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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

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结构，包括采用3D打印制

作成型的多层预制混凝土外壳，每层所述预制混

凝土外壳包括采用3D打印一体成型的一内墙面、

一外墙面及设于所述内墙面与所述外墙面两侧

的两侧墙面，所述内墙面与所述外墙面之间连接

有多道拉结筋，所述拉结筋的两端在3D打印所述

预制混凝土外壳时分别埋设于所述内墙面与所

述外墙面内。本发明通过在预制混凝土外壳的内

墙面和外墙面之间预制拉结筋，防止涨模，并且

将剪力墙的水平筋也预埋于预制混凝土外壳之

间，避免水平筋后安装时带来的施工不便，简化

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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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采用3D

打印制作成型的多层预制混凝土外壳，每层所述预制混凝土外壳包括采用3D打印一体成型

的一内墙面、一外墙面及设于所述内墙面与所述外墙面两侧的两侧墙面，所述内墙面与所

述外墙面之间连接有多道拉结筋，所述拉结筋的两端在3D打印所述预制混凝土外壳时分别

埋设于所述内墙面与所述外墙面内；

其中，通过以下步骤在3D打印所述预制混凝土外壳时埋设所述拉结筋，包括：

a、采用3D打印技术制作第一层形状适配于剪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

b、于第一层预制混凝土外壳的内墙面和外墙面的顶部设置第一层拉结筋；

c、采用3D打印技术于第一层预制混凝土外壳的顶部制作第二层预制混凝土外壳，使第

一层拉结筋向上弯折的两端分别埋设于第一层预制混凝土外壳与第二层预制混凝土外壳

的内墙面和外墙面的连接处。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拉结筋的两端向上或向下弯折。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预制混凝土外壳的表面形成有凹凸纹路。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结构，其特征在

于：还包括两端分别埋设于所述预制混凝土外壳内的水平筋和竖向绑扎于所述水平筋上的

竖筋。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结构，其特征在

于：所述水平筋平行于所述内墙面与所述外墙面，所述水平筋的两端分别埋设于所述两侧

墙面内，所述竖筋竖向插设于所述预制混凝土外壳内，并绑扎于所述水平筋的内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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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结构

[0001] 本发明为申请号为201410437818.X的中国专利申请“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

结构及其施工方法”(申请日：2014年08月29日)的分案申请。

技术领域

[0002] 本发明涉及一种剪力墙施工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的预

制混凝土外壳结构。

背景技术

[0003] 传统的剪力墙施工采用现浇混凝土施工，首先绑扎剪力墙钢筋笼，包括剪力墙水

平筋和剪力墙竖筋，钢筋笼绑扎完成后，在钢筋笼两侧安装剪力墙模板，并将两侧的模板采

用穿设拉结筋的方式进行对拉拉结，以防止后期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发生涨模，最后于模板

内浇筑剪力墙混凝土，待混凝土终凝后拆除模板，完成施工。

[0004] 传统的现浇混凝土剪力墙施工工序繁杂，且无法适应于装配式的钢筋砼结构，适

用范围小，不利于建筑结构的发展。

[0005] 装配式钢筋砼结构是建筑结构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有利于建筑工业化的发展、

提高生产效率节约能源以及发展绿色环保建筑。有一种较好的装配式钢筋砼结构是采用外

壳预制核心现浇筑的装配式钢筋砼结构，其将装配式钢筋砼结构的梁、柱构件的混凝土保

护层连同箍筋预制，形成口形预制混凝土外壳；外壳装配定位并配置主筋后，于外壳内浇筑

核心部分混凝土，这样既方便施工又节约模板，有利于建筑工业化。

[0006] 但是，这种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由于无法安装拉结筋，无法适用于剪力墙的施

工，因此，很有必要提出一种如何在预制混凝土外壳内安装拉结筋来防止浇筑混凝土时发

生的涨模问题。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能够防止涨模的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

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结构，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节省了材料、人力、时间成本等，

符合绿色施工要求。

[0008] 为实现上述技术效果，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的预制混凝

土外壳结构，包括采用3D打印制作成型的多层预制混凝土外壳，每层所述预制混凝土外壳

包括采用3D打印一体成型的一内墙面、一外墙面及设于所述内墙面与所述外墙面两侧的两

侧墙面，所述内墙面与所述外墙面之间连接有多道拉结筋，所述拉结筋的两端在3D打印成

型所述预制混凝土外壳时分别埋设于所述内墙面与所述外墙面内。

[0009] 所述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结构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所述

拉结筋的两端向上或向下弯折。

[0010] 所述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结构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所述

预制混凝土外壳的表面形成有凹凸纹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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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结构进一步的改进在于，还包

括两端分别埋设于所述预制混凝土外壳内的水平筋和竖向绑扎于所述水平筋上的竖筋。

[0012] 所述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结构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所述

水平筋平行于所述内墙面与所述外墙面，所述水平筋的两端分别埋设于所述两侧墙面内，

所述竖筋竖向插设于所述预制混凝土外壳内，并绑扎于所述水平筋的内侧。

[0013] 本发明由于采用了以上技术方案，使其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4] 通过采用基于3D打印的钢筋砼结构的施工，取代原来的模板浇注施工，以3D打印

技术一体成型的预制混凝土外壳，如剪力墙的内墙面和外墙面，不仅可以作为剪力墙的模

板，其本身也能作为剪力墙的一部分，因此，避免了在剪力墙混凝土浇筑后，拆除模板的施

工，节省了施工工序，节省了模板，有利于建筑工业化。

[0015] 通过在制作预制剪力墙内墙面和外墙面时，在内墙面和外墙面之间设置拉结筋，

防止混凝土浇筑时发生涨模，并且将剪力墙的水平筋也预埋于内墙面与外墙面之间，避免

水平筋后安装所带来的施工不便，简化施工。

[0016] 通过采用3D打印技术一体成型预制混凝土外壳，在预制混凝土外壳的内表面上形

成连续的凹凸纹路，增加了预制混凝土外壳的内表面与其内注混凝土之间的接触面，相比

平滑的内表面，增大了摩擦力，提高了结合强度，避免了脱壳现象。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采用本发明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结构制作完成的

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的立面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图1的A-A剖视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第一层预制混凝土外壳的施工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第一层拉结筋的施工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第二层预制混凝土外壳的施工示意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第一层水平筋的施工示意图。

[0023] 图7是本发明第三层预制混凝土外壳的施工示意图。

[0024] 图8是本发明预制混凝土外壳施工完成后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下面结合附图以及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26] 首先参阅图1所示，为采用本发明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

结构制作完成的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结构，该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主要

由预制混凝土外壳11、剪力墙拉结筋12、剪力墙水平筋13、剪力墙竖筋14，以及浇筑于预制

混凝土外壳11内的混凝土构成。配合图2所示，预制混凝土外壳11的形状适配于剪力墙，包

括采用3D打印一体成型的一内墙面111、一外墙面112及设于内墙面111与外墙面112两侧的

两侧墙面113，预制混凝土外壳11的内墙面111、外墙面112及两侧墙面113采用3D打印技术

制作成型，在预制混凝土外壳11的表面形成有凹凸纹路15，增加了预制混凝土外壳11的内

表面与其内注混凝土之间的接触面，相比平滑的内表面，增大了摩擦力，提高了结合强度，

避免了脱壳现象。水平筋13平行于内墙面111与外墙面112，水平筋13的两端分别埋设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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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墙面113内，竖筋14竖向插设于预制混凝土外壳11内，并绑扎于水平筋13的内侧。拉结筋

12的两端分别埋设于内墙面111与外墙面112内，并且拉结筋12的两端向上或向下弯折，用

来拉结两侧的内墙面111与外墙面112。通过在制作剪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11时，在预制

混凝土外壳11的内墙面111和外墙面112之间设置拉结筋12，来防止混凝土浇筑时发生涨模

问题。在制作剪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11时，将剪力墙的水平筋13预先埋设于预制混凝土

外壳11的侧墙面113内，可以避免水平筋13后安装时带来的施工不便，简化施工。竖筋14直

接竖向插设于内墙面111与外墙面112之间，并与预埋于内墙面111和外墙面112间的水平筋

13和拉结筋12相互绑扎固定。采用基于3D打印的钢筋砼结构的施工，取代原来的模板浇注

施工，以3D打印技术一体成型的预制混凝土外壳不仅可以作为剪力墙的模板，其本身也能

作为剪力墙的一部分，因此，避免了在剪力墙混凝土浇筑后，拆除模板的施工，节省了施工

工序，节省了模板，有利于建筑工业化。

[0027] 结合图3至图8所示，为采用本发明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

结构制作基于3D打印的混凝土剪力墙的施工方法，具体如下：

[0028] a、采用3D打印技术制作第一层形状适配于剪力墙的预制混凝土外壳11’，该预制

混凝土外壳11’包括采用3D打印一体成型的一内墙面111’和一外墙面112’，以及连接于内

墙面111’与外墙面112’两侧的两个侧墙面，如图3所示；

[0029] b、于第一层预制混凝土外壳11’的内墙面111’和外墙面112’的顶部设置第一层拉

结筋12，拉结筋12水平间隔排布于内墙面111’和外墙面112’之间，并且拉结筋12的两端向

上弯折，如图2和图4所示；

[0030] c、采用3D打印技术于第一层预制混凝土外壳11’的顶部制作第二层预制混凝土外

壳11”，使第一层拉结筋12向上弯折的两端分别埋设于第一层与第二层预制混凝土外壳的

内墙面与外墙面的连接处，以拉结两侧的内墙面与外墙面，如图5所示；

[0031] d、于第二层预制混凝土外壳11”的内墙面与外墙面的顶部设置第一层水平筋13，

水平筋13的两端分别设置于两侧的侧墙面的顶部，如图6所示；

[0032] e、采用3D打印技术于第二层预制混凝土外壳11”的顶部制作第三层预制混凝土外

壳11”’，使第一层水平筋13的两端分别埋设于第二层与第三层预制混凝土外壳两侧的侧墙

面的连接处，如图7所示；

[0033] 重复上述施工，直至完成预制混凝土外壳至设计标高，如图8所示；

[0034] 于预制混凝土外壳内插设竖筋14，并将竖筋14绑扎于水平筋13和拉结筋12上，使

水平筋13紧贴与竖筋14的外侧，如图1所示；

[0035] 待竖筋14绑扎完成后，于预制混凝土外壳内浇筑混凝土，完成剪力墙施工。

[0036] 以上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中普通技术人员可根据上

述说明对本发明做出种种变化例。因而，实施例中的某些细节不应构成对本发明的限定，本

发明将以所附权利要求书界定的范围作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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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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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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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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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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