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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3D打印的纤维增强

水泥基复合材料，所述复合材料的原料种类及各

原料的重量份数为：水泥1份，矿物掺合料0.2～

0.8份，细集料0.3～1.0份，水0.4～0.7份，减水

剂0.001～0.006份，速凝剂0.0004～0.002份，缓

凝剂0.0008～0.004份，消泡剂0.001～0.004份，

增稠剂0.001～0.007份，乳胶粉0.01～0.07份，

不锈钢纤维0.01～0.06份。本发明该材料不仅具

有较好的流动性，可挤出性和建造型，同时具有

较高的力学性能与抗氯盐侵蚀性能，适用于海工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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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3D打印的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复合材料的原料种

类及各原料的重量份数为：

水泥1份，矿物掺合料0.2～0.8份，细集料0.3～1.0份，水0.4～0.7份，减水剂0.001～

0.006份，速凝剂0.0004～0.002份，缓凝剂0.0008～0.004份，消泡剂0.001～0.004份，增稠

剂0.001～0.007份，乳胶粉0.01～0.07份，不锈钢纤维0.01～0.06份。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与快硬硫

铝酸盐水泥中的一种或两种混合；所述普通硅酸盐水泥的28天抗折强度为9～11MPa，28天

抗压强度为48～54MPa，标准稠度用水量为22～27％，初凝时间为140～160min，终凝时间为

220～270min；所述快硬硫铝酸盐水泥包含赤泥、铝灰、电石渣和脱硫石膏组分，其烧失量为

10～14％，1天抗压强度60～75MPa。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矿物掺合料为高炉矿渣、粉煤灰、

硅灰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细集料为磨细石英砂，其粒径为6‑20目，SiO2含量大于98％；所

述减水剂为液体或者固体聚羧酸减水剂。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速凝剂为碱性铝酸盐或碳酸锂；

所述缓凝剂为无水柠檬酸；所述消泡剂为快速消泡型消泡剂，主要成分为改性聚硅氧烷。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增稠剂为改性淀粉醚、羟丙基甲

基纤维素、羟乙基甲基纤维素、木质纤维素中的一种或多种，其中改性淀粉醚的粘度为1～5

万，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的粘度为4～20万。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复合材料，其特征在于，所述乳胶粉为温轮胶或可再分散乳胶

粉；所述不锈钢纤维长度为3～18mm，直径为0.03～0.12mm。

7.一种权利要求1所述用于3D打印的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1)将1份水泥、0.2～0.8份矿物掺合料、0.3～1.0份细集料、0.0008～0.004份缓凝剂、

0.001～0.004份消泡剂和0.01～0.07份乳胶粉混合，搅拌后得到混合料Ⅰ；

(2)将0.001～0.006份减水剂，0.001～0.007份增稠剂放进所需水中，此处用水占总用

水量(0.4～0.7份)的80％，搅拌均匀后，倒入步骤(1)制备的混合料Ⅰ中，搅拌，得到浆体Ⅰ；

(3)将0.01～0.06份不锈钢纤维分散到步骤(2)制备的浆体Ⅰ中，搅拌，得到不锈钢纤维

分散均匀的浆体Ⅱ；

(4)将步骤(3)所得的浆体Ⅱ通过搅拌泵输送至水泥3D打印喷头处，此时将0.0004～

0.002份速凝剂加入剩余水中，此处用水占总用水量的20％，搅拌后将此溶液与步骤(2)中

所得的浆体Ⅱ在喷头处混合，打印得到所述复合材料。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搅拌频率为140～280r/

min，搅拌时长为3～5min；步骤(2)中，搅拌频率为140～280r/min，搅拌时长为3～5min；步

骤(3)中，搅拌频率为140～280r/min，搅拌时长为5～10min。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4)中，复合材料的初凝时间为20

～60min，终凝时间为50～100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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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3D打印的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复合材料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用于3D打印的纤维增强水泥基复

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3D打印技术作为一种极具潜力的创新制造工艺成为了智能制造中最为重要的部

分，已被应用于不同的行业；因其自由化，无人化，高效率和绿色环保等优势，在建筑行业和

预制构件等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同时对于海洋工程和严酷环境工程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

[0003] 3D打印技术成型工艺不同于传统成型工艺，所以对水泥基材料的性能方面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目前3D打印水泥基材料多采用砂浆，很少掺加粗骨料，并且不能够配筋，因此

力学强度较低，严重影响了3D打印技术在水泥基材料中的应用。在传统成型工艺中，有一种

高延性水泥基复合材料，具有多缝开裂特征和应变硬化特性以及优异的裂缝控制能力。在

一些受拉应力较大的工程上具有显著的优势。将此种复合材料应用在3D打印中，并且能够

应用在海工环境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0004] 专利CN107500687A公开了一种用于3D打印的高延性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及

其制备方法，主要组分有流变调解组分，凝结硬化调节组分，层间粘结强度调节组分，体积

稳定剂和减水剂等外加剂组合物与骨料优化设计而得到的高延性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

料。此发明制成的材料无需钢筋也可以成型出满足结构要求的延性，具有优异的抗拉延性，

但其所使用的纤维为聚酯纤维、聚丙烯纤维聚乙烯纤维或聚乙烯醇纤维等，其抗拉强度低，

掺加此种纤维难以保留高延性特征，不能适应高强高延性的工程需求，而普通的钢纤维易

锈蚀，特别是在海工环境中，经受氯盐侵蚀时，钢纤维锈蚀而导致抗拉强度降低，并影响其

服役寿命；另外应用大量的外加剂组分，制造过程复杂，材料成本高，不符合3D打印无人化，

节约，高效的理念。

[0005] 综上所述，目前通过掺加纤维可以很好的解决3D打印水泥基材料无法配筋的问

题，然而大多使用的是聚乙烯纤维，玻璃纤维，聚丙烯纤维等，其抗拉强度低，掺加此种纤维

难以保留高延性特征，不能适应高强高延性的工程需求，同时普通钢纤维也得到广泛的应

用，但其在海洋工程中，经受氯离子侵蚀的严重问题，易锈蚀，从而影响其拉伸强度，进一步

影响其服役寿命。

发明内容

[0006]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本发明申请人提供了一种用于3D打印的纤维增强

水泥基复合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本发明该材料不仅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可挤出性和建造型，

同时具有较高的力学性能与抗氯盐侵蚀性能，适用于海工环境。且本发明制备方法简单，便

于施工，适合不同工况下的3D打印高延性水泥基复合材料。

[000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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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一种用于3D打印的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所述复合材料的原料种类及各原料

的重量份数为：

[0009] 水泥1份，矿物掺合料0.2～0 .8份，细集料0.3～1 .0份，水0.4～0 .7份，减水剂

0.001～0.006份，速凝剂0.0004～0.002份，缓凝剂0.0008～0.004份，消泡剂0.001～0.004

份，增稠剂0.001～0.007份，乳胶粉0.01～0.07份，不锈钢纤维0.01～0.06份。

[0010] 所述水泥为普通硅酸盐水泥与快硬硫铝酸盐水泥中的一种或两种混合；所述普通

硅酸盐水泥的28天抗折强度为9～11MPa，28天抗压强度为48～54MPa，标准稠度用水量为22

～27％，初凝时间为140～160min，终凝时间为220～270min；所述快硬硫铝酸盐水泥包含赤

泥、铝灰、电石渣和脱硫石膏组分，其烧失量为10～14％，1天抗压强度60～75MPa。

[0011] 所述矿物掺合料为高炉矿渣、粉煤灰、硅灰中的一种或多种；所述细集料为磨细石

英砂，其粒径为6‑20目，SiO2含量大于98％；所述减水剂为液体或者固体聚羧酸减水剂。

[0012] 所述速凝剂为碱性铝酸盐或碳酸锂；所述缓凝剂为无水柠檬酸；所述消泡剂为快

速消泡型消泡剂，主要成分为改性聚硅氧烷。

[0013] 所述增稠剂为改性淀粉醚、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羟乙基甲基纤维素、木质纤维素中

的一种或多种，其中改性淀粉醚的粘度为1～5万，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的粘度为4～20万。

[0014] 所述乳胶粉为温轮胶或可再分散乳胶粉；所述不锈钢纤维长度为3～18mm，直径为

0.03～0.12mm。

[0015] 一种用于3D打印的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16] (1)将1份水泥、0.2～0.8份矿物掺合料、0.3～1.0份细集料、0.0008～0.004份缓

凝剂、0.001～0.004份消泡剂和0.01～0.07份乳胶粉混合，搅拌后得到混合料Ⅰ；

[0017] (2)将0.001～0.006份减水剂，0.001～0.007份增稠剂放进所需水中，此处用水占

总用水量(0.4～0.7份)的80％，搅拌均匀后，倒入步骤(1)制备的混合料Ⅰ中，搅拌，得到浆

体Ⅰ；

[0018] (3)将0.01～0.06份不锈钢纤维分散到步骤(2)制备的浆体Ⅰ中，搅拌，得到不锈钢

纤维分散均匀的浆体Ⅱ；

[0019] (4)将步骤(3)所得的浆体Ⅱ通过搅拌泵输送至水泥3D打印喷头处，此时将0.0004

～0.002份速凝剂加入剩余水中，此处用水占总用水量的20％，搅拌后将此溶液与步骤(2)

中所得的浆体Ⅱ在喷头处混合，打印得到所述复合材料。

[0020] 步骤(1)中，搅拌频率为140～280r/min，搅拌时长为3～5min；步骤(2)中，搅拌频

率为140～280r/min，搅拌时长为3～5min；步骤(3)中，搅拌频率为140～280r/min，搅拌时

长为5～10min。

[0021] 步骤(4)中，复合材料的初凝时间为20～60min，终凝时间为50～100min。

[0022] 本发明有益的技术效果在于：

[0023] 本发明材料在满足流动性，可挤出性和可建造性的同时，使用不锈钢纤维增强水

泥基材料，使其既适用于3D打印，又具有较高的力学性能，同时具有抗氯盐侵蚀的显著优

势。

[0024] 本发明的纤维增强水泥基材料所掺加的不锈钢纤维具有较高抗拉强度的同时，具

有抗氯盐侵蚀的能力，同时搭配乳胶粉，使得材料具有一定的防水性，从而在海水等氯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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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可抑制含有氯离子的海水渗透进材料内部，不容易锈蚀，适用于海工环境。本发明的纤

维增强水泥基材料同时使用了缓凝剂和速凝剂，可以不断调节材料的初终凝时间，适用于

不同的建筑工程。

[0025] 本发明的纤维增强水泥基材料及其制备方法使得材料在输送系统中具有良好的

流动性，在喷嘴处开始具有较好的粘稠度和堆积性，平衡了3D打印过程中流动性和堆积性

的矛盾点。

附图说明

[0026] 图1为本发明制备方法流程图。

[0027] 图2为实施例打印制得复合材料的实际打印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具体描述。

[0029] 实施例1：

[0030] 一种用于3D打印的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31] (1)将0.9份普通硅酸盐水泥、0.1份硫铝酸盐水泥、0.2粉煤灰(F类一级粉煤灰，比

表面积为740m2/kg)、0.4份磨细石英砂(粒径为10目，SiO2含量大于98％)、0.001份无水柠檬

酸、0.002份快速消泡型控泡剂(主成分改性聚硅氧烷)和0.04份温轮胶混合，搅拌频率为

140r/min，搅拌时长为3min后得到混合料Ⅰ；所述普通硅酸盐水泥的28天抗折强度为9～

11MPa，28天抗压强度为48～54MPa，标准稠度用水量为22～27％，初凝时间为140～160min，

终凝时间为220～270min；所述的硫铝酸盐水泥包含赤泥、铝灰、电石渣和脱硫石膏组分，其

烧失量为10～14％、1天抗压强度60～75MPa。

[0032] (2)将0.002份固体聚羧酸减水剂，0.001～0.007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粘度为4

万)放进0.32份自来水中，搅拌均匀后，倒入步骤(1)制备的混合料Ⅰ中，搅拌频率为280r/

min，搅拌时长为5min，得到浆体Ⅰ；

[0033] (3)将0.06份不锈钢纤维(纤维长度为6mm、直径为0.1mm、拉伸强度为2850MPa，密

度为7.9g/cm3)分散到步骤(2)制备的浆体Ⅰ中，搅拌频率为280r/min，搅拌时长为6min，得

到不锈钢纤维分散均匀的浆体Ⅱ；

[0034] (4)将步骤(3)所得的浆体Ⅱ通过搅拌泵输送至水泥3D打印喷头处，此时将0.0005

份碳酸锂粉末速凝剂加入0.08份自来水中，搅拌后将此溶液与步骤(2)中所得的浆体Ⅱ在

喷头处混合，打印得到所述复合材料。

[0035] 实施例1的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打印性能和堆积性能，同时打印

出的浆体具有良好的承载力，当层层递进打印时，最下面一层不会发生变形和坍落，层与层

之间具有较好的粘结力。挤出时可以连续不间断的打印，直至浆体使用完毕。根据《水泥标

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测方法》(GB/T1346‑2011)测得此打印材料的初凝时间

为40min，终凝时间为65min。依据GB/T  17671‑1999《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测试试体标

准养护3d后，其抗折强度为12.64MPa，抗压强度为35.45MPa。依据JGJT  70‑2009《建筑砂浆

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测试了材料的吸水率为6.5％，具有较好的防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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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实施例2：

[0037] 一种用于3D打印的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38] (1)将0.8份普通硅酸盐水泥、0.2份硫铝酸盐水泥、0.3份磨细高炉矿渣(比表面积

为430m2/kg，28天活性指数为≥95)、0.2份粉煤灰(F类一级粉煤灰，比表面积为740m2/kg)、

0.5份磨细石英砂(粒径为10目，SiO2含量大于98％)、0.0008份无水柠檬酸、0.002份快速消

泡型控泡剂(主成分改性聚硅氧烷)和0.05份温轮胶混合，搅拌频率为140r/min，搅拌时长

为3min后得到混合料Ⅰ；所述普通硅酸盐水泥的28天抗折强度为9～11MPa，28天抗压强度为

48～54MPa，标准稠度用水量为22～27％，初凝时间为140～160min，终凝时间为220～

270min；所述的硫铝酸盐水泥包含赤泥、铝灰、电石渣和脱硫石膏组分，其烧失量为10～

14％、1天抗压强度60～75MPa。

[0039] (2)将0.002份固体聚羧酸减水剂，0.005份改性淀粉醚(粘度为5万)放进0.4份自

来水中，搅拌均匀后，倒入步骤(1)制备的混合料Ⅰ中，搅拌频率为280r/min，搅拌时长为

5min，得到浆体Ⅰ；

[0040] (3)将0.06份不锈钢纤维(纤维长度为12mm，直径为0.12mm，拉伸强度为2850MPa，

密度为7.9g/cm3)分散到步骤(2)制备的浆体Ⅰ中，搅拌频率为280r/min，搅拌时长为6min，

得到不锈钢纤维分散均匀的浆体Ⅱ；

[0041] (4)将步骤(3)所得的浆体Ⅱ通过搅拌泵输送至水泥3D打印喷头处，此时将0.0004

份碳酸锂粉末速凝剂加入0.1份自来水中，搅拌后将此溶液与步骤(2)中所得的浆体Ⅱ在喷

头处混合，打印得到所述复合材料。

[0042] 试验结果：实施例2的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在管道输送环节具有良好的流动

性，打印后具有较好的堆积性能，和良好的承载力，当打印6层后，最下面一层仍然不会发生

较大变形和坍落，且层与层之间具有较好的粘结力。挤出时可以连续不间断的打印，直至浆

体使用完毕。根据《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测方法》(GB/T1346‑2011)测

得此打印材料的初凝时间为25min，终凝时间为50min。依据GB/T  17671‑1999《水泥胶砂强

度检验方法》，测试试体标准养护3d后，其抗折强度为13.73MPa，抗压强度为36.84MPa。依据

JGJT  70‑2009《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测试了材料的吸水率为6.5％，具有较好

的防水性。

[0043] 实施例3：

[0044] 一种用于3D打印的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45] (1)将0.85份普通硅酸盐水泥、0.15份硫铝酸盐水泥、0.4份磨细高炉矿渣(比表面

积为430m2/kg，28天活性指数为≥95)、0.1份粉煤灰(F类一级粉煤灰，比表面积为740m2/

kg)、0.1份硅灰(比表面积为25000～29000m2/kg，其SiO2含量大于90％)、0.45份磨细石英砂

(粒径为15目，SiO2含量大于98％)、0.001份无水柠檬酸、0.003份快速消泡型控泡剂(主成

分改性聚硅氧烷)和0.06份可再分散乳胶粉混合，搅拌频率为140r/min，搅拌时长为3min后

得到混合料Ⅰ；所述普通硅酸盐水泥的28天抗折强度为9～11MPa，28天抗压强度为48～

54MPa，标准稠度用水量为22～27％，初凝时间为140～160min，终凝时间为220～270min；所

述的硫铝酸盐水泥包含赤泥、铝灰、电石渣和脱硫石膏组分，其烧失量为10～14％、1天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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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60～75MPa。

[0046] (2)将0.002份固体聚羧酸减水剂，0.001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粘度为10万)放进

0.425份自来水中，搅拌均匀后，倒入步骤(1)制备的混合料Ⅰ中，搅拌频率为280r/min，搅拌

时长为5min，得到浆体Ⅰ；

[0047] (3)将0.03份不锈钢纤维(纤维长度为6mm，直径为0.12mm，拉伸强度为2850MPa，密

度为7.9g/cm3)分散到步骤(2)制备的浆体Ⅰ中，搅拌频率为280r/min，搅拌时长为6min，得

到不锈钢纤维分散均匀的浆体Ⅱ；

[0048] (4)将步骤(3)所得的浆体Ⅱ通过搅拌泵输送至水泥3D打印喷头处，此时将0.0005

份碱性铝酸盐速凝剂加入0.075份自来水中，搅拌后将此溶液与步骤(2)中所得的浆体Ⅱ在

喷头处混合，打印得到所述复合材料。

[0049] 试验结果：实施例3的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在管道输送环节具有良好的流动

性，打印后具有较好的堆积性能和良好的承载力，层层堆积后下面一层不会发生较大变形

和坍落，实际打印高度基本等于设计高度，且层与层之间具有较好的粘结力。挤出时可以连

续不间断的打印，直至浆体使用完毕。根据《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测方

法》(GB/T1346‑2011)测得此打印材料的初凝时间为55min，终凝时间为75min。依据GB/T 

17671‑1999《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测试试体标准养护3d后，其抗折强度为12.53MPa，抗

压强度为35.18MPa。依据JGJT  70‑2009《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测试了材料的吸

水率为7.0％，具有较好的防水性。

[0050] 对比例1：

[0051] 一种用于3D打印的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的制备方法，所述制备方法包括如下

步骤：

[0052] (1)将0.9份普通硅酸盐水泥、0.1份硫铝酸盐水泥、0.2粉煤灰(F类一级粉煤灰，比

表面积为740m2/kg)、0.4份磨细石英砂(粒径为10目，SiO2含量大于98％)、0.001份无水柠檬

酸、0.002份快速消泡型控泡剂(主成分改性聚硅氧烷)混合，搅拌频率为140r/min，搅拌时

长为3min后得到混合料Ⅰ；所述普通硅酸盐水泥的28天抗折强度为9～11MPa，28天抗压强度

为48～54MPa，标准稠度用水量为22～27％，初凝时间为140～160min，终凝时间为220～

270min；所述的硫铝酸盐水泥包含赤泥、铝灰、电石渣和脱硫石膏组分，其烧失量为10～

14％、1天抗压强度60～75MPa。

[0053] (2)将0.002份固体聚羧酸减水剂，0.001～0.007份羟丙基甲基纤维素(粘度为4

万)放进0.32份自来水中，搅拌均匀后，倒入步骤(1)制备的混合料Ⅰ中，搅拌频率为280r/

min，搅拌时长为5min，得到浆体Ⅰ；

[0054] (3)将0.06份不锈钢纤维(纤维长度为6mm、直径为0.1mm、拉伸强度为2850MPa，密

度为7.9g/cm3)分散到步骤(2)制备的浆体Ⅰ中，搅拌频率为280r/min，搅拌时长为6min，得

到不锈钢纤维分散均匀的浆体Ⅱ；

[0055] (4)将步骤(3)所得的浆体Ⅱ通过搅拌泵输送至水泥3D打印喷头处，此时将0.0005

份碳酸锂粉末速凝剂加入0.08份自来水中，搅拌后将此溶液与步骤(2)中所得的浆体Ⅱ在

喷头处混合，打印得到所述复合材料。

[0056] 试验结果：对比例1的纤维增强水泥基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打印性能和堆积性能，

同时打印出的浆体具有良好的承载力，当层层递进打印时，最下面一层不会发生变形和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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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层与层之间具有较好的粘结力。挤出时可以连续不间断的打印，直至浆体使用完毕。根

据《水泥标准稠度用水量、凝结时间、安定性检测方法》(GB/T1346‑2011)测得此打印材料的

初凝时间为40min，终凝时间为65min。依据GB/T  17671‑1999《水泥胶砂强度检验方法》，测

试试体标准养护3d后，其抗折强度为12.98MPa，抗压强度为36.15MPa。依据JGJT  70‑2009

《建筑砂浆基本性能试验方法标准》测试了材料的吸水率为9.0％，与实施例1中相比，其吸

水率提高了2.5个百分点，其防水性远不及实施例1中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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