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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

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属于水泥粘度改性剂技

术领域。以重量份计，所述粘度改性剂包括以下

组分：聚乙二醇5～10份、氧化石墨烯20～40份、

丙三醇10～20份、减水剂10～20份、淀粉5～20

份、石英粉5～10份。本发明提供的粘度改性剂可

将3D打印水泥基材料的塑性粘度控制在2.4～

3.5Pa·s范围内，并极大地改善3D打印硫铝酸盐

水泥基材料的触变性能、实现3D打印结构的稳定

控制。此外，本发明可以有效调控浆体的流变性

能并延长凝结时间以调节3D打印时间，改善3D打

印水泥基材料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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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其特征在于：以重量份计，所

述粘度改性剂包括以下组分：聚乙二醇5~10份、氧化石墨烯20~40份、丙三醇10~20份、减水

剂10~20份、淀粉5~20份、石英粉5~10份；

所述聚乙二醇的分子量为1300~1600，所述氧化石墨烯的比表面积为355m2/g，所述丙三

醇的水溶解度为550g/L，黏度为200mPa•s，所述减水剂为萘系减水剂，其主要成分为萘磺酸

甲醛缩合物、三甘醇和丙三醇，所述石英粉粒径为0.5~20μm。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其特征在于：

以重量份计，所述粘度改性剂包括以下组分：聚乙二醇5~8份、氧化石墨烯22~28份、丙三醇

11~15份、减水剂10~14份、淀粉5~12份、石英粉5~7份。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其特征在于：

以重量份计，所述粘度改性剂包括以下组分：聚乙二醇6~8份、氧化石墨烯25~35份、丙三醇

14~18份、减水剂13~16份、淀粉10~16份、石英粉6~8份。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其特征在于：

所述减水剂减水率为32%。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其特征在于：

所述淀粉为直链淀粉，主要成分为葡萄糖。

6.如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在建

筑材料领域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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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水泥粘度改性剂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

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

背景技术

[0002] 3D打印技术已成为建筑材料领域的一种新颖、绿色的成形方式，其打印模型是基

于计算机软件设计的，而水泥材料则是通过层层叠加的方式从3D打印机按照既定模型进行

打印。3D打印建筑材料能够明显缩短施工时间，大大降低成本，也不需要大量的工人来建

造，能够提高了生产效率。此外，打印复杂的弯曲建筑是非常容易的，而这些建筑很难以其

他方式建造。但是由于3D打印水泥基材料凝结时间与流变性能的相关性难以调控，以及早

期强度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3D打印水泥基材料的发展。对于3D打印水泥基材料来说，其打

印方式与FDM(熔融沉积法)技术类似，这就要求打印后的浆体不发生坍塌变形；因此，3D水

泥浆体需要较大的塑性粘度和屈服应力及较好的触变性来保持打印试样不发生变形。然

而，目前的大多数3D打印水泥基材料主要采用单一粘度改性剂来调控其流变性能，例如常

用的纤维素醚类，但是并不能综合考虑和调控其凝结、打印时间与流变性能的变化关系，同

时其损失的强度也无法弥补。因此，有必要开发一种新的能够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

材料的粘度改性剂，以期至少解决上述的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部分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旨在提供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

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本发明提供的粘度改性剂可将3D打印水泥基材料的塑性粘度控制

在2.4～3.5Pa·s范围内，并极大地改善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触变性能、实现3D打

印结构的稳定控制。此外，本发明可以有效调控浆体的流变性能并延长凝结时间以调节3D

打印时间，改善3D打印水泥基材料的可操作性。

[0004]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提供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

[0005] 本发明的目的之二是提供上述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

的应用。

[0006] 为实现上述发明目的，具体的，本发明公开了下述技术方案：

[0007] 首先，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以重

量份计，所述粘度改性剂包括以下组分：聚乙二醇5～10份、氧化石墨烯20～40份、丙三醇10

～20份、减水剂10～20份、淀粉5～20份、石英粉5～10份。

[0008] 优选地，以重量份计，所述粘度改性剂包括以下组分：聚乙二醇5～8份、氧化石墨

烯22～28份、丙三醇11～15份、减水剂10～14份、淀粉5～12份、石英粉5～7份。经过试验证

明，将粘度改性剂各组分的含量控制在上述范围内时，能够进一步改善水泥基材料的粘度。

[0009] 优选地，以重量份计，所述粘度改性剂包括以下组分：聚乙二醇6～8份、氧化石墨

烯25～35份、丙三醇14～18份、减水剂13～16份、淀粉10～16份、石英粉6～8份。经过试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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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将粘度改性剂各组分的含量控制在上述范围内时，能够进一步改善水泥基材料的粘度。

[0010] 本发明的上述粘度改性剂可将3D打印水泥基材料的塑性粘度控制在2 .4～

3.5Pa·s范围内，根据本发明实验证明：将塑性粘度控制在这个范围内时，打印后的浆体的

变形率在5％以下，从而使打印后的浆体不会导致发生坍塌变形，浆体的塑性粘度大于

3.5Pa·s，将无法通过3D打印机从料罐中挤出来，而本发明的粘度改性剂将浆体的塑性粘

度控制在2.4～3.5Pa·s，使浆体很好地满足了3D打印对水泥基材料性能的特殊需求，取得

了优异的技术效果。

[0011] 进一步地，所述聚乙二醇的分子量为1300～1600，本发明通过试验证明：聚乙二醇

作为高分子材料能够对3D打印水泥浆体的塑性粘度起到良好的改性作用；另外，聚乙二醇

作为高分子材料能够对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增稠与缓凝具有良好的调控作用，从

而改善浆体的流变及水化凝结性能。

[0012] 进一步地，所述氧化石墨烯的比表面积为355m2/g。氧化石墨烯为层状结构，层间

及表面具有大量的含氧基团，具备较大的含水率，能够调控3D打印浆体的屈服应力并改善

其触变性能，同时氧化石墨烯较小的粒径能够明显降低孔隙率改善力学性能。由于3D打印

浆体是由螺杆搅拌后经气泵挤出，在螺杆搅拌时，浆体需呈现较好的流动性，而挤出后浆体

需在很短的时间内凝固，这就需要3D打印浆体具备较好的触变性。

[0013] 进一步地，所述丙三醇的水溶解度为550g/L，黏度为200mPa·s。丙三醇具有大量

的醇羟基，能够影响硫铝酸盐水泥浆体的凝结性能，进而调控其凝结时间和连续打印性能，

3D打印水泥基材料不同于传统的方法，其对浆体的性能有着特殊的需求，过长的凝结时间

会明显降低3D打印水泥浆体的早期强度，同时在长时间重力作用影响下，严重影响浆体的

变形，而过短的凝结时间会缩短可打印时间，导致浆体无法从料罐中挤出。

[0014] 进一步地，所述减水剂为萘系减水剂，其主要成分为萘磺酸甲醛缩合物、三甘醇和

丙三醇，减水率为25％～32％。这是一种增稠型减水剂，能够进一步改善和弥补3D打印硫铝

酸盐水泥浆体的触变性能，减少用水量，提高水泥的力学性能。

[0015] 进一步地，所述淀粉为直链淀粉，主要成分为葡萄糖。淀粉为葡萄糖分子聚合物，

具有较高的分子量，能够明显提高3D打印浆体的表观粘度和塑性粘度，有效降低浆体的变

形率，避免3D打印后的浆体出现坍塌现象，导致打印失败。

[0016] 进一步地，所述石英粉粒径为0.5～20μm。石英粉具有大的吸水率，从而提高浆体

的屈服应力，降低变形率，同时这种超细的石英还能够明显降低3D打印浆体的孔隙率，提高

早期力学性能，而将石英的粒径控制在上述范围内时，能进一步提升上述性能。

[0017] 本发明的粘度改性剂中的组分之间与单掺粘度改性剂相比，具备明显的整体性能

改善作用，例如：(1)聚乙二醇与丙三醇作为液体外加剂，尽管对流变性能的改善没有淀粉

明显，但是聚乙二醇与丙三醇不会占据原材料中水泥过多的比例，不会导致产品强度下降

的同时能够延长凝结时间；(2)本发明采用的增稠型减水剂可以明显弥补其他外加剂对触

变性改善不足的情况，同时也能明显提高产品的强度。(3)石墨烯与石英粉同样能够明显改

善水泥浆体的打印性，提高产品强度，同时改善触变性。

[0018] 其次，本发明的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的制备方法为：

将各原料组分混合均匀即可。

[0019] 最后，本发明公开所述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在建筑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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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领域中的应用。

[002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取得的有益效果是：

[0021] (1)本发明提供的粘度改性剂利用增稠组分与缓凝组分协同调控3D打印浆体的流

变性和凝结硬化性能，明显降低其变形率，有利于3D结构的建立。同时还可以延长凝结时

间，改善可打印性能。

[0022] (2)本发明的粘度改性剂可将3D打印水泥基材料的塑性粘度控制在2.4Pa·s～

3.5Pa·s范围内，将屈服应力控制在580-640Pa范围内，将变形率降低至3.21-4.21％范围

内，将初凝时间延长至58-71min，将连续打印时间延长至31-45min，抗压强度和抗折强度得

到了大幅度提升；这能够极大地改善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触变性能，实现对3D打

印结构的稳定控制；很好地解决了3D打印水泥基材料凝结时间与流变性能的相关性难以调

控，以及早期强度低等问题。

附图说明

[0023]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的进一步理解，本申请的示

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申请，并不构成对本申请的不当限定。

[0024] 图1为本发明3D打印水泥基材料的效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应该指出，以下详细说明都是例示性的，旨在对本申请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除非另

有指明，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

理解的相同含义。

[0026]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方式，而非意图限制根

据本申请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单数形式

也意图包括复数形式，此外，还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包

括”时，其指明存在特征、步骤、操作、器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合。

[0027] 正如背景技术所介绍的，由于3D打印水泥基材料凝结时间与流变性能的相关性难

以调控，以及早期强度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3D打印水泥基材料的发展。因此，本发明提出

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做

进一步的说明。

[0028] 下列实施例中，所述聚乙二醇的分子量在1300～1600之间；所述氧化石墨烯的比

表面积为355m2/g。所述丙三醇的水溶解度为550g/L，黏度为200mPa·s。所述减水剂为萘系

减水剂，其主要成分为萘磺酸甲醛缩合物、三甘醇和丙三醇，三者比例为：2:1:1，减水率为

25％～32％。所述淀粉为直链淀粉，主要成分为葡萄糖。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以重量份计，所述粘度改

性剂包括以下组分：聚乙二醇6份、氧化石墨烯22份、丙三醇11份、减水剂12份、淀粉6份、石

英粉6份，所述石英粉粒径为0.5～20μm。

[0031] 实施例2

[0032] 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以重量份计，所述粘度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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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剂包括以下组分：聚乙二醇8份、氧化石墨烯31份、丙三醇15份、减水剂14份、淀粉14份、石

英粉7份，所述石英粉粒径为0.5～20μm。

[0033] 实施例3

[0034] 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以重量份计，所述粘度改

性剂包括以下组分：聚乙二醇9份、氧化石墨烯37份、丙三醇18份、减水剂18份、淀粉19份、石

英粉8份，所述石英粉粒径为0.5～20μm。

[0035] 实施例4

[0036] 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以重量份计，所述粘度改

性剂包括以下组分：聚乙二醇5份、氧化石墨烯20份、丙三醇20份、减水剂15份、淀粉10份、石

英粉5份，所述石英粉粒径为0.5～20μm。

[0037] 实施例5

[0038] 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以重量份计，所述粘度改

性剂包括以下组分：聚乙二醇10份、氧化石墨烯28份、丙三醇10份、减水剂10份、淀粉5份、石

英粉7份，所述石英粉粒径为0.5～20μm。

[0039] 实施例6

[0040] 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以重量份计，所述粘度改

性剂包括以下组分：聚乙二醇7份、氧化石墨烯40份、丙三醇14份、减水剂20份、淀粉20份、石

英粉6份，所述石英粉粒径为0.5～20μm。

[0041] 实施例7

[0042] 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以重量份计，所述粘度改

性剂包括以下组分：聚乙二醇6份、氧化石墨烯35份、丙三醇16份、减水剂10份、淀粉12份、石

英粉10份，所述石英粉粒径为0.5～20μm。

[0043] 试验例1

[0044] 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以重量份计，所述粘度改

性剂包括以下组分：氧化石墨烯22份、丙三醇11份、减水剂12份、淀粉6份、石英粉6份，所述

石英粉粒径为0.5～20μm。经过测试，结果如表1、2所示，可以看出，和添加了聚乙二醇的实

施例1相比，试验例1的水泥浆体粘度改性剂在塑性粘度、初凝时间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

下降，这主要是聚乙二醇作为高分子材料能够对3D打印水泥浆体的塑性粘度起到良好的改

性作用；也对水泥基材料的增稠与缓凝具有良好的调控作用，从而改善浆体的流变及水化

凝结性能，另外，聚乙二醇和丙三醇同时作为液体外加剂时，也能够对凝结时间起到延长作

用。

[0045] 试验例2

[0046] 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以重量份计，所述粘度改

性剂包括以下组分：聚乙二醇8份、丙三醇15份、减水剂14份、淀粉14份、石英粉7份，所述石

英粉粒径为0.5～20μm。经过测试，结果如表1、2所示，可以看出，当不添加石墨烯时，试验例

2的水泥浆体的触变性、初期强度等性能相对于实施例2较低，这主要是因为本发明采用的

氧化石墨烯不仅自身能够调控3D打印浆体的屈服应力并改善其触变性能，同时氧化石墨烯

较小的粒径能够明显降低孔隙率改善力学性能；而且氧化石墨烯与石英粉同时添加时能够

明显改善水泥浆体的打印性，提高产品强度，同时改善触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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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试验例3

[0048] 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以重量份计，所述粘度改

性剂包括以下组分：聚乙二醇9份、氧化石墨烯37份、减水剂18份、淀粉19份、石英粉8份，所

述石英粉粒径为0.5～20μm。试验例3主要是为了验证丙三醇对本发明粘度改性剂性能的影

响，结果如表1、2所示，作为试验例3的对比，实施例3的初凝时间以及连续打印时间均有大

幅度提高，分析后发现这主要是因为丙三醇具有大量的醇羟基，能够影响硫铝酸盐水泥浆

体的凝结性能，进而调控其凝结时间和连续打印性能。

[0049] 试验例4

[0050] 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以重量份计，所述粘度改

性剂包括以下组分：聚乙二醇5份、氧化石墨烯20份、丙三醇20份、淀粉10份、石英粉5份，所

述石英粉粒径为0.5～20μm。试验例4得到的粘度改性剂的性能测试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

出，相对于其对比试验(实施例4)而言，触变性能和力学性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这主

要是因为本发明采用的是主要成分为萘磺酸甲醛缩合物、三甘醇和丙三醇的增稠型减水

剂，这种减水剂能够进一步改善和弥补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浆体的触变性能，减少用水量，

提高水泥的力学性能。

[0051] 试验例5

[0052] 一种适用于3D打印硫铝酸盐水泥基材料的粘度改性剂，以重量份计，所述粘度改

性剂包括以下组分：聚乙二醇10份、氧化石墨烯28份、丙三醇10份、减水剂10份、淀粉5份。在

最初的实验中，本发明的粘度改性剂未添加石英粉，经过测试，其性能如表2所示，可以看

出，得到的屈服应力、变形率、打印性能、触变性等均不理想，尤其是变形率，其无法满足控

制在5％以下的要求，从试验结果来看，打印后的浆体有一定程度的变形，局部有坍塌现象；

通过添加石英粉后，利用大吸水率的优势，显著提高了浆体的屈服应力，降低了变形率，同

时这种超细的石英还能够明显降低3D打印浆体的孔隙率，提高早期力学性能(如表1实施例

5所示)，而且石墨烯与石英粉同时添加时也能进一步改善水泥浆体的打印性，强度，触变

性。

[0053] 性能测试：

[0054] 为了验证本发明提出的粘度改性剂的各项性能指标，本发明对试验例1-5以及实

施例1-7中制备的粘度改性剂进行测试。本发明采用的测试方法为：抗压抗折强度使用美国

的MTS万能试验机测试所得。流变性能测试(塑性粘度、屈服应力、触变环面积)使用英国马

尔文kinexus  lab+旋转流变仪测试所得。

[0055] 经过测试，实施例1-7的结果如表1所示。

[0056]   实施例1 实施例2 实施例3 实施例4 实施例5 实施例6 实施例7

塑性粘度/Pa·s 2.42 3.44 2.61 2.57 3.39 2.47 2.52

屈服应力/Pa 588 601 641 633 629 596 617

变形率/％ 4.21 3.88 3.21 4.16 3.37 4.08 3.74

触变环面积/Pa/s 5864 5731 5942 6018 5807 5729 5901

初凝时间/min 58 69 71 63 67 73 64

连续打印时间/min 31 41 45 39 42 34 36

抗压强度/MPa(3d) 38.5 40.2 41.7 39.4 43.8 40.6 44.1

抗折强度/MPa(3d) 3.9 4.3 4.5 3.8 4.4 4.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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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经过测试，试验例1-5的结果如表2所示。

[0058] 试验例 试验例1 试验例2 试验例3 试验例4 试验例5

塑性粘度/Pa·s 1.13 3.18 3.05 2.94 2.83

屈服应力/Pa 561 584 626 605 328

变形率/％ 5.18 3.09 3.98 5.05 8.46

触变环面积/Pa/s 5919 2327 5766 2196 2213

初凝时间/min 35 67 39 57 64

连续打印时间/min 23 43 29 41 19

抗压强度/MPa(3d) 36.4 22.6 38.1 19.5 18.2

抗折强度/MPa(3d) 4.1 2.7 4.4 2.1 2.6

[0059]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优选实施例，并不用于限制本申请，对于本领域的技术人

员来说，本申请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申请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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