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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uPrint®�SE�和�uPrint®�SE�Plus�秉承了将简单做到极致的设计理念。使用该打印机可以快速方便
地制作零件，即使您以前从未用过�3D�打印机。

该打印机使用�ABSplusTM 制作模型，因此零件结实耐用。ABSplus�材料还确保您能够对模型进
行钻孔、攻丝、磨光和上漆。uPrint�SE�和�uPrint�SE�Plus�创造性地将专有硬件、软件和材料技术
结合在一起。

欢迎进入�3D�建模的新境界！

指南使用说明
本用户指南经过精心编排，分为 “ 安装 ”、“ 操作 ”、“ 维护 ” 和 “ 故障排除 ” 几部分，
便于读者循序阅读。请务必仔细阅读各个部分，以便享受系统的最佳性能。��

在本用户指南中，代表显示面板上显示的界面消息的文本将以粗体表示。

了解更多信息！
启动�CD�中提供了电子版的用户指南。该指南提供有关以下主题的信息：

• �故障排除信息
• �重要安全声明和管制信息
• �支持的打印耗材的相关信息
• �详细的使用说明

也可以在的支持网站上找到更多信息。

http://www.uprint3dprin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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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范措施
以下防范措施可确保正确使用打印机和防止打印机受到损坏。请始终按照这些防范措施操作。

• 使用铭牌上指定的电源电压。避免在打印机的电源插座上连接多个设备而造成过载。
• 确保打印机正确接地。否则，可能导致触电、火灾并且容易产生电磁干扰。
• 在自行拆卸或修理打印机之前，请与当地服务代表联系。请参见用户指南中的 “ 支持 ” 部

分。
• 只能使用打印机附带的电源线。切勿损坏、切割或修理电源线。损坏的电源线有发生火灾或

触电的危险。请使用认可的电源线更换损坏的电源线。
• 不要让金属或液体接触到打印机的内部部件。否则，可能会导致火灾、触电或其他严重伤

害。
• 在任何以下情况下，请关闭打印机电源，然后从电源插座中拔下电源线：

• 打印机冒烟或发出不正常的气味
• 打印机发出正常运行过程中从未产生的异常噪音
• 金属或液体 （非清洁或日常维护过程中所需）触及打印机内部部件
• 雷暴天气
• 断电

本指南中使用以下类别。

注意 :�表示可能很危险的情况，如果不能避免的话，可能会导致轻微或中等
程度的伤害。

警告 :�表示可能很危险的情况，如果不能避免的话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伤害。

高温表面 :�高温表面符号表示存在高温设备。在发热的零部件附近工作时，
请务必多加�小心并戴上安全手套。

手手套 :�在执行某些维护程序时，机器可能会很热，因此需要使用手套来
避免灼伤。

安全眼镜 :�请戴上安全眼镜以免眼睛受到伤害。

搬抬危险 :�搬抬时要两人或多人合作，以免导致严重的伤害。

回收 :�请使用正确的方法回收材料和包装物。

ESD:�在使用电子零部件或在这些零部件附近工作时，请
采用标准的�静电放电�(ESD)�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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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概览

uPrint�SE�和�uPrint�SE�Plus�通过�CAD�STL�文件制作模型。该打印机通过以下方式制作三维零
件：挤压�ABS�材料珠以通过计算机控制的挤压头，从而生产出完成后即可使用的高品质零件。

uPrint�SE�和�uPrint�SE�Plus�包含两个主要组件：3D�打印机和材料分隔间。Catalyst®EX�是在�
Windows�Vista�或�Windows�7�平台上运行的预处理软件。

uPrint�SE�制作的零件最大尺寸为�203�x�152�x�152�毫米 （8�x�6�x�6�英寸）。uPrint�SE�Plus�制作
的零件最大尺寸为�203�x�203�x�152�毫米 （8�x�8�x�6�英寸）。每个材料托架装有�688�立方厘米

（42�立方英寸）的可用材料，足够连续制作约�67�小时而不用重新装填。可以添加第二个可选的
材料分隔间以延长制作时间。
3



图�1�打印机的正视图和左视图

1 显示面板
2 材料仓间，支撑侧
3 可选的材料仓间，支撑侧
4 可选的材料仓间，模型侧
5 材料仓间，模型侧
6 电源开关

Front�view Lef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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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内室�–�正视图

1 挤出头
2 挤出嘴擦拭部件
3 废料桶
4 Z�阶段压印盘
5 托盘固定装置�(2)
6 托盘
7 Z�阶段导杆
8 Z�阶段引导螺杆
9 挤出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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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打印机的后视图

1 模型材料�Y�连接器 9 支撑材料管
2 模型材料管 10 UPS�连接
3 AC�电源线接口 11 材料仓间电缆接口
4 断路器 12 RJ-45�网络接口
5 材料仓间 13 诊断电缆接口
6 可选的模型材料管 14 材料仓间通信电缆
7 可选的材料仓间 15 可选的材料仓间通信电缆
8 支撑材料�Y�连接器 16 可选的支撑材料管

注意 :�为避免不可控断电损害打印机，建议安装�UPS （不间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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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材料卷盘和材料匣

图�5�托盘

注意 :�请不要重复使用成型垫。如果重复使用成型垫，则可能出现校准错
误、零件质量差以及挤压力不足等情况。您可以从��经销商处获取更多的成型
垫。

支撑材料匣模型材料匣

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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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启动套件内容

1 手套
2 电源线 （欧洲）
3 电源线 （美国）
4 跨接电缆 （橙色）
5 网络电缆 （蓝色）
6 喷嘴更换套件 （A.�个支撑喷嘴�B.�个模型喷嘴�C.�8�喷嘴保护盖�D.�4�喷嘴擦拭部件 )
7 10�倍放大镜
8 钢丝刷�
9 刀具
10 1/8�英寸丁字扳手 （红色）
11 7/64�英寸丁字扳手 （黄色 )
12 尖嘴钳
13 模型材料卷盘
14 支撑材料卷盘
15 CatalystEX�CD
16 系统软件 CD
17 用户指南�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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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更多信息�
CatalystEX�联机帮助

在 CatalystEX 的 “ 动态帮
助 ” 中可以找到简单的 
CatalystEX. 操作说明。也
可以通过菜单栏（“ 帮助
”>“ 目录 ”）查看
CatalystEX. 的帮助

万维网

有关其他信息，可以访问：
http://www.uprint3dprin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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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

按照打印机附带的组装说明安装打印机和材料分隔间。

安装软件
uPrint�SE�和�uPrint�SE�Plus�使用两个软件程序�

1.� CatalystEX,�安装在工作站上，用于从工作站中处理要打印的�STL�文件以及与打印机进行通
信。

2.� 系统软件，安装在打印机上的操作软件，用于控制打印机功能。

安装�CatalystEX:
1.� 找到从启动套件 CatalystEX�CD 插入到工作站 （PC）。

2.� 单击 “ 安装�CatalystEX: ” 按钮。

3.� 按照提示完成在工作站上加载�CatalystEX�的操作。

将系统软件安装到工作站上：
1.� 从启动工具包中找到系统软件光盘插入到工作站 （PC）。

2.� 单击 “ 安装系统软件 ” 按钮以将系统软件加载到工作站中。系统将要求您随后将该系统软
件加载到打印机中。

3.� 按照提示完成在工作站上安装系统软件的操作。

4.� 将系统软件安装到打印机上，�请参阅�µ⁄�13�“Š…œµƒ°× 在打印机上安装系统软件 °±

将打印机联网
可以使用两种方法将打印机连接到工作站上：通过网络或直接连接到工作站上。

通过网络进行连接：
1.� 找到启动套件中的网络电缆 （蓝色）。

2.� 在打印机和网络集线器之间连接网络电缆。

3.� 有关建立通信的信息，如果您拥有动态网络， 请参阅� µ⁄�11�“Š…œµƒ°× 在动态网络上建立
通信：°± 如果您拥有静态网络， 请参阅� µ⁄�11�“Š…œµƒ°× 在静态网络上建立通信：°±.

直接连接到工作站上：
1.� 找到启动套件中的跨接电缆 （橙色）。

2.� 在打印机和工作站的网络端口之间连接跨接电缆。

3.� 要建立通信，请参阅 µ⁄�11�“Š…œµƒ°× 在静态网络上建立通信：°±
10



正在与打印机建立网络通信
您需要在工作站和打印机之间建立网络通信，然后才能发送要生成的文件。您与�IP�地址之间建立
通信的方式取决您的网络和工作站是如何配置的。如果您的网络配置为�DHCP （动态主机配置协
议），则您的�DHCP�服务器将自动为您的打印机分配一个动态�IP�地址。这是您的�打印机的默认
设置，通常用于大型网络环境中。在某些情况下，您可能需要为打印机手动输入静态�IP�地址，并
在�CatalystEX�中记录该�IP�地址。静态�IP�地址通常用于小型网络。请按照下面的说明配置您的工
作站和网络。

在动态网络上建立通信：

如果位于动态网络上，或者您不确定网络的类型，请执行以下步骤，以便让 CatalystEX“ 找到 ” 打
印机并建立通信。

1.� 在打印机和网络集线器之间连接网络电缆。

2.� 确保打印机处于 “ 开 ” 状态，并确定打印机的唯一设备名�(UDN)。

a.� 在 “ 空闲 ” （或 “ 准备制作 (Ready to Build)”）状态下，在显示面板上按 “ 维护 ”。显
示屏会显示 “ 维护 ” 和软件版本。

b.� 在显示面板中，按 “ 系统 ”。
c.� 在显示面板中，按 “ 设置网络 ”。顶部窗口显示：“ 网络管理员�-�动态�IP�地址 ;�

UDN”。
d.� 此处列出了打印机的唯一设备名称�(UDN)。这是出厂时预设的名称，无法进行更改。

3.� 从工作站中启动�CatalystEX.

4.� 在 “ 常规 ” 标签中，单击 “ 管理 3D 打印机 ” 按钮。

5.� 单击窗口右下角的 “ 从网络添加 ” 按钮。

6.� 新窗口 （添加�3D�打印机）将在主窗口中列出打印机 （由其�UDN�标识）。在此窗口中单击
打印机，然后在窗口的下面部分输入名称和位置。

7.� 单击 “ 添加打印机 ”，之后即可开始打印。关闭 “3D�打印机 ” 弹出窗口。

在静态网络上建立通信：

如果您使用静态网络或将打印机直接连接到工作站，则您需要将静态�IP�地址信息输入到工作站或
打印机。如果您拥有静态网络，并且您的计算机已经可以访问网络，请参阅�µ⁄�12�“Š…œµƒ°×
在打印机上设置静态网络：°±

1.� 在工作站中设置静态�IP�地址信息：

a.� 对于�Windows�Vista，请参阅��µ⁄�11�“Š…œµƒ°× 在�Windows�Vista�中设置静态网
络：°±

b.� 对于�Windows�7，请参阅�µ⁄�12�“Š…œµƒ°× 在�Windows�7�中设置静态网络：°±

2.� 要在打印机中设置静态�IP�地址信息，请参阅�µ⁄�12�“Š…œµƒ°× 在打印机上设置静态网
络：°±

3.� 要建立通信，请参阅��µ⁄�13�“Š…œµƒ°× 要建立通信 :°±

在�Windows�Vista�中设置静态网络：

1.� 从工作站中，单击 “ 开始 ” 菜单。

2.� 单击 “ 控制面板 ” 按钮。

3.� 双击 “ 网络和�Internet”。

注意 :�如果 “ 添加�3D�打印机 ” 窗口中未显示您的打印机，则说明没有使
用动态网络，您需要设置静态网络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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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双击 “ 网络和共享中心 ” 图标。

5.� 单击 “ 管理网络连接 ”。

6.� 右键单击 “ 本地连接 ” 图标，然后单击 “ 属性 ”。

7.� 从列表中选择 “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

8.� 单击 “ 属性 ” 按钮。

9.� 单击 “ 使用下面的�IP�地址 ” 选项。

10.� 输入�IP�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有关�IP�地址的详细信息，请与�IT�管理员或�Internet�
服务提供商联系。IP�地址应该与工作站不同，默认网关和子网掩码应该与工作站一致。输入�
IP�地址、默认网关和子网掩码。

11.� 完成后，单击 “ 确定 ” 按钮。关闭所有打开的网络窗口。

在�Windows�7�中设置静态网络：

1.� 从工作站中，单击 “ 开始 ” 菜单。

2.� 单击 “ 控制面板 ” 按钮。

3.� 双击 “ 网络和�Internet”。

4.� 双击 “ 网络和共享中心 ” 图标。

5.� 双击 “ 本地连接 ”。

6.� 单击 “ 属性 ” 按钮。

7.� 从列表中选择 “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

8.� 单击 “ 属性 ” 按钮。

9.� 单击 “ 使用下面的�IP�地址 ” 选项。

10.� 输入�IP�地址、子网掩码和默认网关。有关�IP�地址的详细信息，请与�IT�管理员或�Internet�
服务提供商联系。IP�地址应该与工作站不同，默认网关和子网掩码应该与工作站一致。输入�
IP�地址、默认网关和子网掩码。

11.� 完成后，单击 “ 确定 ” 按钮。关闭所有打开的网络窗口。

在打印机上设置静态网络：

1.� 从网络管理员处获取静态网络地址。

2.� 在 “ 空闲 ” （或 “ 准备制作 (Ready to Build)”）状态下，在显示面板上按 “ 维护 ”。显示屏
会显示 “ 维护 ” 和软件版本。

3.� 按 “ 系统 ”。

4.� 按 “ 设置网络 ”。顶部窗口显示：“ 网络管理员 – 静态 IP 地址 ; UDN”。

5.� 按 “ 静态 IP” 以显示当前设置。例如：

IP 地址 :172.016.075.020� （用以引出另一种可能性）或 198.000.000.001

NM 地址 :255.255.000.000

GW 地址 :172.018.100.002

注意 :�这些值是出厂默认值，必须根据您的网络进行相应更改。如果不更改
这些值，打印机会不断自行重新启动，直至您更改这些值为止。

注意 :�IP�地址应该与工作站不同，默认网关和子网掩码应该与工作站一致。
输入�IP�地址、默认网关和子网掩码。
12



6.� 更新�IP�地址：

按 “ 增加 ”，每次将值提高一个数。
按 “ 下一位数 ” 将光标向右移动一个位置。
按 “ 上一位数 ” 将光标向左移动一个位置。

7.� 使用上面列出的三项功能设置�IP�地址。

8.� 设置了�Internet�协议�(IP)�地址的最后一位数后，将光标向右再移动一个位置。此时光标移
动到子网掩码�(NM)�地址。按照上述步骤设置�NM�地址和网关�(GW)�地址。

9.� 完成地址的设置后，在显示面板中按 “ 完成 ”。显示屏会显示：“ 是否更改 IP、子网掩码和
网关？ (Change IP, Netmask and Gateway?)”

10.� 按 “ 是 ”。然后，面板将显示 “ 正在重新设置网络 ”。

11.� 按 “ 完成 ”，直至显示 “ 空闲 ”。

要建立通信 :

1.� 从工作站中启动�CatalystEX.

a.� 在 “ 常规 ” 标签中，单击 “ 管理�3D�打印机 ” 按钮。
b.� 在弹出窗口中，单击右下角的 “ 从网络添加 ” 按钮。
c.� 新窗口 （添加�3D�打印机）将在主窗口中列出打印机 （由其�UDN�标识）。在此窗口

中单击打印机，然后在窗口的下面部分输入名称和位置。
d.� 单击 “ 添加打印机 ” 以完成操作。关闭 “ 添加�3D�打印机 ” 窗口。

2.� 如果 “ 添加�3D�打印机 ” 窗口中未显示您的打印机，则需要手动添加打印机�IP�地址。

a.� 在 “ 常规 ” 标签中，单击 “ 管理�3D�打印机 ” 按钮。
b.� 单击窗口右下角的 “ 手动添加 ” 按钮。
c.� 在 “ 添加�3D�打印机 ” 窗口的相应字段中，输入所选的名称和位置。
d.� 在相应字段中输入打印机的�IP�地址。此地址与步骤�6�中列出的地址相同。
e.�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打印机类型：uPrint�SE�或�uPrint�SE�Plus。

f.� 单击 “ 添加打印机 ” 以完成操作。关闭 “ 添加�3D�打印机 ” 窗口。

3.� 如果 “ 添加�3D�打印机 ” 窗口中未显示您的打印机，则需要手动添加打印机�IP�地址。

在打印机上安装系统软件
1.� 在显示面板中，按 “ 维护 ”。

2.� 按 “ 系统 ”。

3.� 按 “ 加载升级 ”。将显示 “ 从工作站发送升级 ” 和打印机�IP�地址。

4.� 从工作站中，双击�CatalystEX�图标以打开�CatalystEX。

5.� 单击 “ 打印机维护 ” 选项卡。

6.�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您的打印机，然后单击 “ 更新软件 ” 按钮。

注意 :�如果只连接了一个打印机，则在列表中仅显示该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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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CatalystEX�中浏览到系统软件文件所在的目录，然后选择�uPrintSE.upg�文件�(uPrint�
SE)�或�uPrintSEPlus.upg�文件�(uPrint�SE�Plus)。现在，系统软件将开始下载到打印机上。

8.� 在系统软件验证完成后，打印机显示屏将显示 “ 是否重新启动以完成升级？ ”。按 “ 是
”。接下来，打印机将加载系统软件，然后重新启动并恢复为空闲状态。�

 

添加第二个材料分隔间
您可以选择添加第二个材料分隔间以延长打印时间，这样，打印模型时就不要重新装填材料了。

安装附加材料分隔间 :
1.� 从包装箱中取出材料分隔间、材料分隔间电缆、材料轴和材料托架。

2.� 从打印机中取下模型和支撑材料。

3.� 打开轻轻按在拉向外释放物质舱门。

4.� 要拆卸材料托架，请首先将其推入以解锁，然后再拉出即可。

5.� 将托架放在稳固的平面上。

6.� 打开托架。

7.� 旋转卷盘以回卷材料，但让细丝导管中保留 2 英寸 (50 mm) 的材料。�请参阅�图�7.�

注意 :�默认�uPrint�SE�系统软件位置 32 位系统：

C:\Program Files (x86)\Dimension\uPrint SE <version>

默认�uPrint�SE�系统软件位置 64 位系统：
C:\Program Files\Dimension\uPrint SE <version>

默认 uPrint�SE�Plus�系统软件位置 32 位系统：
C:\Program Files (x86)\Dimension\uPrint SE Plus <version>

默认 uPrint�SE�Plus�系统软件位置 64 位系统：
C:\Program Files\Dimension\uPrint SE Plus <version>

注意 :�系统软件加载大约需要�10�分钟的时间。

注意 :�请勿将材料通过细丝导管推回材料匣中，否则可能会导致材料折断或
乱作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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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回卷材料卷盘

8.� 使用刀具从细丝导管中切掉多余的�2�英寸�(50�mm)�材料，留下钝端。

9.� 按电源开关以关闭打印机的电源。

10.� 当显示屏变空白且打印机已关闭时，将断路器置于 “ 关 ” 的位置。

11.� 断开电源电缆、网络电缆、材料分隔间电缆和。

12.� 按压联结器环并将模型和支撑材料管向外拉，以使其脱离打印机和材料分隔间。

13.� 抓住打印机手柄，将其从材料分隔间抬下并放在稳固的平面上 （需要�2�个人）。�请参阅�图�
8.��

图�8�将打印机与材料分隔间分开

14.� 将第二个材料分隔间放在现有材料分隔间上面。确保支脚和销钉正确对齐。�请参阅�图�9.�

图�9��放置材料分隔间

15.� 将打印机放在材料分隔间上面 （需要�2�个人）。确保支脚和销钉正确对齐。�请参阅�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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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放置打印机

16.� 按压联结器环并向外拉，将黑色插头从模型和支撑�Y�型连接器中拔下。�请参阅�图�11.

图�11�拔下�Y�型连接器插头

17.� 将红色短条纹材料管�(M1)�从上面材料分隔间的模型�(M)�联结器连接到模型�Y�型连接器左
侧，应将材料管牢固插入红色联结器中。轻拉材料管，以确保其正确插入。

18.� 对于支撑一侧的黑色短条纹材料管 (S1)，重复相同的操作。请参阅�图�12.�

图�12�连接短材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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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将红色长条纹材料管�(M2)�从下面材料分隔间的模型�(M)�联结器连接到模型�Y�型模块右侧，
应将材料管牢固插入红色联结器中。轻拉材料管，以确保其正确插入。

20.� 对于支撑一侧的黑色长条纹材料管 (S2)，重复相同的操作。请参阅�图�13.�

图�13�连接长材料管

21.� 在打印机和上面材料分隔间的顶部连接器之间连接材料分隔间电缆。

22.� 在上面材料分隔间的底部连接器和下面材料分隔间的顶部连接器之间连接另一根材料分隔间
电缆。请参阅�图�14.�

图�14�连接材料分隔间电缆

23.� 连接电源电缆和网络电缆。

24.� 将断路器切换到打开位置。

25.� 按电源开关以打开打印机的电源。

26.� 在打印机启动后，您可能需要重新加载打印机系统软件。如果打印机显示 “ 从工作站发送
升级 ”，�请参阅 µ⁄�33�“Š…œµƒ°× 更新打印机系统软件：°±

27.� 将模型和支撑材料轴插入新材料托架中。

28.� 从显示面板中，按 “ 材料 ”。显示屏将显示 “ 添加 / 删除 ”。

29.� 打开材料分隔间门，将两个带红色手柄的模型托架推入材料分隔间右侧，直至锁定为止。

30.� 将两个带黑色手柄的支撑托架推入材料分隔间左侧，直至锁定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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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按 “ 装填所选项 ”。打印机将装填第一个材料分隔间，并准备第二个材料分隔间以自动进
行装填。打印机装填完材料后，将用星号标记�S1�和�M1。所有材料分隔间�LED�指示灯将亮
起。

32.� 装填完材料后，按 “ 完成 ”。显示屏将显示 “ 空闲 ”，并显示两个材料分隔间中的剩余
模型和支撑材料量。

注意 :�装填材料最多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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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作

显示面板和键盘
打印机的主用户界面是显示面板和键盘。请参阅�图�15.

图�15�的显示面板和键盘

uPrint�SE�和 uPrint�SE�Plus�的显示面板和键盘包含一块多行 LCD 显示屏（带有两个用于滚动消
息的按钮），以及四块单行显示屏（每块均带有一个用于执行选择的按钮）。大显示屏的最顶一
行始终显示打印机状态。

1 键盘按钮

2 上面窗口

3 下面窗口

注意 :�如果下部显示屏中有某个项目在闪烁，则该闪烁的项目通常是下一个
最符合逻辑的选择。

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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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软件概述
• “ 空闲 ”：如果没有正在制作的零件并且制作队列中没有零件，则显示屏会显示打印机处于

“ 空闲 ” 状态。
• “等待零件” 或 “启动零件”：如果打印机处于 “ 空闲 ” 状态，并且制作队列为空，则可以

将打印机
设置为等待零件。如果打印机的制作队列中含有零件，则可以按 “ 启动零件 ” 以开始制
作。

• “ 正在制作 ”：如果打印机正在制作零件，您可以选择暂停、将指示灯设置为开启或关闭、
查看打印时间或剩余的材料，以及将打印机设置为自动关机。

• “ 材料 (Material)”：在本节中，您可以装载材料或装卸物料。
• “ 待机 ”：在此部分中，您可以将打印机设置为待机模式。
• “ 维护 ”：在此部分中，您可以更改 “ 系统 ”、“ 设置 ” 或 “ 机器 ”。

图�16�显示面板的层次结构

空闲

材料� 待机 维护

系统 设置 机器

•�设置网络

•�测试零件

•�加载升级

•�指示灯始终开启

•�禁用的 UPnP

•�选择语言

•�支架

•�挤出头

•�挤出嘴

•�暂停

•�指示灯关闭

•�显示时间

•�自动关机

•�加载材料

•�卸载材料

等待零件 启动零件

正在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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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ystEX�概述
• “ 常规 ” 选项卡：在此部分中，您可以选择模型填充和支撑样式以及更改�STL�单位和�STL�

比例。
• “ 方向 ” 标签：此部分可让您旋转零件和调整其大小。您还可以更改视图、自动定向零件或

插入暂停。
• “ 模型包 ” 选项卡：此部分显示用于打印的模型包中包含的零件。可以从此部分中添加零

件、更合理地摆放零件或清除模型包。
• “ 打印机状态 ” 选项卡：此部分显示剩余材料量 （模型和支撑）以及制作队列中包含的零

件。
• “ 打印机维护 ” 标签：在此部分中，您可以检查打印机历史记录、设置打印机时间、设置打

印机密码、更新打印机软件、获得打印机信息，以及导出配置文件 （这些文件包含有关打印
机的特定操作信息）。

图�17�CatalystEX�的层次结构

注意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CatalystEX�动态帮助。

CatalystEX

•�自动定位

•�零件旋转

•��STL�比例

•�更改视图

•�插入暂停�

•�插入�CMB�文件

•�模型包名称

•�清除模型包

•�打印机状态

•�作业队列 �

•�管理队列

•�打印机历史记录�

•�导出配置

•�打印机时间

•�打印机密码

•�打印机信息

•�更新软件

•�层厚

•�模型填充样式

•�支撑样式

•�份数

•�STL�单位

•�STL�比例

“ 常规 ” 标签 “ 方向 ” 标签 “ 模型包 ” 标签 “ 打印机状态 ” 标 “ 打印机维护 ”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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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STL�文件以进行打印
使用 CatalystEX 打开 STL 文件：

1.� 使用�CAD�软件创建�STL�文件。有关将�CAD�绘图转换为�STL�文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CAD�
软件的帮助部分。

2.� 打开�CatalystEX�软件。

3.� 在 “ 文件 ” 菜单中，选择 “ 打开 STL...”。

4.� 导航到您创建的�STL�文件并将其选中。

选择层厚：

可以在�uPrint�SE�Plus�打印机上更改层厚。更改层厚将影响表面光滑度和制作时间。如果选择较
小的层厚，则会提高表面光滑度，但制作时间较长。层厚度还会影响最小壁厚。最小壁厚适用于
您的零件的水平�(XY)�面。如果�STL�中的某功能小于该限制，则成型设备会将该功能的尺寸增加
到最小壁厚。�

选择模型内部填充样式：

这将确定用于零件内部区域的填充类型。您可以选择三种模型内部类型。

• “ 实心 ”—�在希望获得更坚固耐用的零件时使用。制作时间会较长，而且会使用较多的材
料。

• “ 疏松 - 高密度 ”—�这是默认的模型内部样式。强烈建议选择此样式。制作时间较短，使
用的材料较少，而且显著降低了质量很大的几何形状发生零件卷曲的可能性。

• “ 疏松 - 低密度 ”—�内部为 “ 蜂窝状 ” 或 “ 鸟巢状 ”。选择此样式时，制作时间最短，使
用的材料最少，但会降低零件的强度。

选择支撑样式：

Soluble�Support�Material 用于在制作过程中支撑模型。在零件完成后，将会去除支撑材料。支
撑样式将影响支撑强度和打印制作时间。“ 智能 ” 支撑是默认支撑设置。�

• “ 基础 ”—�适用于大多数零件。基础支撑在支撑成型路径之间使用一致的间距。
• SMART�- 尽可能减少支撑材料的用量，缩短制作时间，并使许多零件有可能免于支

撑。“SMART” 支撑在工具路径光栅之间采用宽间距，并更改支撑区域的形状。随着支撑从
零件要素的底面下降到支撑的基础，支撑区域逐渐缩小并变为较简单的形状，从而减少了材
料的用量，并缩短了制作时间。“ 智能 ” 支撑适用于所有零件，尤其是那些支撑区域较大
的零件。

• “ 环绕 ”—�整个模型都由支撑材料环绕。通常用于高且薄的模型。

打印机类型 可用层厚 小壁厚
uPrint�SE 0.010�英寸 （0.254�毫米） .036�英寸�(.914�毫米 )

uPrint�SE�Plus 0.010�英寸 （0.254�毫米）
0.013�英寸 （0.3302�毫米）

.036�英寸�(.914�毫米 )

.047�英寸�(1.194�毫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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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STL�文件的比例：

在为进行打印而处理零件之前，可以更改制作空间中的零件大小。每个零件在 STL 文件中都有预
定义的大小。在打开文件后，可以通过更改比例来更改从 STL 文件生成的零件的大小。此比例始
终与原始的 STL 文件大小定义相关。 �

例如：立方体的大小定义为�2�X�2�X�2，您只需将比例改为�2.0�就能制作出�4�X�4�X�4�的立方体。
如果您在将比例改为�2.0�后决定�3�X�3�X�3�的大小更合适，则将比例改为�1.5�-�比例与原始大小�
2.0�相关，而与第一次更改比例后产生的大小�4.0�无关。

在比例输入框中单击，键入所需比例。

选择�STL�文件的方向：

“ 方向 ” 标签有一个展开的预览窗口。它提供多个选项，可以查看零件、测量零件、定向零件、
处理零件和查看零件的层。零件在预览窗口中的具体定向决定着打印时零件的具体定向。

方向会影响制作速度、零件强度、表面光滑度和消耗的材料。方向还可能会影响 CatalystEX 修复 
STL 文件的任何问题的能力。

您可以选择自动定向零件，这可让 �CatalystEX�确定零件的最佳方向，以实现最快的制作时间和
最少的材料使用量。您也可以手动更改零件的方向。

方向的考虑因素：

• 制作速度�—�与材料使用量密切相关。支撑材料的使用量越少，制作速度越快。

另一个影响制作速度的因素是轴方向。打印机在�X-Y�平面的制作速度比沿�Z�轴的制作速度
要快。通过仔细定向零件以缩短其在成型空间中的长度，可以提高制作速度。

• 零件强度�—�在一层中的模型比跨层的模型更坚固。您可能要仔细定向零件，使其在跨特定
区域的部位具有最大的强度，具体取决于您希望零件演示的功能。例如，如果跨层施加压
力，则需要按压的凸起将是最脆弱的部位。

• 表面光滑度�—�与定向以保证强度非常相似的是，零件的具体定向决定着表面光滑度效果，
并且可让打印机为特定的区域提供最光滑的表面。例如，如果制作圆柱体，则将圆柱体定向
为竖直可以比横着制作获得更光滑的表面。

• STL 文件修复 — 可能有些 STL 文件看着毫无问题，但实际却包含着错误。如果 STL 文件包
含错误，则 CatalystEX 在处理它时可能会遇到问题。CatalystEX 能够自动更正一些 STL 文
件错误。零件的具体定向可能会影响自动修复功能。

将�STL�文件添加到模型包：

在 “ 常规 ”、“ 方向 ” 和 “ 模型包 ” 标签上都可以找到 “ 添加到模型包 ” 按钮。

单击 “ 添加到模型包 ” 按钮时，�CatalystEX�会将当前在 “ 常规 ” 标签或 “ 方向 ” 标签的预览窗口
中的文件添加到 “ 模型包 ” 标签的模型包预览窗口。

如果预览窗口中的文件还没有为打印而进行相应处理，则会先处理该文件，然后再将其添加到模
型包。每多单击 “ 添加到模型包 ” 按钮一次，就会在模型包中多添加一个文件副本。

打印�STL�文件：

在 “ 常规 ”、 “ 方向 ” 和 “ 模型包 ” 标签上都可以找到 “ 打印 ” 按钮。�

CatalystEX�现在将处理模型包中的所有零件，然后创建一个 CMB 文件，打印机将根据此文件打
印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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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零件
如果未将零件发送到打印机进行制作，则制作队列为空。如果制作队列为空，则显示面板会显示
“ 空闲 ” 或 “ 准备制作 (Ready to build)”。

请选择是想从远程位置还是想从打印机的显示面板开始制作。

从远程位置开始制作：

下部显示屏显示 “ 等待零件 ”，而且它不断闪烁。

1.� 在显示面板中，按 “ 等待零件 ”。显示屏会询问 “ 是否已安装托盘？ ”

2.� 插入托盘。

3.� 按 “ 是 ”。此时显示屏上显示 “ 等待零件 ”。

4.� 在�CatalystEX�工作站中，向打印机发送一个零件。打印机会自动开始制作零件。有关详细
说明，请参阅�µ⁄�22�“Š…œµƒ°× 处理�STL�文件以进行打印 °±�

从显示面板开始制作：

如果没有激活 “ 等待零件 ”，则可以将零件发送到打印机，并在发送后从显示面板中启动零件。

1.� 在�CatalystEX�工作站中，向打印机发送一个零件。显示屏显示 “ 准备制作 (Ready to Build)”
和队列中等待制作的第一个文件的名称。 

2.� 插入托盘。

3.� 在显示面板中，按 “ 启动模型 ”，开始制作零件。

注意 :�请不要重复使用成型垫。如果重复使用成型垫，则可能出现校准错
误、零件质量差以及挤压力不足等情况。您可以从��经销商处获取更多的成型
垫。

注意 :�请不要重复使用成型垫。如果重复使用成型垫，则可能出现校准错
误、零件质量差以及挤压力不足等情况。您可以从��经销商处获取更多的成型
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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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过程中的显示面板

显示面板最顶部的两行会显示打印机状态。�请参阅�图�18.�显示面板底部的一行会显示材料匣中剩
余的模型材料和支撑材料数量。
图�18�制作过程中的显示面板

内室指示灯
在零件开始制作时，内室指示灯会自动开启。默认情况下，指示灯在�30�分钟后关闭。可以通过
显示面板切换指示灯的开启和关闭。

可以将内室指示灯设置为始终开启，但在关闭电源重新启动后内室指示灯会恢复为出厂设置。

1.� 在 “ 空闲 ” 或 “ 准备制作 (Ready to Build)” 状态下，在显示面板上按 “ 维护 ”。

2.� 按 “ 设置 ”。

3.� 按 “ 指示灯始终开启 ”。

重复以上过程可关闭此选项。

暂停制作
在制作零件时，您可能想暂停制作，以便更换材料。要随时暂停制作，请在显示面板中按 “ 暂停
”。

注意 :�如果材料数量不断闪烁，则表示剩余的材料不足以完成当前的制作。

注意 :�在暂停之前，打印机会完成当前的成型路径。

打印机状态

模型文件名

剩余的支撑材料 剩余的模型材料

打印机状态

模型文件名

仓间�1�中剩余的支撑材料

仓间�2�中剩余的支撑材料

仓间�1�中剩余的模型材料

仓间�2�中剩余的模型材料

单材料仓间

双材料仓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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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后继续
如果按 “ 暂停 ” 之后，准备继续制作零件，请按 “ 继续 ”，此时打印机会继续打印。

取消制作
在制作零件时，可以随时取消制作。

1.� 在显示面板中，按 “ 暂停 ”。

2.� 在打印机停止制作时，按 “ 取消制作 ”。

3.� 显示屏会询问 “ 确实要执行此操作？ ” 按 “ 是 ”。�

4.� 显示屏显示 “ 制作停止 (Build Stopped)”，后跟文件名。之后，会提示您移除零件并更换托
盘。�

5.� 移除零件并更换托盘。

6.� 在打开然后关闭内室门之后，显示屏询问 “ 是否移除了零件？ ” 只能 在您移除零件并更换
托盘之后再按 “ 是 ”。

移除完成的零件
在打印机完成了零件的制作后，显示屏会显示 “ 已完成 ”，后跟文件名。显示屏还会显示 “ 移除
零件并更换托盘 (Remove Part and Replace Modeling Base)”。

1.� 打开内室门。

2.� 翻下托盘固定装置，然后通过滑出并向上拉托盘将其取出。

3.� 滑入并向下推新的托盘以将其插入，然后翻起固定装置以将托盘锁定到位。

4.� 关闭内室门。

5.� 在打开然后关闭此门后，显示屏会显示 “ 是否移除了零件？ ”。请仅在移除零件并更换托
盘后才在显示面板中按 “ 是 ”。

在按 “ 是 ” 后，显示屏会为队列中的下一个零件显示 “ 空闲 ” 或 “ 准备制作 (Ready to Build)” 状
态。

手手套 :�托盘将会很热，因此，在从打印机中移除零件时请戴上手套。

注意 :�如果在移除零件之前按 “ 是 ”，可能会损坏打印机。

手手套 :�托盘将会很热，因此，在从打印机中移除零件时请戴上手套。

注意 :�如果在移除零件之前按 “ 是 ”，可能会损坏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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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托盘中移除零件：
1.� 从打印机中取出托盘后，用手平稳地来回弯曲托盘，以松开零件。

2.� 将零件拉离托盘，或者使用油灰刀完全移除零件。

移除�Support�Material
uPrint�SE�和�uPrint�SE�Plus�使用可 Soluble�Support�Material，此类材料设计为在肥皂水溶液
中溶解。这带给零件光滑洁净的表面，而且细节完好无损。可以用手相对轻松地移除可溶性支撑
材料，但此类材料设计为在溶解后脱离零件，从而无需手工修整零件。

清空废料桶
每次完成制作后，清空废料桶，以避免零件质量出现问题或损坏打印机。

1.� 用戴上手套的手提起废料桶，然后将其拉离两个支架。�请参阅�图�19.

图�19�清空废料桶

2.� 清空废料桶。

3.� 将废料桶放在两个支架上，然后向下推以锁定到位。

注意 :�在零件仍然温热时，更容易从托盘中移除零件。

警告 :�支撑材料较锐利，因此，手工的在移除支撑材料时请戴上安全眼镜
和手套。

手手套 :�清空废料桶时要戴上手套。

注意 :�在重新安装废料桶时，请确保它锁定到两个支架上，并且悬挂起来时
与内室壁齐平，以免损坏。

废料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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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单材料仓间更换材料
1.� 在显示面板中，按 “ 材料 ... (Material...)”。显示屏会显示 “ 添加 / 移除 (Add/Remove)” 以及

“S1 （剩余 %） (S1(remaining%))” 和 “M1 （剩余 %） (M1(remaining%))”。当前活动的材
料仓间
（即当前加载到挤出头的材料仓间）由星号标记。

2.� 按 “ 卸载 ... (Unload...)” 。

3.� 选择 “ 卸载两种 (Unload both)”、 “ 卸载模型 (Unload Model)” 或 “ 卸载支撑 (Unload 
Support)”。

4.� 打印机即从挤出头卸载材料。卸载了材料之后，您需要更换材料匣。

5.� 打开轻轻按在拉向外释放物质舱门。

6.� 要拆卸材料托架，请首先将其推入以解锁，然后再拉出即可。

7.� 将材料匣放在稳固的平面上。

8.� 打开材料匣。

9.� 旋转卷盘以回卷材料，但让细丝导管中保留 2 英寸 (50 mm) 的材料。�请参阅�图�20.

图�20�回卷材料卷盘

10.� 使用刀具从细丝导管中切掉多余的�2�英寸�(50�mm)�材料，留下钝端。

11.� 更换材料卷盘。

12.� 关闭并锁上材料匣。

13.� 更换了材料匣后，按 “ 加载 ...”。 

14.� 选择 “ 加载模型 (Load Model)”、 “ 加载支撑 (Load Support)” 或 “ 加载两种 (Load both)”。

15.� 将材料加载到挤出头后，按 “ 完成 ...”。

注意 :�请勿将材料通过细丝导管推回材料匣中，否则可能会导致材料折断或
乱作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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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双材料仓间更换材料
1.� 在显示面板中，按 “ 材料 ... (Material...)”。显示屏会显示 “ 添加 / 移除 (Add/Remove)”

以及 “S1%、 S2 （剩余 %） (S1%, S2 (remaining%))” 和 “M1、 M2 （剩余 %）
(M1, M2 (remaining%))”。当前活动的材料仓间（即当前加载到挤出头的材料仓间）由星号
标记。

2.� 按 “ 卸载 ... (Unload...)” 。

3.� 按 “ 卸载两种 (Unload both)”、 “ 卸载模型 (Unload Model)” 或 “ 卸载支撑 (Unload 
Support)”。

4.� 打印机即从挤出头卸载材料。卸载了材料之后，您需要更换材料匣。

5.� 打开轻轻按在拉向外释放物质舱门。

6.� 要拆卸材料托架，请首先将其推入以解锁，然后再拉出即可。

7.� 将材料匣放在稳固的平面上。

8.� 打开材料匣。

9.� 旋转卷盘以回卷材料，但让细丝导管中保留 2 英寸 (50 mm) 的材料。请参阅�图�21.

图�21�回卷材料卷盘

10.� 使用刀具从细丝导管中切掉多余的�2�英寸�(50�mm)�材料，留下钝端。

11.� 更换材料卷盘。

12.� 关闭并锁上材料匣。

13.� 更换了材料匣后，按 “ 加载 ...”。 

14.� 可以选择您想要加载到挤出头的材料匣，方法是选择 “ 下一个模型 (Next Model)” 或 “ 下一
个支撑 (Next Support)”。完成选择后，按 “ 加载选定的 (Load Selected)”。

15.� 打印机即会加载选定的材料仓间，并准备其他仓间以进行自动加载。在这些仓间完成加载和
准备后，按 “ 完成 ...”。显示屏会显示 “ 等待零件 ” 或 “ 准备制作 (Ready to Build)”。

注意 :�请勿将材料通过细丝导管推回材料匣中，否则可能会导致材料折断或
乱作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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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仓间�LED
下表说明�LED�表示的状态。

更换材料卷盘
从材料匣中取出材料卷盘：

1.� 将材料匣放在稳固的平面上。

2.� 解脱材料匣的闩锁并打开它。

3.� 取出材料卷盘。丢弃可能留在材料匣中的任何材料残片。

4.� 取出材料导轨并回收可用之物。材料导轨是不能重复使用的。请参阅�µ⁄�59�“Š…œµƒ°× 从
材料导轨中取出�EEprom°±

5.� 回收空的材料卷盘。请参阅�µ⁄�58�“Š…œµƒ°× 回收代码 °±

6.� 将新的材料卷盘安装到材料匣中。

存放材料卷盘
材料线轴包装厂防静电，防潮袋保存保质期。材料将保持阀芯内的湿度免费开放后至少 30 天。
如果阀芯材料包装保持密封，保质期为一年以上。

如果打算在超过�72�小时的时间内不使用打印机，请卸载模型材料和支撑材料，并将它们贮存在
随附的贮物袋中，以免受潮。�

1.� 从打印机中卸载材料。

2.� 打开轻轻按在拉向外释放物质舱门。

3.� 要拆卸材料托架，请首先将其推入以解锁，然后再拉出即可。

4.� 将材料匣放在稳固的平面上。

5.� 打开材料匣。

6.� 旋转卷盘以回卷材料，但让细丝导管中保留 2 英寸 (50 mm) 的材料。请参阅 �图�22.

开启 材料当前加载到挤出头

关闭 不存在材料匣
存在材料匣并准备加载它

闪烁 需要更换材料匣 （材料匣为空或出错）

注意 :�请勿将材料通过细丝导管推回材料匣中，否则可能会导致材料折断或
乱作一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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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回卷材料卷盘

7.� 使用刀具从细丝导管中切掉多余的�2�英寸�(50�mm)�材料，留下钝端。

8.� 找到材料匣上的两个材料固定夹。请参阅�图�23.

图�23�材料固定夹

9.� 将材料导轨放入卷盘上的材料导轨槽中。请参阅��图�24.

10.� 将材料放在材料槽口中�请参阅�图�24.

图�24�材料导槽和槽口

11.� 从材料导轨中切掉多余的材料。

12.� 将材料固定夹放在卷盘上，然后从材料匣中取出卷盘。请参阅�图�25.

a.� 推材料固定夹以横跨在材料上，然后夹在材料卷盘上。

材料固定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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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向下推材料固定夹，直至其锁定到位。�

图�25�安装材料固定夹

13.� 从材料匣中取出材料卷盘。�请参阅�图�26.

图�26�材料固定夹

14.� 将材料卷盘放入材料匣附带的贮物袋中。

自动关机
可以将打印机设置为在完成制作时自动关机。此选项可以节约能源用量。

1.� 在打印机制作零件时，按 “ 自动关机 ” 按钮。

2.� 将位于打印机左侧的电源开关旋至关闭位置。

打印机显示 “ 自动关机模式 ”，并且打印机在一完成制作时就会关机。

取消自动关机：
1.� 将电源开关旋回 “ 开 ” 的位置。

断电
要切断打印机电源，请将电源开关旋至 “ 关 ” 的位置。您随时都可以这样做，这并不会损坏打
印机。您并不需要执行任何其他步骤。如果在打印机制作零件时这样做，则不会完成当前的

注意 :�如果未将材料卷盘加载到打印机中，请始终将其贮存在材料匣或其附
带的贮物袋中，以免受潮。

注意 :�在关闭电源开关后，系统冷却风扇和指示灯会继续工作几分钟。

将固定夹放在此处并向下推以锁定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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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待机模式中继续执行操作
如果打印机在几分钟内无任何操作，则它会进入待机模式。在待机期间，挤出头的温度会降低，
以节约能源。

在显示面板中，按 “ 继续 ”。

更新打印机系统软件：
访问�http://www.uprint3dprinting.com�以查看是否有打印机系统软件更新。如果有打印机系统
软件升级，请下载并在打印机上安装升级。

安装系统软件：
1.� 在显示面板中，按 “ 维护 ”。

2.� 按 “ 系统 ”。

3.� 按 “ 加载升级 ”。将显示 “ 从工作站发送升级 ” 和打印机�IP�地址。

4.� 打开��CatalystEX�然后单击 “ 打印机维护 ” 选项卡。

5.� 单击 “ 更新软件 ” 按钮。现在，CatalystEX�将连接到打印机上，并提示您查找升级文件。
在�CatalystEX�中浏览到升级文件所在的目录。更新将自动加载到打印机上。在加载更新后，
显示屏将显示 “ 正在验证更新 ”。

6.� 在验证完成后，显示屏将显示 “ 是否重新启动以完成升级？ ”。按 “ 是 ”。现在，打印
机将重新启动并恢复为空闲状态。

7.� 按 “ 维护 ” 按钮并确保正确安装了更新版本，然后退出维护。
33

http://www.uprint3dprinting.com
http://www.uprint3dprinting.com


5 性维护

启动套件工具
启动套件包含一组工具，可用于帮助您维护打印机。下面是启动套件中包含的工具列表：

• 尖嘴钳
• 丁字通用扳手�–�1/8�英寸
• 丁字通用扳手�–�7/64�英寸
• 皮手套
• 刀具
• 刷子
• 放大镜

预防性维护
每天
清空废料桶

每次完成制作后，清空废料桶。

检查挤出嘴擦拭部件

每次完成制作后，应检查挤出嘴擦拭部件，以确保无积料。如果有积料，请清洁挤出嘴擦拭部
件。挤出嘴擦拭部件上的积料可能会导致零件质量问题。请参阅�µ⁄�35�“Š…œµƒ°× 挤出嘴擦拭
部件 °±

检查挤出嘴保护盖

每次完成制作后，应检查挤出嘴保护盖有无损坏或积料。如有必要，清除可能的积料。如果无法
清除积料，或者挤出嘴保护盖已损坏，则更换挤出嘴保护盖。请参阅�µ⁄�37�“Š…œµƒ°× 挤出嘴
保护盖的更换 °±

清除残积料

清除�Z�轴平台上的和引导螺杆周围的所有积料。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基座未处于水平状
态，或者�Z�轴平台在其上限处卡住。

用真空吸尘器打扫制作内室

用真空吸尘器打扫制作内室，以吸走所有残积料和挤出的材料。

清洁门

请勿在门上使用含氨的玻璃清洁剂，否则会损坏由丙烯酸制成的窗口。�

注意 :�仅使用丙烯酸清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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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小时维护
将每隔�500�小时在工作站上显示预防性维护警报，以提醒您进行预防性维护。请参阅�图�27.

图�27�预防性维护警报

挤出嘴擦拭部件
每隔大约�500�小时就应更换挤出嘴擦拭部件。

1.� 完全切断打印机的电源。

2.� 将挤出头移到打印机右侧，以便接触到挤出嘴擦拭部件。

图�28�将切换挤出头移到右侧

3.� 将挤出嘴擦拭部件提离打印机，以取出此部件。丢弃这个挤出嘴擦拭部件。�请参阅�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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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更换挤出嘴擦拭部件

4.� 将新的挤出嘴擦拭部件放在两个安装支柱上，确保完全安装此部件。�请参阅�图�30.

图�30�安装喷嘴擦拭部件

5.� 重新打开打印机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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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出嘴保护盖的更换
随着时间的推移，挤出嘴保护盖可能会磨损。这可能会对模型的表面光滑度和细节产生负面影
响。请每隔�500�小时更换挤出嘴保护盖一次。

图�31�挤出嘴保护盖损坏

1.� 进入 “ 挤出头维护 ”。

a.� 在显示面板中，按 “ 维护 ”。
b.� 按 “ 机器 ”。
c.� 按 “ 挤出头 ”。挤出头在内室中央停止移动，并且�Z�轴平台会改变位置。

2.� 通过往里按弹片并拉离挤出头来取下挤出头盖。�请参阅�图�32.

图�32�打印头盖卡舌位置

3.� 将小号螺丝刀的头部放在挤出嘴保护盖和挤出嘴板之间。用小号螺丝刀的头部将挤出嘴保护
盖与挤出嘴板分开�请参阅�图�33.

注意 :�挤出头区域很热。因此，在打印机的此区域中工作时，请戴上手套。�

新保护盖 磨损的保护盖

往里按弹片以取下挤出
头盖打印头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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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取下挤出嘴保护盖

4.� 使用启动工具包中附带的钢丝刷清洁挤出嘴，以清除所有残积料。�请参阅�图�34.�

图�34�用钢丝刷清洁挤出嘴

5.� 安装一个新的喷嘴罩覆盖在外露的喷嘴，它推动走向的后脑勺，使开槽年底。请参阅�图�35.

图�35�喷嘴保护盖安装

注意 :�喷嘴屏蔽层应与提示板平齐所示图�36.

插入标准的小号螺丝刀，从挤出
嘴中撬开挤出嘴保护盖 挤出嘴保护盖

挤出嘴板

使用钢丝刷清洁挤出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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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喷嘴盾安置

6.� 更换挤出头盖，然后关闭打印机门。

7.� 退出维护，按 “ 完成 ”，直至恢复为空闲状态。

清除材料存在开关中的碎屑
除了�500�小时的维护以外，有时还可能需要清除材料存在开关中的碎屑。例如，如果显示面板上
显示 “ 材料错误�-�细丝受阻 ” 消息，则可能会建议您清除材料存在开关中的碎屑。

1.� 从打印机中取出材料和材料托架。

2.� 打开轻轻按在拉向外释放物质舱门。

3.� 要拆卸材料托架，请首先将其推入以解锁，然后再拉出即可。

4.� 将材料管从材料分隔间后面取下。仍将材料管连接到�Y�型连接器上。

5.� 在材料分隔间中查找材料存在开关的入口孔。�请参阅�图�37.

图�37�材料存在开关位置

6.� 找一罐压缩空气。

7.� 将罐装空气延长管插入其喷嘴中。

8.� 将罐装空气延长管与材料存在开关的入口孔对齐。�请参阅�图�38.

注意 :�如果未更换头盖，则打印机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放置不正 正确喷嘴屏蔽

支撑一侧的材料存在开关 模型一侧的材料存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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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清洁材料存在开关

9.� 挤压喷嘴以快速喷出空气 （约�2�秒），以清除材料分隔间的模型和支撑一侧的材料存在开关
中的碎屑。如果安装了可选的材料分隔间，请对第二个分隔间重复此过程。

10.� 将材料管重新连接到材料分隔间后面。

11.� 更换材料托架并装填材料。

2000�小时维护
挤出嘴的更换和校准

在运行时间超过�2000�小时后，将显示预防性维护警报以通知您需要更换和校准喷嘴。请参阅�图�
39.

图�39�预防性维护警报

取下挤出嘴：
1.� 在更换挤出嘴之前，您需要确保打印机已通电。

2.� 在显示面板中，按 “ 维护 ”。

3.� 按 “ 机器 ”。

注意 :�在挤出嘴周围的区域中执行维护时，如果处置不当，也可能会损坏挤
出嘴。

注意 :�CatalystEX�通过 “ 打印机维护 ” 标签上的 “ 打印机信息 ” 按钮�
显示挤出嘴时间 （小时）（在更换挤出嘴后，挤出嘴时间会重设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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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 “ 挤出嘴 ”。

5.� 按�“ 替换 ”。

6.� 打印机会显示 “ 加载模型 – 正在卸载 ”。

7.� 卸载完成后，显示屏会提示删除的物质载体。在推的物质载体和释放解锁。

8.� 现在，可以打开打印机门并更换挤出嘴；或者，可以按 “ 取消 ” 以取消挤出嘴更换过程。

9.� 通过挤压塑料挤出头盖两侧凸起的衬垫取下此盖。�请参阅�图�40.

图�40�打印头盖卡舌位置

10.� 取下挤出嘴�

a.� 使用�7/64�英寸的丁字通用扳手将加热器块的螺丝逆时针松开完整的三到四圈，或者
直到这些螺丝的顶部与金属盖齐平。请勿完全取下这些螺丝。�请参阅�图�41.

图�41�取下挤出嘴

b.� 使用尖嘴钳夹住挤出嘴的不锈钢保护盖。�
c.� 将挤出嘴保护盖朝着您的方向拉，然后向下拉以将挤出嘴从加热器块中取下。丢弃用

过的挤出嘴。请参阅�图�42.

往里按弹片以取下挤出
头盖打印头盖

松开但不取下加
热器块的螺丝

松开但不取下加
热器块的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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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取下挤出嘴

d.� 如有必要，为第二个挤出嘴重复以上步骤。

安装挤出嘴：
1.� 将挤出嘴保护盖放在挤出嘴上。请务必安装正确的挤出嘴。�请参阅�图�43.

图�43�挤出嘴保护盖的对齐

2.� 用戴上手套的手将新的挤出嘴插入加热器块中，带插槽的一侧要朝向打印机的背面。

3.� 使用尖嘴钳夹住挤出嘴的不锈钢保护盖。

4.� 将挤出嘴保护盖朝着您的方向拉，然后提起来以安装挤出嘴。�

5.� 一旦挤出嘴相对加热器块提到最高，将挤出嘴朝着打印机的背面推。�

6.� 验证挤出嘴是否已完全插入加热器块中，以及不锈钢保护盖是否对齐。请参阅�图�44.

向下拉挤出嘴以取下它

较短的管

印有 “T�-16�SR30”

液化管

较长的管

印有 “T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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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7/64�英寸的丁字通用扳手平稳地旋紧加热器块的夹紧螺丝。�请参阅�图�44.

图�44�安装示例

8.� 如有必要，对另一个挤出嘴重复步骤�3�至�7。

9.� 安装一个新的喷嘴罩覆盖在外露的喷嘴，它推动走向的后脑勺，使开槽年底。请参阅�图�45.

图�45�安装挤出嘴

注意 :�确保喷嘴仍然一路上扬对加热器块拧紧螺钉。

注意 :�喷嘴屏蔽层应与提示板平齐所示图�46.

不正确的�-

盾干扰
不正确的�-

不坐在提示
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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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喷嘴盾安置

10.� 更换挤出头盖，然后关闭打印机门。

11.� 打印机显示 “ 挤出嘴维护 – 是否更换挤出嘴？ ”–�按 “ 是 ” 以开始材料加载。

a.� 打印机显示 “ 维护�-�添加 / 删除 ” （闪烁）。�

• 如果想更换材料匣，现在就这样做。

b.� 负载模型和支持的物质载体，推动中，直到他们锁存。按负载选择按钮。

12.� 打印机即会开始加载材料。

13.� 在材料加载完成后，打印机会显示 “ 挤出嘴校准�–�安装托盘和制作校准零件 ”。�

挤出嘴校准：

更换挤出嘴需要进行挤出嘴校准。�

1.� 选择 “ 启动零件 ” （闪烁） –�打印机运行两个校准零件。��

• 打印机自动制作一个�Z�校准零件、测量该零件，然后针对挤出嘴深度和挤出嘴水平高
度校准�Z�轴

（大约需要�5�分钟）。Z�校准是自动进行的。
• 然后，打印机自动制作一个�XY�校准零件 （大约需要�10�分钟）。您必须检查此�XY�校

准零件，并针对挤出嘴的偏移校准�X�轴和�Y�轴：�

2.� 在�XY�校准零件完成时，打印机会显示 “ 移除零件并选择 XY 调整 – X:0, Y:0”。

3.� 从打印机中移除�XY�挤出嘴校准零件。

4.� 检查此零件，并校准�X�轴和�Y�轴 （请参阅图�47.）。

a.� 使用欢迎套件中的放大镜查看支撑路线 （显示为红色）。
b.� 找出零件的�+X�或�–X�侧的这一位置：支撑路线在模型边界中最为居中 （显示为蓝

色）。
c.� 读出最靠近此位置的数字。这是必需的�X�挤出嘴偏移调整值。如果此数字在�-X�侧，

则需要负偏移。�
d.� 选择 “ 增加 ” 或 “ 减少 ” 以输入�X�偏移调整值�-�此值在上部显示窗口中会改变

（默认情况下，
打印机准备接受�X�值）。

注意 :�如果未更换头盖，则打印机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注意 :�在开始校准之前，确保安装了新的托盘。如果未使用新的托盘，则校
准结果会不正确。

放置不正 正确喷嘴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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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在满意�X�偏移值后，按 “ 选择�Y”，然后重复步骤�A-�D�以确定并输入必需的�Y�挤出
嘴偏移调整值。

图�47�XY�挤出嘴偏移零件示例。
�����������������������本示例需要进行�X�=�+�2、Y�=�-�4�的调整。

5.� 输入了�X�和�Y�偏移后，选择 “ 完成 ”。打印机会返回到 “ 维护 ”。再次运行�XY�校准，
以确保这些值正确改变了偏移。

6.� 完成后，按 “ 完成 ”，直至恢复为空闲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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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室指示灯条的更换
a.� 切断打印机的电源。
b.� 找到从指示灯条顶部引出的线束。
c.� 通过一边挤压线束夹一边向下拉断开指示灯条与线束的连接。�
d.� 使用欢迎套件中提供的�7/64�英寸丁字扳手卸下三颗连接螺丝 （顶部、中间、底

部），以取出指示灯条。
e.� 利用三颗连接螺丝安装更换的指示灯条�-�请勿将螺丝旋得过紧。
f.� 重新连接线束引线。

图�48�室灯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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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故障排除�

故障排除
问题 建议
无电源 1. 验证是否牢固地插入了电源线。

2. 验证断路器 （在系统后面）和电源开关 （在系统的左侧面板上）是否均处
于 “ 开 ” 的位置。

3. 验证墙上插座是否提供交流电。
未挤出材料 材料可能在挤出头中堵塞。请参阅�µ⁄�50�“Š…œµƒ°× 堵塞的喷嘴 °±.

挤出的材料在零件上
堆积

检查挤出嘴擦拭部件的状况。如果已磨损，则更换它。请参阅�µ⁄�35�
“Š…œµƒ°× 挤出嘴擦拭部件 °±

显示面板上无文字显示 关闭电源重新启动。请参阅�µ⁄�49�“Š…œµƒ°× 关闭电源重新启动 °±.

无法通过网络电缆或交叉电缆
与系统通信

1. 确保已连接打印机的网络电缆、PC�的网络电缆或与网络盒连接的网络电
缆。

2. 重新配置设置，
3. 如果使用静态网络地址，请验证在�CatalystEX�中输入的�IP�地址是否具有与

所输入的打印机地址相同的值。
4. 系统配置可能已改变。请与网络管理员联系。

显示面板上显示错误代码 请与技术支持联系。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µ⁄�48�“Š…œµƒ°× 故障确定代码 °±

制作错误 向系统发送了不完整的或错误的零件文件。在�CAD�软件中检查�STL�文件的有效
性；在�CatalystEX�中重新处理�STL，然后重新下载到系统中。

显示面板上的错误消息 建议
无法找到主页 – 检查托盘 1. 验证是否插入了托盘。

2. 可能使用了托盘或托盘可能有问题�–�更换。
材料错误

细丝错误

1. 取出材料匣并验证材料是否从材料导轨中出来。
2. 验证材料是否顺畅地从材料匣中拉出。
3. 验证材料管中是否没有材料。
4. 重新加载材料。

材料错误

细丝受阻�

1. 取出材料匣并验证材料是否顺畅地从材料匣中拉出。
2. 验证材料管中是否没有材料。
3. 如果通道未堵塞，则清除材料存在开关中的碎屑。�请参阅�µ⁄�39�

“Š…œµƒ°× 清除材料存在开关中的碎屑 °±
4. 重新加载材料。

材料错误

材料匣无效�

1. 取出材料匣并验证它不是空的。
2. 更换材料卷盘。
3. 重新加载材料。

材料错误
细丝已损坏�

1. 取出材料匣并验证材料是否从材料导轨中出来。
2. 验证材料是否顺畅地从材料匣中拉出。
3. 验证材料管中是否没有材料。
4. 重新加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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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确定代码
如果发生的错误导致打印机无法执行操作员请求，打印机将开始关闭并冷却。面板将显示错误代
码。可以在打印机系统软件�CD-ROM�上找到错误代码列表 （文件名为 “error.txt”）。（由于该
列表可能随每个新软件版本而变化，因此，务必在安装新的系统软件升级时检查�error.txt�附
件。）

在打印机冷却完之后，唯一显示的选项是 “ 继续 ”。按 “ 继续 ”，打印机会重新启动并尝试恢
复正常操作。如果按 “ 继续 ” 不能消除错误，则应关闭电源重新启动 （请参阅�µ⁄�49�
“Š…œµƒ°× 关闭电源重新启动 °±;�；在再次通电前，请等待�60�秒。在大多数情况下，您将能
够继续执行操作。但是，如果打印机继续关闭并显示相同的错误，请与技术支持联系。

导出打印机配置�(.cfg)�文件
如果打印机收到故障确定代码，则可能需要从打印机中导出配置�(.cfg)�文件以发送到客户服务中
心。

从打印机中导出配置文件：
1.� 从工作站中打开�CatalystEX.

2.� 单击 “ 打印机维护 ” 选项卡。

3.� 单击 “ 导出配置 ” 按钮。

4.� 浏览到要将配置文件保存到的目录。

5.� 单击 “ 保存 ” 按钮。

6.� 关闭�CatalystEX。

加载错误
细丝受阻

1. 取出材料匣并验证材料是否从材料导轨中出来。
2. 验证材料是否顺畅地从材料匣中拉出。
3. 验证材料管中是否没有材料。
4. 如果通道未堵塞，则清除材料存在开关中的碎屑。�请参阅�µ⁄�39�

“Š…œµƒ°× 清除材料存在开关中的碎屑 °±
5. 重新加载材料。

加载错误
挤出失败

1. 取出材料匣并验证材料是否从材料导轨中出来。
2. 验证材料是否顺畅地从材料匣中拉出。
3. 验证材料管中是否没有材料。
4. 检查并清除挤出嘴周围堆积的任何多余材料。

卸载错误�
卸载失败

取出材料匣并验证材料管中是否没有材料。

模型 / 支撑材料堵塞
于打印头处
清理后再继续

请参阅�µ⁄�51�“Š…œµƒ°× 材料堵塞 °±

正在暂停 1. 按 “ 继续 ”。
2. 卸载材料匣，然后重新安装它。

注意 :�与错误消息相关的某些细丝将允许您在�20�秒超时后输入维护模式。

显示面板上的错误消息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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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电源重新启动
1.� 将电源开关旋至 “ 关 ” 的位置。显示屏显示 “ 关闭 ”。

2.� 在打印机冷却到可以关闭之后，显示屏会变空白。

3.� 当显示屏变空白且打印机已关闭时，将断路器置于 “ 关 ” 的位置。

4.� 将断路器置于 “ 关 ” 的位置后，等待�60�秒，然后将断路器重新置于 “ 开 ” 的位置。

5.� 将电源开关置于 “ 开 ” 的位置。打印机显示屏会显示打印机正在启动。

在显示屏显示 “ 空闲 ” 或 “ 准备打印 (Ready to Print)” 时，可以向打印机发送要打印的文
件。

诊断挤压力不足问题
打印机的挤出头有时可能会遇到挤压力不足问题。如果观察到以下一种现象，则可以明确断定此
问题：

• 打印头移动，但没有从任一喷嘴中挤出材料
• 模型材料和支撑材料的高度不相等
• 由于缺乏支撑材料，因此结构出现下陷

1.� 在显示面板中，按 “ 取消 ”，然后从打印机中移除所有零件。

2.� 插入新的托盘。

3.� 在 “ 空闲 ” 状态下，按 “ 维护 ”

4.� 按 “ 机器 ”。

5.� 按 “ 挤出头 ”。挤出头在内室中央停止移动，并且�Z�轴平台会改变位置。显示屏会显
示：“ 模型驱动马达已停止 (Model Drive Motor Stopped)”。

6.� 通过按 “ 向前 ” （在挤出头达到工作温度后就可以使用命令），确定是否存在模型材料挤
出问题。观察模型挤出嘴 （右挤出嘴）几秒钟，看看是否挤出材料。

7.� 按 “ 停止 ” 停止挤出。

8.� 如果没有从模型喷嘴中流出材料，请参阅��µ⁄�52�“Š…œµƒ°× 修复挤压力不足问题 °±�如果
材料从模型喷嘴中稳定流出，则说明模型喷嘴工作正常。

9.� 通过选择以下选项测试支撑材料挤出嘴：“ 选择驱动马达 ”。

10.� 通过按 “ 向前 ” 确定是否存在支撑材料挤出问题。观察支撑挤出嘴 （左挤出嘴）几秒钟，
看看是否挤出材料。

11.� 按 “ 停止 ” 停止挤出。

12.� 如果没有从支撑喷嘴中流出材料，�请参阅��µ⁄�52�“Š…œµƒ°× 修复挤压力不足问题 °±�如果
材料从支撑喷嘴中稳定流出，则说明支撑喷嘴工作正常。

13.� 将打印机恢复为 “ 维护 ” 状态�-�按 “ 完成 ”.

14.� 显示屏将询问装填哪种材料。按 “ 两种 ”。

15.� 按 “ 完成 ”，直至恢复为空闲状态

手手套 :�挤出头区域很热。因此，在打印机的此区域中工作时，请戴上手
套。

注意 :�在开始挤出之前，可能需要等待最多�30�秒的时间，因为喷嘴需要达
到工作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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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塞的喷嘴
有时，喷嘴可能会被材料堵塞。这常常会导致挤压力不足�(LOE)。堵塞的喷嘴将妨碍装填材料和
制作零件。

1.� 取下打印头盖，方法是按压卡舌，然后拉出以使其脱离打印头。�请参阅��图�49.

图�49�取下挤出头盖

2.� 检查喷嘴是否有材料堆积问题。如果堆积的材料过多，�请参阅��µ⁄�52�“Š…œµƒ°× 修复挤压
力不足问题 °±

3.� 在显示面板中，按 “ 维护 ”。

4.� 按 “ 机器 ”。打印机将进行校准，这大约需要�3�分钟的时间。

5.� 按 “ 挤出头 ”。打印头将加热到工作温度，这大约需要�3�分钟的时间。

6.� 按 “ 选择驱动 ”，然后选择可能具有堵塞喷嘴的驱动装置。

7.� 按 “ 向前 ”，驱动轮将向前转动所选的驱动装置。

8.� 按 “ 鼓风机关闭 ”，这会将打印头冷却风扇关闭�10�秒，以便将喷嘴加热到工作温度以上。
如果材料开始挤出，则说明喷嘴不再堵塞。如果材料没有挤出，�请参阅��µ⁄�52�“Š…œµƒ°×
修复挤压力不足问题 °±

9.� 按 “ 完成 ”。

10.� 更换挤出头盖，然后关闭打印机门。

11.� 显示屏将询问装填哪种材料。按 “ 两种 ”。

12.� 按 “ 完成 ”，直至恢复为空闲状态

手手套 :�挤出头区域很热。因此，在打印机的此区域中工作时，请戴上手
套。

注意 :�如果未更换头盖，则打印机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往里按弹片以取下挤出
头盖打印头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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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堵塞
有时，材料可能在打印头中堵塞。打印机将通过显示面板中显示的消息，通知您材料堵塞。如果
检测到材料堵塞，请按照以下步骤清除堵塞材料。

1.� 在显示面板中，按 “ 继续 ”。 

2.� 按 “ 维护 ”。

3.� 按 “ 机器 ”。

4.� 按 “ 挤出头 ”。

5.� 在打印头维护模式下，取下打印头盖，方法是按压卡舌，然后拉出以使其脱离打印头。�请参
阅��图�50.

图�50�取下挤出头盖

6.� 检查喷嘴入口是否有材料堆积问题，�请参阅�图�51.�如果堆积的材料过多，�请参阅��µ⁄�52�
“Š…œµƒ°× 修复挤压力不足问题 °±�如果没有堆积过多的材料，则关闭室门并继续。

手手套 :�挤出头区域很热。因此，在打印机的此区域中工作时，请戴上手
套。

往里按弹片以取下挤出
头盖打印头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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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喷嘴入口位置

7.� 按 “ 选择驱动 ”，然后选择可能具有堵塞喷嘴的驱动装置。

8.� 按 “ 向前 ”，驱动轮将向前转动所选的驱动装置。

9.� 按 “ 鼓风机关闭 ”，这会将打印头冷却风扇关闭�10�秒，以便将喷嘴加热到工作温度以上。
如果材料开始挤出，则说明喷嘴不再堵塞。如果材料没有挤出，�请参阅��µ⁄�52�“Š…œµƒ°×
修复挤压力不足问题 °±�如果挤出材料，则可以继续制作零件。

10.� 重新安装打印头盖。

11.� 按 “ 完成 ”。

12.� 显示屏将询问装填哪种材料。按 “ 两种 ”。

13.� 按 “ 完成 ”，直至返回 “ 暂停 ” 屏幕。

14.� 按 “ 继续 ”，继续制作零件。

修复挤压力不足问题

1.� 进入 “ 挤出头维护 ” 模式。

a.� 在 “ 空闲 ” 状态下，按 “ 维护 ”。
b.� 按 “ 机器 ”。
c.� 按 “ 挤出头 ”。 打印头将加热到工作温度，这大约需要�3�分钟的时间。

2.� 取下打印头盖，方法是按压卡舌，然后拉出以使其脱离打印头。�请参阅��图�52.

注意 :�如果未更换头盖，则打印机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注意 :�建议您阅读并理解以下整个过程，然后再执行任何工作。

手手套 :�挤出头区域很热。因此，在打印机的此区域中工作时，请戴上手
套。

模型喷嘴入口支撑喷嘴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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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取下挤出头盖

3.� 将挤出嘴切换杆放在中立位置（杆在挤出头两侧伸出相等的长度）。您可以手动完成此操作 
– 推伸出的杆端。�请参阅��图�53.

图�53�挤出头元件

往里按弹片以取下挤出
头盖打印头盖

支撑侧滚轮

模型侧滚轮

切换弹簧

加热器块

驱动轮
的切换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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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中立位置的切换杆

4.� 清除挤出头区域周围的多余材料。

a.� 使用尖嘴钳、探针或等效的工具清除尽可能多的多余材料。

b.� 要更容易接触到那些可能要清洁的区域，请将材料滚轮移到一边 （对于支撑材料和模
型材料各有一个滚轮，�请参阅��图�53.

i.� 将�7/64�丁字通用扳手放在切换弹簧柱和空转轮柱之间，请参阅��图�55.� （显
示的是模型一侧）。

ii.� 将切换柱放在打印头中与丁字通用扳手相同的一侧。�请参阅��图�55.� （显示的
是模型一侧）。

注意 :�供应给挤出嘴的材料有时可能会堵塞，导致挤出头盖下有积料。

注意 :�用于进料的挤出嘴末端称为挤出管。挤出管很容易损坏，因此，在此
区域中工作时请多加小心，以免损坏挤出管。

注意 :�一次仅移动一个滚轮部件。在已移动的滚轮周围完成清洁工作，并将
此滚轮恢复到其正常位置，然后再移动其他滚轮。同时让两个滚轮偏离正常
位置可能会拉长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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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为进行清洁创造操作空间�–�显示的是模型侧

iii.� 使用�7/64�英寸丁字通用扳手，沿与弹簧拉力相反的方向推移空转轮组件。将
启动套件中的�1/8�英寸丁字通用扳手插入夹具孔中。�请参阅��图�56.

图�56�将接触区域打开�–�显示的是模型一侧

iv.� 轻轻按压�7/64�英寸的丁字螺丝刀，以小心地将所借助的滚轮恢复到其原始位
置�–�直到滚轮部件紧靠着�1/8�英寸的丁字六角螺丝刀。

v.� 取走�7/64�英寸的丁字螺丝刀。
c.� 使用刀具切割空转轮上方的材料

将切换柱放在与
丁字扳手相同的
一侧。

惰臂一职
空转轮柱

将�1/8�英寸丁字
扳手插入夹具孔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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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使用尖嘴钳、探针或类似工具清洁现在可接触的区域。

e.� 将�7/64�丁字通用扳手重新放在切换弹簧柱和空转轮柱之间。
f.� 使用�7/64�英寸丁字通用扳手，沿与弹簧拉力相反的方向推移空转轮组件，然后取出�

1/8�丁字通用扳手。
g.� 取出�7/64�丁字通用扳手。

5.� 根据需要，对另一侧重复此操作。

6.� 更换打印头盖。

7.� 在显示面板上按 “ 完成 ”。

8.� 显示屏将询问装填哪种材料。如果仅装填模型材料，则按 “ 模型 ” ；如果仅装填支撑材
料，则按 “ 支撑 ” ；如果要装填模型和支撑材料，则按 “ 两种 ”。如果不装填任何材
料，则按 “ 无 ”。

9.� 显示屏将要求您取下未装填材料的托架。取下托架并切除多余材料。

10.� 按 “ 完成 ”，直至恢复为空闲状态

11.� 重新装入未装填的材料。

注意 :�确保从受影响的区域中清除所有松散的材料。

注意 :�如果未更换头盖，则打印机可能无法正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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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支持

注册
要注册您的�uPrint�SE�或�uPrint�SE�Plus�3D�打印机，请访问�http://
www.uprint3dprinting.com

客户支持
请访问�http://www.uprint3dprinting.com�以了解：�

• 如何订购�uPrint�SE�和�uPrint�SE�Plus�打印机的易耗件。
• uPrint�SE�和�uPrint�SE�Plus�打印机的技术支持联系信息。
• 有关�SST�容器的技术支持。
• 零件修整信息。

在与技术支持联系时，请提供以下信息：

通过电话联系时：

• 系统型号。
• 系统序列号。
• 系统软件内部版本号。
• CatalystEX�版本号。
• 所遇到问题的详细说明。
• 如有可能，在排除故障时请设法停留在打印机旁。

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时：

• 系统型号。
• 系统序列号。
• 您的姓名。
• 您的电话号码。
• 所遇到问题的详细说明。

对于高级故障排除 （通过电子邮件提供）：

• 系统�CFG�文件。
• STL�和 / 或�CMB�文件。
• 显示问题的详细照片。

http://www.uprint3dprinting.com
http://www.dimensionprinting.com/uprint/customerinfo.html
http://www.dimensionprinting.com/uprint/customerinfo
http://www.dimensionprinting.com/uprint/customerinfo
http://www.dimensionprinting.com/uprint/customerinfo
http://www.dimensionprinting.com/uprint/customerinfo.html
http://www.dimensionprinting.com/uprint/customerinfo
http://www.dimensionprinting.com/uprint/customerinfo
http://www.dimensionprinting.com/uprint/customerinfo


8 �回收

请按照您当地的回收指引回收所有材料。

图�57�回收代码

回收电子元件时，请遵循您当地的回收指引。

系统零部件 材料 回收代码
X�(2)�和�Y�(4)�导杆限位器 （橙色） ABS

模型材料导轨 （红色，分为两半） ABS

支撑材料导轨 （黑色，分为两半） 乙缩醛

材料固定夹 （蓝色的） ABS

材料匣 （透明顶盖、黑色底座和底盖。不包括闩锁、铰销和电子器件） PC

材料卷盘和盖子 （灰色） PS�-�HI

托盘 ABS

EEprom （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电子器件

可按照您当地的回收指引回收干燥剂

可按照您当地的回收指引回收所有包装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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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材料导轨中取出 EEprom
1.� 打开模型材料匣和支撑材料匣，然后取出材料导轨。

2.� 用标准的小号螺丝刀撬开分为两半的材料导轨。请参阅�图�58.

图�58�撬开模型材料导轨

3.� 按照您当地的电子器件回收指引回收�EEPROM。

4.� 按照您当地的指引回收材料导轨。请参阅�图�57.

取出材料轴中的干燥剂
1.� 取出材料轴中的多余材料。

2.� 用标准螺丝刀撬开干燥剂盖。�请参阅�图�59.

图�59�取出干燥剂

3.� 取出干燥剂并按照当地规定进行回收。

4.� 按照当地规定回收材料轴。

用标准的小号螺丝刀撬开

用标准螺丝刀撬开
取出干燥剂并回收。回收材料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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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打印机规格

本节中的信息适用于�uPrint�SE�和�uPrint�SE�Plus�打印机。

物理规格

设备规格

打印机高度 762�mm （30�英寸）

打印机宽度� 660�mm （26�英寸）

打印机厚度 660�mm （26�英寸）

打印机重量 59�Kg （130�磅）

材料仓间高度 153�mm （6�英寸）

材料仓间宽度 660�mm （26�英寸）

材料仓间深度 660�mm （26�英寸）

材料仓间重量 17�Kg （37�磅）

安装位置 能够承受�100�千克（220�磅）重量的稳固平面，高度间隙为�90�–�100�厘米（36�-�
40�英寸）。
注意�–�如果使用附加的材料分隔间：
能够承受�120�千克 （260�磅）重量的稳固平面，高度间隙为�117�–�127�厘米 （46�
–�50�英寸）。

电源要求 您需要采用�100–240�伏�~�12-7�安�50/60�赫兹�1200 瓦、�安的专用电路，放在�2�
米 （80�英寸）的范围内。
不要使用延长线或接线板，否则，可能会导致间歇性电源问题。

空气循环 设备后面至少要有�115�mm （4.5�英寸）的空隙用于空气循环。
打印机周围至少要有 153�mm （6 英寸）的空隙用于空气循环。

网络连接：� 4�米 （14�英尺）内�10/100�Base�T�以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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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规格

电源规格

环境规格

声学规格

操作系统 Microsoft�Windows�Vista�或�Microsoft�Windows�7

处理器 最小值：2.4�GHz
较快的处理器可缩短作业处理时间

RAM 最小值：1�GB （Windows�Vista�或�Windows�7�为�2�GB）
建议：2�GB （Windows�Vista�或�Windows�7�为�3�GB）

硬盘 安装：90�MB

监视器图形分辨率 最小值：1024x768
建议：1280x1024 （可以使用宽屏）

视频卡 必需：符合�OpenGL�的加速图形卡
建议：OpenGL�硬件支持
建议使用�128�MB�图形卡内存

电源 （额定） 100–240�伏�~�12-7�安�50/60�赫兹�1200 瓦
不要使用延长线或接线板，否则，可能会导致间歇性电源问题。

温度范围�. 15°C�至�30°C （59°F�至�86°F）

相对湿度范围 操作时 30-70%，非冷凝

热辐射 不出所料�2550�BTU/hr

空闲时的旁观位置声压 55�dBA

工作时的旁观位置声压 62�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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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补充信息

Stratasys�有限保修声明
依据下述条款和条件，Stratasys,�Inc. （“Stratasys”）保证，购自�Stratasys�或�Stratasys�授权
经销商的�uPrint®�SE�3D�和�uPrint®�SE�Plus�3D�打印机系统、关联的外设和更换件 （统称 “ 产
品 ”）在材料和工艺上并无缺陷：

保修仅提供给产品的原始购买者。为原始产品提供的保修自提供之日算起延续一年。本有限保修
规定，购买者获得的唯一赔偿就是维修或更换产品。

为了保护您的保修权，必须按照在安装产品时�www.uPrintDimension.com�上提供的最新用户指
南来安装所有�uPrint®�SE�3D�和�uPrint®�SE�Plus�产品。在有限保修期内，Stratasys�或其指定的
代表将 （自行决定）维修或更换有缺陷的产品，具体如以下所述。配件和供更换的产品将在退换
的基础上提供，而且是全新或翻新的。所有更换的零件或产品均变为�Stratasys�的财产，而且，
如果�Stratasys�依据本有限保修指示不用退回有缺陷的零件，则会给您开具更换件的发票。

Stratasys�将承担退回零件以及将新的或翻修的更换件发送给您的费用，前提是您在有限保修期内
提出保修要求，并在退货之前获得�Stratasys�的退货指示。更换件单独具有�90�天保修期，从�
Stratasys�或其指定代表的地点发货之日算起。本有限保修未涵盖易耗件。保修服务可能由�
Stratasys、授权经销商或�Stratasys�指定的第三方服务提供商提供。

如果出现以下任何情况，则本有限保修指定的保修范围或提供的益处将作废：

(a)�uPrint®�SE�3D�和�uPrint®�SE�Plus�产品受到不正常的使用、不正确或不充分的维护、未经授
权的改动、未经授权的维修；被误用、被滥用、受潮、进水、被火烧、遇到与输入电源相关的电
气问题；或者发生并非�Stratasys,�Inc.�过错的其他行为。

(b) 在一年的保修期到期之前，Stratasys�的客户服务部门未接到有关�uPrint®�SE�3D�和�uPrint®�
SE�Plus�系统的缺陷或故障的通知。

(c) 安装并使用了未获�Stratasys�认证或认可的零件或耗材。

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产品更换或相关的人力、用途损失、利润损失，或对于任何其他间接性、附
带性、伴随性、警戒性、惩罚性、后果性或特殊的损失，或者因购买�uPrint®�SE�3D�和�uPrint®�
SE�Plus�产品和 / 或因本有限保修而引起的损失，Stratasys�也概不负责，即使�Stratasys�或其指
定的代表已被告知可能会出现此类损失或索赔。如果具有合法管辖权的法院裁定不能排除此类索
赔，则就此而言，您同意接受与裁定有缺陷的产品的原购买价相等的支付款，它是提供给您的唯
一和全部的赔偿。

某些国家 / 地区、州或省不允许排除或限制赔偿或附带性、惩罚性或后果性损失或者适当的时间
期限，因此，以上限制或排除可能不适合您。除了法律允许的范围外，本有限保修不会排除、限
制或修改与向您出售本产品相关的适用法定权利，而且附加到这些权利之上。�

本保修给予您特定的合法权利，而且您还可能具有其他因国家 / 地区、州或省而异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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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有限保修之外，以及在法律允许的 大范围内，STRATASYS�或任何授权经销商并未作出其
他任何类型的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包括适销性或特定用途适用性方面的任何暗示保证。
STRATASYS�并未提供、承担或授权提供或承担针对它或任何其他保证的责任，包括任何授权经
销商或其他独立第三方作出的明示或暗示的保证。�

符合性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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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的和有关环境的信息
EMC�A�类警告�

FCC�Statements�(U.S.A.)

The�U.S.�Federal�Communications�Commission�(in�47�cfr1�5.105)�has�specified�that�the�
following�notices�be�brought�to�the�attention�of�users�of�this�product.

This�device�complies�with�part�15�of�the�FCC�rules.�Operation�is�subject�to�the�following�
two�conditions:(1)�this�device�may�not�cause�harmful�interference,�and�(2)�this�device�
must�accept�any�interference�received,�including�interference�that�may�cause�undesired�
operation.

Shielded cables:�use�of�shielded�data�cables�is�required�to�comply�with�the�Class�A�limits�
of�Part�15�of�the�FCC�Rules.

Caution:�Pursuant�to�Part�15.21�of�the�FCC�Rules,�any�changes�or�modifications�to�this�
equipment�not�expressly�approved�by�the�Hewlett-Packard�Company�may�cause�harmful�
interference�and�void�the�FCC�authorization�to�operate�this�equipment.

Note:�This�equipment�has�been�tested�and�found�to�comply�with�the�limits�for�a�Class�A�
digital�device,�pursuant�to�Part�15�of�the�FCC�Rules.�These�limits�are�designed�to�provide�
reasonable�protection�against�harmful�interference�in�a�commercial�environment.�This�
equipment�generates,�uses�and�can�radiate�radio�frequency�energy�and,�if�not�installed�
and�used�in�accordance�with�the�instructions,�may�cause�harmful�interference�to�radio�
communications.�Operation�of�this�equipment�in�a�residential�area�is�likely�to�cause�
harmful�interference,�in�which�case�the�user�will�be�required�to�correct�the�interference�at�
their�own�expense.

Canada�Electromagnetic�compatibility�(EMC)

Normes de sécurité (Canada)

Le�présent�appareil�numérique�n’émet�pas�de�bruits�radioélectriques�dépassant�les�limites�
applicables�aux�appareils�numériques�de�Classe�A�prescrites�dans�le�réglement�sur�le�
brouillage�radioélectrique�édicté�par�le�Ministère�des�Communications�du�Canada.

DOC statement (Canada)

This�digital�apparatus�does�not�exceed�the�Class�A�limits�for�radio�noise�emissions�from�
digital�apparatus�set�out�in�the�Radio�Interference�Regulations�of�the�Canadian�Department�
of�Communications.

MSDS （材料安全数据表）

您可致函以下地址以获取打印�系统的最新材料安全数据表：�

http://www.dimensionprinting.com

警告 :�This�is�a�Class�A�product.�In�a�domestic�environment�this�
product�may�cause�radio�interference�in�which�case�the�user�may�be�
required�to�take�adequate�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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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家庭用户报废设备的处置

产品或其包装上的这一符号表示禁止将该产品与其他家庭垃圾一同处置，而应将报废设备交给
专门回收报废电子和电气设备的指定回收点进行处理。单独收集和回收报废设备有利于节约自然
资源，并在确保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实现报废设备的回收利用。有关报废设备回收地点
的详细信息，请咨询当地的市政部门、家庭垃圾处理机构或您购买产品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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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附录

不间断电源�(UPS)�的使用和安装

在�uPrint�SE�和�uPrint�SE�Plus�3D�打印机上，使用不间断电源�(UPS)�的关机功能是为了在出现不
可控断电的情况下安全地关闭系统，从而避免不必要的维护保养和 / 系统损害。零件制作过程是否
能够成功完成取决于所选�UPS�的电池寿命以及停电的持续时间。

用户应选择具有以下规格的�UPS：

• 在�1000W�输出功率的情况下应至少运行�15�分钟 （根据现场的一般断电时长，运行时间可
能需要�>15�分钟）

• 最低运行 8 分钟后电池电量低警告绊倒。
• 峰值功率 （最小）为�1500W
• 在 “ 电池供电 ” 和 “ 电池电量不足 ” 的情况下为干接触 （无电压）面
• 干接触面能够承载最低�12VDC�100mA�的电流

一般资料

请参阅 UPS 和 I�/�O 模块 （如果使用）安装到 UPS 单元以及用于连接交流电源的 UPS 和 3D 打
印机的 I�/�O 模块 （如果使用）的说明，安装和操作指南。虽然 3D 打印机电源连接到 UPS 将提
供一定的保障，对停电的 3D 打印机将关闭安全的 “ 电池 ” 和 “ 低电池 ” 的条件时被发现。
按照下面的电气接口连接的信息。

1.� 配置常开干触点继电器的 I�/�UPS 的输出如图 �60 所示 （有线和配置）

2.� 建立适当的 UPS3D 打印机电缆长度。参见图 �61 针出。

3.� 台 UPS 连接器连接到 UPS （9 针 DSUB）3D 打印机后部的连接器的连接电缆。

4.� 按照设置 “ 电池电量低警告级别 ”8 分钟的 UPS 安装和操作指南的指示。

注意 :�请一定要安装插孔螺丝举行的电缆连接器，以各自的队友 （不要拧得
过紧）

注意 :�默认电池电量低警告级别值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时间，以确保 3D 打
印机可以安全地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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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0�有线和配置

部件列表�-�电缆，UPS3D 打印机

项目 数量 命名 / 描述 材料规格
1 1 Conn, Hsg, Plug, 9Pos AMP - 205204-9

2 2* Pin, Male, 24-20 AWG AMP - 1-66506-0

3 1 Shell, Size 1, 9-Pin w/Grommets AMP - 748677-1

4 2 Jackscrew Pair 4-40, Knurled AMP - 747784-3

5 XX.x Cable, 2 Conductor, 22 AWG ALPHA - 1172C or Equivalent

6 3.0 inch Sleeving, Heatshrink 1/4 Inch 3M - FP301 or Equivalent

注意 :�* 可能需要额外的引脚，取决于 UPS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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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UPS 电缆接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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