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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为一种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

体化建造装置及方法，该装置包括螺旋叶片式挤

出型混凝土打印头、料桶、FRP筋挤出设备及控制

系统；混凝土打印头上部连接料桶，料桶上套接

有轴承，轴承外圈与大齿轮固定，在大齿轮的一

侧设有相互啮合的小型齿轮，所述小型齿轮与第

一步进电机的输出轴连接，且第一步进电机固定

在小型齿轮上；大齿轮的下表面通过连杆连接

FRP筋挤出设备；所述FRP筋挤出设备包括FRP筋

线轴、送筋单元、固定板、前导槽、剪断单元、再送

筋单元、后导槽、散热单元、加热单元。该装置能

实现混凝土和FRP筋的一体化建造，具有良好的

工程可行性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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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螺旋叶片

式挤出型混凝土打印头、料桶、FRP筋挤出设备及控制系统；混凝土打印头上部连接料桶，料

桶上套接有轴承，轴承外圈与大齿轮固定，在大齿轮的一侧设有相互啮合的小型齿轮，所述

小型齿轮与第一步进电机的输出轴连接，且第一步进电机固定在小型齿轮上；大齿轮的下

表面通过连杆连接FRP筋挤出设备；

所述FRP筋挤出设备包括FRP筋线轴、送筋单元、固定板、前导槽、剪断单元、再送筋单

元、后导槽、散热单元、加热单元；FRP筋线轴安装在连杆上，连杆下端连接固定板，固定板的

长度方向与料桶平行；FRP筋线轴上缠绕FRP筋，所述的送筋单元、剪断单元、再送筋单元由

上到下依次固定在固定板上；

所述送筋单元包括并排设置的第一主动齿轮和第一从动滑轮，第一主动齿轮和第一从

动滑轮紧密接触，

所述剪断单元在送筋单元的下方，包括安装在固定板上的剪断刀片、抗冲击垫块和气

缸，气缸的输出端连接剪断刀片，在与剪断刀片相对的一侧固定板上设置抗冲击垫块；

所述再送筋单元的结构组成与送筋单元相同，包括并排设置的第二主动齿轮和第二从

动滑轮，第二主动齿轮和第二从动滑轮紧密接触；

在送筋单元与剪断单元间的固定板表面设有前导槽，前导槽的始端与位于第一从动滑

轮和第一主动齿轮相接触位置的凹槽接触，终端至剪断单元的中心位置；

在剪断单元与再送筋单元间的固定板表面设有后导槽，后导槽的始端设在剪断单元的

中心处，终端与散热单元接触；前导槽和后导槽之间的距离与剪断刀片的厚度相匹配，且前

导槽的终端和后导槽的始端均不与剪断刀片接触；

在再送筋单元下端连接散热单元，在散热单元下方连接加热单元，散热单元和加热单

元内均设置供FRP筋通过的输送通道；加热单元的出口与混凝土打印头的出口等高；

在固定板的背面设置有第二步进电机、第一同步轮、第二同步轮、第三同步轮、同步带，

第三同步轮通过轴与第二主动齿轮连接，第二步进电机的输出轴连接第二同步轮，第一同

步轮通过轴与第一主动齿轮连接，第一同步轮和第二同步轮通过齿啮合方式传动，第三同

步轮和第二同步轮之间分别通过同步带连接传动；

所述的第一从动滑轮和第二从动滑轮侧面中间位置设有一周凹槽，凹槽尺寸与FRP筋

相吻合；

上述的第一步进电机、第二步进电机、气缸、加热单元、混凝土打印头均与控制系统连

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加热单元包括加热套、温度传感器、传热合金管，加热套套在传热合金管上，在加热套的表

面设置温度传感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后导槽始端设为喇叭口。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FRP筋的直径不大于5mm，且FRP筋为热塑性材料。

5.一种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方法，采用权利要求1-4任一所述的3D打

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装置，该方法的步骤是：

权　利　要　求　书 1/2 页

2

CN 108708455 B

2



S1、分别对FRP筋和混凝土结构单独进行数字化建模及STL文件生成；

S2、对S1建模后的三维模型分层切片，并对FRP筋和混凝土结构单独进行打印路径规

划；

S3、打印路径仿真模拟，路径校核，分别生成G代码；

S4、分别配置可3D打印的混凝土及FRP筋；

S5、3D打印机与计算机联机，导入G代码，调试运行参数；

S6、采用上述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装置完成FRP筋混凝土结构的建

造；

S7、FRP筋混凝土结构养护。

6.一种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该结构采用权利要求1的建造装置制备，

由多层重复单元构成一个整体，每层重复单元均由3D打印混凝土和包裹在3D打印混凝土内

部的单根FRP筋构成，单根FRP筋位于3D打印混凝土中靠近混凝土底面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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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装置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土木工程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

建造装置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近年来3D打印技术成为了社会的热点，其中打印材料包括塑料、金属、陶瓷、软材

料、混凝土等。3D打印混凝土技术具有设计和建造自由化、自动化程度高、施工速度快、人工

成本低、环境污染小等诸多优点，近几年在土木工程领域获得广泛的关注和显著的发展。最

近关于3D打印混凝土结构的报道随处可见，如3D打印桥梁、3D打印房屋等，这些在很大程度

上证实了将3D打印技术运用到土木工程领域的可行性。然而3D打印采用层层堆积建造工

艺，在打印过程中难以像传统浇筑工艺那样自由植入钢筋，所以目前3D打印结构主要作为

非承重构件。因此，研发一种在打印过程中植入加强筋的建造方法对促进3D打印混凝土技

术的发展和工程实际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0003] 专利号为ZL201410345502.8的中国专利公开了一种基于3D打印的钢筋砼结构及

结构施工方法，其采用3D打印制作预制混凝土外壳，安装于结构梁的钢筋结构上，预制混凝

土外壳内浇筑混凝土，完成结构梁与结构柱。其首先3D打印混凝土外壳，然后绑扎钢筋网，

将3D打印混凝土外壳安装在钢筋网上，最后浇筑混凝土。该方法中钢筋结构的制备采用传

统的绑扎工艺，很难制备出复杂形状的钢筋结构，不能适应3D打印的灵活性特点，由于钢筋

刚度大，柔性差，很难像打印混凝土一样打印加强筋。

[0004] FRP筋是通过拉挤工艺将连续纤维与树脂复合在一起制备的纤维增强复合材料，

其具有良好耐久性、高弹性模量和高抗拉强度特点，被广泛用于土木工程中。然而目前为

止，尚无一种FRP筋和混凝土同时打印的建造方法公开。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拟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3D打印FRP筋混凝土

结构的一体化建造装置及方法。该装置能实现混凝土和FRP筋的一体化建造，具有良好的工

程可行性和应用价值，这将大力推动3D打印技术在土木行业的实际应用。该方法首先将连

续纤维和树脂通过拉挤工艺复合成FRP筋，然后采用双头打印，一个喷头挤出混凝土，另一

个喷头(加热单元出口)同时挤出FRP筋，方法工艺简单、施工速度快、人工成本低、自动化程

度高。采用此方法制备的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自由化程度高、经济性好、抗拉强度高，

有利于推动3D打印混凝土的实际工程应用。

[0006] 本发明解决所述技术问题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装置，其特征在于该装置包括螺旋叶

片式挤出型混凝土打印头、料桶、FRP筋挤出设备及控制系统；混凝土打印头上部连接料桶，

料桶上套接有轴承，轴承外圈与大齿轮固定，在大齿轮的一侧设有相互啮合的小型齿轮，所

述小型齿轮与第一步进电机的输出轴连接，且第一步进电机固定在小型齿轮上；大齿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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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面通过连杆连接FRP筋挤出设备；

[0008] 所述FRP筋挤出设备包括FRP筋线轴、送筋单元、固定板、前导槽、剪断单元、再送筋

单元、后导槽、散热单元、加热单元；FRP筋线轴安装在连杆上，连杆下端连接固定板，固定板

的长度方向与料桶平行；FRP筋线轴上缠绕FRP筋，所述的送筋单元、剪断单元、再送筋单元

由上到下依次固定在固定板上；

[0009] 所述送筋单元包括并排设置的第一主动齿轮和第一从动滑轮，第一主动齿轮和第

一从动滑轮紧密接触，

[0010] 所述剪断单元在送筋单元的下方，包括安装在固定板上的剪断刀片、抗冲击垫块

和气缸，气缸的输出端连接剪断刀片，在与剪断刀片相对的一侧固定板上设置抗冲击垫块；

[0011] 所述再送筋单元的结构组成与送筋单元相同，包括并排设置的第二主动齿轮和第

二从动滑轮，第二主动齿轮和第二从动滑轮紧密接触；

[0012] 在送筋单元与剪断单元间的固定板表面设有前导槽，前导槽的始端与位于第一从

动滑轮和第一主动齿轮相接触位置的凹槽接触，终端至剪断单元的中心位置；

[0013] 在剪断单元与再送筋单元间的固定板表面设有后导槽，后导槽的始端设在剪断单

元的中心处，终端与散热单元接触；前导槽和后导槽之间的距离与剪断刀片的厚度相匹配，

且前导槽的终端和后导槽的始端均不与剪断刀片接触；

[0014] 在再送筋单元下端连接散热单元，在散热单元下方连接加热单元，散热单元和加

热单元内均设置供FRP筋通过的输送通道；加热单元的出口与混凝土打印头的出口等高；

[0015] 在固定板的背面设置有第二步进电机、第一同步轮、第二同步轮、第三同步轮、同

步带，第三同步轮通过轴与第二主动齿轮连接，第二步进电机的输出轴连接第二同步轮，第

一同步轮通过轴与第一主动齿轮连接，第一同步轮和第二同步轮通过齿啮合方式传动，第

三同步轮和第二同步轮之间分别通过同步带连接传动；

[0016] 所述的第一从动滑轮和第二从动滑轮侧面中间位置设有一周凹槽，凹槽尺寸与

FRP筋相吻合；

[0017] 上述的第一步进电机、第二步进电机、气缸、加热单元、混凝土打印头均与控制系

统连接。

[0018] 一种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方法，采用上述的3D打印FRP筋混凝土

结构的一体化建造装置，该方法的步骤是：

[0019] S1、分别对FRP筋和混凝土结构单独进行数字化建模及STL文件生成；

[0020] S2、对S1建模后的三维模型分层切片，并对FRP筋和混凝土结构单独进行打印路径

规划；

[0021] S3、打印路径仿真模拟，路径校核，分别生成G代码；

[0022] S4、分别配置可3D打印的混凝土及FRP筋；

[0023] S5、3D打印机与计算机联机，导入G代码，调试运行参数；

[0024] S6、采用上述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装置完成FRP筋混凝土结构的

建造；

[0025] S7、FRP筋混凝土结构养护。

[0026] 一种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其特征在于该结构由多层重复单元构成一个整体，

每层重复单元均由3D打印混凝土和包裹在3D打印混凝土内部的单根FRP筋构成，单根FRP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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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3D打印混凝土中靠近混凝土底面的位置上。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8] 现有3D打印混凝土结构内部不具有钢筋等提供抗拉强度的单元，所以现在的3D打

印混凝土结构抗拉强度弱，承载能力有限。并且，3D打印混凝土采用层层叠加的建造工艺，

现有的打印设备均不能在打印过程中置入钢筋等提供抗拉强度的单元。本发明装置基于3D

打印技术，能同时打印FRP筋和混凝土，可以提高3D打印混凝土结构植筋的自由化程度。FRP

筋的高腐蚀性特征也是钢筋等无法匹敌的，采用本发明建造方法所建造的3D打印FRP筋混

凝土结构具有耐腐蚀、抗拉强度高和韧性好的特点，采用上述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可以

制备出内含FRP筋的、高承载能力的、复杂形状的3D打印混凝土产品，其具有设计灵活化、建

造自动化的优点，该FRP筋采用热塑性树脂材料制成，在高温下会软化，具有一定的变形能

力，能满足3D打印过程的自由化特点，进行3D打印。该发明的建造过程简单，成本不高，可以

大幅度节省人工投入，提高3D打印混凝土结构的安全性。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为本发明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方法的流程图；

[0030] 图2为本发明中FRP筋的制备工艺示意图；

[0031] 图3为本发明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装置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32] 图4为本发明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装置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33] 图中，FRP筋线轴1、第一主动齿轮2、凹槽3、第一从动齿轮4、剪断单元5、第二从动

齿轮6、第二主动齿轮7、气缸8、剪断刀片9、抗冲击垫块10、固定板11、散热单元12、加热单元

13、料桶14、软化FRP筋17、混凝土打印头18、第一步进电机19、小型齿轮20、大齿轮21、第二

步进电机22、第一同步齿轮23、第二同步齿轮24、同步带25、第三同步齿轮27、前导槽28、后

导槽29、台架31、玄武岩连续纤维丝32、导纱板33、浸胶槽34、集束孔35、加热器36、拉挤模具

37、绕线轴38、切割单元39、滚轴40、收卷机26。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下面结合实施例及附图进一步解释本发明，但并不以此作为对本申请保护范围的

限定。

[0035] 本发明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装置(简称装置，参见图3-4)，包括

螺旋叶片式挤出型混凝土打印头18、料桶14、FRP筋挤出设备及控制系统；混凝土打印头上

部连接料桶14，料桶上套接有轴承，轴承外圈与大齿轮21固定，在大齿轮的一侧设有相互啮

合的小型齿轮20，所述小型齿轮与第一步进电机19的输出轴连接，且第一步进电机固定在

小型齿轮上；大齿轮的下表面通过连杆连接FRP筋挤出设备，控制系统控制整个装置执行相

应的动作；

[0036] 所述FRP筋挤出设备包括FRP筋线轴1、送筋单元、固定板11、前导槽28、剪断单元5、

再送筋单元、后导槽29、散热单元12、加热单元13；FRP筋线轴1安装在连杆上，连杆下端连接

固定板11，固定板的长度方向与料桶平行；FRP筋线轴1上缠绕FRP筋，所述的送筋单元、剪断

单元、再送筋单元由上到下依次固定在同一固定板11上；

[0037] 所述送筋单元包括并排设置的第一主动齿轮2和第一从动滑轮4，第一主动齿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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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一从动滑轮4紧密接触，用以提供向下送筋的动力，所述的第一从动滑轮侧面中间位置

设有一周凹槽，凹槽尺寸与FRP筋相吻合，在送筋过程中作为FRP筋的输送通道；

[0038] 所述剪断单元5在送筋单元的下方，包括安装在固定板上的剪断刀片9、抗冲击垫

块10和气缸8，气缸的输出端连接剪断刀片9，在与剪断刀片相对的一侧固定板上设置抗冲

击垫块10，所述的气缸由控制系统自动控制，在需要剪断时气缸冲击剪断刀片切断FRP筋；

[0039] 所述再送筋单元的结构组成与送筋单元相同，包括并排设置的第二主动齿轮7和

第二从动滑轮6，第二主动齿轮7和第二从动滑轮6紧密接触，用以提供向下送筋的动力，所

述的第二从动滑轮侧面中间位置也设有一周凹槽，凹槽尺寸与FRP筋相吻合；

[0040] 在送筋单元与剪断单元间的固定板表面设有前导槽28，前导槽的始端与位于第一

从动滑轮4和第一主动齿轮2相接触位置的凹槽接触，终端至剪断单元的中心位置；

[0041] 在剪断单元与再送筋单元间的固定板表面设有后导槽29，后导槽的始端设在剪断

单元的中心处，终端与散热单元12接触；后导槽始端设为喇叭口，便于剪断后的筋进入并输

送；前导槽28和后导槽29之间的距离与剪断刀片的厚度相匹配，且前导槽28的终端和后导

槽29的始端均不与剪断刀片接触；

[0042] 在再送筋单元下端连接散热单元，在散热单元(散热单元在这里起的作用是防止

后导槽上方的FRP筋被软化)下方连接加热单元13，散热单元和加热单元内均设置供FRP筋

通过的输送通道；加热单元的出口与混凝土打印头18的出口等高；

[0043] 所述加热单元包括加热套、温度传感器、传热合金管，传热合金管作为FRP筋的输

送通道，加热套套在传热合金管上，在加热套的表面设置温度传感器；

[0044] 在固定板的背面设置有第二步进电机22、第一同步轮23、第二同步轮24、第三同步

轮27、同步带25，第三同步轮通过轴与第二主动齿轮7连接，第二步进电机22的输出轴连接

第二同步轮24，第一同步轮23通过轴与第一主动齿轮2连接，第一同步轮和第二同步轮通过

齿啮合方式传动，第三同步轮27和第二同步轮24之间分别通过同步带27连接传动；

[0045] 上述的第一步进电机、第二步进电机、气缸、加热单元、混凝土打印头均与控制系

统连接。

[0046] 本发明装置的工作过程是：由人工操作将FRP筋经FRP筋线轴进入送筋单元、前导

槽28、后导槽29、加热单元，从加热单元出来的FRP筋需要手动操作使其弯向混凝土打印头

所在方向，而后进行自动化操作过程。大齿轮由小型齿轮带动，所述小型齿轮由第一步进电

机带动。当混凝土打印头运行方向发生变化时，控制系统控制第一步进电机工作，进而实现

FRP筋挤出设备绕着混凝土打印头自由的转动，以保证FRP筋挤出设备在混凝土打印头运行

方向的正前方(FRP筋挤挤出装置和打印头运行方向一致，前方挤筋后方挤混凝土，挤出的

筋要被其后方的混凝土覆盖)，挤出的FRP筋被挤出的混凝土全部覆盖。剪断后的FRP筋经过

再送筋单元的第二主动齿轮和第二从动滑轮的作用向下通过后导槽进入散热单元和加热

单元后软化，通过加热单元的软化FRP筋被挤出。3D打印过程中料桶内的混凝土通过混凝土

打印头挤出并将挤出的FRP筋覆盖最终形成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

[0047] 本发明中送筋单元和再送筋单元的主动齿轮由同一个步进电机通过同步带同步

带动，即一个电机带动两个齿轮同时转动，便于控制。

[0048] 本发明还保护一种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方法，该方法的步骤是：

[0049] S1、分别对FRP筋和混凝土结构单独进行数字化建模及STL文件生成；

说　明　书 4/7 页

7

CN 108708455 B

7



[0050] S2、对S1建模后的三维模型分层切片，并对FRP筋和混凝土结构单独进行打印路径

规划；

[0051] S3、打印路径仿真模拟，路径校核，分别生成G代码；

[0052] S4、分别配置可3D打印的混凝土及FRP筋；

[0053] S5、3D打印机与计算机(控制系统)联机，导入G代码，调试运行参数；

[0054] S6、采用上述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装置完成FRP筋混凝土结构的

建造；

[0055] S7、FRP筋混凝土结构养护。

[0056] 所述的可3D打印的混凝土包括水泥基混凝土和尾矿砂纤维混凝土中的一种或两

种；

[0057] 所述的FRP筋的制备工艺为：连续纤维丝/绳集束→纤维浸胶→通过加热模具拉挤

成型→缠绕成螺纹状表面→冷却成型→切割→FRP筋绕制成卷；

[0058] 所述的连续纤维丝/绳为玻璃纤维、聚丙烯纤维、玄武岩纤维、碳纤维、芳纶纤维中

的任一种或几种的复合；

[0059] 所述的纤维浸胶，其中胶是热塑性树脂中的任意一种。

[0060] 本申请采用FRP筋代替钢丝绳，FRP筋加热后柔性较大，这样FRP筋的直径可以比钢

丝绳的直径大许多，有利于提高FRP筋对混凝土增强的有效性。本发明中拉挤模具的直径不

大于5mm，采用的FRP筋的直径不大于5mm，相对普通FRP筋的直径较小，且FRP筋为热塑性材

料。

[0061] 实施例1

[0062] 本实施例以3D打印FRP筋尾矿砂纤维混凝土结构打印为例。

[0063] 一种3D打印FRP筋尾矿砂纤维混凝土结构的建造方法，该方法的步骤是：

[0064] S1、分别对FRP筋和混凝土结构单独进行数字化建模及STL文件生成；

[0065] 采用Solidworks分别对FRP筋和尾矿砂纤维结构进行数字化建模并导出STL文件。

[0066] S2、对步骤S1建模后的三维模型分层切片，并对FRP筋和混凝土结构单独进行打印

路径规划；

[0067] 利用三维模型切片软件Slic3r对FRP筋及尾矿砂纤维混凝土数字化模型进行切

片，混凝土打印头18直径设为12mm，首层厚度为4mm,其余层厚度为5.5mm，打印速度为45mm/

s；采用软件自带同心圆路径进行路径规划。

[0068] S3、打印路径仿真模拟，路径校核，分别生成G代码；

[0069] S4、分别配置可3D打印的混凝土及FRP筋；

[0070] 本实施例的3D打印混凝土材料采用申请号为201710512635.3的中国专利中公开

的一种可3D打印的尾矿砂纤维混凝土，按重量份数计，混凝土材料的组成和含量分别为：

[0071] 快硬性普通硅酸盐水泥7.0份；粉煤灰1.35份；硅灰0.75份；空心玻璃微珠0.75份；

砂子7.1份；尾矿砂4.7份，所述尾矿砂的平均粒径为220-2701μm；水2.8份；减水剂0.045份；

长度为7-10mm的聚丙烯纤维0.007份；长度为12mm的玄武岩纤维0.007份；粘度为5万的经丙

基甲基纤维素0.04份。

[0072] 所述快硬性普通硅酸盐水泥的比表面积为348m2/kg，初凝时间为170min，终凝时

间为210min，3天抗压强度为30MPa。所述粉煤灰的细度为45μm方孔筛筛余17.5。所述硅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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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表面积为25-29m2/g。所述空心玻璃微珠的堆积密度为0.298/cm3，漂浮率为96。所述砂子

为平均粒径387.51μm、比表面积0.101m2/g的天然砂；所述尾矿砂的平均粒径为246μm，比表

面积为0.141m2/g；所述减水剂为聚梭酸系减水剂，减水率大于30，含固量为36.5％；所述聚

丙烯纤维的长度为9mm，直径为50μm，密度为0.9g/cm3，抗拉强度为4MPa；所述玄武岩纤维的

长度为12mm，拉伸强度为3300-4500MPa，所述经丙基甲基纤维素(HPMC)为一种粘度改性剂，

优选粘度规格为5万粘度。

[0073] 可3D打印的尾矿砂纤维混凝土的使用方法是:将上述配方的混凝土泵送或机械输

送至3D打印机的打印喷头内，静置时间30min，所述静置时间是指从混凝土制备好到打印开

始之间的时间，设置挤出速度为0.3m3/h，打印速度为45mm/s，然后进行打印。

[0074] FRP筋的制备工艺如图2所示：连续纤维丝/绳集束→纤维浸胶→通过加热模具拉

挤成型→缠绕成螺纹状表面→冷却成型→切割→FRP筋绕制成卷。具体步骤为：放于台架31

上的玄武岩连续纤维丝32在滚轴40的牵引力作用下，经过导纱板33进入浸胶槽34，浸胶槽

内选用ABS树脂；然后纤维丝32经过集束孔35进入拉挤模具37中进行拉挤成型，拉挤模具由

加热器36加热；将得到的FRP筋经绕线轴38缠绕成螺纹状表面冰冷却固化，并经切割单元39

剪断；剪断的FRP筋经收卷机26卷制成FRP筋线轴。

[0075] S5、3D打印机与计算机联机，调试运行参数；

[0076] 通过软件Repetier-Host控制结构的打印，首先通过软件Repetier-Host连接混凝

土3D打印机，然后载入G代码进行试打印，根据打印路径调整机器运行参数。

[0077] S6、采用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装置完成FRP筋混凝土结构的建

造；

[0078] 将G代码载入软件Repetier-Host中，开始打印。

[0079] 本实施例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装置包括螺旋叶片式挤出型混凝

土打印头18和FRP筋挤出设备。混凝土打印头18外侧与轴承连接，轴承外圈与大齿轮21固

定，FRP筋挤出设备通过连杆与大齿轮21连接，所述大齿轮21由另一个小型齿轮20带动，所

述小型齿轮由第一步进电机19带动。步进电机与控制系统(计算机)连接，当混凝土打印头

运行方向发生变化时，控制系统控制第一步进电机19进而实现FRP筋挤出设备绕着混凝土

打印头自由的转动，以保证FRP筋挤出设备在混凝土打印头运行方向的正前方，挤出的FRP

筋被挤出的混凝土全部覆盖。

[0080] 所述的FRP筋挤出设备包括FRP筋线轴1、送筋单元、前导槽28、剪断单元5、再送筋

单元、后导槽29、散热单元12、加热单元13。

[0081] 所述的FRP筋线轴1固定在连杆上，所述的送筋单元、剪断单元5、再送筋单元由上

到下依次固定在同一固定板11上。所述的送筋单元和再送筋单元分别包括第一主动齿轮2

和第一从动滑轮4、第二主动齿轮7和第二从动齿轮6，主动齿轮和从动滑轮紧密接触，用以

提供向下送筋的动力。从动滑轮侧面中间位置设有一周的凹槽3，凹槽尺寸与FRP筋相吻合，

在送筋过程中作为FRP筋的输送通道。送筋单元与剪断单元间设有前导槽28，前导槽28设置

在固定板11的表面，前导槽28的始端与第一从动滑轮4的凹槽3接触，终端至剪断单元5的中

心位置。剪断单元5在送筋单元的下方，剪断单元由安装在固定板11上的剪断刀片9、抗冲击

垫块10和气缸8组成。所述的气缸8由控制系统自动控制，在需要剪断时气缸8给剪断刀片9

提供动力切断FRP筋。剪断单元5与再送筋单元间设有后导槽29，后导槽29设置在固定板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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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面，后导槽29的始端设在剪断单元5的中心处，终端与散热单元12接触。后导槽29起端

设有喇叭口，便于剪断后的筋进入并输送。所述的散热单元12设置在再送筋单元下端，所述

的加热单元13固定在散热单元12下方。所述的加热单元13包括加热套、温度传感器、传热合

金管，传热合金管作为FRP筋的输送通道。剪断后的FRP筋经过再送筋单元的第二主动齿轮

和第二从动滑轮的作用向下通过后导槽29进入散热单元12和加热单元13后软化，通过加热

单元的软化FRP筋17被挤出。3D打印过程中料桶14内的混凝土通过打印头18挤出并将挤出

的FRP筋17覆盖最终形成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

[0082] 送筋单元和再送筋单元的主动齿轮由同一个步进电机22通过同步带25带动第一

同步齿轮23、第二同步齿轮24、第三同步齿轮27同步带动，所述的步进电机22与控制系统连

接，自动控制步进电机的转动。

[0083] S7、FRP筋混凝土结构养护；

[0084] 将上述FRP筋尾矿砂纤维混凝土结构表面用保鲜膜封闭，然后放入标准养护室下

养护28天，养护室温度控制为20±2℃。

[0085] 本实施例制备得到的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由多层重复单元构成一个整体，每

层重复单元均由3D打印混凝土和包裹在3D打印混凝土内部的单根FRP筋构成，单根FRP筋位

于3D打印混凝土中靠近混凝土底面的位置上。所述FRP筋的直径为3mm。

[0086] 本发明3D打印FRP筋混凝土结构的一体化建造方法，基于3D打印技术，分别或同时

打印FRP筋和混凝土，可以提高3D打印混凝土结构植筋的自由化程度，采用此种建造方法所

建造的FRP筋混凝土结构具有设计灵活、抗拉强度高和耐久性好的特点。该发明的建造过程

简单，成本不高，可以大幅度的节省人工投入，缩短施工工期，具有良好的工程可行性和应

用价值，这将大力推动3D打印技术在土木行业的实际应用。

[0087] 本发明未述及之处适用于现有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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