速度、打印喷头的尺寸及形状，打印层高层宽；其中打印速

度控制在8-10  m/min，而对应的螺旋喂料旋转速度为10-30  r/min，喷头挤出速度为1-10L/

min，打印喷头的尺寸为5-30mm，形状为圆形挤出头，对应的打印层高层宽分别为单层混凝

土打印层高为4-30mm，打印的层宽为5-30mm，打印混凝土构件总的层高为80-200mm，总的层

宽为100-60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设定打印构件的尺寸参数：打印的混凝土构件尺寸应满足（300-600）×（300-600）×（100-

200）mm3长方体构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打印材料由以下材料混合搅拌制成：按照重量份数取水泥20-65份，矿物外掺料0.4-8份，粒

径不超过5mm的机制砂23-40份，粒径不超过10mm的粗骨料25-50份，外加剂0.1-0.8份，聚合

物纤维0.2-1份，水10-24份。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矿物外掺料包括硅灰、黏土、粉煤灰、矿渣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所述的外加剂包括

减水剂、增稠剂、触变剂、缓凝剂、早强剂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

7.一种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试件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为：

用上述打印方法打印完成混凝土长方体构件，硬化后制成抗压检测试件和抗折检测试

件，然后分别进行抗压和抗折检测，检测过程中受力加载设定为至少两种受力方向，一种为

垂直于打印混凝土的加载方向，一种为平行于偶数层或奇数层的加载方向，抗压力加载速

度为0.1~10KN/min，抗折力加载速度为0.1~1KN/min。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试件检测方法，其特征在于：所

述抗压检测试件和抗折检测试件的尺寸参数分别为：（40~160）×（40~160）×（40~160）mm
3

抗压试件和（40~160）×（40~160）×（100~550）mm
3抗折试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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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和检测方法

[0001] 技术领域：

本发明涉及一种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和检测方法，属于混凝土技术领

域。

[0002] 背景技术：

混凝土是当今社会最大宗的建筑材料，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建设中至关重要。而随着

科学技术的发展，3D打印混凝土技术崭露头角，该技术摒弃传统混凝土支模过程，是一种无

模成型技术。

[0003] 3D打印混凝土是基于3D打印技术而应用于建筑施工的新技术，主要以混凝土作为

“油墨”材料并遵照CAD等三维软件预先设置好的打印程序，由喷嘴挤出混凝土层，经过连续

层的堆积构筑成3D打印混凝土构件。

[0004] 然而，对3D打印混凝土构件，其不仅要具备良好的可打印性能，且打印完成后硬化

性能至关重要，尤其是其抗压、抗折等力学强度。而3D打印混凝土构件的力学强度受多种因

素的影响，如打印“油墨”的材料性能、喷头的打印路径、打印速度、打印喷头的尺寸及形状，

打印层高层宽等；且3D打印混凝土构件缺少像钢筋等加强肋，使得构件强度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而3D打印喷头打印路径的不同对打印混凝土构件的各向异性有显著影响。

[0005] 因此对于3D打印混凝土构件力学强度的各向异性研究至关重要。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和检测方法，旨在通

过设计不同打印路径的方式来减少打印混凝土构件的各向异性。

[0007] 上述的目的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一种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该方法包括：

（1）设定打印路径CAD建模；

（2）设定打印路径，所述的打印路径采用非平行打印路径，即打印完成的混凝土上下层

为非平行状态，存在交叉角度α，0°<α≤  90°；

（3）设定打印材料；

（4）设定具体的打印参数，包括打印速度、打印喷头的尺寸及形状，打印层高层宽；

（5）设定打印构件的尺寸参数；

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所述的打印路径CAD建模：是将打印喷

头的行走轨迹设定为上下层之间存在交叉角度α，0°<α≤  90°的行走轨迹，即第二层与第一

层行走轨迹存在交叉角度α，也就是奇数层之间平行，偶数层之间平行，而奇数层与偶数层

之间存在交叉角度α，如此交替往复打印混凝土层。

[0008] 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所述的设定具体的打印参数，包

括打印速度、打印喷头的尺寸及形状，打印层高层宽；其中打印速度控制在8-10  m/min，而

对应的螺旋喂料旋转速度为10-30  r/min，喷头挤出速度为1-10L/min，打印喷头的尺寸为

5-30mm，形状为圆形挤出头，对应的打印层高层宽分别为单层混凝土打印层高为4-30mm，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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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的层宽为5-30mm，打印混凝土构件总的层高为80-200mm，总的层宽为100-600mm。

[0009] 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所述的设定打印构件的尺寸参

数：打印的混凝土构件尺寸应满足（300-600）×（300-600）×（100-200）mm3长方体构件。

[0010] 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所述的打印材料由以下材料混合

搅拌制成：按照重量份数取水泥20-65份，矿物外掺料0.4-8份，粒径不超过5mm的机制砂23-

40份，粒径不超过10mm的粗骨料25-50份，外加剂0.1-0.8份，聚合物纤维0.2-1份，水10-24

份。

[0011] 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所述的矿物外掺料包括硅灰、黏

土、粉煤灰、矿渣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所述的外加剂包括减水剂、增稠剂、触变剂、

缓凝剂、早强剂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

[0012] 一种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试件检测方法，该方法为：

用上述打印方法打印完成混凝土长方体构件，硬化后制成抗压检测试件和抗折检测试

件，然后分别进行抗压和抗折检测，检测过程中受力加载设定为至少两种受力方向，一种为

垂直于打印混凝土的加载方向，一种为平行于偶数层或奇数层的加载方向，抗压力加载速

度为0.1~10KN/min，抗折力加载速度为0.1~1KN/min。

[0013] 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试件检测方法，所述抗压检测试件和抗折检

测试件的尺寸参数分别为：（40~160）×（40~160）×（40~160）mm
3抗压试件和（40~160）×（40

~160）×（100~550）mm
3抗折试件。

[0014] 有益效果：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一种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和检测方法，具备

以下优势：1）设计了非平行打印路径的打印技术，使得打印混凝土上下层之间存在交叉角

度α（0°<α≤  90°）；2）本发明中设计非平行打印路径所得制品，被减少了至少一种受力情

况，从而减少了3D打印混凝土的至少一种弱向受力。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平行打印路径的方法打印的混凝土构件及检测过程力的加载示意图。

[0016] 图2为非平行打印路径的方法打印的混凝土构件及检测过程力的加载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明本发明，应理解下述具体实施方式仅用于说

明本发明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

[0018] 本实施例的一种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该方法包括：

（1）设定打印路径CAD建模；

（2）设定打印路径，所述的打印路径采用非平行打印路径，即打印完成的混凝土上下层

为非平行状态，存在交叉角度α，0°<α≤  90°；

（3）设定打印材料；

（4）设定具体的打印参数，包括打印速度、打印喷头的尺寸及形状，打印层高层宽；

（5）设定打印构件的尺寸参数；

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所述的打印路径CAD建模：是将打印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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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行走轨迹设定为上下层之间存在交叉角度α，0°<α≤  90°的行走轨迹，即第二层与第一

层行走轨迹存在交叉角度α，也就是奇数层之间平行，偶数层之间平行，而奇数层与偶数层

之间存在交叉角度α，如此交替往复打印混凝土层。

[0019] 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所述的设定具体的打印参数，包

括打印速度、打印喷头的尺寸及形状，打印层高层宽；其中打印速度控制在8-10  m/min，而

对应的螺旋喂料旋转速度为10-30  r/min，喷头挤出速度为1-10L/min，打印喷头的尺寸为

5-30mm，形状为圆形挤出头，对应的打印层高层宽分别为单层混凝土打印层高为4-30mm，打

印的层宽为5-30mm，打印混凝土构件总的层高为80-200mm，总的层宽为100-600mm。

[0020] 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所述的设定打印构件的尺寸参

数：打印的混凝土构件尺寸应满足（300-600）×（300-600）×（100-200）mm3长方体构件。

[0021] 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所述的打印材料由以下材料混合

搅拌制成：按照重量份数取水泥20-65份，矿物外掺料0.4-8份，粒径不超过5mm的机制砂23-

40份，粒径不超过10mm的粗骨料25-50份，外加剂0.1-0.8份，聚合物纤维0.2-1份，水10-24

份。

[0022] 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方法，所述的矿物外掺料包括硅灰、黏

土、粉煤灰、矿渣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所述的外加剂包括减水剂、增稠剂、触变剂、

缓凝剂、早强剂中的一种或两种以上的组合。

[0023] 一种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试件检测方法，该方法为：

用上述打印方法打印完成混凝土长方体构件，硬化后制成抗压检测试件和抗折检测试

件，然后分别进行抗压和抗折检测，检测过程中受力加载设定为至少两种受力方向，一种为

垂直于打印混凝土的加载方向，一种为平行于偶数层或奇数层的加载方向，抗压力加载速

度为0.1~10KN/min，抗折力加载速度为0.1~1KN/min。

[0024] 所述的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试件检测方法，所述抗压检测试件和抗折检

测试件的尺寸参数分别为：（40~160）×（40~160）×（40~160）mm
3抗压试件和（40~160）×（40

~160）×（100~550）mm
3抗折试件。

[0025] 实施例：

一种减少3D打印混凝土各向异性的设计和检测方法，根据打印喷头的打印路径不同设

计了平行打印路径和非平行打印路径以制备3D打印混凝土长方体方体构件，供制备检测各

向异性试验样品。

[0026] 采用平行打印路径制备（300~600）×（300~600）×（100~200）mm
3长方体构件，硬化

后切割为（40~160）×（40~160）×（40~160）mm
3抗压试件和（40~160）×（40~160）×（100~

550）mm3抗折试件，试验结果发现该平行打印路径下有3种受力加载方向，如附图1，T1，T2，

T3。

[0027] 采用非平行打印路径制备（300~600）×（300~600）×（100~200）mm
3长方体构件，

（40~160）×（40~160）×（40~160）mm
3抗压试件和（40~160）×（40~160）×（100~550）mm

3抗折

试件，试验结果发现该平行打印路径下有2种受力加载方向，如附图2，T4，T5。

[0028] 对比试验结果：经28d标准养护后测试各试件抗压及抗折强度，试验结果对比如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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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表中试验结果可知，平行打印路径下三组受力下抗压和抗折强度随着受力方向的

不同，强度降低显著，而非平行打印路径下的两组抗压及抗折强度降低较少，且明显减少了

一种受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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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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