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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岩土模型的材料设计3D打印工艺，
包括装填岩土模型的原料粉末和添加剂浆料；
利
用参数化设计软件设计岩土模型的材料与结构
的双梯度变化数字模型，
对双梯度变化数字模型
进行分层切片，
分析每层切片包含的岩土模型的
原料和添加剂的含量数据，
并转化为空压参数；
根据第一层切片的空压参数将岩土模型的原料
和添加剂同时压入3D打印机的搅拌系统，
通过搅
拌系统的转动将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加剂混合
均匀，
得到混合浆料，
然后将混合浆料一层一层
进行打印 ，
直到在纵横向打印完成微结构的构
建，
所构建的微结构等比还原性岩土模型。本发
明通过层层分析结构层层建立岩土模型，
在微宏
观的级别实现了对岩土模型的精准控制，
仿真度
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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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基于岩土模型的材料设计3D打印工艺，
其特征在于，
包括以下步骤：
(1)将岩土模型的原料粉末和添加剂浆料装填在3D打印机的进料系统中，
所述进料系
统包括数个喷射管道和一个注射管道，
岩土模型的原料粉末分别装填在不同喷射管道内，
添加剂浆料装填在注射管道内；
(2)利用参数化设计软件设计岩土模型的材料与结构的双梯度变化数字模型，
通过切
片软件对双梯度变化数字模型进行分层切片，
分析每层切片包含的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加
剂的含量数据，
然后将每层切片的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加剂的含量数据转化为喷射管道喷
射原料的空压参数和注射管道注射添加剂的空压参数，
再将每层切片的空压参数上传至控
制软件；
所述空压参数包括切片的高度范围、切片是否渐变、切片的底部材料比和切片的顶
部材料比；
(3)控制软件根据步骤(2)确定的第一层切片的空压参数将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加剂
同时压入3D打印机的搅拌系统，
通过搅拌系统的转动将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加剂混合均
匀，
得到第一层混合浆料，
第一层混合浆料随着搅拌系统的转动从搅拌系统底部的出料口
挤出，
并在3D打印机的打印底板上打印第一层；
(4)在打印底板上打印第一层后，
将3D打印机的打印头沿竖直方向抬高，
然后控制软件
根据步骤(2)确定的第二层切片的空压参数将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加剂同时压入3D打印机
的搅拌系统，
通过搅拌系统的转动将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加剂混合均匀，
得到第二层混合
浆料，
第二层混合浆料随着搅拌系统的转动从搅拌系统底部的出料口挤出，
并在3D打印机
的打印底板上打印第二层，
第二层打印完成后，
将3D打印机的打印头沿竖直方向再次抬高，
以此类推，
直到打印完成岩土模型结构，
所打印的岩土模型结构等比还原岩土模型。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岩土模型的材料设计3D打印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1)中，
喷射管道的数量与岩土模型的原料种类相一致。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岩土模型的材料设计3D打印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1)中，
添加剂浆料在注射管道内加热至70-90℃。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岩土模型的材料设计3D打印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2)中，
将双梯度变化数字模型以平行于3D打印机的打印底板N个平面进行切片，
将双梯度
变化数字模型分割成N+1层切片，
每层切片的厚度为0 .01mm-10mm。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岩土模型的材料设计3D打印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3)中，
所述搅拌系统为螺杆搅拌系统，
所述螺杆搅拌系统的温度为70-90℃，
螺杆搅拌系统
的搅拌速度为30-60rpm。
6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岩土模型的材料设计3D打印工艺，
其特征在于，
所述步骤
(4)中，
3D打印机的打印头每次沿竖直方向抬高的距离相同，
每次抬高的距离均为0 .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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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岩土模型的材料设计3D打印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3D打印技术及工艺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基于岩土模型的材料设计3D打
印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近年来3D打印技术的快速发展，
其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相比于传统物理模型
模拟，
大比例缩小模型为工程实施及自然灾害模拟重现提供了可控的定量分析手段，
此技
术可实现岩土材料的模拟，
高效构建高精度参数化模型并打印，
缩短模型制作工期，
提升工
程及灾害分析的可靠性，
推动灾害研究和防护技术进步。
[0003] 目前，
岩土模型材料的3D打印无法实现对宏微观结构的可控，
打印出的岩土模型
材料无法实现高仿真，
易导致模拟效果不能够达到高度还原，
不利于工程及灾害的重现分
析测试。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
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
提供一种高仿真，
模拟效果高度还原的基于岩土模型的材料设计3D打印工艺。
[0005]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基于岩土模型的材料设计3D打
印工艺，
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将岩土模型的原料粉末和添加剂浆料装填在3D打印机的进料系统中，
所述进
料系统包括数个喷射管道和一个注射管道，
岩土模型的原料粉末分别装填在不同喷射管道
内，
添加剂浆料装填在注射管道内；
[0007] （2）利用参数化设计软件设计岩土模型的材料与结构的双梯度变化数字模型，
通
过切片软件对双梯度变化数字模型进行分层切片，
分析每层切片包含的岩土模型的原料和
添加剂的含量数据，
然后将每层切片的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加剂的含量数据转化为喷射管
道喷射原料的空压参数和注射管道注射添加剂的空压参数，
再将每层切片的空压参数上传
至控制软件；
[0008] （3）控制软件根据步骤（2）确定的第一层切片的空压参数将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
加剂同时压入3D打印机的搅拌系统，
通过搅拌系统的转动将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加剂混合
均匀，
得到第一层混合浆料，
第一层混合浆料随着搅拌系统的转动从搅拌系统底部的出料
口挤出，
并在3D打印机的打印底板上打印第一层；
[0009] （4）在打印底板上打印第一层后，
将3D打印机的打印头沿竖直方向抬高，
然后控制
软件根据步骤（2）确定的第二层切片的空压参数将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加剂同时压入3D打
印机的搅拌系统，
通过搅拌系统的转动将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加剂混合均匀，
得到第二层
混合浆料，
第二层混合浆料随着搅拌系统的转动从搅拌系统底部的出料口挤出，
并在3D打
印机的打印底板上打印第二层，
第二层打印完成后，
将3D打印机的打印头沿竖直方向再次
抬高，
以此类推，
直到打印完成岩土模型结构，
所打印的岩土模型结构等比还原岩土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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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进一步，
所述步骤（1）中，
喷射管道的数量与岩土模型的原料种类相一致。
[0011] 进一步，
所述步骤（1）中，
添加剂浆料在注射管道内加热至70-90℃。
[0012] 进一步，
所述步骤（2）中，
将双梯度变化数字模型以平行于3D打印机的打印底板N
个平面进行切片，
将双梯度变化数字模型分割成N+1层切片，
每层切片的厚度为0 .01mm10mm。
[0013] 进一步，
所述步骤（2）中，
所述空压参数包括切片的高度范围、切片是否渐变、切片
的底部材料比和切片的顶部材料比。
[0014] 进一步，
所述步骤（3）中，
所述搅拌系统为螺杆搅拌系统，
所述螺杆搅拌系统的温
度为70-90℃，
螺杆搅拌系统的搅拌速度为30-60rpm。
[0015] 进一步，
所述步骤（4）中，
3D打印机的打印头每次沿竖直方向抬高的距离相同，
每
次抬高的距离均为0 .2mm。
[0016] 与现有技术相比 ，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根据地质梯度特性建立双梯度变化
数字模型，
对岩土材料和结构进行层层分析，
并依据每层分析结构层层建立岩土模型，
在微
宏观的级别实现了对岩土模型的精准控制，
弥补了传统岩土模型材料建设的单一性，
实现
宏观层级区分，
实现对复杂自然环境的还原，
仿真度大大提高，
大大提高了模拟的精确性，
提升工程及灾害的发生还原度，
对灾害预测的发生和工程防护起到重要作用。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一实施例的流程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一实施例3D打印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
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
下面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实施
方式作进一步地描述。
[0020] 请参考图1和图2，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基于岩土模型的材料设计3D打印工
艺，
包括以下步骤：
[0021] （1）将岩土模型的原料粉末和添加剂浆料装填在3D打印机的进料系统中，
所述进
料系统包括数个喷射管道和一个注射管道，
岩土模型的原料粉末分别装填在不同喷射管道
内，
添加剂浆料装填在注射管道内，
喷射管道的数量与岩土模型的原料种类相一致，
添加剂
浆料在注射管道内加热至80℃；
[0022] （2）利用参数化设计软件设计岩土模型的材料与结构的双梯度变化数字模型，
通
过切片软件对双梯度变化数字模型进行分层切片，
将双梯度变化数字模型以平行于3D打印
机的打印底板N个平面进行切片，
将双梯度变化数字模型分割成N+1层切片，
每层切片的厚
度为0 .01mm-10mm，
分析每层切片包含的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加剂的含量数据，
然后将每层
切片的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加剂的含量数据转化为喷射管道喷射原料的空压参数和注射
管道注射添加剂的空压参数，
再将每层切片的空压参数上传至控制软件，
空压参数包括切
片的高度范围、切片是否渐变、切片的底部材料比和切片的顶部材料比；
[0023] （3）控制软件根据步骤（2）确定的第一层切片的空压参数将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
加剂同时压入3D打印机的搅拌系统，
通过搅拌系统的转动将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加剂混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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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
得到第一层混合浆料，
第一层混合浆料随着搅拌系统的转动从搅拌系统底部的出料
口挤出，
并在3D打印机的打印底板上打印第一层，
在一实施例中，
搅拌系统为螺杆搅拌系
统，
所述螺杆搅拌系统的温度为80℃，
螺杆搅拌系统的搅拌速度为50rpm；
[0024] （4）在打印底板上打印第一层后，
将3D打印机的打印头沿竖直方向抬高，
然后控制
软件根据步骤（2）确定的第二层切片的空压参数将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加剂同时压入3D打
印机的搅拌系统，
通过搅拌系统的转动将岩土模型的原料和添加剂混合均匀，
得到第二层
混合浆料，
第二层混合浆料随着搅拌系统的转动从搅拌系统底部的出料口挤出，
并在3D打
印机的打印底板上打印第二层，
第二层打印完成后，
将3D打印机的打印头沿竖直方向再次
抬高，
3D打印机的打印头每次沿竖直方向抬高的距离相同，
每次抬高的距离均为0 .2mm，
以
此类推，
直到打印完成岩土模型结构，
所打印的岩土模型结构等比还原岩土模型。
[0025] 本发明在微宏观的级别实现了对岩土模型的精准控制，
弥补了传统岩土模型材料
建设的单一性，
实现宏观层级区分，
实现对复杂自然环境的还原，
仿真度大大提高，
大大提
高了模拟的精确性，
提升工程及灾害的发生还原度，
对灾害预测的发生和工程防护起到重
要作用。
[0026] 在不冲突的情况下，
本文中上述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结合。
[0027]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
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
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原则之内，
所作的任何修改、
等同替换、
改进等，
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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