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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打印粗骨料混凝土的3D打印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打印粗骨料混凝土

的3D打印机，包括打印喷头、支撑系统及控制系

统，支撑系统包括能够驱动所述打印喷头分别X

向和Z向移动的X向驱动机构和Z向驱动机构、设

于所述打印喷头下方并能够驱动打印桌Y向移动

的Y向驱动机构、以及支撑所述打印喷头、X向驱

动机构、Z向驱动机构以及Y向驱动机构的支撑

架。本发明打印机可以进行大粒径粗骨料混凝土

的打印，通过螺旋叶片的旋转传输作用来进行打

印过程；具有打印速度快、内部允许骨料粒径大、

单层宽度大、打印效率高、不易堵塞喷头的特点；

可以有效提高目前建筑3D打印的工作效率，且可

以适配各种不同的水泥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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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打印粗骨料混凝土的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打印喷头、支撑系统及控

制系统，

-所述打印喷头包括主体料筒、设于所述料筒顶端的运动板、设于所述料筒上方侧边并

能够向料桶内加料的入泵口、设于所述料筒出料口处的喷嘴，且所述料筒内还设有能够输

送物料的传送机构，所述传送机构由驱动装置驱动；

-所述支撑系统包括能够驱动所述打印喷头分别X向和Z向移动的X向驱动机构和Z向驱

动机构、设于所述打印喷头下方并能够驱动打印桌Y向移动的Y向驱动机构、以及支撑所述

打印喷头、X向驱动机构、Z向驱动机构以及Y向驱动机构的支撑架，所述Z向驱动机构通过运

动板与料筒连接，X向驱动机构通过Z向驱动机构与打印喷头连接；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分别与打印喷头和支撑系统的驱动机构连接的伺服电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打印粗骨料混凝土的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传送机

构包括立设于所述料筒内腔中的螺杆、设于所述螺杆周缘的螺旋叶片，其中，所述螺杆的动

力输入端与驱动装置的动力输出端连接，且所述螺旋叶片与料筒内壁相切。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打印粗骨料混凝土的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Z向驱

动机构包括与运动板连接的光杆、设于所述光杆上的Z向齿轨、与所述齿轨配合使用的Z向

齿轮、驱动所述Z向齿轮转动的Z向驱动装置，其中，Z向驱动装置通过驱动齿轮转动来带动

光杆运动，从而驱动打印喷头Z向移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用于打印粗骨料混凝土的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光杆两

侧还设有能够提拉打印喷头的两提拉杆。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打印粗骨料混凝土的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X向驱

动机构包括分别设于支撑架两端的X向齿轮、绕设于两X向齿轮外缘的X向传送带、驱动其中

一X向齿轮转动的X向驱动装置、设于所述X向传送带上方并随其在齿轮的驱动下运动的固

定板，其中，光杆、两提拉杆分别穿设于固定板然后与运动板连接，并能够相对固定板滑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打印粗骨料混凝土的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X向传

送带内表面设有与两X向齿轮啮合的X向齿轨。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打印粗骨料混凝土的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X向传

送带两侧平行设有两固定杆，所述固定板下方两侧分别与固定板相对的位置均设有固定

块，且所述固定块开设有与固定杆形配合、且固定杆能够穿过并相对其滑动的固定孔。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打印粗骨料混凝土的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Y向驱

动机构设有两组，分别平行设于支撑架两内侧、并与X向驱动机构垂直，包括设于两端的Y向

齿轮、绕设于两Y向齿轮外缘的Y向传送带、驱动其中一Y向齿轮转动的Y向驱动装置，所述打

印桌铺设于两所述Y向驱动机构上。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用于打印粗骨料混凝土的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Y向传

送带均匀开设有Y向齿轮能够嵌入的齿孔，且所述打印桌下方两侧均匀设有能够嵌入齿孔

的Y向齿轨，Y向齿轮驱动Y向传送带运动，从而驱动打印桌Y向移动。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打印粗骨料混凝土的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运动

板设有与料筒的顶端开口形配合的圆孔，所述圆孔套设于料筒顶端开口的外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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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打印粗骨料混凝土的3D打印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混凝土3D打印领域，尤其涉及一种用于打印粗骨料混凝土的3D打印

机。

背景技术

[0002] 3D打印技术为综合了数学、信息、机械、材料及化学等多方面技术的一种新型快速

成型、增材制造技术，其实际应用可大幅度节约人力成本、能源与资源并提高加工产品的精

度和效率，从而显著改变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重要的技术性标志之一。

[0003] 近年来，国内外逐渐将3D打印技术向建筑领域发展，由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比洛克·霍什内维斯(Behrokh  Khoshnevis)教授发明的轮廓工艺是一种由数字控制的建

造工艺，通过分层制造技术建造混凝土构件等。混凝土3D打印机主要由控制系统、机械支撑

部分及打印系统(头)组成。打印过程中由控制系统接收信息后向打印系统输出指令从而按

照所建立的模型逐层打印出混凝土，从而使所要求的部件被一层层地堆叠直至成形。

[0004] 目前的市场上适配砂浆的打印机的工艺逐渐趋于成熟，然而针对含粗骨料混凝土

的3D打印机系统还不够完善。目前粗骨料混凝土3D打印机主要思想仍为在砂浆打印机的基

础上进行改造，利用内部螺杆装置的挤压来进行出料，由于在打印过程中受到的骨料机械

咬合力较大，其可以进行打印的混凝土中粗骨料粒径一般只有5mm，且存在出料速度慢、单

层宽度小、打印时易堵塞等缺陷，不足以满足目前行业标准、社会发展需求。

发明内容

[0005] 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打印粗骨料混凝土的3D打印机，该打印机解决

了现有粗骨料混凝土3D打印机打印的混凝土中粗骨料粒径小、出料速度慢、单层宽度小、打

印时易堵塞等的问题。

[0006] 技术方案：本发明的用于打印粗骨料混凝土的3D打印机，包括打印喷头、支撑系统

及控制系统。

[0007] 所述打印喷头包括主体料筒、设于所述料筒顶端的运动板、设于所述料筒上方侧

边并能够向料桶内加料的入泵口、设于所述料筒出料口处的喷嘴，且所述料筒内还设有能

够输送物料的传送机构，所述传送机构由驱动装置驱动。

[0008] 其中，料筒呈所述尖口朝下的锥形；入泵口朝内的一端与料筒通过焊接相切连接、

朝外的一端向外延伸，内部与料筒连通；所述驱动装置包括减速电机，通过设于所述料筒上

的电机安装板与料筒连接，所述减速电机的输出端与传动机构连接，并能够驱动传送机构

工作；所述喷嘴与料筒底部通过法兰盘连接。

[0009] 所述支撑系统包括能够驱动所述打印喷头分别X向和Z向移动的X向驱动机构和Z

向驱动机构、设于所述打印喷头下方并能够驱动打印桌Y向移动的Y向驱动机构、以及支撑

所述打印喷头、X向驱动机构、Z向驱动机构以及Y向驱动机构的支撑架，所述Z向驱动机构通

过运动板与料筒连接，X向驱动机构通过Z向驱动机构与打印喷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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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Z向驱动机构通过运动板驱动打印喷头Z向移动，X向驱动机构通过驱动Z向驱动机

构X向移动从而驱动打印喷头X向移动，Y向驱动机构驱动打印桌Y向移动，从而实现了3D打

印。

[0011] 所述控制系统包括分别与打印喷头和支撑系统的驱动机构连接的伺服电机，伺服

电机和这些电机连接并提供指令，让打印机按照指令(G-code)来定向移动。

[0012] 为实现料筒内物料的传输，所述传送机构包括立设于所述料筒内腔中的螺杆、设

于所述螺杆周缘的螺旋叶片，其中，所述螺杆的动力输入端与驱动装置的动力输出端连接，

且所述螺旋叶片边缘与料筒内壁相切。其中，螺杆上端与减速电机的转子通过嵌合方式连

接，螺旋叶片与螺杆通过焊接连接，螺旋叶片的大小与料筒的锥形内腔形配合，即朝向尖端

的方向逐渐减小。

[0013] 螺杆的上端设有能够卡在料筒顶端开口边缘的若干板块，若干所述板块以螺杆为

中心向外辐射，其板块一端与螺杆连接、另一端卡在料筒顶端的开口边缘，并用螺栓连接。

[0014] 所述Z向驱动机构包括与运动板连接的光杆、设于所述光杆上的Z向齿轨、与所述

齿轨配合使用的Z向齿轮、驱动所述Z向齿轮转动的Z向驱动装置，其中，Z向驱动装置通过驱

动齿轮转动来带动光杆运动，从而驱动打印喷头Z向移动。

[0015] 为了保证打印喷头不下坠，所述光杆两侧还设有能够提拉打印喷头的两提拉杆，

进一步保证打印喷头的稳固升降，另外光杆除了作为轨道，还有平衡下面喷头产生偏心力

的作用。

[0016] 其中，光杆、两提拉杆的另一端通过连接板连接。

[0017] 所述X向驱动机构包括分别设于支撑架两端的X向齿轮、绕设于两X向齿轮外缘的X

向传送带、驱动其中一X向齿轮转动的X向驱动装置、设于所述X向传送带上方并随其在齿轮

的驱动下运动的固定板，其中，光杆滑动穿设于所述固定板然后与运动板连接，两所述提拉

杆分别穿设于固定板然后与运动板连接，并能够相对固定板滑动。

[0018] 为了保证X向齿轮顺利驱动X向传送带，X向传送带内表面设有与两X向齿轮啮合的

X向齿轨，齿轮和齿轨啮合，X向传送带能够顺利带动固定板X向移动，从而带动打印喷头和Z

向驱动机构顺利X向移动。

[0019] 为确保X向驱动机构的固定板与Y向驱动机构连接后不侧翻，所述X向传送带两侧

平行设有两固定杆，所述固定板下方两侧分别与固定板相对的位置均设有固定块，且所述

固定块开设有与固定杆形配合、且固定杆能够穿过并相对其滑动的固定孔，在保证固定板

随着X向传送带移动的同时，进一步保证固定板的稳固性。

[0020] 所述Y向驱动机构设有两组，分别平行设于支撑架两内侧、并与X向驱动机构垂直，

通过支撑座与支撑架连接，包括设于两端的Y向齿轮、绕设于两Y向齿轮外缘的Y向传送带、

驱动其中一Y向齿轮转动的Y向驱动装置，所述打印桌铺设于两所述Y向驱动机构上。

[0021] 为保证打印桌能够顺利随着Y向传送带移动，所述Y向传送带均匀开设有Y向齿轮

能够嵌入的齿孔，且所述打印桌下方两侧均匀设有能够嵌入齿孔的Y向齿轨，Y向齿轮驱动Y

向传送带运动，从而驱动打印桌Y向移动。

[0022] 为更好的衔接料筒与Z向驱动机构的连接，所述运动板设有与料筒的顶端开口形

配合的圆孔，所述圆孔套设于料筒顶端开口的外缘，进一步保证了料筒与Z向驱动机构连接

的稳定性。其中，运动板一端通过柱形定位螺母与光杆和提拉杆连接，其中部与电机安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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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螺钉连接，通过三角分布的螺钉与料筒连接。

[0023] 所述支撑架呈龙门型，下方的次支架与地面锚固，来抵抗上部结构自重产生的偏

心弯矩，横向的主支架承接中间轨道上X向传送带重力还有串联整个体系的作用。

[0024] 有益效果：1、本发明打印机可以进行大粒径粗骨料混凝土的打印，最大粒径可达

30mm，通过螺旋叶片的旋转传输作用来进行打印过程；2、具有打印速度快、内部允许骨料粒

径大、单层宽度大、打印效率高、不易堵塞喷头的特点；3、可以有效提高目前建筑3D打印的

工作效率，且可以适配各种不同的水泥基材料。

附图说明

[0025]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本发明中Z向驱动机构、X向驱动机构及运动板的结构示意图；

[0027] 图3是本发明中Z向驱动机构、X向驱动机构及打印喷头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本发明中Z向驱动机构、X向驱动机构及运动板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9] 图5是本发明中料筒的剖视结构示意图；

[0030] 图6是本发明中料筒顶端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参见图1至图6，本发明一实施例所述的用于打印粗骨料混凝土的3D打印机，包括

打印喷头1、支撑系统2及控制系统。

[0032] 打印喷头1包括尖口朝下的锥形料筒11、设于料筒11顶端的运动板12、设于料筒11

上方侧边并能够向料桶11内加料的入泵口13、设于料筒11出料口处的喷嘴14，喷嘴为40*

40mm的方形喷头，且料筒11内还设有能够输送物料的传送机构15，传送机构15由减速电机

16驱动。

[0033] 其中，入泵口13朝内的一端与料筒11通过焊接相切连接、朝外的一端向外延伸，内

部与料筒11连通；减速电机15通过设于料筒11上的电机安装板16与料筒11连接，喷嘴14与

料筒11底部通过法兰盘连接；运动板12设有与料筒11的顶端开口形配合的圆孔，圆孔套设

于料筒11顶端开口的外缘，其中部与电机安装板16通过螺钉连接，通过三角分布的螺钉与

料筒11连接。

[0034] 传送机构包括立设于所述料筒11内腔中的螺杆111、焊接于螺杆111周缘的螺旋叶

片112，其中，螺杆111的动力输入端与减速电机15的转子通过嵌合方式连接，且螺旋叶片

112边缘与料筒11内壁相切，大小与料筒11的锥形内腔形配合，即朝向尖端的方向逐渐减

小。

[0035] 螺杆111的上端设有能够卡在料筒11顶端开口边缘的3块板块113，3块板块113以

螺杆111为中心向外辐射，其板块113一端与螺杆111连接、另一端卡在料筒11顶端的开口边

缘，并用螺栓连接。

[0036] 支撑系统2包括能够驱动打印喷头1分别X向和Z向移动的X向驱动机构21和Z向驱

动机构22、设于打印喷头1下方并能够驱动打印桌3Y向移动的Y向驱动机构23、以及支撑打

印喷头1、X向驱动机构21、Z向驱动机构22以及Y向驱动机构23的龙门型支撑架24，Z向驱动

机构22通过运动板12与料筒11连接，X向驱动机构21通过Z向驱动机构22与打印喷头1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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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7] Z向驱动机构22通过运动板12驱动打印喷头1Z向移动，X向驱动机构21通过驱动Z

向驱动机构22X向移动从而驱动打印喷头1X向移动，Y向驱动机构23驱动打印桌3Y向移动，

从而实现了3D打印。

[0038] Z向驱动机构22包括与运动板12通过柱形定位螺母连接的光杆221、设于光杆221

两侧能够提拉打印喷头的两提拉杆222、设于光杆221上的Z向齿轨、与齿轨配合使用的Z向

齿轮223、驱动Z向齿轮223转动的Z向电机224，其中，Z向电机224通过驱动Z向齿轮223转动

来带动光杆221运动，从而驱动打印喷头1Z向移动。

[0039] 其中，光杆221、两提拉杆222的另一端通过连接板225连接。

[0040] X向驱动机构21包括分别设于支撑架24两端的X向齿轮211、绕设于两X向齿轮211

外缘的X向传送带212、驱动其中一X向齿轮211转动的X向电机213、设于X向传送带212上方

并随其在X向齿轮211的驱动下运动的固定板214，其中，光杆221、两提拉杆222分别穿设于

固定板214然后与运动板12连接，并能够相对固定板滑动；X向传送带212内表面设有与两X

向齿轮211啮合的X向齿轨。

[0041] X向传送带212两侧平行设有两固定杆215，固定板214下方两侧分别与固定板214

相对的位置均设有固定块216，且固定块216开设有与固定杆215形配合、且固定杆215能够

穿过并相对其滑动的固定孔。

[0042] Y向驱动机构23设有两组，分别平行设于支撑架24两内侧、并与X向驱动机构21垂

直，其通过支撑座与支撑架24连接，包括设于两端的Y向齿轮231、绕设于两Y向齿轮231外缘

的Y向传送带232、驱动其中一Y向齿轮231转动的Y向电机，打印桌3铺设于两Y向驱动机构23

上。

[0043] Y向传送带232均匀开设有Y向齿轮231能够嵌入的齿孔，且打印桌3下方两侧均匀

设有能够嵌入齿孔的Y向齿轨，Y向齿轮231驱动Y向传送带232运动，从而驱动打印桌3Y向移

动。

[0044] 控制系统包括分别与打印喷头1和支撑系统2的驱动机构连接的伺服电机，伺服电

机和这些电机连接并提供指令，让打印机按照指令(G-code)来定向移动。

[0045] 本发明的工作原理为：

[0046] 送料原理：在打印喷头1上部的减速电机15启动后，减速电机15会驱动螺杆及螺旋

叶片转动，螺旋叶片就可以将入泵口13进入的混凝土像传送带一样传输到喷嘴14，进而使

喷嘴14对材料产生约束力从而形成规则的形状，材料在这样的挤压过程中顺着喷嘴留出，

也就是被打印出来。

[0047] 移动原理：对于X方向，启动X向电机213后，会根据控制系统指令向两端定向移动，

首先X向齿轮211带动固定板214移动，从而带动Z向驱动机构22和打印喷头1移动；对于Y方

向，打印喷头1下面具有Y向齿轨可以控制打印桌3移动，也就是说打印喷头1不在Y向移动而

是打印桌3在移动；对于Z方向，与光杆221的Z向齿轨配合的Z向齿轮223，通过Z向齿轮223来

控制光杆221Z方向的上下移动，从而控制打印喷头1Z向上下移动，这样就做到了三维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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