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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

泥基材料及其制备方法，采用以下组分及重量份

含量的原料制备得到：水泥100，矿粉0-60，粉煤

灰0-30，硅灰0-20，减水剂0.1-3，抗分散剂0.1-

5，粘结剂0.2-5，引气剂0.005-0.5，保塑剂0.01-

25，淀粉醚0-0.5，调凝剂0.01-0.5，膨胀剂0.1-

10，早强剂0.1-10 ,纤维0 .01-0 .5；细骨料50-

300，粗骨料0-400。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用于

水下打印施工时，具有良好的可建造性、抗分散

性、耐久性等优点，在水中具有良好的堆积性能、

打印出的建筑物不坍塌且力学性能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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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其特征在于，该材料采用以下组分及重量

份含量的原料制备得到：

水泥100，矿粉0-60，粉煤灰0-30，硅灰0-20，减水剂0.1-3，抗分散剂0.1-5，粘结剂0.2-

5，引气剂0.005-0.5，保塑剂0.01-25，淀粉醚0-0.5，调凝剂0.01-0.5，膨胀剂0.1-10，早强

剂0.1-10，纤维0.01-0.5；

细骨料50-300，粗骨料0-40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其特征在于，该材料

采用以下组分及重量份含量的原料制备得到：

水泥100，矿粉10-30，粉煤灰5-20，硅灰5-10，减水剂0.2-1，抗分散剂0.5-3，粘结剂

0.5-2，引气剂0.01-0.1，保塑剂0.01-10，淀粉醚0.01-0.1,调凝剂0.01-0.1，膨胀剂0.1-5，

早强剂1-5，纤维0.05-0.2；细骨料100-200，粗骨料200-300。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抗分散剂选自淀粉胶、聚氧化乙烯、聚丙烯酰胺、羧乙烯基聚合物、聚乙烯醇、菜胶或威

兰胶中的一种或几种。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抗分散剂优选数均分子量在600万以上的聚丙烯酰胺和/或威兰胶。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水泥选自硅酸盐水泥、矿渣水泥、火山灰水泥、粉煤灰水泥或快硬硫铝酸盐水泥中的一

种或几种。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减水剂选自三聚氰胺减水剂、聚羧酸减水剂、木质素磺酸盐减水剂或β-甲基萘

磺酸盐减水剂中的一种或几种；

所述调凝剂选自碳酸钠、铝酸钠、柠檬酸或其盐类中的一种或几种；

所述早强剂选自硫酸钠、硅酸钠、偏硅酸钠、甲酸钙、碳酸锂或氯化钙中的一种或几种；

所述膨胀剂为钙矾石或氧化钙类膨胀剂；

所述引气剂选自松香树脂类的钠盐化合物、脂肪酸盐类化合物、磺化碳氢化合物、烷

基-苯甲基磺酸盐化合物或皂素类表面活性剂中的一种或几种；

所述保塑剂选自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聚丙烯酸脂、聚环氧乙烷、羟乙基纤维素或羟甲

基纤维素中的一种或几种；

所述粘结剂为可再分散乳胶粉。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减

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所述保塑剂为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或羟乙基纤维素。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的

可再分散乳胶粉选自乙烯与氯乙烯及月桂酸乙烯酯三元共聚胶粉，醋酸乙烯酯与乙烯及高

级脂肪酸乙烯酯三元共聚胶粉，醋酸乙烯酯与高级脂肪酸乙烯酯共聚胶粉，丙烯酸酯与苯

乙烯共聚胶粉，醋酸乙烯酯与丙烯酸酯及高级脂肪酸乙烯酯三元共聚胶粉，醋酸乙烯酯均

聚胶粉或苯乙烯与丁二烯共聚胶粉中的一种或几种。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一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其特征在于，所

述的粗骨料为碎石或卵石；所述的细骨料为天然石英砂或人工石英砂或钢渣细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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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该方法将除细骨料和粗骨料的组分按配方置于搅拌机中充分搅拌均匀，再投入按比例称量

的细骨料和粗骨料，混合、搅拌均匀后即制得3D打印水泥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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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土木工程材料技术领域，涉及一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

及其制备方法，特别涉及以水泥为胶凝材料同时掺以矿物掺合料、骨料以及各种外加剂所

配制的一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3D打印建筑技术是以数字模型文件为基础，利用适应于3D打印的建筑材料，通过

逐层打印的方式来构筑建筑物的技术。相比于传统建筑技术，3D打印建筑技术具有一系列

显著优势：施工速度快、无需模板，劳动力需求量少，降低了建筑成本；打印精度高，可根据

数字模型文件打印复杂建筑，从而实现建筑制造自动化；机械化程度高，可取代建筑工人打

印传统上难于施工甚至无法施工的建筑；绿色、低碳、环保，能充分利用各种工业废弃物，且

打印过程中能有效地利用建筑材料，减少了建筑垃圾的产生。

[0003] 随着人类对水域资源的开发利用逐步深入，在水下进行建筑施工越发普遍。利用

传统施工技术构筑水下建筑物，不仅施工难度大，建设周期长，经济成本高，而且建造过程

中还会对所在水域造成环境污染。3D打印建筑技术应用于建筑工程领域是对传统建筑技术

的革新，在水下建筑的施工建造过程中，3D打印建筑技术可以完全取代人力施工，实现水下

建筑物的建造，同时还能避免传统水下建筑施工出现的上述问题。

[0004] 在水下3D打印建筑与传统上的水下施工方法完全不同，对建筑材料也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其性能必须满足以下几点：其一，良好的可建造性。材料从打印头挤出后须具有足

够的强度和硬度以支撑粘结在其上的打印层不变形、不坍塌，此外，打印材料还必须具有良

好的粘结性，从而使打印层能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其二，良好的抗水下分散性。由于水下3D

打印建筑是在水下施工，面临静水压力和水流冲刷的双重作用，故要求打印材料具有良好

的抗水下分散性，打印条从喷头挤出以后在水流作用下质量损失和硬化后的强度损失小。

此外，考虑到水下3D打印施工时对所在水域环境的影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建筑材料

除应具有良好的抗水下分散性以外，还应具有较高的安全稳定性，对生态环境系统无污染、

无破坏。其三，应具有较高的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由于3D打印是通过材料的逐层叠加实现

水下建筑的施工，层与层之间粘结强度的高低直接影响水下3D打印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和安

全性。不同于陆上建筑，水下3D打印的建筑在施工和服役阶段都处于水环境中，因而要求所

使用的3D打印材料具有良好的耐久性。最后，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材料不仅应具有合适

的可操作时间，即在一定的时间内材料保持良好的可挤出性、可建造性，还应在水下打印后

能够尽快产生强度且保持良好的层间粘结性。

[0005] 目前，国内外尚无水下3D打印建筑的相关研究报道，专利CN104891891B一种3D打

印水泥基材料及其制备方法，采用粉状胶凝材料和骨料组成，所述的粉状胶凝材料由水泥、

活性掺合料、减水剂、早强剂、调凝剂、膨胀剂、粘结剂、引气剂、保塑剂、憎水剂、淀粉醚、粉

末填料和纤维组成，该3D打印水泥基材料具有良好的工作性能、可建造性能和力学性能，但

该材料在水中抗分散性能较差，只适用于陆上施工，在水下施工时会坍塌，因而必须对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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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组成进行改进，以适应3D打印材料在水下施工的需求。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具有良好的可

建造性、抗分散性、耐久性的可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

[0008] 一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采用以下组分及重量份含量的原料制备

得到：

[0009] 水泥100，矿粉0-60，粉煤灰0-30，硅灰0-20，减水剂0.1-3，抗分散剂0.1-5，粘结剂

0.2-5，引气剂0.005-0.5，保塑剂0.01-25，淀粉醚0-0.5，调凝剂0.01-0.5，膨胀剂0.1-10，

早强剂0.1-10,纤维0.01-0.5；

[0010] 细骨料50-300，粗骨料0-400。

[0011] 优选地，该材料采用以下组分及重量份含量的原料制备得到：

[0012] 水泥100，矿粉10-30，粉煤灰5-20，硅灰5-10，减水剂0.2-1，抗分散剂0.5-3，粘结

剂0.5-2，引气剂0.01-0.1，保塑剂0.01-10，淀粉醚0.01-0.1,调凝剂0.01-0.1，膨胀剂0.1-

5，早强剂1-5，纤维0.05-0.2。细骨料100-200，粗骨料200-300。

[0013] 所述的抗分散剂选自淀粉胶、聚氧化乙烯、聚丙烯酰胺、羧乙烯基聚合物、聚乙烯

醇、菜胶或威兰胶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4] 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抗分散剂选用聚丙烯酰胺和/或威兰胶，聚丙烯酰胺属水溶

性高分子聚合物，是一种絮凝剂，用它可以制作出亲水而水不溶性的凝胶，它对许多固体表

面和溶解物质有良好的黏附力。聚丙烯酰胺的抗分散效果，与其平均分子量的大小、分子的

结构以及掺量等有关，优选的分子量为600万及以上；威兰胶是一种多聚糖，具有很好的增

稠效果，低浓度的多糖水溶液即可获得高的粘度，该物质还剪切稀释性能，当施加一定的剪

切力时，粘度迅速下降，一旦失去剪切力粘度仍能恢复。利用聚丙烯酰胺和威兰胶的絮凝作

用和触变性能可提高3D打印水泥基浆体的在水下抗分散性以及工作性和可建造性能。

[0015] 所述的水泥选自硅酸盐水泥、矿渣水泥、火山灰水泥、粉煤灰水泥或快硬硫铝酸盐

水泥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6] 所述的减水剂选自三聚氰胺减水剂、聚羧酸减水剂、木质素磺酸盐减水剂或β-甲

基萘磺酸盐减水剂中的一种或几种，优选聚羧酸减水剂与抗分散剂配合使用。

[0017] 所述调凝剂选自碳酸钠、铝酸钠、柠檬酸或其盐类中的一种或几种；

[0018] 所述早强剂选自硫酸钠、硅酸钠、偏硅酸钠、甲酸钙、碳酸锂或氯化钙中的一种或

几种；

[0019] 所述膨胀剂为钙矾石或氧化钙类膨胀剂；

[0020] 所述引气剂选自松香树脂类的钠盐化合物、脂肪酸盐类化合物、磺化碳氢化合物、

烷基-苯甲基磺酸盐化合物或皂素类表面活性剂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1] 所述保塑剂选自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聚丙烯酸脂、聚环氧乙烷、羟乙基纤维素或

羟甲基纤维素中的一种或几种；优选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或羟乙基纤维素与抗分散剂和减

水剂配合使用。

[0022] 所述粘结剂为可再分散乳胶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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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更加优选地，可再分散乳胶粉选自乙烯与氯乙烯及月桂酸乙烯酯三元共聚胶粉，

醋酸乙烯酯与乙烯及高级脂肪酸乙烯酯三元共聚胶粉，醋酸乙烯酯与高级脂肪酸乙烯酯共

聚胶粉，丙烯酸酯与苯乙烯共聚胶粉，醋酸乙烯酯与丙烯酸酯及高级脂肪酸乙烯酯三元共

聚胶粉，醋酸乙烯酯均聚胶粉或苯乙烯与丁二烯共聚胶粉中的一种或几种。

[0024] 所述的粗骨料为碎石或卵石；所述的细骨料为天然石英砂或人工石英砂或钢渣细

颗粒。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的制备方法，将除细骨料和粗骨料的组分按配方

置于搅拌机中充分搅拌均匀，再投入按比例称量的细骨料和粗骨料，混合、搅拌均匀后即制

得3D打印水泥基材料，使用时，按所需用水量加水搅拌均匀即可使用。

[0025] 如粘结剂或抗分散剂等聚合物为液体，则固体组分按配比准确称量后，投入搅拌

机中充分搅拌均匀后，形成干粉产品。液体组分按比例投入混合机中搅拌混合均匀后即形

成液体产品。实际使用时，将上述组分按比例混合后即可制得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

基材料。

[0026] 用于陆上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不适用于水下施工，这是由于水泥基材料(混

凝土或砂浆)拌合物是一种粗分散体系，颗粒之问的粘结力较小，各组分的密度、粒径也各

不相同.这种粗分散体系在水中打印时，由于水的作用而使拌合物极易分散，造成水泥流

失，砂石离析、分层，从而造成打印构筑物坍塌或强度大幅度降低，同时又污染水质。因此，

用于水下施工的混凝土(水下不分散混凝土)一般会将某些性能的抗分散剂或聚合剂加入

到新拌混凝土(砂浆)中，使其与水泥颗粒表面生成离子键或共价键，起到压缩双电层、吸附

水泥颗粒和保护水泥的作用，同时，水泥颗粒之间、水泥与骨料之间，可通过抗分散剂的高

分子长链的桥架作用，使拌合物粗分散体系联系起来，形成稳定的空间柔性网络结构，提高

浆体的粘聚力，限制浆体的分散、离析及避免水泥流失。由于抗分散剂或聚合剂的减水增塑

作用，新拌混凝土具有较好的流动性，不需振捣。自流平、自密实，遇水抗分散性强，有缓凝

作用，几乎没有泌水现象，而且安全无毒，不污染环境。但普通的水下不分散混凝土(砂浆)

也是不适用于水下打印施工的，因为3D打印水泥基材料对工作性能(挤出性能、可操作性)、

可建造性能(塑性变形、可堆积性、衔接性能)以及力学性能和耐久性都有明确要求。水下不

分散混凝土(砂浆)具有很高的保水性、抗分散性和流动性，但其不具备堆积性能，不能用于

基于层堆积的打印施工。由此，设计一种既能满足3D打印施工要求又可在水下施工的水泥

基材料，对材料的选用、配伍以及发挥它们的协同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027] 通过优选、合理调配，如选用多聚糖、聚丙烯酰胺等高分子为主要抗分散剂，同时

与保塑剂、减水剂配合使用，可增加混凝土拌和物的粘度，从而达到提高它的抗分散性的目

的，同时又使浆体具有触变性能、屈服应力及塑性粘度高且剪切降粘的特征，即抗分散剂在

低浓度溶解于水中的就能产生粘度，但它对剪切力敏感，当施加一定的剪切力时，粘度迅速

下降，一旦失去剪切力粘度仍能恢复。由于这些特性可赋予水泥基材料具有较好的挤出性

能、可堆积性、衔接性能以及高抗分散性，同时辅以矿物掺合料、早强剂、调凝剂、引气剂、膨

胀剂以及纤维等组成，可赋予水泥基材料较好的力学性能和耐久性。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9] (1)水中施工时可建造性能优良。该材料具有优良的保水性能及水下抗分散性能

且打印连续性良好，在水下打印施工时，打印混凝土可形成良好堆积，且塑性变形小。材料

粘结性能好，即使在水下，打印层间也能形成良好衔接，层与层之间没有宏观缺陷，可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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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整体。

[0030] (2)该材料具有良好的耐水性能，在水中成型后强度损失小，水陆强度比高。

[0031] (3)该材料在水中抗裂性能良好。采用该材料在水中打印施工，没有溶胀和收缩现

象，体积稳定性良好。

[0032] (4)该材料不含有害物质，不会污染水质。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以下实施例将有助于本领域的技术

人员进一步理解本发明，但不以任何形式限制本发明。应当指出的是，对本领域的普通技术

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构思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变形和改进。这些都属于本发明

的保护范围。

[0034] 实施例1

[0035]

[0036] 制备方法：按配方称取各种原材料，在搅拌机中依次加入水泥(P.II52.5硅酸盐水

泥)、活性掺合料(超细矿渣粉)、减水剂(聚羧酸减水剂)，早强剂(硫酸钠)、调凝剂(柠檬酸

钠)、膨胀剂(UEA膨胀剂)、引气剂(皂素)、抗分散剂(聚丙烯酰胺、威兰胶)、粘结剂(可再分

散乳胶粉)、保塑剂(羟乙基纤维素醚)、淀粉醚、纤维(聚丙烯纤维)充分搅拌均匀，得到粉状

胶凝材料，包装形成产品。

[0037] 现场施工时，按比例称取细骨料(细度模数为2.5的中砂)放入专用搅拌机与粉状

胶凝材料混合均匀，按1000kg混合料中加入120kg水搅拌均匀，制得打印混凝土拌合物，即

可进行打印施工。材料性能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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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实施例2

[0039]

[0040]

[0041] 制备方法：按配方称取各种原材料，在搅拌机中依次加入水泥(P.I  52.5硅酸盐水

泥)、活性掺合料(矿粉、硅灰)、减水剂(氨基减水剂)，早强剂(甲酸钙)、膨胀剂(ZY混凝土膨

胀剂)、引气剂(十二烷基硫酸钠)、抗分散剂(威兰胶)、粘结剂(可再分散乳胶粉)、保塑剂

(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淀粉醚、纤维(聚丙烯纤维)充分搅拌均匀，包装形成产品。

[0042] 现场施工时，按比例称取细骨料(10-60目石英砂)放入专用搅拌机与粉状胶凝材

料混合均匀，按1000kg混合料中加入130kg水搅拌均匀，制得打印混凝土拌合物，即可进行

打印施工。材料性能见表1。

[0043] 实施例3

[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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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0046] 制备方法：按配方称取各种原材料，在搅拌机中依次加入水泥(P.II52.5R硅酸盐

水泥)、活性掺合料(超细矿渣粉、硅粉)、减水剂(聚羧酸减水剂)，早强剂(铝酸钠)、膨胀剂

(UEA膨胀剂)、引气剂(皂素)、粘结剂(可再分散乳胶粉)、抗分散剂(聚丙烯酰胺)、保塑剂

(羟乙基纤维素)、淀粉醚、纤维(聚丙烯纤维)充分搅拌均匀，得到粉状胶凝材料，包装形成

产品。

[0047] 现场施工时，按比例称取细骨料(细度模数为2.5的中砂)放入专用搅拌机与粉状

胶凝材料混合均匀，按1000kg混合料中加入110kg水搅拌均匀，制得打印混凝土拌合物，即

可进行打印施工。材料性能见表1。

[0048] 实施例4

[0049]

[0050] 制备方法：按配方称取各种原材料，在搅拌机中依次加入水泥(P.II52.5硅酸盐水

泥、硫铝酸盐水泥)、活性掺合料(矿渣微粉、粉煤灰、硅粉)、减水剂(萘系酸减水剂)，调凝剂

(柠檬酸钠)、抗分散剂(UWB-II絮凝剂)、粘结剂(可再分散乳胶粉)、保塑剂(羟丙基甲基纤

维素醚)、改性淀粉醚、纤维(耐碱玻璃纤维)充分搅拌均匀，包装形成产品。

[0051] 现场施工时，按比例称取细骨料10-20目石英砂，按1000kg混合料中加入120kg水

搅拌均匀，制得打印建筑砂浆拌合物，即可进行打印施工。材料性能见表1。

[0052] 表1列出了实施例1-实施例4的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的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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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3] 表1水下3D打印水泥基材料性能

[0054]

[0055] 从表1中数据可看到，实施例1-实施例4的材料挤出时间均不大于30s,可操作时间

均不小于30min,可满足打印施工的要求，并且浆体打印成型后下垂度、侧向变形均较小，材

料的粘结性能、打印连续性以及在水中的堆积性能均很好，表明本发明材料在水中具有良

好的可建造性能，实例中打印材料的抗压强度均大于35MPa且在水中的强度保持率均在

75％以上，可满足一般水中建筑物对强度的要求，在水中打印出的构件体积稳定性、整体性

良好，可以推测材料的耐久性较好。

[0056] 实施例5

[0057] 一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采用以下组分及重量份含量的原料制备

得到：水泥100，减水剂0.1，抗分散剂0.1，粘结剂0.2，引气剂0.005，保塑剂0.01，调凝剂

0.01，膨胀剂0.1，早强剂0.1，纤维0.01，细骨料5。

[0058] 其中，使用的水泥为硅酸盐水泥，减水剂为三聚氰胺减水剂，抗分散剂为淀粉胶，

粘结剂为乙烯与氯乙烯及月桂酸乙烯酯三元共聚胶粉，引气剂为松香树脂类的钠盐化合

物，保塑剂为羟丙基甲基纤维素醚，调凝剂为碳酸钠，膨胀剂为钙矾石，早强剂为硫酸钠，细

骨料为天然石英砂。

[0059] 3D打印水泥基材料在制备时，将除细骨料和粗骨料的组分按配方置于搅拌机中充

分搅拌均匀，再投入按比例称量的细骨料和粗骨料，混合、搅拌均匀后即制得3D打印水泥基

材料，使用时，按所需用水量加水搅拌均匀即可使用。

[0060] 实施例6

[0061] 一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采用以下组分及重量份含量的原料制备

得到：水泥100，矿粉10，粉煤灰20，硅灰10，减水剂0.2，抗分散剂0.5，粘结剂2，引气剂0.1，

保塑剂10，淀粉醚0.1,调凝剂0.01，膨胀剂0.1，早强剂5，纤维0.05。细骨料100，粗骨料300。

[0062] 其中，水泥为矿渣水泥，减水剂为聚羧酸减水剂，抗分散剂为数均分子量600万以

上的聚丙烯酰胺和威兰胶的混合物，粘结剂为醋酸乙烯酯与高级脂肪酸乙烯酯共聚胶粉，

引气剂为磺化碳氢化合物，保塑剂为聚环氧乙烷，调凝剂为碳酸钠和铝酸钠的混合物，膨胀

剂为氧化钙类膨胀剂，早强剂为甲酸钙，细骨料为人工石英砂，粗骨料为碎石。

[0063] 本实施例中的粘结剂或抗分散剂等聚合物为液体，在制备时将固体组分按配比准

确称量后，投入搅拌机中充分搅拌均匀后，形成干粉产品。液体组分按比例投入混合机中搅

拌混合均匀后即形成液体产品。实际使用时，将上述组分按比例混合后即可制得用于水下

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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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4] 实施例7

[0065] 一种用于水下施工的3D打印水泥基材料，采用以下组分及重量份含量的原料制备

得到：水泥100，矿粉60，粉煤灰30，硅灰20，减水剂3，抗分散剂5，粘结剂5，引气剂0.5，保塑

剂25，淀粉醚0.5，调凝剂0.5，膨胀剂10，早强剂10，纤维0.5；细骨料300，粗骨料400。

[0066] 其中，水泥为粉煤灰水泥，减水剂为木质素磺酸盐减水剂，抗分散剂为威兰胶，粘

结剂为醋酸乙烯酯均聚胶粉，引气剂为磺化碳氢化合物，保塑剂为羟甲基纤维素，调凝剂为

柠檬酸，膨胀剂为氧化钙类膨胀剂，早强剂为甲酸钙，细骨料为钢渣细颗粒，粗骨料为碎石。

[0067] 3D打印水泥基材料在制备时，将除细骨料和粗骨料的组分按配方置于搅拌机中充

分搅拌均匀，再投入按比例称量的细骨料和粗骨料，混合、搅拌均匀后即制得3D打印水泥基

材料，使用时，按所需用水量加水搅拌均匀即可使用。

[0068] 以上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进行了描述。需要理解的是，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

特定实施方式，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权利要求的范围内做出各种变形或修改，这并不影

响本发明的实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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