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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凹凸纹路的3D打印

配筋砌体剪力墙结构，包括采用3D打印一体成型

且相互叠设的多个砌体外壳、及浇筑于多个所述

砌体外壳内的混凝土；所述砌体外壳的表面形成

凹凸纹路；所述凹凸纹路形成于所述砌体外壳的

与所述混凝土相接触的内表面。本发明通过在砌

体外壳表面形成凹凸纹路，增加了砌体外壳的内

表面与其内注混凝土之间的接触面，增大了摩擦

力，提高了结合强度，避免了脱壳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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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凹凸纹路的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采用3D打印一

体成型且相互叠设的多个砌体外壳、及浇筑于多个所述砌体外壳内的混凝土；所述砌体外

壳的表面形成凹凸纹路，所述凹凸纹路形成于所述砌体外壳的与所述混凝土相接触的内表

面，用于增加砌体外壳的表面与其内注混凝土之间的接触面，增大摩擦力，提高结合强度；

进一步地，所述砌体外壳内设有于3D打印所述砌体外壳时埋设于砌体外壳内的横向钢

筋，且通过以下步骤于3D打印所述砌体外壳时埋设所述横向钢筋，包括：

a.采用3D打印技术制作形状适配于剪力墙的第一层砌体外壳至横向钢筋的预埋标高

处；

b.于第一层砌体外壳的顶部设置横向钢筋；

c.采用3D打印技术于第一层砌体外壳的顶部制作第二层砌体外壳，使横向钢筋的两端

埋设于第一层砌体外壳与第二层砌体外壳之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凹凸纹路的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砌体外壳内还设有于浇筑所述混凝土前插设于多个所述砌体外壳内的竖向钢筋。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凹凸纹路的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砌体外壳包括采用3D打印一体成型的一第一壳面、一第二壳面及连接于所述第一壳面与所

述第二壳面两侧的两个侧壳面，所述第一壳面与所述第二壳面相互平行，所述第一壳面与

所述第二壳面之间还连接有多道斜向支撑肋。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凹凸纹路的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

竖向钢筋插设于所述砌体外壳内的相邻所述斜向支撑肋之间，所述横向钢筋设于所述竖向

钢筋的外侧，且所述横向钢筋平行于所述第一壳面和所述第二壳面，所述横向钢筋的两端

分别埋设于所述两个侧壳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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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具有凹凸纹路的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结构

[0001] 本发明为申请号为201410437931.8的中国专利申请“一种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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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涉及一种具有凹凸纹路的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结

构。

背景技术

[0003] 建筑材料工业的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是引起不可再生资源依存度高、天然资

源和能源资源消耗大的主要原因。因此，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节约建筑材料降低建筑业的物

耗、能耗，减少建筑业对环境的污染，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要

求。

[0004] 传统的砌体结构资源消耗大，而钢筋混凝土结构为抵消混凝土硬化带来的不利影

响、提高混凝土材料的均质性、提高结构的延性等普遍存在配筋率高的现象。

[0005] 传统采用的空心砌体承重墙结构，是通过多个砌块构成的。先在现场将砌块按着

设计要求逐块垒起，然后在垒好的砌块结构内配置砌块纵向和横向配筋，并在砌块内芯灌

注混凝土，形成的配筋砌块的砌体剪力墙结构。该结构体系利用砌块的空心特点可在砌体

内部浇筑竖向和水平互相贯通的钢筋混凝土芯柱和圈梁、过梁等代替砖混结构的构造柱和

圈梁，使建筑物具有良好的整体性，同时具有较高的承载力和抗震性能。但这种配筋砌块砌

体剪力墙结构需要现场砌筑，劳动力消耗较大，建造房屋的施工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具有凹凸纹路的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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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7] 为实现上述技术效果，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具有凹凸纹路的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

结构，包括采用3D打印一体成型且相互叠设的多个砌体外壳、及浇筑于多个所述砌体外壳

内的混凝土；所述砌体外壳的表面形成凹凸纹路。

[0008] 所述具有凹凸纹路的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结构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所述凹凸纹

路形成于所述砌体外壳的与所述混凝土相接触的内表面。

[0009] 所述具有凹凸纹路的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结构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所述砌体外

壳内设有于3D打印所述砌体外壳时埋设于砌体外壳内的横向钢筋、及于浇筑所述混凝土前

插设于多个所述砌体外壳内的竖向钢筋。

[0010] 所述具有凹凸纹路的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结构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所述砌体外

壳包括采用3D打印一体成型的一第一壳面、一第二壳面及连接于所述第一壳面与所述第二

壳面两侧的两个侧壳面，所述第一壳面与所述第二壳面相互平行，所述第一壳面与所述第

二壳面之间还连接有多道斜向支撑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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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所述具有凹凸纹路的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结构进一步的改进在于，所述竖向钢

筋插设于所述砌体外壳内的相邻所述斜向支撑肋之间，所述横向钢筋设于所述竖向钢筋的

外侧，且所述横向钢筋平行于所述第一壳面和所述第二壳面，所述横向钢筋的两端分别埋

设于所述两个侧壳面内。

[0012] 本发明由于采用了以上技术方案，使其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3] 基于3D打印的配筋砌体剪力墙由多个相互叠设的打印砌体构成，通过在相互叠设

的打印砌体中配置横向钢筋和竖向钢筋，并在打印形成的砌体外壳内进行混凝土灌心，形

成了一种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结构。3D打印形成的壳体取代了原来的混凝土小型空心砌

块，大大简化了现场施工劳动力，节省了施工工序。

[0014] 通过对砌体外壳的工厂化打印，提前预埋墙体横向钢筋，避免横向钢筋现场安装

所带来的施工不便。与传统的配筋砌块砌体剪力墙结构相比，该体系大大简化了施工工序，

提高了施工效率，并能够保证建筑质量，有利于建筑工业化。

[0015] 通过采用3D打印技术一体成型砌体外壳，在砌体外壳的表面上形成连续的凹凸纹

路，增加了砌体外壳的表面与其内注混凝土之间的接触面，相比平滑的表面，增大了摩擦

力，提高了结合强度，避免了脱壳现象。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一种具有凹凸纹路的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结构的立面结构示意

图。

[0017] 图2是图1的A-A剖视图。

[0018] 图3是本发明第一层砌体外壳的施工示意图。

[0019] 图4是本发明横向钢筋的放置施工示意图。

[0020] 图5是本发明第二层砌体外壳的施工示意图。

[0021] 图6是本发明多个砌体外壳堆叠施工完成后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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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3] 首先参阅图1所示，本发明的一种具有凹凸纹路的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结构10

主要由多个相互叠设的砌体外壳、配筋砌体剪力墙的横向钢筋12和竖向钢筋13，以及浇筑

于砌体外壳内的混凝土(图中未浇筑混凝土)构成。配合图2所示，砌体外壳呈矩形壳体，其

形状适配于剪力墙，包括采用3D打印一体成型的一第一壳面111、一第二壳面112及连接于

第一壳面111与第二壳面112两侧的两个侧壳面113，第一壳面111与第二壳面112相互平行，

且第一壳面111与第二壳面112之间进一步连接有多道斜向支撑肋114，以加强砌体外壳的

结构强度。在采用3D打印技术制作成型的砌体外壳的表面形成凹凸纹路14，如图1所示，增

加了砌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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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墙的横向钢筋12平行于第一壳面111和第二壳面

112，且横向钢筋12的两端分别埋设于两侧壳面113内，采用预先在砌体外壳制作时预埋横

向钢筋12，可以避免横向钢筋12后安装所带来的施工不便，简化施工。竖向钢筋13插设于砌

体外壳内的相邻斜向支撑肋114之间，横向钢筋12设于竖向钢筋13的外侧。通过在相互叠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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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打印形成的砌体外壳中配置横向钢筋和竖向钢筋，并在打印形成的砌体外壳内进行混凝

土灌心，形成了一种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结构。该结构体系中，3D打印形成的壳体取代了

原来的混凝土小型空心砌块，大大简化了施工工序，提高了施工效率，有利于建筑工业化。

[0024] 结合图3至图6所示，为制作本发明具有凹凸纹路的3D打印配筋砌体剪力墙结构的

施工方法，具体如下：

[0025] a、采用3D打印技术制作形状适配于剪力墙的第一层砌体外壳11’至横向钢筋的预

埋标高处，该第一层砌体外壳11’包括采用3D打印一体成型的一第一壳面111’和一第二壳

面112’，以及连接于第一壳面111’与第二壳面112’两侧的两个侧壳面，如图3所示；

[0026] b、于第一层砌体外壳11’的顶部设置两道横向钢筋12，横向钢筋12平行于第一壳

面111’和第二壳面112’，横向钢筋12的两端分别埋设于两个侧壳面内，如图4所示；

[0027] c、采用3D打印技术于第一层砌体外壳11’的顶部制作第二层砌体外壳11”，使横向

钢筋12的两端分别埋设于第一层砌体外壳11’与第二层砌体外壳11”之间，如图5所示；

[0028] d、重复上述步骤b、c，施工至砌体外壳的设计标高，完成砌体外壳的3D打印和配筋

的制作；

[0029] e、再重复上述步骤a至d，完成多个砌体外壳的3D打印和配筋制作，并将多个制作

完成的砌体外壳进行堆叠至剪力墙的设计标高，如图6所示；

[0030] f、于堆叠后的砌体外壳内安装竖向钢筋13，竖向钢筋13插设于砌体外壳内的相邻

斜向支撑肋之间，横向钢筋12的内侧，如图1所示；

[0031] g、待竖向钢筋13绑扎固定完成后，于堆叠的砌体外壳内浇筑混凝土，完成剪力墙

的施工。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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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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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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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4/4 页

9

CN 105926803 B

9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