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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F123 系列打印机

Stratasys F123 系列三维打印机应用 新的技术，可以通过 CAD 设计为您提供精确的原型。
Stratasys 的熔融沉积成型 (FDM) 技术所提供的原型零件 （包括内部特征）可用于对装配、
形状及功能进行现场测试。而使用直接数码生产 (DDM)，则可以直接通过三维 CAD 数据创
建出 终使用的定制零件。 F123 系列打印机具有伺服传动 / 皮带传动 XY 台架，能够处理多种
建模材料。

组件 

• F123 系列打印机

• 材料包

• 欢迎包 （内含关于如何下载用户指南和维护打印机所需的常用工具）

• GrabCAD Print 软件包

• 计算机工作站 （非 Stratasys 销售）

F170 特点

• 成型空间大小：254 x 254 x 254 毫米 （10 x 10 x 10 英寸）

• 材料舱：1 个模型材料、 1 个支撑材料

• 触摸屏图形用户界面

• 无线上网功能

• 3 个 USB 端口 （2 个前置， 1 个后置）

• 远程监控相机

F270 特点

• 成型空间大小：308 x 254 x 308 毫米 （12 x 10 x 12 英寸）

• 材料舱：2 个模型材料、 2 个支撑材料

• 触摸屏图形用户界面

• 自动材料更换功能

• 无线上网功能

• 3 个 USB 端口 （2 个前置， 1 个后置）

• 远程监控相机

F370 特点

• 成型空间大小：356 x 254 x 356 毫米 （14 x 10 x 14 英寸）

• 材料舱：2 个模型材料、 2 个支撑材料

• Insight 软件包

• 触摸屏图形用户界面

• 自动材料更换功能

• 无线上网功能

• 3 个 USB 端口 （2 个前置， 1 个后置）

• 远程监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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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南

本指南将指导您使用 Stratasys 三维生产、快速原型系统制作原型和 终用途零件。本指南可
用作学习和参考工具，其通过简单易懂、循序渐进的过程阐释系统操作。

如何使用本指南

本指南分为几个循序渐进的简单章节。您可以逐章阅读本指南，也可以使用目录快速找到特定信息。
将本指南放在打印机附近，可以高效地解决故障和维护打印机。

本指南使用的惯例

本指南使用以下惯例：

• 显示的粗体文字表示通过用户界面触摸屏按下的按钮。例如，按导航菜单内的队列按钮。 

• 显示的蓝色文字表示参考内容，链接到特定的图、表、标题或页码。

• 标准的粗体文字用于强调说明序列中的项目，或者指示导航路径，必须遵循此路径以定位 / 启动软件

应用程序、打开或保存工作站 PC 上的文件，或者在使用 GrabCAD Print 时执行操作。 > 字符用于分

隔导航路径内的项目。例如，从主菜单中导航到文件 > 打开。 

修订记录
0.

修订版 日期 更改描述 

A 2017 年 1 月 本文档的首次发布 

B 2017 年 2 月 手动喷嘴校准更新

C 2017 年 4 月 故障排除章节的警告和错误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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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务和支持

本章提供 F123 系列的服务和支持方面的信息，以及安全信息和安全标签位置。

服务

如果您在使用打印机期间遇到此指南未涵盖的问题，请联系 Stratasys 的客户支持。请访问以下 Stratasys 网站

获得联系信息：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ontact-customer-support。

致电寻求服务时，请务必准备好打印机的软件版本 （请参阅第 134 页上的 “ 软件版本 ”）和硬件序列号 （请参

阅第 12 页上的 “ 识别打印机 ”）。您可能还需要访问 GrabCAD Print 工作站以提供硬件的配置文件 （请参阅第 
155 页上的 “ 正在导出系统配置 (.CFG) 文件 ”）。

软件支持

如果您遇到此指南未涵盖的软件问题，请联系 Stratasys 的客户支持。请访问以下 Stratasys 网站获得联系信息：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ontact-customer-support。

致电寻求服务时，请务必准备好打印机的软件版本（请参阅第 134 页上的 “ 软件版本 ”）和打印机序列号（请参

阅第 12 页上的 “ 识别打印机 ”）。您可能还需要访问 GrabCAD Print 工作站以提供硬件的配置文件（请参阅第 
155 页上的 “ 正在导出系统配置 (.CFG) 文件 ”）。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ontact-customer-support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ontact-customer-support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ontact-customer-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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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说明

以下基本安全提示用以确保安全安装、操作和维护 Stratasys 设备，不应将其视为综合性安全问题。 F123 系列

打印机是安全、可靠的快速建立原型打印机。检修打印机区域具有潜在的危险。

危险类型

Stratasys 建议请有资质的人员履行所有服务。操作本打印机或身处本打印机附近的所有人员都应该了解本指南

介绍的以下危险分类的含义。

• 警告和注意事项位于其所指段落之前。

• 注意跟在相关段落之后。

产品安全标志

Stratasys 竭尽全力保证我们的打印机随时随地都安全可靠。但是，有时您必须检修可能存在高压、高温和 / 或
运动机械组件的打印机区域，此时可能会造成严重伤害。

警告： 指示潜在的危险情况，如不避免，可能导致人身伤亡。 

注意事项： 指示如不避免会导致设备损坏的情形。

注意： 指示与当前主题相关的额外信息。

注意： 务必阅读并遵循安全声明，注意打印机上显示的以下安全标志。

高压标志： 高压标志指示存在高压。务必远离暴露在外的电路。建议摘下所有饰
品。

表面发热标志： 表面发热标志表示设备温度较高。在受热的组件附近工作时请格
外小心。务必戴上欢迎包中提供的安全手套。

手套标志： 手套标志指示，如果您进入该符号指示的区域，则必须戴上适用于高
温环境的安全手套 （在欢迎包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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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全标签位置

图 1-1： 烘箱安全标签位置

压手标志： 压手标志指示您在两个物体之间可能会发生压手危险。有一个或多个
物体在您的工作区域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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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后面板安全标签位置

图 1-3： 配电盘安全标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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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安全危险区域

打印机的以下组件和区域已突出显示为具有潜在的安全危险，如果未能正确地遵循安全规程，可能会造成系统故
障或可靠性问题。

烘箱

台架

Z 轴平台

警告： 在烘箱内部工作时，务必穿戴安全手套和长套袖。组件很烫。

注意： 打开烘箱门会关闭烘箱加热器。

警告： 在运动的打印机组件附近工作时，切勿穿戴领带、宽松的衣服或吊挂类饰
品。

打印机顶盖下方是台架。此区域包含 X 和 Y 轴的机械驱动组件。检修此打印机

区域时请格外小心。

注意： 当烘箱门和 / 或顶盖打开时，打印机的伺服电机会禁用。通过在成型时锁

定烘箱门和顶盖并在烘箱门和顶盖打开时禁用电机，可以将正时皮带和滑轮之间
出现 XY 挤压的风险降至 低。当打印机正在执行成型时，烘箱门和顶盖自动锁

定，且在此期间不能打开。如果烘箱门或顶盖打开，则不能开始执行成型。 

警告： 在运动的打印机组件附近工作时，切勿穿戴领带、宽松的衣服或吊挂类饰
品。

传动皮带、滑轮和 Z 轴平台伺服电机会造成严重人身伤害。通过在 Z 轴平台移动

时锁定烘箱门和在烘箱门打开时禁用 Z 电机，可以将 Z 轴平台出现挤压的风险降

至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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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锁

安全盖锁开关用于向打印机传达烘箱门以及两个顶盖的状态。出于安全原因，在 X、 Y 和 Z 电机开始工作之前，

必须关闭烘箱门和顶盖。 

常规的安全措施

操作本打印机时，应遵守这些常规的安全措施。

环境要求

• F123 系列打印机仅限室内使用。 

• 固体颗粒过多的空气质量条件 （有传导性或无传导性）可能会对系统造成损坏。

• 允许在打印机上或打印机内堆积航空油的空气质量条件会对塑料组件造成损坏。

• 系统操作温度应介于 15°C 到 30°C （59°F 到 86°F）范围之间，相对湿度范围应为 30% 到 
70% （非冷凝）。

• 系统存储温度应介于 0°C 到 35°C （32°F 到 95°F）范围之间，相对湿度范围应为 20% 到 90%
（非冷凝）。

• 海拔不应超过 2000 米 （6561.68 英尺）。

• 材料存储的温度应在 13°C 到 30°C （55°F 到 75°F）的范围内，相对湿度在 20% 到 70% 的范
围内。 

• 噪声发射 （声响）：

• <32dBA （闲置时）

• <46dBA （成型时）

高压标志： 打印机存在高压。

警告： 检修打印机顶盖下方的区域时，只能使用经过 OSHA 或 CE 批准的梯凳。

警告： 在烘箱内部工作时，务必穿戴安全手套和长套袖。组件很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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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印机设置

本章节描述 F123 系列的基本设置。

一般信息

欢迎包内容 

本打印机的欢迎包中包含欢迎插页和维护打印机所需的常用工具。使用下面的图和表确认欢迎包中的内容。 

图 2-1： 欢迎包的内容 - 文件和线缆

表 2-1： 图 2-1 的说明

1
欢迎插页 包含关于下载 F123 系列用户指南 （本文件）的说明。 

2
RJ45 线缆 此线缆用于在 F123 系列和以太网网络之间建立网络连接。请参见第 13 页上的 “ 连接网

络 ”。

3 USB 闪存驱动器 本打印机具有 3 个 USB 端口 （请参阅第 22 页上的图 3-3 了解端口位置）。此闪存驱动

器是通过 GrabCAD Print 将作业文件发送到打印机的备用方法，可用于存储经常成型的已

处理作业文件 （请参阅第 51 页上的 “ 向作业队列添加作业 ”）。

4 交流电线
（美式或欧式）

此线缆可向打印机提供电源连接。请参见第 13 页上的 “ 连接电源线 ”。连接线缆时，请选

择与您所在地区适配的线缆（美式线缆或欧式线缆）。

1 2
3

4

或

美式线缆

欢迎插页

欧式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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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欢迎包内容 - 工具

表 2-2： 图 2-2 的说明

1
安全皮手套 打印机组件可能温度极高。为防止灼伤或其他伤害，只要在此文件中看到手套安全标志，就应戴上

这些手套。请参见第 2 页上的 “ 产品安全标志 ”。

2 尖嘴钳
（极细型）

有时，您可能需要使用钳子辅助清除积聚在打印头和 / 或喷嘴上的碎屑（请参见第 158 页上的 “ 清
洁 / 检查喷嘴擦部件 ”）。

3 尖嘴钳 

(7 1/8)

有时，您可能需要使用钳子辅助清除积聚在打印头和 / 或喷嘴上的碎屑（请参见第 158 页上的 “ 清
洁 / 检查喷嘴擦部件 ”）。请注意， F170 打印机不包括此项目。 

4 5” 具 在从打印机卸载和移除材料时，这些 具用于裁剪材料线轴的材料丝。请参见第 112 页上的 “ 卸载

材料 ”。

5 小型放大镜 提供此工具的目的是协助执行手动喷嘴校准，这种校准需要查看细小的工具路径关系。请参见第 
139 页上的 “ 手动喷嘴校准 ”。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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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欢迎包内容 - 清洁用品和储存材料

表 2-3： 图 2-4 的说明

1
触摸屏清洁工具包 反复使用之后，触摸屏可能变脏，有时就需要进行清洁。在清洁触摸屏时，仅使用合适的 

LCD 清洁剂。请参见第 160 页上的 “ 清洁触摸屏显示器 ” 以了解清洁相关说明。 

2 超细纤维布 打印机的各种组件都可能变脏，有时就需要进行清洁。仅使用合适的超细纤维布清洁这些组
件。请参见第 160 页上的 “ 清洁打印机的外表面 ” 以了解使用此纤维布的清洁说明。

3 可再次密封袋 （6 个） 卸载时，非空模型和支撑材料线轴应存放在这些袋中，以防止水分接触线轴的材料丝 （请参
见第 115 页上的 “ 处理 / 存储材料 ”）。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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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其他组件 - 启动材料

以下物品并不包括在欢迎包中。这些物品放置于烘箱室和储藏抽屉内。必须在打开打印机电源之前，移除烘箱室
内的物品。 

表 2-4： 图 2-4 的说明

1 托盘 （16 个） 托盘是用来成型零件的表面。包括 PLA 在内的所有模型材料都使用相同托盘。请参见第 118 页上的 “ 准
备打印机 ” 以了解更多信息。 

2 ASA 模型材料线轴

（自然色）

材料线轴，内含 984 立方厘米 （60 立方英寸）的 ASA 模型材料 （请参见第 34 页上的 “ 所用材料 ”）。 

3 QSR 支撑材料线轴 材料线轴，内含 984 立方厘米 （60 立方英寸）的 QSR 支撑材料（请参见第 34 页上的 “ 所用材料 ”）。 

4 PLA 材料线轴 材料线轴，内含 984 立方厘米 （60 立方英寸）的 PLA 材料 （请参见第 34 页上的 “ 所用材料 ”）。

5 PLA 模型打印头 打印头，仅限用于 PLA 模型材料（请参见第 33 页上的 “ 打印头 ”）。

6 PLA 冷却组件 冷却组件，将结合 PLA 模型打印头使用（请参见第 33 页上的 “ 打印头 ”）。

1
2-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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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设置
按照场地准备指南，确保可以高效、安全地为打印机安装准备相关设施。在完成场地准备指南中的 “ 拆包打印机 ”
一节部分之前，请勿继续执行以下各节内容。安装完成时，执行以下设置任务。

• 请确认已从烘箱室中移除了启动材料。如还未移除，请移除这些物品。请参见第 10 页上的 “ 其他组件 
- 启动材料 ”，了解有关启动材料的详情。 

• 打开顶盖，确保橙色夹子已从 X 皮带上移除，且橙色束带已从 X 电机上移除。如还未移除，请移除
用来固定这些组件的橙色夹子和 / 或橙色束带。

稳定打印机

若要稳定打印机：

1. 使打印机滚动至其目标操作位置，然后确认达到了 低空间要求。

2. 向下旋紧稳定垫起重螺钉，直到稳定垫与地板接触 （请参见图 2-5）。

3. 向下多拧起重螺钉 1-2 圈，使自锁螺母紧紧抵住框架下方构件 （请参见图 2-5）。

4. 重复步骤 2 和步骤 3，设置剩余的全部稳定垫。 

图 2-5： 稳定垫起重螺钉调整

注意事项： 稳定垫用于在打印机移动到目标操作位置后稳定打印机。在打印机操作
之前，须先设置稳定垫。

侧面预留空间 每边 少 10.16 厘米（4 英寸）

后部预留空间 少 15.24 厘米（6 英寸）

前部预留空间 少 50.80 厘米（20 英寸）

顶部预留空间 少 50.80 厘米（20 英寸）

注意： 理想情况下，每个脚轮仍与地面略微接触，且用力达到 轻，能够旋转。

起重螺钉

自锁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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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打印机

使用以下标记识别您的打印机：

• 序列号标记 - 请求服务时请参阅此号码。您还可通过用户界面的维护页面寻找打印机序列号 （请参见
第 94 页上的 “ 序列号 ”，了解更多信息）。 

• 型号标记 - 此标记上提供打印机的型号、零件号和电源要求。此标记还列出与本打印机有关的所有专
利号、一些 FCC 符合性信息、电压警告以及 Stratasys 网址。

这两个标记都位于打印机背面靠近底部的位置，一般放在打印机电源连接的附近。在向客户支持确认您的打印
机时，请使用这些标记上的信息。

图 2-6： ID 标记位置

型号标记

序列号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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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网络

经过处理的作业文件可通过设备的以太网网络从 GrabCAD Print 传输到 F123 系列打印机。 RJ45 网络连接器位

于打印机背面的右上角 （从背面查看时）。请参见图 2-7 以了解网络连接位置。

连接电源线

若需连接电源线：

1. 请将所提供的 （美式或欧式）插座插头端直接接入接地电源插座。

2. 请将插座插孔端直接接入打印机背面的插槽内 （请参阅图 2-7）。 

图 2-7： 背部连接

注意： 欢迎包中附有随打印机提供的一根 7.6 米（25 英尺）的网络跳接线缆。

如果提供的线缆不够长，无法从打印机连接到工厂的网络连接点，则工厂应负
责采购适当的线缆。 

警告： 插座可用作断开设备。插槽插座必须便于连接。 

以太网网络连接 
(RJ45)

电源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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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网络

本部分用于在您需要更改网络设置时提供说明。在网络页面内，可以将打印机的地址类型设为静态、动态 
(DHCP)，或无线上网；默认选择动态。

• 静态地址 - 必须为打印机输入 IP 地址、子网掩码，以及网关地址 （由系统管理员提供）。

• 动态地址 (DHCP) - 网络服务器或 PC 将为打印机生成 IP 地址。服务器或 PC 有时会生成不一样的 IP 
地址。

• 无线上网地址 - 打印机会扫描且允许您连接到可用的无线上网网络 （如果安装有无线上网硬件保护
装置）。

网络地址配置

要配置打印机的网络地址设置：

1. 打开打印机的电源，请参见第 105 页上的 “ 打开打印机电源 ”。

2. 通过按导航菜单内的工具按钮打开工具页面 （请参见第 39 页上的表 4-1）。

3. 通过按工具页面内的网络按钮打开网络页面 （请参见第 76 页上的图 4-34）。

4. 在连接类型行中，您可以选择有线或无线网络。所选选项将决定网络页面内显示的可配置设置。 

• 如果选择有线选项，便可以选择动态或静态网络模式。

• 如果选择无线选项，将需要配置打印机使用无线上网网络。您需要扫描无线网络，并输入所选网络的
安全设置 （如果需要）来完成配置。请注意，无线选项的可用性取决于您购买的打印机配置。 

5. 在选择与您想使用的连接类型 （有线或无线）对应的单选按钮之后，按页面左上角的返回按钮，
返回到网络页面。 

6. 对于有线网络：

A. 此时将显示网络模式行。按下此行内任意一处。

B. 选择动态或静态单选按钮，启用该网络地址类型。根据所选选项，可能需要在网络页面内配
置其他信息。

图 2-8： 有线网络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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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启用了静态选项，则须配置 IP 地址、子网掩码，以及网关地址字段。如需配置此信息，只需

在屏幕上触摸字段并选中，然后使用此时显示的键盘输入地址信息即可。

• 在键盘位置以外触摸屏幕上的任意一处，可退出并关闭键盘。

图 2-9： 静态网络配置

• 完成后，请滚动到页面底部，按下应用按钮以保存网络配置。 

• 按页面左上角的返回按钮以返回到网络页面。

图 2-10： 应用变更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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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启用动态选项，则无需额外配置，因为网络服务器或 PC 将自动为打印机生成一个 IP 地址。

服务器或 PC 有时会生成不一样的 IP 地址；生成的 IP 地址将显示在网络页面的 IP 地址字段内，

并且对应的子网掩码和网关地址信息也会显示。 

• 按返回按钮，退出该页面并返回工具页面。

图 2-11： 动态网络配置

7. 对于无线网络：

A. 此时将显示可用网络行 （必须安装无线上网硬件保护装置）。按下此行内任意一处。

B. 按下扫描按钮；打印机将扫描可用无线 （无线上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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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扫描无线网络

C. 此时将显示一个可用网络列表；在该行内任意一处按下，便可选择您想连接的无线网络。

D. 此时将显示一个页面，该页面含有所选择的无线上网网络的详情。在此页面中，使用键盘输
入连接到网络时所需的密码和 / 或用户名。

图 2-13： 输入无线上网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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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完成后，在键盘位置以外触摸屏幕上的任意一处，可退出并关闭键盘。

F. 滚动到页面底部，按下连接按钮以保存网络配置。 

图 2-14： 连接按钮

G. 按返回按钮，退出该页面并返回网络页面。所选无线网络的名称将显示在可用网络行中。 

H. 按返回按钮，退出该页面并返回工具页面。网络按钮将刷新，且将出现一个蓝色指示器，指
示打印机已配置为使用无线上网网络。

图 2-15： 输入网络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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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GRABCAD PRINT

请在设备工作站安装 GrabCAD Print 软件。请导航到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7-sign-up-download-
and-install，并遵循屏幕说明操作。

连接到 F123 系列打印机

将 F123 系列打印机添加到 GrabCAD Print 应用程序。请导航到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8-connect-
your-printers，并遵循屏幕说明操作。

设置打印机的日期和时间

为确保准确的成型时间，必须正确设置打印机的时钟。如果您发现打印机的日期和 / 或时间有误，可使用 
GrabCAD Print 更新日期和 / 或时间。为此，请导航到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6-printer-firmware-
management，并遵循 “ 更改打印机时钟时间 ” 程序。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版本

必要时，请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请参见第 151 页上的 “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调整喷嘴擦高度

必要时，请调整喷嘴擦高度。请参见第 150 页上的 “ 喷嘴擦高度调整 ”。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7-sign-up-download-and-install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7-sign-up-download-and-install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8-connect-your-printers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8-connect-your-printers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6-printer-firmware-management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6-printer-firmware-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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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组件

本章节描述 F123 系列的组件。本章还提供打印机可使用的材料和喷嘴的信息。

打印机概述

检修门和面板

本打印机的设计旨在方便检修系统中 常检修的区域。门和面板已在图 3-1 和图 3-2 中突出显示。

图 3-1： 检修门和面板 - 前视图

警告： 后面板未固定到位时，请勿通电。 

顶盖

材料舱抽屉

烘箱门

界面面板

正面侧面板
（左侧与右侧）

储藏抽屉

后部侧面板
（左侧与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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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检修门和面板 - 后视图

顶盖

用于检修台架和打印头组件。 

烘箱门

用于检修 Z 平台、喷嘴擦部件、清理区域，以及可移除的已完成零件。打印机的相机也容纳在烘箱门内。

材料舱抽屉

用于检修材料舱组件 （材料舱、材料线轴，以及材料驱动器控制器）。

储藏抽屉

提供内置区域，该区域根据需要可用于备件、工具等物的其他储藏。

右侧和左侧面板 

通过右侧和左侧面板可检修烘箱室风扇。 

后面板

通过后面板可检修电子元件舱。

后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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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面板

界面面板容纳了打印机的触摸屏用户界面、电源按钮，以及 USB 端口。 

图 3-3： 界面面板

触摸屏用户界面

用于实现打印机的用户控制。在用户界面中，可以访问各种屏幕以选择成型的作业、在成型过程中控制作业、更换
材料、执行校准以及配置打印机的设置和维护选项。触摸屏还会直观显示打印机的运行情况以及任何警告信息。 

请参见第 38 页上的 “4 用户界面 ” 以了解关于用户界面的组件和页面的详细信息。

电源按钮

可以打开和关闭打印机电源 （请参见第 105 页上的 “ 打开打印机电源 ” 和第 107 页上的 “ 关闭打印机电源 ”，
了解更多信息）。 

USB 端口

通过打印机的 USB 端口，可轻松上传作业文件以进行成型。将 USB 闪存驱动器插入任一 USB 端口后，便可通

过队列页面访问该闪存驱动器内容 （请参见第 50 页上的 “ 操作队列页面 ” 了解详情）。 

触摸屏用户界面电源按钮

前置 USB 端口，后部额外增加 1 个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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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组件

烘箱由烘箱门和通过烘箱门窗户看到的所有组件组成，这些组件包括 Z 平台、喷嘴擦部件、废料槽，以及烘箱

加热器。打印机的相机容纳在烘箱门框架内。 

图 3-4： 烘箱组件 

烘箱门

烘箱门（请参见图 3-4）使用了电磁锁与光学传感器。烘箱门在打印机执行零件成型期间保持锁定，而在可以安全

地检修烘箱组件时会自动解锁。烘箱门在打印机执行零件成型期间不能打开。顶盖在连接烘箱门时会自动解锁，
以便您可以手动打开顶盖。打开顶盖之前，必须先打开烘箱门。密封垫围绕烘箱门框架周边铺设，有助于在烘箱门
关闭时提供气密。 

烘箱门窗户由 2 个钢化玻璃片组成。 

喷嘴擦部件
（模型在左侧、
支撑在右侧） 

Z 平台

烘箱门

相机

烘箱灯

废料槽

烘箱门
密封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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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

打印机的相机容纳在烘箱门框架内，可在零件成型期间提供远程监控功能。使用安装在工作站 PC 上的 
GrabCAD Print 应用程序，您可以查看正在成型的部件，从而远程监控零件成型的质量。 GrabCAD Print 可按设

定间隔自动拍摄照片。请注意，所显示的相机图像将包括由烤箱门玻璃产生的一些反射。 

图 3-5： 相机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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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灯

烘箱正面上部边缘装有一个灯管，用于照亮烘箱 （图 3-6）。该灯管由九个高温 LED 组成，每个 LED 额定功率

为 1 瓦特。烘箱灯由 12 伏直流电供电。 

工具页面内的灯按钮表示烘箱灯的当前状态，可用于手动打开或关闭烘箱灯 （请参见第 104 页上的 “ 灯 ”）。

图 3-6： 烘箱灯位置

烘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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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平台

钢制 Z 平台提供在其上执行零件成型的水平表面。使用托盘弹射把手将托盘牢固粘在 Z 平台上。将托盘放在 
Z 平台上之后，提举托盘弹射把手可将托盘锁定在其成型位置；按下把手将从 Z 平台释放并移除托盘。 

喷嘴偏差校准目标位于 Z 平台的背面中心部位。这些目标可在更换任一打印头之后（在自动喷嘴偏差校准期间）

确定模型与支撑喷嘴之间的 Z 偏差时使用。 

图 3-7： Z 平台组件

Z 平台

 喷嘴偏差 
校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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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嘴擦部件

有两个喷嘴擦部件位于烘箱后部，一个用于模型，另一个用于支撑。每个部件由一个垫片和一个清洁刷组成。
喷嘴擦部件可清除打印机喷嘴和喷嘴防护罩上的所有废料碎屑和堆积材料。喷嘴擦部件安装在废料槽背后，且通
过在废料槽外部凿出的两个槽穿过废料槽。 

从喷嘴排出材料之后，喷嘴会穿过喷嘴擦部件。垫片从喷嘴的末端切下排出的材料，并将其倒入废料槽。清洁刷
用于清洁喷嘴和喷嘴防护罩。通过废料槽，废料碎屑从喷嘴擦部件被向下引导至烘箱室底部。 

图 3-8： 喷嘴擦部件

喷嘴擦部件 
模型在左侧
支撑在右侧



28

废料槽

废料槽位于烘箱背面。通过废料槽，废料碎屑从喷嘴擦部件被向下引导至烘箱室底部。材料碎屑通过废料槽底部
的一个开口离开废料槽，然后堆积在烘箱室底部。堆积的材料碎屑应每周清洁，或在堆积过量时按照需要清理，
请参见第 157 页上的 “ 清洁烘箱室 ” 了解相关说明。 

图 3-9： 废料槽位置

图 3-10： 烘箱室清洁位置

废料槽

废料碎屑将
在此处堆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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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舱抽屉组件

打开打印机正面的材料舱抽屉，以检修模型和支撑材料舱。材料舱抽屉不包含任何锁定机构，因此可以在打印机
执行零件成型时打开。

图 3-11： 材料舱抽屉组件

材料舱

F270 和 F370 打印机有四个材料舱 - 两个模型材料舱和两个支撑材料舱。 左侧的两个舱存储模型材料，而

右侧的两个舱存储支撑材料。 F170 打印机有两个操作材料舱 - 一个模型材料舱和一个支撑材料舱。 左侧的舱

存储模型材料，而 右侧的舱存储支撑材料。

在零件成型时，一个模型线轴和一个支撑线轴将处于活动状态。活动线轴将材料丝加载到打印头，如同触摸屏显
示器上的材料状态图标与对应的喷头状态图标之间的纯蓝色路径、纯蓝色的喷头状态图标，以及材料状态图标周
围的纯蓝色边框所指示 （请参见第 131 页上的 “ 材料状态 ” 以了解更多信息）。对于可用的打印机型号，可以

在不暂停打印机的情况下更换不活动的线轴。

注意： 如果第一个线轴在成型期间用完材料，则自动更换功能会自动加载第二个
线轴（请参见第 114 页上的 “ 材料自动更换 ”）。自动更换功能仅适用于 F270 和
F370 打印机。 

材料舱（2 个或 4 个，

根据打印机型号而定）

材料舱
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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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驱动器控制器

每个材料舱都有一个材料驱动器控制器。材料驱动器控制器会将材料丝从材料舱馈送至打印头。材料驱动器控制
器位于材料舱背面，包含一个小型 12 伏直流电机，该电机将材料丝向上传送至打印头。材料驱动器控制器是不

可维护的物品，因此须在更换材料舱时一起更换。 

材料驱动器控制器包含一个机械材料丝存在开关，用于在加载和卸载过程期间检测材料驱动器内是否存在材料。
此开关还能检测错误。如果材料驱动器控制器检测到材料丝在材料舱内断裂，或已到达材料丝尾部，则打印机将
暂停，以便进行修复。

图 3-12： 材料驱动器详情

材料驱动器控制器



31

储藏抽屉

储藏抽屉位于材料舱抽屉的正下方，可用于根据需要存放备件或工具。 

图 3-13： 储藏抽屉

储藏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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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架 

要检修台架或打印头，必须首先打开顶盖。顶盖使用了机械锁定机构。顶盖在打印机执行零件成型期间保持锁定，
而在烘箱门打开时自动解锁。如果顶盖和 / 或烘箱门处于打开状态，则打印机无法继续成型操作。 

台架会在零件成型时沿 X 和 Y 方向移动打印头。台架部件位于顶盖下方。整个台架位于烘箱外部；只有打印头

的末端伸入到烘箱中。台架及其驱动电机通过柔性防热罩来屏蔽烘箱的高温。为移动打印头，台架利用了与正时
皮带相连的一个 X 伺服电机和两个 Y 伺服电机。

图 3-14： 台架部件

Y 伺服电机 （2 个）
X 驱动皮带

模型打印头
组件Y 驱动皮带 （2 个）

X 伺服电机

切换 Z 平台组件

支撑打印头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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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头

F123 打印机使用两个打印头组件，一个用于模型材料，另一个用于支撑材料。一旦一个打印头用于了模型材料

或支撑材料，此打印头此后便只能用于指定材料 （模型或支撑）。打印头的设计旨在用于各种建模材料。打印头
用两个完全相同的液化器挤压模型材料和支撑材料。喷嘴液化器入口上方装有一个鼓风扇，用于冷却传入的材料
和液化器入口。 

打印头寿命与打印头的成型时长直接相关。打印头是可更换的消耗品，一旦打印头计量表达到 1500 成型小时便

应更换 （请参见第 63 页上的 “ 查看打印头详情 ” 了解关于打印头计量表的信息）。打印头的计量表达到 
1350 成型小时时，您将收到警告，提醒您订购替换打印头，因为当前打印头将要到达其计量表限制。超过计量

表限制的打印头也可继续使用，但强烈建议更换打印头，因为零件质量将无法预测。相对应的喷头状态图标将在
用户界面上显示警告状态 （请参见第 61 页上的表 4-6 了解图标状态）。整个模型或支撑打印头组件可作为单

个装置更换 （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 了解相关说明）。打印头分离杆将相关打印头锁定或解锁进

出其放置位置。 

用 PLA 材料执行成型时，可使用专用 PLA 打印头。PLA 打印头是黑灰色，而标准打印头是黑色。PLA 打印头必

须安装在台架内的模型打印头位置。冷却组件与 PLA 模型打印头结合使用，且必须安装至台架内的支撑打印头

位置 （请参见第 10 页上的表 2-4，获得识别冷却组件的帮助）。在用 PLA 材料进行成型时， PLA 模型打印头

会挤压模型材料和支撑材料。（请参见第 117 页上的 “ 更换 PLA 打印头 ”，了解关于更换 PLA 打印头或相关冷

却组件的说明。）

图 3-15： 打印头组件

支撑打印头组件模型打印头组件

打印头分离杆 （每个打
印头组件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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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材料

所用材料 

F123 系列可以使用各种颜色的多种模型材料。除了 PLA 以外，所有模型材料都结合使用了 QSR 可溶性支撑

材料。在用 PLA 材料进行成型时， PLA 同时用于模型和支撑材料 （请参见表 3-3 了解模型和支撑材料兼容性

信息）。 

表 3-1 列出可用于每一打印机型号的材料类型。

表 3-2 按模型材料类型列出了颜色可用性。 

表 3-1： 可用材料

表 3-2： 颜色选项

打印机型号 可用材料 

F170 ABS、 ASA、 PLA

F270 ABS、 ASA、 PLA

F370 ABS、 ASA、 PLA、 PC-ABS

材料类型 纯色选项 半透明颜色选项

ASA 乳白色、黑色、白色、黑灰色、浅灰色、
红色、蓝色、橙色、绿色、黄色

ABS 乳白色、黑色、白色、黑灰色、红色、蓝色、
橙色、绿色、黄色

PLA 黑色、白色、中灰色、浅灰色、红色、蓝色 自然色、红色、黄色、绿色、蓝色

PC-ABS 黑色、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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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线轴内存芯片

每个材料线轴都有一个带有内存芯片的轴；该内存芯片可识别线轴的材料类型，并追踪线轴的体积。 F123 系列

使用的内存芯片不同于其他 Stratasys 材料，因此，只有与 F123 系列兼容的线轴可用于打印机上的零件成型。

图 3-16： 材料线轴内存芯片位置

安装线轴时，线轴内存芯片被读取，并将线轴信息被汇报至打印机。用户界面的材料页面内显示线轴材料类型和
体积 （请参见第 60 页上的 “ 操作材料页面 ”，了解更多信息）。如果安装了不兼容的线轴，用户界面上会显示

错误。 

每个成型文件均包含完成成型所需的模型材料与支撑材料用量估计。启动成型时，打印机将此估计与每个线轴上
可用的材料量进行比较。如果材料不足以完成成型，打印机会向您发出警告，并且让您选择在开始成型之前更换
线轴或安装额外线轴。

注意： 特定提示只有在检测到线轴体积的相关问题时才会显示。请参见第 196 页
上的 “ 警告和错误 ” 以了解详情。 

内存芯片

材料丝尾部捕捉位置

材料丝导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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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嘴和切片高度

F123 系列对所有模型和支撑材料使用 T14 喷嘴。喷嘴是相关打印头组件中的组件，不能单独更换。然而，整个

打印头组件可作为单个装置更换。 

表 3-3 列出了可用于打印机的模型材料的类型，以及这些类型对应的支撑材料。

表 3-4 列出了平均切片高度。

表 3-3： 可用材料类型

表 3-4： 切片高度

模型材料 支撑材料

ASA QSR

ABS QSR

PLA PLA

PC-ABS QSR

模型喷嘴 切片高度 （英寸） 切片高度 （毫米） 材料

T14 0.005 0.127 ABS、 ASA、 PC-ABS

0.007 0.178 ABS、 ASA、 PC-ABS

0.010 0.254 ABS、ASA、PC-ABS、PLA

0.013 0.330 ABS、 ASA、 PC-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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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CONTROLLER SOFTWARE

Controller Software 在制造过程中安装，且能够在新版本可用时进行更新 （请参见第 151 页上的 “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以了解相关说明）。 Controller Software 是用于控制打印机的软件。 

GrabCAD PRINT 软件

打印机通过将原始 CAD 或 STL 文件处理到 Stratasys CMB 文件中 （CMB 文件随后被下载到打印机）来执行零

件成型。 GrabCAD Print 软件用于处理文件，然后将其传送到打印机进行成型。作为初始安装和设置过程的一部

分，必须下载并安装 GrabCAD Print 软件。您必须下载该软件，然后才能在打印机上执行零件成型。要下载 
GrabCAD Print，请导航到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7-sign-up-download-and-install，并遵循屏幕步骤

操作。 

作业以 CMB 格式发送到打印机，并置于作业队列中 （请参见第 50 页上的 “ 操作队列页面 ”，了解关于作业队

列的信息）。 CMB 文件的标题包含经过处理的作业的基本信息。

GrabCAD Print 帮助文档包括有关如何连接到打印机、处理零件、编辑作业队列等的详细信息。可以从应用程序

的帮助菜单或直接从 GrabCAD 网站访问该帮助文件。 

INSIGHT 软件

Insight 是一款用于处理 STL 文件的软件应用程序。 Insight 为用户提供了利用高级功能并操纵文件中多项参数的

功能。在大多数应用程序中， GrabCAD Print 软件提供的功能都足以应付。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 
Insight 的高级功能。

Insight 在用于 F123 系列时，请您执行以下流程：

1. 打开并处理 STL 文件。

2. 完成后，将 CMB 文件保存到已知位置。

3. 在 GrabCAD Print 中，导航到文件 > 导入文件，选择希望导入的 CMB 文件。

4. 使用 GrabCAD Print 继续进行正常工作流程。

注意： Insight 将仅处理 STL 文件。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7-sign-up-download-and-i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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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用户界面 

本章概述 F123 系列用户界面 (UI)。特定的打印机运行信息以及程序可以在第 105 页上的 “5 操作打印机 ” 中找

到。在使用触摸屏之前，必须打开打印机的电源（请参见第 105 页上的 “ 打开打印机电源 ” 以了解相关说明）。 

概述 

用户界面由位于打印机正面右侧的触摸屏组成 （请参见第 20 页上的图 3-1）。用户界面的每一页由两个主要功

能区域组成；这些有四个主要的功能区域；图 4-1 中高亮显示了这些项目。 

图 4-1： 用户界面概述

触摸屏的设计旨在降低眩光；因此，观看触摸屏的 佳位置是站在打印机的正面且屏幕位于您的右侧。从其他任
何角度观看触摸屏就可能无法清晰看到屏幕的显示内容。触摸屏易于使用，可执行如下操作：

• 访问材料加载、卸载和校准功能。

• 监控打印机状态。

• 监控材料 / 喷头状态（已加载 / 安装的类型、材料罐容量、喷头使用量等），以及在必要时更换材料和 /
或喷头。 

• 监控成型进度 （所成型作业的名称、材料使用信息、估计完成时间等）。

• 访问网络配置信息以及更改打印机默认设置。

• 访问作业队列和预设工作列 （内部存储）。

导航菜单

显示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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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菜单

导航菜单提供对打印机的成型、队列、材料和工具功能的单点触摸访问（请参阅图 4-1 了解详情）。用户界面分

解为多个包含相关功能的页面。从导航菜单中选择一个按钮将会打开该按钮对应的页面，您可在此页面内执行相
关任务。如果某个页面包含子页面，则对应这些项目的额外按钮会在此页面的显示区域内显示。

导航菜单内的按钮互相排斥，意味着一次只可以选择一个按钮。有时候，按钮内将显示通知徽章，表示与对应页
面的功能相关的警告。这些按钮可以显示为如下状态： 

表 4-1： 导航菜单 - 按钮状态 

从导航菜单中选择一个按钮后，沿按钮中间偏左的边缘处将显示一个白色指示器图形。此图形表示当前选择的导
航菜单项，便于您识别正在使用的用户界面。 

图 4-2： 用户界面概述

注意： 导航菜单中 下方的按钮没有功能。 

按钮名称 已选择状态 未选择状态 警告状态 错误状态

成型按钮

 
未选择 已选择

 
未选择 已选择

队列按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材料按钮

未选择 已选择

不适用 不适用

工具按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导航菜单指
示器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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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区域

显示区域包含用户界面中每一页的正文部分；您可在此选择可用功能，并查看当前状态。选择导航菜单内的按钮
之后，显示区域将刷新，并且会显示与所选按钮对应的主页面。显示在显示区域中的信息和按钮 / 图标将会根据

所选用户界面的主页面而改变。 

操作成型页面

成型页面由三个主要功能区域组成，在打印机上执行零件成型时必需这些功能；图 4-3 已高亮显示这些项目。

在成型页面中，您可以启动、暂停和中止作业，查看所选作业的估计成型时间，查看正在进行的作业的状态和
估计操作点，并查看已完成零件的可视化表示。请注意，您必须将作业文件加载到打印机，并选择要成型的文
件，然后，成型页面中会显示作业详情。

成型页面还包含通知显示。根据打印机状态，页面的该区域内将显示多种通知 / 警告。触摸屏幕上的文字将打开

一个对话框，该对话框指出通知原因，且在一些情况下之处纠正通知内容的步骤 （请参见图 4-4）。纠正所有通

知之后，按下对话框内的关闭按钮退出对话框。 

要访问成型页面，可按下导航菜单中的成型按钮；此时会显示类似于图 4-3 的屏幕。 

图 4-3： 成型页面

通知显示

打印作业信
息面板

打印作
业控件

成型状态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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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通知详情

加载文件

初始启动后，打印作业信息面板为空，且成型状态显示会反映其闲置状态。作业队列中没有作业文件可用时，成型
页面内将显示加载文件按钮。此按钮的可见性取决于用来将作业文件加载到打印机的方法。 

必须先选择要成型的作业，然后作业详情才将在成型页面内显示。为了执行作业成型，必须首先将作业的对应作
业文件加载到打印机。可以使用工作站 PC 上的 GrabCAD Print 应用程序通过网络传输 （以太网或无线上网）

来加载作业文件，也可以通过将 USB 闪存驱动器插入打印机的 USB 端口之一，然后通过队列页面导航到作业

文件来加载作业文件 （请参见第 51 页上的 “ 向作业队列添加作业 ” 以了解详情）。用户希望成型的作业文件必

须位列于作业队列的第一条。作业文件可以根据需要在队列页面中进行排序，用户可从中选择希望成型的作业
（请参见第 55 页上的 “ 编辑作业队列 ” 以了解详情）。 

• 如果您使用 GrabCAD Print 通过网络传输将一个作业文件发送到打印机，则打印机接收到作业文件
后，作业详情将自动显示在成型状态显示中，因为此作业将成为作业队列中的唯一项目。一旦打印机
通过网络传输接收到作业文件，则加载文件按钮将隐藏不可见。 

• 如果您使用 GrabCAD Print 通过网络传输将两个或更多作业文件发送到打印机，则一旦打印机接收到
作业文件，所发送的首个文件的作业详情将自动显示在成型状态显示中，因为作业将按照发送到打印
机的顺序执行成型。一旦打印机通过网络传输接收到首个作业文件，则加载文件按钮将隐藏不可见。 

注意： 必须将作业文件加载到打印机，并选择成型，然后，成型页面中会显示该
作业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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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使用 GrabCAD Print 将文件发送到打印机，而是将 USB 闪存驱动器插入打印机的其中一个 
USB 端口，则加载文件按钮将在成型页面中可见。可使用此按钮从闪存驱动器中直接选择一个想要
成型的作业文件。 

要加载文件：

1. 将 USB 闪存驱动器插入打印机前侧的可用 USB 端口之一 （请参见第 22 页上的图 3-3，了解 
USB 端口位置）。

2. 按下成型页面内的加载文件按钮。

图 4-5： 加载文件按钮

3. 此时会显示加载文件页面；按此页面内的 USB 按钮。

图 4-6： 加载文件页面 - USB 选项

注意： 可使用成型页面中的加载文件按钮，从 USB 闪存驱动器中快速选择单个文

件进行成型。选择的文件将自动进入队列以待成型。如果您希望用多个作业文件
来填充作业队列，请遵循第 51 页上的 “ 向作业队列添加作业 ” 内的说明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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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载文件页面将显示 USB 闪存驱动器的内容。查找所需的作业，在屏幕上触摸其所在行来将其

选中；此举将打开其作业详情页面。 

5. 在作业详情页面中，按下按钮添加到队列；此举会将作业加载到作业队列。 

图 4-7： 添加文件到队列

6. 按添加到队列按钮之后，会返回到成型页面。加载文件按钮将不再可见。而所选作业的详情将显
示在打印作业信息面板中。 

注意： 如果两个 USB 端口都含有闪存驱动器，则屏幕上将显示单独的文件夹图

形，表示每个闪存驱动器及其内容。在屏幕上触摸文件夹图形将进入文件夹并显
示其内容。如果安装了一个闪存驱动器，则位于闪存驱动器上的作业文件将在单
行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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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成型页面内的打印按钮，将开始执行成型。成型进度将显示在成型状态显示内，请参见第 46 
页上的 “ 成型状态显示 ” 以了解详情。 

图 4-8： 显示作业信息的成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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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打印作业信息

属于所选作业的信息显示在成型页面右半边的打印作业信息面板内。此信息是静态的，且展示作业文件的详情。

图 4-9： 打印作业信息面板

此面板中显示的信息被分为两个部分：

上半部分直观展示所选作业在成功成型之后将具有的形貌。 

下半部分显示属于所选作业的各种信息，包括：

• 作业的名称。

• 作业的估计成型时间。

• 提交此作业的用户名称。

• 与此作业关联的模型和支撑材料。

触摸屏幕此部分内任意一处，将打开一个页面，显示属于所选作业的额外详情 （请参见第 57 页上的 “ 查看作业

详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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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状态显示

成型页面的成型状态显示部分是由包含两部分的图形组成的。中心部分提供所选和 / 或正在成型的作业的信息，

而外部进度环则对应于所显示的成型信息；所显示的信息将根据打印机状态而不同。 

图 4-10： 成型状态显示概述

闲置

打印机闲置时，成型状态显示的中心处将显示 “ 闲置 ”。此表示打印机正处于已就绪且可开始成型的状态。外圈

的成型进度环会显示为没有进度，而剩余时间则显示为零。

图 4-11： 成型状态显示 - 闲置

成型状态信息

成型进度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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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成型

按打印按钮开始成型之后，成型状态显示为 “ 正在准备 ”，而外部进度环以顺时针方向全部灰显。这表示打印机

准备启用成型时所需的时长，包括进行 Z 轴平台零位校准所需的时长 （请参见第 149 页上的 “Z 轴平台零位校

准 ” 了解详情）。

一旦成型准备完成，成型状态显示中心处将显示 “ 正在成型 ”，以及直到成型完成所需的剩余时长。随着成型进

度步步推进，剩余时长越来越短，直到到达零，表示成型已完成。成型的完成百分数也以蓝色按顺时针方向径向
填充外部进度环的方式显示。

图 4-12： 成型状态显示 - 正在成型

在零件成型时触摸成型状态显示中心处的屏幕，将可切换显示信息。触摸屏幕后，时间估计信息将会隐藏，而成
型状态显示将换为显示已完成层数与成型总层数的比较。再次触摸屏幕，将切换回初始显示的时间估计信息。 

注意： 必须将作业文件加载到打印机，并选择成型，然后成型状态显示中才会显
示成型信息。请参见第 41 页上的 “ 加载文件 ” 以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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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作业控件

在成型页面内，成型状态显示下方有一个按钮。此按钮用于开始、暂停和中止成型，具体根据打印机状态而定。执
行加载文件的必需步骤之后（请参见第 41 页上的 “ 加载文件 ”），打印按钮选项将显示为可选择，且打印机处于

已就绪可执行零件成型的状态。当成型正在进行时，此按钮将切换以显示暂停或中止按钮选项。

图 4-13： 打印作业控件

打印按钮

使用打印按钮可开始成型 （请参见第 119 页上的 “ 选择要执行成型的作业 ”，了解更多信息）。打印按钮可以显

示为如下状态：

表 4-2： 打印作业控件 - 打印按钮状态

按钮状态 说明

打印机处于可成型状态，且可以选择一个作业进行成型。 

选择打印按钮将开始成型。

打印按钮被禁用，不可选择。

打印机不处于可成型状态，或作业不可选择 / 不可用于成型

（即队列为空）。 

要对此问题进行故障排除，请在屏幕上触摸通知显示内显示
的文本。这将打开一个对话框，从中可以查看当前成型状态
的成因，包括阻碍开始成型的任何问题 （即没有托盘等）。
请参见第 196 页上的 “ 成型开始时的警告 ” 和第 198 页上

的 “ 阻止成型启动的错误 ” 以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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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按钮

暂停按钮用于暂停活动的成型。暂停按钮可以显示为如下状态：

表 4-3： 打印作业控件 - 暂停按钮状态

中止按钮

中止按钮可用于中止活动中的成型。中止按钮可以显示为如下状态：

表 4-4： 打印作业控件 - 中止按钮状态

按钮状态 说明

打印机正在主动成型。选择处于此状态的暂停按钮将暂停
成型。 

打印机暂停时，成型状态显示内将显示 “ 已暂停 ”。

暂停按钮被禁用且不可选择。

打印机正在准备执行成型，目前打印机上没有正在成型的
作业。 

打印机已暂停。暂停按钮可切换显示开始按钮。

选择开始按钮将继续成型。

如果由于发生错误而使成型自动暂停，则屏幕上将显示通
知。触摸所显示的通知文本，将显示关于当前成型状态的更
多详情。请参见第 121 页上的 “ 成型警告 ” 和第 203 页上

的 “ 成型暂停警告 ” 以了解更多信息。 

按钮状态 说明

打印机正在主动成型。

按处于此状态的中止按钮将表示中止成型，且将显示一个提
示，要求您确认中止。 
- 如果接受，则将中止成型。 
- 如果取消，则成型将不受影响（即还原之前的状态）。

中止按钮被禁用且不可选择。

打印机上目前没有正在成型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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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队列页面

队列页面包含已下载到打印机且进入队列等待成型的文件（作业）列表；此列表被称作作业队列。默认情况下，
作业按照其通过 GrabCAD Print 和 / 或从 USB 闪存驱动器传输而发送到打印机的顺序添加到作业队列中。各个作

业列在有编号的行中，第一行与作业队列中的第一个作业相对应。每行均显示作业的名称、作业的估计成型时间，
以及提交作业的用户姓名。可从队列页面中将文件添加到作业队列，选择要成型的文件，在作业队列中排序作业，
查看与所选作业相关的其他详情，并访问预设工作列。

要访问队列页面，可按下导航菜单中的队列按钮；此时会显示类似于图 4-14 的屏幕。请注意，在初始启动后，

作业队列为空。

队列页面标题列出了当前加载到作业队列中的作业数量。在任意给定时刻，作业队列列表中 多会显示三个作业。
如果作业队列包含的作业超过三个，则使用滚动条（作业队列的右侧）上下滚动可用作业的列表。 

按页面内的编辑按钮，将显示作业队列控制按钮；可按需使用这些按钮对作业队列内的作业进行排序和 / 或删除。

按页面标题内的加载文件按钮可向作业队列中添加更多文件。触摸作业队列中列出的其中一行，将打开该作业的
作业详情页面；此页面包含属于所选作业的更多信息（材料配置、喷嘴尺寸等）。选择这些按钮之一或打开作业
的详情页面后，页面标题将显示 “ 返回 ” 按钮；按此按钮可返回主队列页面。 

图 4-14： 队列页面 

编辑按钮 加载文件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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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作业队列添加作业

作业队列默认为空。要填充作业队列，必须首先使用以下两个方法中之一，向作业队列加载各个作业文件： 

1. 网络传输，通过工作站 PC 的 GrabCAD Print 应用程式进行。请参见第 51 页上的 “GrabCAD 
Print 方法 ” 以了解详细说明。此方法是向作业队列添加作业的首选方法。

2. USB 方法，通过将 USB 闪存驱动器插入打印机前侧的可用 USB 端口之一来进行。请参见第 51 
页上的 “USB 方法 ” 以了解详细说明。如果无法通过以太网连接 （由于连接不良、网络中断等）

或无线上网连接将作业文件传输到打印机，则此方法可用作 GrabCAD Print 方法的备用方案。此

方法还为重新打印常见作业提供了便利的选项，因为您可以将已处理的作业文件存储在 USB 闪
存驱动器上，并重复访问。 

GRABCAD PRINT 方法

作为打印机安装和设置过程的一部分，应将 GrabCAD Print 应用程序下载并安装到工作站 PC 上（请参见第 37 
页上的 “GrabCAD Print 软件 ”，了解详情）。 GrabCAD Print 软件用于处理作业文件，然后将其传送到打印机

（通过设备的以太网连接或无线上网连接）进行成型。 

作业以 CMB 格式发送到打印机，并直接进入作业队列中。通过 GrabCAD Print 将作业文件直接发送到打印机

时，无需额外布置来将作业添加到作业队列中。将作业文件发送到打印机之后，通过按导航菜单内的队列按钮，
导航到队列页面。所传输的作业文件将显示在作业队列中。作业将按照其从 GrabCAD Print 发送到打印机的顺

序添加到作业队列。为成型特定文件，必须将该作业列在作业队列的第一条。可以根据需要在队列页面中对作业
进行排序，以选择希望成型的作业 （请参见第 55 页上的 “ 编辑作业队列 ” 以了解详情）。

USB 方法

打印机具有三个 USB 端口。USB 闪存驱动器可以插入这些端口中任一端口，且包含在闪存驱动器上的作业文件

可以添加到作业队列中。请注意，作业文件必须使用 GrabCAD Print 进行处理，然后才能放入闪存驱动器并随

后添加到作业队列中。一旦将闪存驱动器插入打印机的其中一个 USB 端口后，需要执行以下步骤将所需的作业

文件添加到作业队列中：

1. 将 USB 闪存驱动器插入打印机的可用 USB 端口之一 （请参见第 22 页上的图 3-3，了解 USB 
端口位置）。

2. 通过按导航菜单内的队列按钮，导航到队列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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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触摸屏左上角的加载文件按钮。

图 4-15： 加载文件按钮位置

4. 此时会显示加载文件页面；按此页面内的 USB 按钮。

图 4-16： 加载文件页面 - USB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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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载文件页面将显示 USB 闪存驱动器的内容。查找所需的作业，在屏幕上触摸其所在行来将其

选中；此举将打开其作业详情页面。 

图 4-17： 选择要加载的文件

6. 在作业详情页面中，按下按钮添加到队列；此举会将作业加载到作业队列。 

图 4-18： 添加文件到队列

注意： 如果任一 USB 端口都含有闪存驱动器，则屏幕上将显示单独的文件夹图

形，表示每个闪存驱动器及其内容。在屏幕上触摸文件夹图形将进入文件夹并显
示其内容。如果安装了一个闪存驱动器，则位于闪存驱动器上的作业文件将在单
行内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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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文件将加载到作业队列中。一旦加载完成，文件将添加到作业队列列表中。

图 4-19： 文件正在加载到作业队列

图 4-20： 文件已在作业队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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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作业队列

默认情况下，作业以其在作业队列中出现的相同顺序成型。为成型特定文件，必须将该作业列在作业队列的第
一条。按队列页面内的编辑按钮，将打开编辑队列页面。使用此页面中找到的作业队列控制按钮，可以根据需
要排序和 / 或删除作业队列中的作业，以确保要成型的作业位列作业队列中的第一条。 

按返回按钮，将可退出编辑队列页面并返回主队列页面。 

图 4-21： 编辑队列页面

作业队列
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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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队列控件 

打开编辑队列页面后，作业队列列表每一行中将显示三个作业队列控制按钮 （列表中每个条目有一组按钮）。
通过这些按钮，可以根据需要在作业队列中重新安排作业。这些按钮具有以下功能：

表 4-5： 作业队列控制按钮

名称 按钮状态 说明

上移 可选择 可选择时，则将所选作业在作业队列列表中上移一位。

要将作业移动到作业队列列表的顶部，请反复按此按
钮，直到作业出现在列表的顶部。

没有选项可以将作业直接移至列表顶部。 已禁用

下移 可选择 可选择时，则将所选作业在作业队列列表中下移一位。

要将作业移动到作业队列列表的底部，请反复按此按
钮，直到文件出现在列表的底部。 

没有选项可以将作业直接移至列表底部。 已禁用

删除 可选择 从作业队列列表中移除所选的作业。 

在从作业队列删除作业之前，系统不会要求您确认此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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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作业详情

要查看关于作业队列中特定作业的更多详情，请在屏幕上触摸其所在行，选择该所需作业。此举将打开其作业详
情页面；此页面显示如下：

• 时长：完成成型所需的时长。 

• 作者：提交此作业的用户名称。

• 材料：与此作业关联的模型和支撑材料。

• 层数：作业中的层数。

• 切片高度：与此作业关联的切片高度。

• 版本：用于编译零件的 Insight 版本。

使用滚动条 （沿页面右侧），在页面内上下滚动。要关闭该页面并返回到主队列页面，可按页面标题内的返回
按钮。 

图 4-22： 查看作业详情



58

作业详情页面的左侧部分显示一个视觉呈示，呈现在成型完成后该部件的外观。

按住该页面此位置右上角的放大按钮 ，将隐藏作业详情信息，并放大已完成零件的视觉呈示（如图 4-23 

中所示）。 

按住放大视图显示右上角的缩小按钮，关闭放大视图，且返回作业详情页面。 

图 4-23： 查看作业详情 - 放大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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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设工作列

本打印机附带一些永久安装到硬盘驱动器中的预设工作文件。这些文件可通过预设工作列来访问。该队列由一些
预设零件文件以及可帮助测试打印机的其他各种文件组成。预设工作列中的大多数文件将仅由授权的服务代表在
对打印机执行维护时使用。要访问预设工作列：

1. 通过按导航菜单内的队列按钮，导航到队列页面。 

2. 按触摸屏右上角的加载文件按钮 （请参见第 52 页上的图 4-15，了解按钮位置）。

3. 此时会显示加载文件页面；按此页面内的内部存储按钮。此时将显示预设工作列内包含的预设作
业列表。

图 4-24： 加载文件页面 - 内部存储选项

从总体上来说，预设工作列的功能与作业队列相同：

• 打开作业的作业详情页面，即可查看该作业的更多详情。

• 在作业详情页面中，可以查看作业的具体信息，包括成型时间、作者、材料要求、层数、切片高度，
以及用于编译作业的 Insight 版本。

• 按下页面中的放大按钮，将提供成型成功之后的作业外观的详细视图。按下缩小按钮，则将关闭此视
图，并返回作业详情页面。 

• 按下作业详情页面内的打印按钮，将选择要成型的作业。 

然而，预设工作列存在如下不同的功能：

• 预设工作列禁用作业队列控件，因此不能删除这些作业文件。

• 预设工作列中的作业不能排序 （如编辑作业队列部分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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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材料页面

材料页面显示关于打印机的当前材料配置的详细说明。在此页面中，可以查看打印机的当前材料配置，包括材料
类型和颜色，查看材料线轴体积和加载状态，加载和卸载材料，查看当前和设定点打印头温度，并执行打印头的
多种相关维护功能。 

要访问材料页面，可按下导航菜单中的材料按钮；此时会显示类似于图 4-25 的屏幕。

图 4-25： 材料页面

显示区域的上半部分内显示两个打印头状态图标。这些图标显示加载状态信息，以及相较于每个打印机的打印头
的设定点温度的当前温度 （温度是预定的，且基于加载到打印头的材料类型）。 右侧的图标属于打印机的支撑
打印头，而 左侧的图标则属于打印机的模型打印头。在屏幕上触摸这些图标中之一个，将打开打印头的打印头
详情页面；此页面包含属于所选打印头的更多信息，以及启动多个打印头维护功能的按钮。根据其状态，这些图
标将呈现纯灰色或纯蓝色。 

根据打印机配置，显示区域的下半部分内显示两个或四个材料状态图标。这些图标表示打印机内加载 / 安装的模

型和支撑材料。 右侧的图标指示打印机的支撑材料状态，而 左侧的图标则指示打印机的模型材料状态。根据
其状态，这些图标将呈现各种颜色和高亮状态。选择用于成型的材料线轴以及加载到打印头的材料以蓝色边框指
示。在屏幕上触摸这些图标中之一个，将打开材料的材料详情页面；此页面包含属于所选材料的更多信息，以及
用于执行材料加载或卸载的按钮。

选择任何图标或打开详情页面后，页面标题将显示 “ 返回 ” 按钮；按此按钮可返回主材料页面。 

材料状态
图标

打印头状态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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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头状态图标

材料页面中的两个打印头状态图标显示加载状态信息，以及相较于每个打印机打印头的设定点温度的当前温度。
右侧的图标属于打印机的支持打印头，而 左侧的图标属于打印机的模型打印头。在屏幕上触摸这些图标之

一，除非表 4-6 中另有指示，否则将打开打印头的打印头详情页面。根据打印头状态，打印头状态图标的左侧

部分中将显示各种图形。打印头状态图标可以显示为如下状态 （色彩使用、高亮和描述同时适用于两种图标）：

表 4-6： 打印头状态图标 - 图标状态

图标状态 说明

空 （灰色虚线边框）

表示关联的打印头未安装。

用户需要执行操作以安装打印头。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
印头的更换 ” 以了解相关说明。

触摸此状态中的图标将不会显示打印头的打印头详情页面。 

无效 （红色虚线边框）

表示关联的打印头无效。

用户需要执行操作以将该打印头更换为有效打印头。请参见
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 以了解相关说明。

触摸此状态中的图标将不会显示打印头的打印头详情页面。 

正在初始化

表示打印机正在初始化打印头。在安装新打印头之后，将显
示此状态，直到初始化过程完成为止。 

触摸此状态中的图标将不会显示打印头的打印头详情页面。 

已卸载 （纯灰色）

表示材料未加载到打印头。 

用户需要执行操作以加载材料。请参见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

材料 ” 以了解相关说明。

已加载 （纯蓝色）

表示材料已加载到打印头。 

如果成型已经启动，则当前温度将增加，直至达到加载材料
的设定点温度。一旦达到温度，则喷嘴将喷出少量的材料，
且打印机将开始成型。 

活动中 （纯蓝色，白色边框）

表示打印头正在主动执行除成型以外的任务。

当打印头正在清洗或从打印头卸载材料时，将显示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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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打印头已卸载）

黄色显示和相关通知徽章表示打印头相关警告 （请参见第 
207 页上的 “ 打印头警告 ”）。

打开相关打印头的打印头详情页面，会显示有关警告的更多
信息和可能的纠正信息（请参见第 63 页上的 “ 查看打印头详

情 ”）。

打印头计量表达到 1350 成型小时时，您将收到警告，提醒您

订购更换用打印头，因为当前打印头接近其计量表极限。

警告 （打印头已加载）

错误 （打印头已卸载）

红色显示和相关通知徽章表示打印头相关错误 （请参见第 
207 页上的 “ 打印头错误 ”）。 

打开相关打印头的打印头详情页面，会显示有关错误的更多
信息和可能的纠正信息（请参见第 63 页上的 “ 查看打印头详

情 ”）。

打印头计量表达到 1500 成型小时时，将显示错误。打印机仍

然可以使用此打印头成型，但在开始每次成型之前，打印机
会提醒用户已达到打印头的计量表限制值，打印质量可能受
到负面影响。用户需要执行操作以更换打印头。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 以了解相关说明。

如果相关打印头与其安装位置不兼容，则将显示错误 （即，
如果模型打印头安装在支撑打印头位置上，将显示错误）。

错误 （打印头已加载）

图标状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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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打印头详情

要查看关于打印机的模型或支撑打印头的更多详情，请在屏幕上触摸打印头状态图标，选择所需打印头。此举将
打开其打印头详情页面。如果打印头处于警告或错误状态，则会在页面中显示有关警告 / 错误的更多信息 （请参

见第 207 页上的 “ 打印头警告 ” 和第 207 页上的 “ 打印头错误 ” 了解详情）。

屏幕右侧部分显示属于所选打印头的状态信息：

• 状态：显示对应打印头的加载状态。 

• 上次的材料：显示上次加载到打印头中的材料类型。 

• 加载日期：显示上次将材料加载到打印头时的日期。 

• 计量表：显示所选打印头的成型时长。此值十分重要，因为打印头将根据打印头的成型时长而显示不
同错误。 

• 当打印头的计量表达到 1350 个成型小时数时，打印头状态图标将显示处于警告状态，且提醒用

户订购更换用打印头。 

• 当打印头的计量表达到 1500 个成型小时数 （计量表极限）时，打印头状态图标将显示处于错误

状态，且提醒用户订购更换用打印头。您可以继续使用该打印头执行成型，但是零件质量将无法
预测。建议立即更换超过计量表极限的打印头 （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 了解相关

说明）。

• 序列号：显示打印头的唯一序列号。 

• 制造日期：显示打印头的制造日期。

屏幕左侧部分显示的打印头状态图标与材料页面显示的图标相同 （请参见第 60 页上的图 4-25）。此图标显示

相较于打印头设定点温度的当前温度。直接位于打印头状态图标下的维护按钮将显示一个菜单，可用于执行多种
打印头维护功能。 

要关闭该页面并返回到主维护页面，可按页面标题内的返回按钮。 

图 4-26： 打印头详情页面

警告 / 错误

信息在此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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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头维护

按打印头详情页面内的维护按钮，将打开打印头维护页面。此页面内的按钮将可用于执行多种打印头维护功能。
屏幕右半边的菜单中显示的按钮将根据是否按下了启用按钮而改变。按下维护按钮后，按钮将切换并转为显示详
情按钮。按下详情按钮，将关闭打印头维护页面，并返回打印头详情页面。 

启用

当顶盖打开时，按启用按钮会使对应的打印头进入维护状态。在执行打印头维护页面内任何可用的打印头维护功
能之前，必须先通过按启用按钮使打印头进入此状态。按启用按钮之后，菜单将刷新并显示对应于此页面内可用
的额外打印头维护功能的按钮。启用按钮将切换并转为显示禁用按钮。当打印头未使用时，随时按下禁用按钮将
可使打印头离开维护状态。 

图 4-27： 打印头维护页面 - 主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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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

按清理按钮指示打印机执行长时间清理。按下此按钮之后，打印头将移动到清理位置，并将加热到预先确定的设
定点温度。一旦打印头的温度达到此设定点，就会从喷嘴排出材料达大约 10 秒钟之久。在更换为彩色材料或从

彩色材料进行更换时， 好执行多次清理，因为这将移除液化器喷嘴和 / 或管道中剩余的所有材料，从而确保不

会出现混色。当清理按钮是纯蓝色时，该按钮是可选择的 （即可启动清理），当该按钮是灰色时则为已禁用
（即清理正在进行中，或无法启动清理）。如果存在任何阻止进行清理的先决条件，则按钮内将显示通知徽章。 

加载打印头 /卸载打印头

根据所选打印头的加载状态，将显示加载打印头或卸载打印头按钮。按加载打印头按钮，将指导打印机将材料加
载到对应打印头；该按钮将切换以显示卸载打印头按钮。按卸载打印头按钮，将指导打印机将材料从对应打印头
卸载；该按钮将切换以显示加载打印头按钮。如果存在任何阻止加载 / 卸载的先决条件，则按钮内将显示通知徽

章 （请参见第 201 页上的 “ 加载 / 卸载错误 ”）。

加热 /冷却

根据所选打印机状态，将显示加热按钮或冷却按钮。按加热按钮，将指导打印机将对应喷嘴加热到 270°C 但不

超过 2 分钟时间；该按钮将切换以显示冷却按钮。按冷却按钮，将指导打印机开始冷却对应喷嘴到 0 设定点；

该按钮将切换以显示加热按钮。如果加热选项超过 2 分钟时间分配，而冷却按钮未被按下，则喷嘴也将开始自动

冷却。 

图 4-28： 打印头维护页面 - 菜单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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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状态图标

材料页面内的材料状态图标代表打印机中安装 / 插入的模型和支撑材料线轴。根据打印机的校准，将显示两个或

四个图标。每个图标显示与材料舱对应的数字（1-4 对应 F270 和 F370 型号， 1-2 对应 F170 型号）、表示当前

安装在材料舱中的材料的颜色的彩色条、当前安装在材料舱中的材料名称，以及表示该材料线轴上当前材料体积
的百分数。在屏幕上触摸这些图标之一，除非表 4-7 中另有指示，否则将打开材料的材料详情页面。根据材料

舱状态，材料状态图标中心部分将显示各种图形。材料状态图标可以显示为如下状态 （色彩使用、高亮和描述
同时适用于所有图标）：

表 4-7： 材料状态图标 - 图标状态

图标状态 说明

 空材料舱（灰色虚线边框）

表示材料线轴未加载到对应的材料舱中，该材料舱为空。 

用户需要执行操作以插入线轴。请参见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材料 ” 和第 
109 页上的 “ 材料线轴安装 ” 以了解说明。 

触摸此状态中的图标将不会显示材料的材料详情页面。 

无法使用 （半实心红色）

表示在检查材料线轴的内存芯片数据时发生错误。材料线轴无法使用。 

用户需要执行操作以移除材料线轴，并更换为有效的线轴。请参见第 
113 页上的 “ 移除材料线轴 ” 和第 109 页上的 “ 材料线轴安装 ” 以了解

说明。 

触摸此状态中的图标将不会显示材料的材料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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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效 （红色边框）

表示材料线轴无效。无效材料是未经许可或与相关打印头类型不相容的
材料。 

来自无效材料线轴的材料无法加载。用户需要执行操作以移除无效材料
线轴，并更换为有效的线轴。请参见第 113 页上的 “ 移除材料线轴 ” 和
第 109 页上的 “ 材料线轴安装 ” 了解说明。 

已卸载 （灰色边框）

将有效材料线轴加载至材料舱。已显示材料名称、颜色，以及当前体积。

来自材料线轴的材料丝已前进并接触到了材料丝存在开关，但来自线轴的
材料未加载到打印头。请参见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材料 ” 以了解说明。

已加载 （蓝色边框）

将有效材料线轴加载至材料舱。已显示材料名称、颜色，以及当前体积。 

来自线轴的材料被加载到打印头中，且选择线轴以用于成型。 

请参见第 119 页上的 “ 选择要执行成型的作业 ”，了解关于启动成型的

说明。请参见第 112 页上的 “ 卸载材料 ”，了解关于卸载材料的说明。 

图标状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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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线轴 （纯黄色）

材料线轴为空 - 显示体积为 0%。

用户需要执行操作以移除空线轴。请参见第 112 页上的 “ 卸载材料 ” 和
第 113 页上的 “ 移除空材料线轴 ” 以了解说明。

错误 （纯红色）

表示无法与材料舱通信。请注意，此状态与不可用状态不同，因为此状
态下的图标为红色，且图标中心的条柱不可见。 

如果您遇到了此图标状态，请联系客户支持或您所在地区的 Stratasys 
部门 （请参见第 195 页上的 “ 获取帮助 ”，获取联系信息）。 

图标状态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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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材料详情

要查看关于特定材料的更多详情，请通过在屏幕上触摸材料状态图标来选择所需材料。此举将打开其材料详情
页面。如果材料舱 / 线轴处于警告或错误状态，则会在页面中显示有关警告 / 错误的更多信息 （请参见和第 
201 页上的 “ 加载 / 卸载错误 ” 了解详情）。 

屏幕右侧部分显示关于材料线轴的状态信息，其中包括：

• 状态：材料舱的加载状态。

• 类型：材料线轴上的材料类型。如果可用，则也可指示材料颜色 （屏幕左侧部分的材料状态图标中
心部分也指示材料颜色）。

• 当前体积：材料线轴上的当前材料体积，单位为立方英寸 （也通过屏幕左侧部分的材料状态图标内
显示的百分数来表示）。 

• 总体积：材料线轴初始安装在打印机中时，可用材料的总体积，单位为立方英寸。 

直接位于此信息下的按钮可用于按需要加载或卸载材料线轴，或取消正在进行中的加载 / 卸载 （请参见第 70 页
上的 “ 材料加载控制 ”，了解详情）。请注意，这些按钮的功能和可见性将取决于材料线轴的加载状态。 

屏幕左侧部分显示的材料状态图标与材料页面显示的图标相同 （请参见第 60 页上的图 4-25）。图标顶部显示

的数字表示材料线轴安装 / 插入了哪个材料舱。彩色条柱 （图标中心处显示）和百分数 （图标底部显示）表示

线轴上的当前材料体积和颜色。随着材料用于零件成型，彩色条柱的数量和百分数将减少以表示消耗的材料量。
图标底部会显示线轴上的材料类型名称。

要关闭该页面并返回到主维护页面，可按页面标题内的返回按钮。 

图 4-29： 查看材料详情

警告 / 错误

信息在此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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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加载控制

材料加载控制按钮用于将材料加载和卸载到打印头内的液化器，以及取消正在进行的材料加载或卸载。材料加载
控制按钮显示在材料详情页面右下部分；但这些按钮的可见性取决于卸载的加载状态。下表中解释了按钮状态。 

图 4-30： 材料加载控制按钮

材料丝已加载到对应打印头的所有材料线轴都将显示卸载按钮。按此按钮将指示打印机开始卸载材料的过程
（请参见第 112 页上的 “ 卸载材料 ” 以了解详细信息）。

材料丝已接触到材料驱动器内的材料丝存在开关但尚未加载到打印头的所有线轴都将显示加载按钮，前提是来自
另一线轴的材料尚未加载到对应打印头中。按此按钮将指示打印机开始加载材料的过程 （请参见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材料 ” 以了解详细信息）。如果对应打印头已加载材料，则加载按钮将显示处于禁用状态。 

只有在线轴的对应卸载或加载按钮被按下之后，才会显示取消按钮。按此按钮将指示打印机取消已在加载或卸载
材料的过程 （请参见第 75 页上的 “ 材料加载 / 卸载取消 ” 以了解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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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材料加载控制按钮 - 加载按钮状态

表 4-9： 材料加载控制按钮 - 卸载按钮状态

表 4-10： 材料加载控制按钮 - 取消按钮状态

按钮状态 说明

一旦材料线轴的材料丝已接触材料驱动器中的材料丝存在开
关，但是尚未加载到打印头时，加载按钮才可选择，前提是
另一个线轴的材料尚未加载到打印头。 

按下处于此状态的加载按钮，将指导打印机将材料加载到对
应打印头。

加载按钮被禁用，不可选择。

按钮状态 说明

只有在材料线轴的材料丝加载到对应打印头后，卸载按钮才
可选择。

按下处于此状态的卸载按钮，将指导打印机从对应的打印头
卸载材料。

卸载按钮被禁用，不可选择。

按钮状态 说明

只有按下了加载或卸载按钮后，取消按钮才可以选择。 

按取消按钮将取消正在进行的材料加载 / 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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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丝路径状态

根据加载相关材料线轴的材料丝的状态，材料状态图标与相应的打印头状态图标之间的路径将采用多种颜色，
并显示各种形状。对于具有两个材料舱和两个支撑舱 （F270 和 F370）的打印机，一次只有一个材料可加载到

对应打印头，或从对应打印头卸载。对应于材料线轴为加载 / 卸载的材料舱的路径将为纯灰色或虚线灰色，具体

取决于材料的加载状态而定。无论模型和支撑舱个数是多少，一次只有一个材料类型可加载 / 卸载 （即模型和支

撑卸载无法同时加载 / 卸载）。材料丝路径可以显示为如下状态 （色彩使用、高亮显示，和支撑）：

表 4-11： 材料丝路径状态

图标状态 说明

 空

表示材料线轴未加载到对应的材料舱中，该材料舱为空。 

将材料线轴安装至对应的材料舱内之后，材料丝路径将刷新且指示需要
将材料丝插入驱动器机构。 

 插入材料丝

表示有效材料线轴已插入对应的材料舱，但材料丝存在开关仍未检测到
线轴的材料丝。 

让材料丝在驱动器机构内前进足够远的距离，使材料丝接触到材料丝存
在开关之后，材料丝路径将刷新并显示其卸载数据。 

已卸载

表示来自对应材料线轴的材料丝已前进并接触到了材料丝存在开关，但
来自线轴的材料未加载到打印头。

正在加载

表示来自对应材料线轴的材料丝处于正在加载到打印头的过程中。 

材料状态图标与打印头状态图标之间的路径将在材料线轴的材料丝行进
的方向 （朝向打印头）填充为蓝色。

一旦加载过程完成，材料丝路径将刷新并显示其已加载状态。 

已加载

表示来自对应材料线轴的材料丝被加载到打印头中，且被选择以用于成
型。 



73

在材料加载和卸载时，材料状态图标与打印头状态图标之间的路径将变为彩色，且在材料线轴的材料丝行进的方
向 （朝向打印头或背离打印头）填满颜色。图 4-31 描述当线轴的材料丝正在加载到打印头时显示的功能，而

图 4-32 描述正在从打印头卸载线轴的材料丝时显示的功能。打开正在加载 / 卸载的材料的材料详情页面将实现

对加载 / 卸载的更多控制。取消按钮将在此页面内显示，如有必要，您可选择取消材料加载 / 卸载。 

材料加载进度将显示同样功能，无论正在加载的是模型线轴还是支撑线轴。一旦线轴材料加载到了打印头，材料
状态图标与对应的打印头状态图标之间的路径将变为纯蓝色，打印头状态图标将变为纯蓝色，而材料状态图标将
显示蓝色边框。这指示已选择材料线轴，并且其已就位，可用于在打印机上执行零件成型。卸载按钮将在材料详
情页面内显示，表示如有必要可卸载线轴。对于具有两个模型材料舱和两个支撑材料舱的打印机而言 （F270 和 
F370 型号），一次只可以高亮显示一个材料类型的一条路径，因为一次只可以将一种材料类型加载到打印头

（即一次只能高亮显示型号 1 或型号 2 的路径，而不能将两者同时高亮显示）。

正在卸载

表示来自对应材料线轴的材料丝处于正在从打印头卸载的过程中。对应
的材料状态图标中心处也将显示黄色通知徽章。 

材料状态图标与打印头状态图标之间的路径将在材料线轴的材料丝行进
的方向 （背离打印头）填充为黄色。

一旦全部卸载，材料丝路径将仍处于此状态，直至对应材料线轴从材料
舱移除。一旦移除了线轴，材料丝路径将刷新并显示其处于空状态。

错误

红色显示和相关通知徽章表示加载相关错误。 

打开对应材料详情页面将提供关于错误状态的更多信息。 

图标状态 说明



74

图 4-31： 材料加载进度 - 正在加载

材料卸载进度将显示相同功能，无论正在卸载的是模型线轴还是支撑线轴。当材料正在从打印头卸载时，打印头
状态图标与材料状态图标之间的路径将高亮显示为黄色，而打印头状态图标将变为纯灰色，表示材料不再加载到
打印头。材料状态图标中心部分将显示黄色通知徽章，表示用户需要执行操作来完成卸载过程。 

打开正在卸载的材料的材料详情页面将提供关于卸载过程的更多详情。一旦线轴材料丝已完全缩回，则加载按钮
将在材料详情页面内显示，表示如有必要可重新加载线轴。

一旦材料全部卸载，材料丝路径和材料状态图标颜色将仍处于卸载状态，直至对应材料线轴从材料舱中内移除。
一旦移除了线轴，材料丝路径和材料状态图标将刷新并显示其处于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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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材料加载进度 - 正在卸载

材料加载 / 卸载取消

取消按钮将仅针对正在加载 / 卸载过程中的材料而在材料详情页面内显示。此按钮用于取消已在加载或卸载材料

的过程。根据打印机的配置，可在选择取消按钮之后生成一条警告。倘若发生警告，屏幕上将显示文本，指出警
告成因。 

图 4-33： 取消按钮

警告 / 错误信

息在此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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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工具页面

工具页面中的选项包括 6 个类别：设置、校准、维护、网络、电源，以及灯。工具页面的显示区域含有对应于这

些类别中每一类别的按钮。除了灯按钮外，按对应于这些类别中每一类别的按钮，将打开单独页面，该页面含有
可查看的打印机信息，以及可针对特定类别进行配置的打印机设置和偏好设置。在工具页面内选择任何按钮后，
页面标题将显示 “ 返回 ” 按钮；按此按钮可返回主工具页面。

在此页面内，可以打开 / 关闭各种打印机设置 （包括零件成型位置、待机模式等），选择打印机的地址类型 （动

态、静态或无线上网），调整触摸屏显示器的亮度，以及开启 / 关闭打印机或烘箱灯。作为初始安装和设置的一

部分 （由授权的服务代表执行），将在此页面中配置打印机的网络设置 （如第 14 页上的 “ 配置网络 ” 中所

述）。配置这些设置之后，您可能需要偶尔访问此页面以调整打印机首选项。 

要访问工具页面，可按下导航菜单中的工具按钮；此时会显示类似于图 4-34 的屏幕。 

图 4-34： 工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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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页面菜单

工具页面的显示区域含有 6 个按钮。除了灯按钮外，按这些按钮中每一按钮均将打开单独页面，这些页面含有可

查看的打印机信息，以及可进行配置的打印机设置和偏好设置。 

表 4-12： 材料丝路径状态

图标状态 说明

 设置

按设置按钮可打开设置页面。在此页面内可配置和调整打印机的多种默
认设置。请参见第 79 页上的 “ 设置 ” 以了解详情。 

 校准

按校准按钮可打开校准页面。在此页面可执行多种打印机维护程序。
请参见第 89 页上的 “ 校准 ” 以了解详情。 

维护

按维护按钮可打开维护页面。在此页面可执行多种打印机维护程序。
请参见第 91 页上的 “ 维护 ” 以了解详情。 

网络

按网络按钮可打开网络页面。在此页面内，可配置打印机的网络连接。
请参见第 95 页上的 “ 网络 ” 以了解详情。 

电源

按电源按钮可打开电源页面。在此页面内，可关闭或重启打印机。请参
见第 101 页上的 “ 电源 ” 以了解详情。 

灯

灯按钮是工具页内仅有的、按下此选项后不会打开新页面的选项。但灯
按钮可开启或关闭烘箱灯。按钮左上角内的指示器可显示烘箱灯的当前
状态 （打开或关闭）。请参见第 104 页上的 “ 灯 ” 以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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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概览

选择工具页面内的这些按钮之后，触摸屏将刷新并显示所选页面的详情 （即选择设置按钮将打开设置页面）。根
据所选页面内可用的配置选项，页面的显示区域中可包含比一次性显示内容更多的选项。在此情况下，沿着页面
的右侧会显示一个滚动条。要在页面中上下滚动，只需触摸屏幕上显示的滚动条，并向想要滚动的方向拉动该滚
动条即可。 

每个页面顶部均显示标题，表示该页面的名称。每个页面都包含可以配置的各种设置和偏好设置。项目在此页面
的显示区域内按行分隔。待配置的设置 / 偏好设置的名称以粗体显示在每行左侧。对于一些项目，行内会直接在

其设置 / 偏好设置名称下方显示当前配置信息 （以供参考）。 

该行右侧中显示的图形将根据可用于该行的配置选项而改变。包含向右箭头图形的行将打开一个新的页面，可用
于配置该行的设置 / 偏好设置。不包含向右箭头图形的行则不具有任何可配置选项。在对行的设置 / 偏好设置进

行必要的调整之后，按页面左上角的返回按钮退出该页面。 

图 4-35： 设置页面内容列表

向右箭头图形

滚动条

返回按钮 页面标题 

行



79

设置

在设置页面内，可以打开 / 关闭各种打印机设置 （包括零件放置、等待模式等），配置打印机 / 用户界面的配置

语言和单位，并调整触摸屏显示器的亮度。 

要访问设置页面，按下工具页面内的设置按钮；此时会显示类似于以下屏幕的屏幕。使用滚动条（沿页面右侧），
上下滚动查看可用选项列表。 

图 4-36： 设置页面

等待零件

将作业文件发送到打印机后，通常需要在用户界面中导航，才能从队列中选择作业并启动成型。但等待零件设置，
则可在将作业文件发送到打印机后，打印机一旦接收到将立即开始成型。 

图 4-37： 等待零件

按该行内任意一处，将打开等待零件页面。打开此页面后，打印机将自动进入等待接收作业文件以立即成型的
状态。打印机进入此状态后，必须通过 GrabCAD Print 将已处理的作业文件发送到打印机。一旦打印机接收到

了作业文件，该作业将自动开始成型。因此，请确保打印机已妥善准备就绪，可以开始成型 （请参见第 118 页
上的 “ 成型前 ” 和第 118 页上的 “ 准备打印机 ” 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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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8： 等待零件

保留上一作业

为保护隐私，可以选择是否在作业队列中存储打印机的上一作业。如果担心打印机的其他用户看到您所成型的零
件，使用此设置可阻止其他用户访问打印机的上一作业。将此设置设为开启时，打印机会存储其上一作业文件，
从而可在作业队列中重新选择该作业文件。此设置设为关闭时，就会在成型完成后从作业队列删除打印机的上一
作业文件。作业文件将需要重新发送到打印机，才能再次重新成型。 

图 4-39： 保留上一作业

要配置此设置，请按该行内任意一处；此时会显示保留上一作业页面。根据需要使用该页面内的单选按钮开启或
关闭设置；默认选择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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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0： 配置保留上一作业

零件成型位置

启用零件成型位置的设置允许用户选择作业在托盘上的位置。默认情况下，在托盘中心执行单个零件作业成型，
同时根据其在 GrabCAD Print 内选择的成型位置执行打包成型。因此，当此设置设为关闭时，将在托盘中央自动

执行单个零件作业成型，同时根据其在 GrabCAD Print 内选择的成型位置执行打包成型。要配置此设置，请按该

行内任意一处；此时会显示零件成型位置页面。根据需要使用该页面内的单选按钮开启或关闭设置。 

图 4-41： 零件成型位置

此设置设为开启时，您将能够在开始零件成型之前选择作业在托盘上的位置 （请参见第 119 页上的 “ 选择要执

行成型的作业 ”）。在开始成型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要求您选择零件的成型位置 （请参见图 4-42）。该对话

框将包含一个表示打印机 Z 平台的图形以及一个蓝色边界框图形 （围绕零件的虚构框）。 

可以通过在触摸屏上拖放边界框来选择零件的成型位置；边界框不能置于 Z 平台限定区域之外。按打印按钮将

确认您选择的成型位置并开始执行成型。此时也会显示 “ 虚拟框 ” 图形； “ 虚拟框 ” 代表之前零件成型的位置。

单击清空历史按钮将清除显示，移除所有 “ 虚拟框 ”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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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 零件成型位置对话框

第一层的材料

第一层的材料行显示将用于第一成型层的材料类型，即模型或支撑。

图 4-43： 第一层的材料

要配置此设置，请按该行内任意一处；此时会显示第一层的材料页面。使用该页面内的单选按钮在模型与支撑材
料间进行选择；默认选择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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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4： 配置第一层的材料

单位

单位行显示打印机配置的单位类型，即英制 （英寸）或公制。 

图 4-45： 单位

要配置此设置，请按该行内任意一处；此时会显示单位页面。使用该页面内的单选按钮在英制与公制单位间进行
选择；默认选择英制单位。

图 4-46： 配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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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机模式

通过待机模式设置，能够在成型完成后使打印机进入节能状态。当选择节能保护单选按钮后（即开启待机模式），
打印机烘箱将在成型完成 2 小时后自动关闭，由此节能。当选择快速启动单选按钮后（即关闭待机模式），打印

机烘箱将在成型完成后持续开启达 60 小时，且烘箱温度将保持在材料成型温度。

图 4-47： 待机模式

要配置此设置，请按该行内任意一处；此时会显示待机模式页面。根据需要，使用该页面内的单选按钮在节能保
护与快速启动选项中进行选择。默认选择快速启动单选按钮 （即默认将待机模式设定为关闭）。 

图 4-48： 配置待机模式

语言

语言行显示用户界面的配置语言。语言选项包括英文 （默认）、西班牙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中文
（繁体或简体）和日文 

图 4-49： 语言

要配置此设置，请按该行内任意一处；此时会显示语言页面。使用滚动条 （沿页面右侧），查看可用语言列表。
选择与您所需语言对应的单选按钮。

此外，打印机首次开机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要求您选择目标语言。一旦初次开机后设置了所需的语言，则此选
择将保留，且只能通过导航到语言页面并调整语言选项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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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0： 配置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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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亮度

调整亮度设置可用于调整触摸屏显示器的亮度。此设置显示为百分数形式， 100% 表示可用的 大亮度。 

图 4-51： 屏幕亮度

要配置此设置，请按该行内任意一处；此时会显示屏幕亮度页面。在此页面内，可使用滑块图形按需来调整亮度。
向右滑动将增加亮度，而向左滑动将减弱亮度。请注意，屏幕亮度无法设置到 0% （全暗）。

图 4-52： 配置屏幕亮度

UPnP

UPnP 允许打印机在整个网络中广播其唯一设备名称 (UDN) 地址。当此设置设为开启时，打印机会在整个网络中广

播其唯一设备名称 (UDN) 地址，这就使 GrabCAD Print 可以自动检测打印机的 IP 地址进行通信。当此设置设为关

闭时，打印机不会在整个网络中广播其 IP 地址，并且 GrabCAD Print 需要手动配置才可以与打印机通信。

图 4-53： UPnP

要配置此设置，请按该行内任意一处；此时会显示 UPnP 页面。根据需要使用该页面内的单选按钮开启或关闭

设置；默认选择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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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4： 配置 UPnP

无线上网

可通过无线上网设置控制打印机的无线上网功能。请注意，此设置的功能取决于是否使用了购买用于打印机的无
线上网硬件保护装置。当此设置设为开启时，可配置打印机扫描并连接到可用的无线上网网络。然后，便能够通
过此网络将零件文件发送到打印机。当设置为关闭时，无线上网功能将被禁用，您将需要通过设备的以太网连接
或通过使用 USB 闪存驱动器将零件文件发送到打印机 （请参见第 14 页上的 “ 配置网络 ” 了解详情）。 

图 4-55： 无线上网

要配置此设置，请按该行内任意一处；此时会显示无线上网页面。根据需要使用该页面内的单选按钮开启或关闭
设置；默认选择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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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6： 配置无线上网

相机

可通过相机设置控制打印机的相机。此设置设为开启时，打印机的相机将在零件成型时自动提供远程监控功能。
此设置设为关闭时，相机将关闭，且远程监控功能将禁用。 

图 4-57： 相机

要配置此设置，请按该行内任意一处；此时会显示相机页面。根据需要使用该页面内的单选按钮开启或关闭设置
；默认选择开启。 

图 4-58： 配置无线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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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准

校准页面用于在打印机上执行各种校准程序，包括：

• 喷嘴校准

• 触摸屏校准

要访问校准页面，按下工具页面内的校准按钮；此时会显示类似于以下屏幕的屏幕。

图 4-59： 校准页面

喷嘴校准

打印机的校准状态将在喷嘴校准行内显示。根据打印机的校准状态，将显示校准或未校准。 

按喷嘴校准行内任意一处将打开一个页面，您可在此页面的多个喷嘴校准选项中进行选择。

图 4-60： 喷嘴校准

喷嘴校准页面中包含执行自动喷嘴校准的选项，以及执行手动喷嘴校准的选项。按下任一选项的开始按钮，您
便能执行特定的校准程序。每个校准程序均以向导形式展开，它将引导您完成校准程序的执行过程。请参见第 
137 页上的 “ 自动喷嘴校准 ” 和第 139 页上的 “ 手动喷嘴校准 ” 以了解详细说明。 

注意： 本节提供校准页面及其功能的概述，但不会深入讨论关于校准程序的详细
信息。请参见第 135 页上的 “6 校准和调整 ” 以了解详细的校准程序信息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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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1： 喷嘴校准选项

触摸屏校准

按触摸屏校准行内任意一处将打开一个对话框，可通过其重新校准触摸屏显示器。请参见第 147 页上的 “ 触摸

屏校准 ” 以了解详细说明。 

图 4-62： 触摸屏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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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在此页面中，可以在打印机上执行多种维护程序，并查看诊断 / 打印机状态信息。请注意，高级维护任务只可以

由授权的服务代表执行。

要访问维护页面，按下工具页面内的维护按钮；此时会显示类似于以下屏幕的屏幕。 

图 4-63： 维护页面

台架 / 平台

X、 Y 和 Z 轴的位置信息显示在台架 / 平台行内。按台架 / 平台行内的任意一处将打开台架 / 平台页面。

图 4-64： X、 Y、 Z 位置

注意： 本节提供维护页面及其功能的概述，但不会深入讨论关于打印机维护程序
的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151 页上的 “7 维护 ” 以了解详细的维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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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台架：部分内的单向箭头按钮在 X 和 Y 轴上移动打印头。按向前箭头按钮可将打印头组件移向台架前侧。

可通过平台：部分内的双向箭头按钮上下移动 Z 平台。 

• 向上：按向上箭头按钮可将 Z 轴平台移向 Z 位置中间。

• 向下：按向下箭头按钮可将 Z 轴平台移向 Z 位置下方。

页面的位置部分内显示的信息将通过更新来反映使用定向箭头按钮改变的 X、 Y，以及 Z 定位。 

图 4-65： 台架 / 平台页面

腔室

腔室行显示相较于烘箱室设定点温度的烘箱室当前温度。

图 4-66： 室温

更新软件

软件版本行显示当前安装在打印机上的 Controller Software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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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7： 更新软件

按更新软件行内的任意一处，将打开一个页面，您可在此页面中升级打印机的 Controller Software 版本 （请参

见第 151 页上的 “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了解详情）。

图 4-68：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页面

系统计量表

系统计量表行显示打印机电源开启的小时数以及打印机进行成型的小时数。

图 4-69： 系统计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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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号

序列号行显示打印机的唯一序列号。也可以在打印机外表面的标签上找到该数字 （请参见第 12 页上的图 2-6
以了解序列号标记标签放置位置）。

图 4-70： 序列号

开源许可证

按开源许可证行内任意一处将打开一个页面，此页面显示打印机上所运行的开源软件的所属合法信息。显示的文
件为只读。 

图 4-71： 开源许可证

系统类型

系统类型行显示打印机的型号类型信息 （F170、 F270，或 F370）。 

图 4-72： 系统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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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在网络页面内，可以配置打印机的网络连接，选项包括静态、动态 （默认），或无线上网。所选网络类型将决定
网络页面内显示的行和可配置设置。

要访问网络页面，按下工具页面内的网络按钮；此时会显示类似于以下屏幕的屏幕。

图 4-73： 网络页面

在连接类型行中按任意一处，便可在有线（静态或动态）或无线（无线上网）网络中进行选择；默认为选择有线。
使用静态或动态单选按钮，来选择网络类型。选择连接类型后，按返回按钮退出并返回网络页面；所选连接类型将
在连接类型行内显示（请参见图 4-75 和图 4-76 作为参考）。 

注意： 作为初始安装和设置的一部分，打印机已根据网络进行配置（请参见第 14
页上的“配置网络”）。此部分中的信息用于帮助理解设置页面内网络部分的功能。 

注意： 如果已安装了无线上网硬件保护装置，且无线上网设置已启用，则将仅显
示无线连接类型选项（请参见第 87 页上的 “ 无线上网 ” 以了解详情）。如果硬件

保护装置尚未安装，或如果硬件保护装置已安装但打印机的无线上网设置关闭，
则此行将隐藏不可见，无法选择配置无线上网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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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4： 选择连接类型

根据所选连接类型 （有线或无线），网络页面内显示的第二行可能不同。 

• 如果选择有线连接类型，则此时将显示网络模式行。

• 如果选择无线连接类型，则此时将显示可用网络行。 

请参见以下部分内的详细信息，了解关于可用连接类型的具体信息。 

图 4-75： 网络页面 - 网络模式行

图 4-76： 网络页面 - 可用网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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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选择有线连接类型，则此时将显示网络模式行 （请参见第 96 页上的图 4-75 作为参考）。按此行中按任意

一处，便可在静态或动态网络模式中进行选择；默认选择动态。使用静态或动态单选按钮，来选择网络模式。
选择网络模式后，按返回按钮退出并返回网络页面；所选网络模式将在连接类型行内显示。 

图 4-77： 选择有线网络模式

如果选择无线连接类型，则此时将显示可用网络行 （请参见第 96 页上的图 4-76 作为参考）。按此行内任意一

处将打开一个页面，可通过此页面扫描并连接到可用的无线上网网络。选择可用网络后，输入连接到网络所需的
密码和 / 或用户名 （如果可用），并保存网络配置，按返回按钮退出并返回网络页面；所选无线网络的名称将显

示在可用网络行中。 

图 4-78： 选择无线网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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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网络配置

当启用动态 (DHCP) 有线网络选项时，网络服务器或 PC 将为打印机生成一个 IP 地址。服务器或 PC 有时会生

成不一样的 IP 地址。生成的 IP 地址将显示在 IP 地址字段内，并且对应的子网掩码、网关地址，和 MAC 地址信

息也会显示。

完成后，按返回按钮退出并返回工具页面。 

图 4-79： 动态网络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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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网络配置

启用了静态有线网络时，必须手动配置打印机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以及网关地址字段（由系统管理员提供）。

使用键盘来配置此信息；只需触摸屏幕上的字段进行选择，然后使用显示的键盘输入网络信息即可。在键盘位置
以外触摸屏幕上的任意一处，可退出并关闭键盘。按应用按钮，可保存已配置的网络信息。一旦按下了应用按
钮，且保存了网络信息，网络信息将不会更改。

完成后，按返回按钮退出并返回工具页面。

图 4-80： 静态网络配置

注意： 如果您不知道 IP 地址、子网掩码或网关地址，请联系您的系统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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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上网网络配置

启用无线网络选项时，可扫描并通过本地无线上网网络连接到打印机 （请参见第 97 页上的图 4-78）。根据网

络安全要求，可能需要输入密码和 / 或用户名才能连接到网络。使用键盘来配置此信息；只需触摸屏幕上的字段

进行选择，然后使用键盘输入网络安全信息即可。在键盘位置以外触摸屏幕上的任意一处，可退出并关闭键盘。
按连接按钮，可保存已配置的网络信息。一旦按下了连接按钮，且保存了网络信息，网络信息将不会更改。

按返回按钮退出页面，并返回网络页面；所选无线网络的名称将显示在可用网络行中。

图 4-81： 无线上网网络页面

按返回按钮，退出该页面并返回工具页面。网络按钮将刷新，且将出现一个蓝色指示器，指示打印机已配置为使
用无线上网网络。

图 4-82： 输入网络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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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在电源页面内，可重启打印机或关机。建议使用该页面内的关机选项来关闭打印机电源，而不只是按下位于打印
机正面的打开 / 关闭电源按钮。 

要访问电源页面，按下工具页面内的电源按钮；此时会显示类似于以下屏幕的屏幕。

图 4-83： 电源页面

重启

按重启行内任意一处将打开一个对话框，允许您手动重启打印机。 

图 4-84： 重启 

按此对话框内的接受按钮会导致打印机自动重启。选择此对话框中的关闭按钮会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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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5： 重启确认对话框

关机

按关机行内任意一处将打开一个对话框，允许您关闭打印机电源。 

图 4-86： 关机 

按此对话框内的接受按钮会使打印机关闭电源。选择此对话框中的关闭按钮会关闭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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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7： 重启确认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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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

灯按钮是工具页内仅有的、按下此选项后不会打开新页面的选项。但灯按钮可开启或关闭烘箱灯。按钮左上角内
的指示器可显示烘箱灯的当前状态 （打开或关闭）。灯按钮可以显示为如下状态：

表 4-13： 灯按钮 - 按钮状态 

按钮状态 说明

烘箱灯打开。

选择处于此状态的灯按钮将关闭烘箱灯。 

烘箱灯关闭。

选择处于此状态的灯按钮将打开烘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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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操作打印机

本章节描述操作 F123 系列的基本步骤。

基本用户操作

打开打印机电源

若要打开打印机的电源：

1. 请将所提供的插座插头端直接接入接地电源插座。

2. 请将插座插孔端直接接入打印机背面的插槽内 （请参阅图 2-7 了解位置）。 

3. 按下打印机正面的电源按钮。 

图 5-1： 电源按钮位置

电源按钮



106

4. 打印机将开始启动。触摸屏将打开，并开始初始化。 

5. 打印机首次开机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要求您选择目标语言。通过触摸屏幕上的行来选择与您
所需语言对应的单选按钮，然后确认选择。 

图 5-2： 初始化启动屏幕

6. 初始化和启动过程完成之后，触摸屏将刷新并显示成型页面，且打印机将自动执行 XY 台架校准

（请参见第 149 页上的 “XY 台架校准 ” 了解详情）。 

图 5-3： 成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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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打印机电源

若要关闭打印机电源：

1. 确保打印机已停止 （空闲）且未执行零件成型。

2. 按下打印机正面的电源按钮 （请参见图 5-1，了解按钮位置）。

3. 此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请您确认关闭电源；按接受以关闭电源。 

图 5-4： 确认关闭电源

4. 数分钟后，打印机将关机。 

请注意，该操作仅是关闭此电子设备。要完全断开打印机的电源，必须拔下位于打印机后部的插座 （请参阅
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了解详情）。

注意： 如果不使用时间较长、超过 72 小时，请卸载材料，将材料存放在气密袋

中，然后关闭系统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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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材料 
本节内的信息将指导您完成将材料加载到模型和支撑打印头的过程。完成所需的步骤时，请务必观察显示在触摸
屏上的状态信息。 

材料线轴的准备一节描述了准备材料线轴以插入材料舱时的必需步骤，并突出强调了材料线轴的组件。一旦材料
线轴准备就绪可以使用，材料线轴安装一节内的步骤将引导您完成安装材料线轴和向打印头加载材料的整个过程。 

F270 和 F370 利用四个材料舱，两个是模型，两个是支撑，而 F170 使用两个材料舱，一个是模型且另一个是支

撑。为执行成型，必须至少安装一个模型和一个支撑线轴。如果知道作业需要比单个线轴中可用材料更多的材料
量，则可以在对应的空材料舱中安装第二个模型和 / 或支撑线轴，以便利用自动更换功能 （如果可用）（请参见

第 114 页上的 “ 材料自动更换 ” 以了解详情）。然而，建议妥善存放不使用的线轴（请参见第 115 页上的 “ 处理

/ 存储材料 ”），以避免其暴露在潮湿环境中。

材料线轴的准备
准备未开启的新材料线轴的过程与准备以前使用过的材料线轴的过程稍有不同。准备（未开启的）新材料线轴时，
需要先从其 Stratasys 包装中移除线轴。准备先前已开启的材料线轴时，需要从其 Stratasys 存放袋中移除线轴。一

旦移除，则将线轴的材料丝尾端从材料丝尾部固定位置拉出。检查材料丝尾部，确保材料丝未弯折。如果弯折，则
将材料丝尾部切割平齐（使用欢迎包中提供的 5 英寸 具）。有关材料线轴的详情，请参阅图 5-5。

图 5-5： 材料线轴详情

材料线轴已就绪，可安装至材料舱内。遵循第 109 页上的 “ 材料线轴安装 ” 内的步骤，安装材料线轴，并向打印

头加载材料。 

注意： 只有在打印机已停止 （空闲）且未在执行零件成型时才可以加载材料。

内存芯片

材料丝尾部固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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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线轴安装

一旦已妥善备好材料线轴，便可开始材料加载过程。将材料丝预加载到驱动器轮会将线轴的材料丝放置到位，以便
加载到打印头内的液化器喷嘴中。一旦材料丝存在开关检测到材料丝，则材料丝可被全部加载到液化器喷嘴。 

要安装和加载材料线轴：

1. 确保打印机已停止 （闲置）且未执行零件成型。

2. 从导航菜单中选择材料按钮；此时会显示类似于图 5-6 的屏幕。其中显示的信息表示打印机的当

前配置。

3. 观察每个材料状态图标显示的状态信息。具有灰色虚线边框的材料状态图标表示材料对应的材料
舱内不存在材料线轴。全灰显的喷头状态图标表示材料未加载到打印头内。 

图 5-6： 当前配置 - 加载材料

4. 打开材料舱抽屉。 

5. 将想要加载的材料线轴插入材料舱内的适当槽中。 

• 拉起插销 （此插销用来固定与想要加载的材料舱对应的盖），便可将盖解锁。 

• 打开盖並显露出材料线轴将要插入的槽。 

• 将材料线轴放入槽中，确保材料丝尾部面对材料舱背壁。 

• 一旦插入线轴，材料状态图标便将刷新并显示纯黄色边框，图标上方直接显示通知徽章。

6. 触摸屏幕上的材料状态图标，打开对应于想要加载材料的材料舱的材料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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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缓慢转动材料线轴，并通过材料丝开口将材料丝送入驱动器机构内。转动线轴，并送入材料丝，
直到加载按钮刷新并显示处于可选择状态。

• 材料丝需要前进大约 50.8 毫米 （2 英寸）以到达材料丝存在开关。

• 送入材料丝时，确保材料丝不掉落在材料线轴边缘，避免交叉卷绕和 / 或加载错误。 

• 材料状态图标将刷新并显示为纯灰色的未加载状态 （请参见表 4-7）。

图 5-7： 插入材料线轴

8. 一旦材料丝存在开关检测到材料丝，按材料详情页面内的加载按钮。

图 5-8： 加载按钮

9. 按材料详情页面内的返回按钮，退出并返回材料页面。

注意： 一次只可以加载一种材料。 

材料丝开口

材料线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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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材料开始加载到打印头内的液化器喷嘴。材料状态图标与对应的打印头状态图标之间显示的路径
高亮显示，以表示加载进度 （请参见第 74 页上的图 4-31）。

• 材料驱动器控制器开始将材料丝推入液化器喷嘴。

• 当材料丝到达打印头时，其会进入液化器喷嘴，并且开始加热到材料操作温度 （自动 - 根据材料线轴
的内存芯片数据）。此步骤也会将烘箱温度设置为所加载材料的正确值。

• 一旦喷嘴达到设定点温度三度以内，打印头将移动到材料喷射位置，并且喷嘴会排出少量材料。

11. 一旦材料加载后，材料状态图标与对应的打印头状态图标之间的材料丝路径将变为纯蓝色，打印
头状态图标将从灰色变为蓝色，材料状态图标将显示纯蓝色边框。 

12. 一旦材料加载完成，关闭对应于加载材料舱的盖子，然后关闭材料舱抽屉。

现在可选择作业进行成型了，请参见第 118 页上的 “ 基本作业成型任务 ” 以了解关于选择和启动作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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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载材料 

执行以下步骤，以卸载材料： 

1. 确保打印机已停止 （闲置）且未执行零件成型。

2. 从导航菜单中选择材料按钮；此时会显示类似于图 5-9 的屏幕。其中显示的信息表示打印机的当

前配置。

3. 观察每个材料状态图标显示的状态信息。若已加载材料，则材料状态图标与相应的打印头状态图
标之间的路径将为纯蓝色，打印头状态图标将为蓝色，且材料状态图标将显示纯蓝色边框。 

图 5-9： 当前配置 - 卸载材料

4. 触摸屏幕上的材料状态图标，打开对应于想要卸载的材料舱的材料详情页面。

5. 按下材料详情页面内的卸载按钮。

图 5-10： 卸载按钮

注意： 一次只可以卸载一种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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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材料开始从打印头卸载。卸载过程将需要几分钟时间；请耐心等待。

• 材料状态图标与对应的打印头状态图标之间显示的路径高亮显示，以表示卸载进度 （请参见第 74 页
上的图 4-31）。

• 打印头状态图标将刷新并变为纯灰色，表示材料不再加载到打印头内。 

• 材料状态图标将刷新并显示纯黄色边框，图标中心上直接显示通知徽章。图标将保持此状态，直至重

新加载材料线轴或完全移除材料线轴。 

此时，可以选择重新加载刚才卸载的材料选择（请参见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材料 ” 以了解详细说明），或从材料

舱中移除该材料选择 （请参见第 113 页上的 “ 移除材料线轴 ” 以了解详细说明）。

移除材料线轴

与移除部分使用的材料线轴相比，移除空材料线轴的过程稍有不同。

移除空材料线轴

1. 确保材料舱抽屉是打开的。

2. 拉起插销 （此插销用来固定与含有空线轴的材料舱对应的盖子）；打开盖子，露出空材料线轴。 

3. 将材料线轴从材料舱的槽中举起并取出。一旦从材料舱移除了材料线轴，则材料状态图标便将刷
新并显示灰色虚线边框，表示对应材料舱已空。 

4. 会有一小段长度约为 50.8 毫米 （2 英寸）的材料丝伸出材料丝退出孔。 

5. 丢弃空线轴，因为其不再可用。 

移除已部分使用的材料线轴

1. 从打印头中卸载材料丝 （请参见第 112 页上的 “ 卸载材料 ”）。 

2. 一旦卸载，材料的材料状态图标将显示纯黄色边框，图标中心上会显示通知徽章。 

3. 确保材料舱抽屉是打开的。

4. 拉起插销 （此插销用来固定与含有想要移除的材料线轴的材料舱对应的盖子）；打开盖子，露出
材料线轴。 

5. 缓慢翻转材料线轴，从驱动器机构中移除材料丝。材料丝将重新卷绕至线轴上。翻转线轴，直到
材料丝尾部离开材料丝开口。

6. 将材料线轴从材料舱的槽中举起并取出。一旦从材料舱移除了材料线轴，则材料状态图标便将刷
新并显示灰色虚线边框，表示对应材料舱已空。 

7. 使用 5 英寸 具 （包括在欢迎包中）裁剪材料丝，以使材料丝尾部齐平。

8. 将材料丝尾部塞入沿材料线轴边缘的固定位置之一内 （请参见第 108 页上的图 5-5，了解固定位

置）。 

9. 将材料线轴放入存放袋 （欢迎包中提供），确保存放袋严密密封。（请参见第 115 页上的 “ 处理 /
存储材料 ” 以了解存放规范）。 

10. 根据需要安装另一个材料线轴，请参见第 109 页上的 “ 材料线轴安装 ” 以了解相关说明。

注意： 空线轴中可能具有少量无法使用的残余材料。残留材料保证了制造公差，
确保自动更换可以正常工作。

注意： 翻转线轴时，确保材料丝牢固地重新卷绕在线轴上。如果材料丝掉落在线
轴侧面，则可能发生交叉卷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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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自动更换

自动更换可实现长期无人干预的零件成型。如果知道成型需要的材料量比单个材料线轴中可用材料还要多，则可
以从第二线轴中预先加载材料，以利用自动更换功能。自动更换功能仅可用于 F270 和 F370 型号。 

当使用中的材料线轴变空时：

1. 打印机会暂停，驱动器电机自动取回打印机中的残留材料。

2. 预先加载的材料线轴中的材料会加载到打印头。作业自动恢复。 

3. 在执行更换时，用户界面将更新并指示该过程正在发生。无需用户干预。

4. 如果在自动更换期间按暂停按钮，打印机将在更换完成后保持暂停。

• 按暂停按钮之后，用户界面将更新以指示产生暂停状况的原因。

• 按屏幕上的接受对话框以返回成型页面。

• 在成型页面内，按开始按钮恢复成型。 

5. 如果在自动更换过程中发生错误，则打印机将保持暂停。

• 通过按导航菜单内的材料按钮，导航到材料页面。 

• 观察每个材料的加载状态。对应于正在发生加载错误的材料线轴的材料状态图标将显示红色边框。材料
丝路径内的通知徽章图标也将显示；按屏幕上的此图标可打开对应材料的材料详情页面。

• 材料详情页面内将显示文本，指出加载错误的原因。在屏幕上触摸此文本，可显示一个对话框，对话
框中具有关于该错误的更多信息。第 201 页上的 “ 加载 / 卸载错误 ” 提供了您可能遇到的各种加载错
误的详细描述，以及纠正错误状况的相关说明。 

• 一旦解决错误，就会返回到成型页面。

• 按开始按钮以恢复成型，或者按中止按钮取消成型。

注意： 在进行自动更换之前，必须从自动更换材料线轴预先加载材料 （即线轴的
材料状态图标必须处于卸载状态，并呈现纯灰色边框）。如果未预先加载材料，则
自动更换将不会执行，且打印机将暂停。

注意： 如果待加载的材料与其正在替换的材料不同，则会发生材料不匹配加载错
误（请参见第 196 页上的 “ 警告和错误 ” 以了解详情）。自动更换将不会执行，并

且打印机将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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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 存储材料

如果根据建议的步骤进行处理和存储， Stratasys FDM 热塑性材料就将在较长时间内维持适当的产品性能。类似

于其他热塑料，材料丝在暴露于潮湿环境时会吸收湿气。 Stratasys 材料选择的设计旨在当未打开和已打开时都

尽可能减少暴露在潮湿环境中的时间。线轴的材料丝吸收湿气之后，成品零件的表面质量、接缝质量和整体零件
美观度就会受到影响。应格外小心，确保材料丝保持干燥。

可供使用的模型材料线轴尺寸有两种。标准的模型材料线轴可容纳 984 立方厘米 （60 立方英寸）的材料丝，而

大型线轴可容纳 1475 立方厘米（90 立方英寸）。但可供使用的支撑材料线轴尺寸只有一种。支撑材料线轴可容

纳 984 立方厘米 （60 立方英寸）的材料丝。 

材料线轴还包含干燥剂材料；干燥剂旨在维持未打开线轴的湿度在适当水平。一旦干燥剂暴露在环境空气中，其
将饱和，并且无法控制湿度。在打开线轴后对其进行适当处理是尽可能延长线轴使用寿命的关键所在。塑料袋可
提供气密密封，保持湿气不会进入存储的材料线轴。

如果从打印机中移除材料线轴，而该线轴上还留有材料，则应将其存放在欢迎包中提供的一个气密袋中。在将材
料线轴放入袋子之前，确保线轴的材料丝牢固地卡在线轴边缘上的一个材料丝尾部固定位置内。 

注意事项： 材料存储的温度应在 13°C 到 30°C （55°F 到 86°F）的范围内，相对

湿度在 20% 到 70% 的范围内。 

注意事项： 材料线轴留在密封容器外的时间不应超过 1 分钟。例如箔衬袋或材料

舱便是可接受的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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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头的更换

当打印头达到 1500 个成型小时数 （计量表极限）时，用户界面上将显示警告，且打印机的喷头状态图标将在材

料页面上以红色高亮显示。超过计量表限制的打印头也可继续使用，但强烈建议更换打印头，因为零件质量将无
法预测。

更换标准打印头

本节内的信息旨在指导您完成更换标准打印头的整个过程。虽然以下说明描述了模型打印头的更换，但是同一程
序也适用于模型和支撑打印头。更换 PLA 打印头的过程略不同于更换标准打印头的过程；第 117 页上的 “ 更换 
PLA 打印头 ” 中强调了两种更换程序之间的不同。 

1. 从要更换的打印头卸载材料 （请参见第 112 页上的 “ 卸载材料 ” 了解相关说明）。

2. 开启打印机电源，打开顶盖 （请参见第 20 页上的图 3-1）。 

3. 压下分离片并松开将要更换的打印头的打印头帶狀线缆 （模型打印头在左侧，支撑电源头在右
侧）。 

4. 將材料管从要更换的打印头上移开。 

5. 將要更换的打印头的打印头分离杆解锁。

图 5-11： 打印头连接

注意： 在打印机电源打开时更换打印头，将确保在更换过程完成后执行自动喷嘴校
准。

当顶盖打开时，打印头和所有电机的电源将自动移除。 

打印头分
离杆

材料管

打印头帶狀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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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打印头组件从其在台架内的位置拉出，将其从打印机中移除。 

图 5-12： 移除打印头

7. 将新的打印头组件插入打印机内的空位。

8. 用打印头分离杆将打印头锁定到位。将分离杆压到牢固闭合，确保打印头妥善放置到位。 

9. 将材料管连接到新的打印头组件。 

10. 将打印头帶狀线缆连接器插入新的打印头组件，确保其完全固定在打印头中，且连接器固位插销
接合。 

11. 关闭顶盖。 

12. 打印头更换之后，自动喷嘴校准将自动执行，然后才开始下一次成型，请参见第 137 页上的 “ 自
动喷嘴校准 ” 了解详情。请注意，必须先打开打印机电源，才能进行校准。

更换 PLA 打印头

更换 PLA 打印头的过程略不同于更换标准打印头的过程。 PLA 打印头必须安装在台架内的模型打印头位置。冷

却组件与 PLA 模型打印头结合使用，且必须安装至支撑打印头位置。 PLA 打印头会挤压模型材料和支撑结构。 

要更换 PLA 打印头或相关的冷却组件，请执行上述步骤 1-11。在 PLA 打印头更换期间，不执行自动喷嘴校准。

执行步骤 3 和 7 时，请记住， PLA 打印头必须安装在模型打印头位置 （左侧），且冷却组件必须安装在支撑打

印头位置 （右侧）。 

注意： 如果在打印机电源关闭时更换了打印头，关闭顶盖后不会执行自动喷嘴校
准，必须手动启动校准。请参见第 137 页上的 “ 自动喷嘴校准 ” 以了解相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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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作业成型任务

成型前

要执行作业成型，必须首先将作业文件下载到打印机，然后将各个作业文件加载到作业队列中，可使用以下两个
方法： 

1. 网络传输，通过工作站 PC 的 GrabCAD Print 应用程式进行。此方法是向作业队列添加作业的首

选方法。请参见第 51 页上的 “GrabCAD Print 方法 ” 以了解详细说明。

2. USB 方法，通过将 USB 闪存驱动器插入可用 USB 端口之一来进行。请参见第 51 页上的 “USB 
方法 ” 以了解详细说明。 

通过 GrabCAD Print 选项，可使用工作站 PC 上的 GrabCAD Print 应用程式选择已处理过的作业，并将该作业

发送到打印机 （通过设备的以太网连接或无线上网连接）。作业以 CMB 格式发送并直接进入作业队列中 （存储

在打印机的硬盘中）。CMB 文件包含已处理作业的基本信息；此信息用于验证作业与打印机现有配置的兼容性。

关于使用 GrabCAD Print 的信息，请参见 GrabCAD Print 应用程序内的相关帮助文件。

通过 USB 选项，可通过将 USB 闪存驱动器插入可用 USB 端口之一 （请参见第 22 页上的图 3-3，了解端口位

置）。如果无法通过网络连接 （由于连接不良、网络中断等）或无线上网连接将作业文件传输到打印机，则此方
法可用作 GrabCAD Print 方法的备用方案，并为重新打印常见作业提供了便利的选项。或者，您可以选择从 
USB 闪存驱动器中选择单个作业文件，并直接在成型页面中打印该作业。此选项仅适用于作业队列为空的情况。

请参见第 41 页上的 “ 加载文件 ” 以了解详情。 

准备打印机

准备用于成型的打印机：

1. 打开打印机的电源 （请参见第 105 页上的 “ 打开打印机电源 ” 以了解相关说明）。

2. 打开烘箱门。

3. 将新托盘放在 Z 平台上，并通过提举托盘弹射把手，将托盘锁定在其成型位置。

4. 确保喷嘴擦部件的清洁刷以及打印机的喷嘴已清洁，并且清理区域已清空废料碎屑。 

警告： 处理烘箱内部物品时，穿戴适当的安全装备，因为烘箱的内表面可能非常
热。 

注意： 成型作业时，切勿在托盘上的同一位置打印超过一次。

使用非 Stratasys 提供的托盘会影响零件质量和打印机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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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执行成型的作业

1. 按照第 118 页上的 “ 成型前 ” 中的描述填充作业队列。 

2. 按导航菜单内的队列按钮；此时会打开队列页面，显示作业队列。 

3. 在作业队列内查找想要成型的作业，在屏幕上触摸其所在行来将其选中；此举将打开该作业的作
业详情页面。 

4. 在作业详情页面中，按下打印按钮；此举会使作业进入队列等待打印。根据打印机的零件成型位
置设置的配置，可能会显示一个对话框 （请参见第 81 页上的 “ 零件成型位置 ”）。

• 如果启用零件成型位置的设置设为关闭 （默认设置），则不会显示对话框，且作业将在托盘中央自动
成型。

• 如果将启用零件成型位置的设置设为开启，则会显示一个对话框，用于选择作业的成型位置 （请参
见第 128 页上的图 5-21）。该对话框包含一个表示打印机 Z 平台的图形以及一个蓝色边界框图形
（围绕零件的虚构框）。通过在触摸屏上拖放边界框来选择作业的成型位置。完成后，按对话框内的
打印按钮确认选择的位置并开始成型。

5. 成型页面会打开，且烘箱会开始加热到为此作业指定的材料类型确定的设定点温度。请耐心等
待。 

6. 烘箱和液化器喷嘴达到此温度之后，打印机会执行 Z 轴平台零位校准。执行此校准时，成型状态

显示内将显示 “ 正在准备 ”。

7. 完成 Z 轴平台零位校准之后，打印机开始执行作业成型。零件在成型时，成型状态显示内将显示

“ 正在成型 ” （请参见第 120 页上的 “ 成型期间的可用信息 ”）。 

8. 成型完成后，触摸屏上会显示文本，表示已完成的零件可从打印机移除（请参见第 124 页上的 “
成型完成后 ”）。

注意： 作业以其在作业队列中出现的相同顺序成型。为成型特定文件，必须将该
作业列在作业队列的第一条。根据需要，使用作业队列控制按钮排序作业文件（请
参见第 55 页上的 “ 编辑作业队列 ” 以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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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期间的可用信息

在成型期间，成型页面的两个区域内会显示成型相关的信息：

打印作业信息面板显示作业详情，该信息从工作站 PC 提交到打印机。此信息是静态的，仅供参考。请参见

第 45 页上的 “ 查看打印作业信息 ” 以了解详细信息。 

图 5-13： 打印作业信息面板 - 正在成型

此面板中显示的所选作业的信息包括：

• 作业的名称。

• 作业的估计成型时间。

• 提交此作业的用户名称。

• 与此作业关联的模型和支撑材料。

成型页面的成型状态显示部分由一个分为两部分的图形组成，该图形提供关于正在成型的作业的信息。请参见
第 46 页上的 “ 成型状态显示 ” 以了解详细信息。 

• 此图形的成型状态信息部分提供关于已选择和 / 或正在成型的作业的信息。与成型的当前状态相关的
文本显示在图形的上半部分内，而剩余成型时长显示在图形的下半部分内。 

• 外部成型进度环对应于所显示的成型信息。打印机正在成型时，通过沿顺时针方向用蓝色径向填充外
部进度环来显示成型的完成百分比。

• 在零件成型时触摸成型状态显示中心处的屏幕，将可切换显示信息。触摸屏幕后，时间估计信息将隐
藏不可见，而成型状态显示将换为显示已完成层数与成型总层数的比较。再次触摸屏幕，将切换回初
始显示的时间估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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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打印作业状态概述

成型警告

如果打印机检测到可能会影响成型的问题，则会在成型页面通知显示中给出指示。根据警告 / 错误的严重程度，

将显示黄色或红色通知徽章图标，以及指示警告原因的文字。触摸屏幕文字将打开一个对话框，该对话框中会指
出通知原因，且在一些情况下指出纠正通知内容的步骤 （请参见第 41 页上的图 4-4）。 

根据警告类型，通知徽章图标也可在材料页面的材料状态图标内显示。触摸屏幕上的通知徽章图标将打开对应材
料的材料详情页面，并提供指出警告 / 错误成因的信息。

• 加载和卸载材料时，可能遇到加载的相关警告，在开始成型之前需要解决这些警告。 

• 在开始成型时，可能遇到与打印机的当前材料配置相关的各种警告。如果打印机尚未得到校准，安装
在打印机内的材料不符合成型的要求，或者打印机不包含完成成型所需的充足材料，您将会收到一条
警告，指导您解决此问题。 

• 在某些情况下，警告将阻止您开始执行成型，并且需要纠正，之后打印机才可以执行零件成型。 

• 在打印机执行零件成型时，可能会显示各种暂停和中止相关的警告。其中一些警告的成因可能是手动
的暂停或中止，而其他警告可能是打印机自动暂停或中止成型的结果。根据警告的严重性，您可恢复
成型，但也可能无法恢复。 

请参见第 196 页上的 “ 警告和错误 ” 以了解可能遇到的警告的详细列表，以及关于如何纠正这些警告的说明。 

注意： 您可以选择忽略警告并恢复执行成型，但是零件成型质量将无法预测。由
于模型 / 支撑材料不匹配而生成的警告不能忽略。

成型状态信息

成型进度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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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成型

在成型期间，成型页面内的暂停按钮会处于可选择状态 （请参见第 49 页上的 “ 暂停按钮 ” 以了解详情）。打印

机可以自动暂停，或者可以使用此按钮手动暂停：

• 当材料线轴用光材料、检测到故障等情况出现时，就会发生自动暂停。

• 当按暂停按钮时，就会发生手动暂停。 

当打印机收到暂停指示时： 

1. 当前工具路径已完成， Z 轴平台稍微降低，然后打印头组件停止。成型状态显示内将显示 “ 已暂

停 ” （图 5-15）。

• 如果发生自动暂停，则成型页面底部的通知显示部分内将显示文本。在屏幕上触摸该文本将打开一个
对话框，指出暂停状态的原因 （即材料线轴已空）。纠正此状态，然后按关闭按钮退出对话框。（请
参见第 203 页上的 “ 成型暂停警告 ” 以了解暂停相关警告 / 错误的列表以及解决方法的说明。）

2. 暂停按钮将切换并转为显示开始按钮。要恢复成型，可按开始按钮。一条恢复命令将发送到打印
机，指导打印机恢复成型 （请参见图 5-15）。 

图 5-15： 成型暂停

3. 恢复成型之后，成型状态显示内将显示 “ 正在成型 ”，且暂停按钮将显示处于未选择状态 （请参

见第  49 页上的表  4-3）。 

注意： 打印机不会立刻恢复成型，请耐心等待。

如果烘箱门打开，则零件不会立刻恢复成型。按成型页面的通知显示部分内显示
的文本，检查是否存在任何错误，从而对此情况进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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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成型

当打印机正在成型时，可以选择中止成型。为此：

1. 成型页面内的中止按钮会变为可选择状态（请参见第 49 页上的 “ 中止按钮 ” 以了解详情），按中

止按钮。 

2. 此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可用于确认或取消中止；按此对话框内的接受按钮确认中止。

图 5-16： 中止确认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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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条中止命令会发送到打印机，且该确认对话框将关闭。 

4. Z 轴平台将移动到其行程末端。一旦 Z 轴平台到达其行程末端，成型页面将会刷新并显示对中止

成型的确认；成型状态显示内将显示 “ 已取消 ” （请参见图 5-17）。 

5. 打印作业控制按钮将被隐藏，而成型页面的此部分中将显示 “ 打印已中止 ”。在屏幕上触摸此文

本，将打开一个对话框，给出关于如何移除已中止成型和如何准备下一次成型的信息 （请参见
图 5-17）。

图 5-17： 成型页面成型已中止 

成型完成后

成型完成后，打印机执行如下操作：

• Z 轴平台降低，打印头组件停止。

• 成型状态显示内将显示 “ 已完成 ” （图 5-18）。 

• 打印作业控制按钮将被隐藏，而成型页面的此部分中将显示 “ 打印成功 ”。在屏幕上触摸此文本，将打
开一个对话框，给出关于如何准备下一次成型的信息。 

• 成型按钮将显示  绿色对勾图标，表示成型已成功完成。

注意： 如果成型异常终止，屏幕上将显示警告指示器。请参见第 205 页上的 “ 成
型中止错误 ” 以了解中止相关警告 / 错误的列表以及解决方法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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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8： 打印成功对话框

从打印机中移除零件

要从打印机移除零件：

1. 打开烘箱门。

2. 向下推动托盘弹射把手，使其离开托盘。 

3. 将托盘从 Z 平台上移除。

4. 小心地从托盘上移除零件。

警告： 处理烘箱内部物品时，穿戴适当的安全装备，因为烘箱的内表面可能非常
热。 

注意事项： 当托盘位于 Z 平台上时，切勿尝试将零件从托盘上移除。这可能会损

坏 Z 平台或 Z 平台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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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打印机默认设置

可通过工具页面内的选项更改数项出厂预设。要访问此页面，可按导航菜单内的工具按钮。

工具页面中的选项包括 6 个类别：设置、校准、维护、网络、电源，以及灯。可通过设置页面访问以下说明中规

定的默认项。要打开此页面，可按工具页面内的设置按钮。 

在对默认设置进行必要的调整之后，按页面左上角的返回按钮退出并返回主设置页面。 

作业存储

保留上一作业设置确定在成型完成之后是否在作业队列中存储打印机的上一作业 （请参见第 79 页上的 “ 等待零

件 ”）。如果担心打印机的其他用户看到您所成型的零件，使用此设置可在成型完成后阻止其他人访问打印机的

上一作业。默认情况下，此设置设为开启，这意味着打印机的上一作业文件存储在作业队列内，从而可以在成型
完成后重新选择该作业。

此设置设为关闭时，就会在成型完成后从作业队列删除打印机的上一作业文件。作业文件将需要重新发送到打印
机，才能再次重新成型。 

要配置此设置，请按保留上一作业行内任意一处；此时会显示保留上一作业页面。根据需要使用该页面内的单选
按钮开启或关闭设置。 

图 5-19： 保留上一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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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成型位置

启用零件成型位置设置确定在开始零件成型之前是否可以选择作业在托盘上的成型位置（请参见第 81 页上的 “
零件成型位置 ”）。 

要配置此设置，请按零件成型位置行内任意一处；此时会显示零件成型位置页面。根据需要使用该页面内的单选
按钮开启或关闭设置。 

图 5-20： 配置零件成型位置

默认情况下，此设置设为开启，这意味着用户能够在开始零件成型之前选择作业在托盘上的位置 （请参见
第 119 页上的 “ 选择要执行成型的作业 ”）。在开始成型时，会显示零件成型位置对话框，要求您选择零件的成

型位置 （请参见图 5-21）。该对话框将包含一个表示打印机 Z 平台的图形以及一个蓝色边界框图形 （围绕零件

的虚构框）。可以通过在触摸屏上拖放边界框来选择零件的成型位置；边界框不能置于 Z 平台限定区域之外。按

打印按钮将确认您选择的成型位置并开始执行成型。 

此时也会显示 “ 虚拟框 ” 图形； “ 虚拟框 ” 代表之前零件成型的位置。按清空历史按钮将清除显示，移除所有 “ 虚
拟框 ” 项目。 

此设置设为关闭时，在开始成型之前将不显示零件成型位置对话框。将在托盘中央执行单个零件作业成型，同时
根据其在 GrabCAD Print 内选择的成型位置执行打包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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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1： 零件成型位置对话框

显示单位

默认情况下，用户界面配置为显示英制单位 （英寸）。但是，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此设置，让用户界面显示公制
单位。 

单位设置确定打印机配置的单位类型，即英制还是公制。要配置此设置，请按单位行内任意一处；此时会显示单
位页面。使用该页面内的单选按钮在英制与公制单位间进行选择。

图 5-22： 配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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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温度控制

烘箱建模温度由加载到打印机中的材料类型（模型和支撑）决定。该温度受打印机软件的控制，不可修改；然而，
可以控制一些烘箱温度功能。 

通过待机模式设置，能够在成型完成后使打印机进入节能状态（请参见第 84 页上的 “ 待机模式 ”）。当选择节能

保护选项后（即开启待机模式），打印机烘箱将在成型完成 2 小时后自动关闭，由此节能。当选择快速启动单选

按钮后 （即关闭待机模式），打印机烘箱将在成型完成后持续开启达 60 小时，且烘箱温度将保持在材料成型温

度。

要配置此设置，请按待机模式行内任意一处；此时会显示待机模式页面。使用该页面内的单选按钮开启或关闭节
能保护选项。

图 5-23： 配置待机模式

触摸屏显示亮度

屏幕亮度设置可用于调整触摸屏显示器的亮度（请参见第 86 页上的 “ 屏幕亮度 ”）。默认情况下，触摸屏显示器

亮度配置为接近 80%。 

要配置此设置，请按屏幕亮度行内任意一处；此时会显示屏幕亮度页面。根据需要使用滑块图形调整亮度；向右
滑动将增加亮度，而向左滑动将减弱亮度。请注意，屏幕亮度无法设置到 0% （全暗）。退出屏幕亮度页面后，

配置的亮度将在屏幕亮度行内显示为百分数。 

图 5-24： 调整屏幕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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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语言

用户界面内的文本默认为显示英文。但是，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此设置，让用户界面显示其他语言。除了英文外，
显示语言可设置为西班牙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中文以及日文。

语言设置确定用户界面的配置语言。要配置此设置，请按语言行内任意一处；此时会显示语言页面。使用滚动条
（沿页面右侧），查看可用语言列表。选择与您所需语言对应的单选按钮。

图 5-25： 配置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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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状态

用户界面的各种页面显示了如下每个状态：

• 打印头计量表状态

• 材料状态

• 温度状态

• Controller Software 版本

• 其他打印机信息

打印头计量表状态

打印机追踪并显示自从上次更换打印头起，通过打印头挤出的材料总量。可通过打印头的打印头详情页面确定打
印头计量表值。要寻找此信息，请按导航菜单内的材料按钮，此时会显示材料页面。页面显示区域的上半部分显
示两个打印头状态图标，一个对应于模型打印头，另一个对应于支撑打印头。在屏幕上触摸这些图标之一，将打
开打印头的打印头详情页面（请参见第 63 页上的 “ 查看打印头详情 ”）。所选打印头的计量表信息在打印头详情

页面的右半边内显示 （请参见第 63 页上的图 4-26）。 

根据打印头的计量表，打印头状态图标可变为黄色或红色（请参见第  61 页上的表  4-6）。由于计量表相关信

息，而使打印头处于警告或错误状态中时，材料页面内将随之显示警告 / 错误通知（请参见第 207 页上的 “ 打印

头警告 ” 和第 207 页上的 “ 打印头错误 ”）。呈现黄色的图标表示警告，提醒用户打印头接近其计量表极限。

呈现红色的图标表示错误，提醒用户打印头已超出其计量表极限。超过计量表限制的打印头也可继续使用，但强
烈建议更换打印头，因为零件质量将无法预测。警告和错误状态将在用户界面上显示，直到更换打印头，且必须
先确认这些状态的相关通知，然后才能开始每一成型。 

材料状态

可通过材料页面查看已安装 / 插入打印机的每一材料线轴的当前状态。要查找此信息：

1. 按导航菜单内的材料按钮；此时会显示材料页面。 

2. 此页面的显示区域包含两个或四个材料状态图标，具体取决于打印机型号。 

• 对于 F170 打印机，此时会显示两个图标。左侧的图标属于打印机的模型材料，而右侧的图标则属于
打印机的支撑材料。图标顶部显示的数字表示材料线轴安装 / 插入了哪个材料舱 （1 或 2）。彩色条
柱 （图标中心处显示）和百分数 （图标底部显示）表示线轴上的当前材料体积。图标底部会显示线
轴上的材料类型名称。

• 对于 F270 和 F370 打印机，此时会显示四个图标。两个 左侧的图标属于打印机的模型材料，而两
个 右侧的图标则属于打印机的支撑材料。图标顶部显示的数字表示材料线轴安装 / 插入了哪个材料
舱 （从左到右是从 1 到 4）。彩色条柱 （图标中心处显示）和百分数 （图标底部显示）表示线轴上
的当前材料体积。图标底部会显示线轴上的材料类型名称。

3. 在屏幕上触摸这些图标之一，将打开材料的材料详情页面 （请参见第 69 页上的 “ 查看材料详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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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6： 材料状态位置

根据其状态，这些图标和材料丝路径将呈现各种颜色和高亮状态 （请参见第  66 页上的表  4-7，
了解详细的状态说明）。以下颜色属于模型和支撑材料状态图标： 

• 蓝色边框 - 表示有效材料线轴插入了对应的材料舱，蓝色材料丝路径表示来自线轴的材料已加载到了
打印头，且被选用于进行成型。 

• 灰色 （无边框） - 纯灰色图标，表示有效材料线轴插入了对应的材料舱，灰色材料丝路径表示来自线
轴的材料未加载到打印头。

• 灰色 （虚线边框） - 中心为黑色，具有灰色虚线边框的图标，且灰色虚线材料丝路径表示材料舱为
空。

• 黄色 - 黄色图标表示问题 / 警告 （请参见第 196 页上的 “ 警告和错误 ” 以了解更多信息）。 

• 显示 0% 体积与纯黄色表示材料线轴为空。

• 黄色边框与材料丝路径内的通知徽标表示有效材料线轴已插入对应的材料舱，但材料丝存在开关

未检测到线轴的材料丝。 

• 黄色边框与图标中心的通知徽章以及动画显示的材料丝路径表示来自对应材料线轴的材料丝正处

于从打印头卸载的过程中。 

• 红色 - 红色图标表示材料错误 （请参见第 196 页上的 “ 警告和错误 ” 以了解更多信息）。

• 红色边框与图标中心的通知徽章表示材料线轴无效 （也就是未经许可或不兼容相关打印头类

型）。

• 红色边框与材料丝路径中心的通知徽章表示发生了加载相关错误。 

• 半实心红色图标表示在检查材料线轴的内存芯片数据时发生错误，且线轴不可用。 

• 纯红色图标表示无法与材料舱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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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状态

烘箱温度

可通过维护页面查看烘箱的温度。要查找此信息：

1. 按导航菜单内的工具按钮；此时会显示工具页面。 

2. 按工具页面内的维护按钮；此时会显示维护页面。

3. 查找到该页面内的腔室行。此行内显示打印机的当前和设定点烘箱室温度。 

图 5-27： 维护页面中的烘箱室温度 

打印头温度

要在材料页面中查看属于模型和支撑打印头的温度信息：

1. 按导航菜单内的材料按钮；此时会显示材料页面。 

2. 此页面的显示区域中包含两个喷头状态图标，一个对应于模型打印头，而另一个对应于支撑打
印头。（请参见第 61 页上的 “ 打印头状态图标 ” 以了解详情）。图标的下半部分显示该打印头相

较于其设定点温度的当前温度。 

3. 在屏幕上触摸这些图标之一，便将打开打印头的打印头详情页面。模型和支撑打印头在该页面中
显示相同的温度信息。

图 5-28： 材料页面中的打印头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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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版本

可以通过维护页面访问用于控制打印机的软件 (Controller Software) 的版本信息： 

1. 要访问维护页面，请按工具内面内的维护按钮 （请参见第 76 页上的 “ 操作工具页面 ”）。

2. 在该页面内寻找更新软件行 （请参见第 91 页上的 “ 维护 ”）。 

3. 打印机的 Controller Software 版本信息显示在更新软件行内。 

图 5-29： Controller Software 版本信息

注意： Controller Software 安装在位于控制器板上的闪存驱动器上，不应将其与

GrabCAD Print 软件混淆，后者安装在工作站 PC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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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校准和调整

本章描述 F123 系列的基本校准和调整程序。可通过校准页面访问本章中描述的按钮 / 页面。 

要打开校准页面，可按下导航菜单中的工具按钮；此时会显示工具页面（请参阅第 76 页上的 “ 操作工具页面 ”）。
在工具页面内，选择校准按钮；此时会显示校准页面。 

图 6-1： 校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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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嘴校准

打印机的校准状态将在喷嘴校准行内显示。根据打印机的校准状态，将显示校准或未校准。 

按喷嘴校准行内任意一处将打开一个页面，您可在此页面的多个喷嘴校准选项中进行选择。在校准打印机的喷嘴
之后才可以在此打印机上执行零件成型。 

图 6-2： 喷嘴校准

喷嘴校准页面中包含执行自动喷嘴校准的选项，以及执行手动喷嘴校准的选项。按下任一选项的开始按钮，您便
能执行特定的校准程序。每个校准程序均以向导形式展开，它将引导您完成校准程序的执行过程。 

图 6-3： 喷嘴校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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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喷嘴校准

喷嘴偏差值是 X、Y 和 Z 方向中模型喷嘴与支撑喷嘴之间的距离。准确的喷嘴偏差值可确保根据模型工具路径精确

定位支撑工具路径。不准确的喷嘴偏差值可能造成零件质量问题，例如支撑材料嵌入到零件中或零件支撑不当。 

自动喷嘴校准可相对于模型喷嘴对正支撑喷嘴，以此在成型期间确保打印头和 Z 轴于模型和支撑材料之间更换

时定位正确。每当更换打印机的打印头时，都会自动执行此校准；请注意，打印机必须打开电源才能进行校准。
校准将在更换打印头之后、下一次成型开始之前进行。如果解开任一个打印头接线，并将接线从对应的打印头拆
下，则将触发自动喷嘴校准。校准将在接线重新连接到打印头之后和在下一成型开始之前进行。 

如需执行自动喷嘴校准，请：

1. 将新托盘放在 Z 平台上，并通过提举托盘弹射把手，将托盘锁定在其成型位置。

2. 导航到工具 > 校准 > 喷嘴校准，可打开喷嘴校准页面。

此时会显示与图 6-4 类似的页面。 

3. 按下自动喷嘴校准选项的开始按钮。 

图 6-4： 自动喷嘴校准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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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打印头将执行自动喷嘴校准。该过程将需要几分钟时间，请耐心等待。 

图 6-5： 正在校准喷嘴偏差

5. 屏幕上将会显示校准过程的完成情况；完成时，请按下该页面标题内的完成按钮。

图 6-6： 自动喷嘴校准选项完成

注意： 如果校准失败，屏幕上将显示 “ 校准喷嘴偏差失败 ”。在校准喷嘴之后才能

在打印机上执行零件成型。确保没有堵塞喷嘴或覆盖校准目标，然后重试自动喷
嘴校准。如果校准再次失败，请执行手动喷嘴校准（请参阅第 139 页上的 “ 手动

喷嘴校准 ” 获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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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喷嘴校准

喷嘴偏差值是 X、Y 和 Z 方向中模型喷嘴与支撑喷嘴之间的距离。准确的喷嘴偏差值可确保根据模型工具路径精

确定位支撑工具路径。不准确的喷嘴偏差值可能造成零件质量问题，例如支撑材料嵌入到零件中或零件支撑不
当。 

在手动喷嘴校准中，请设置模型与支撑喷嘴之间的 X、 Y、 Z 距离。这种校准要求在校准零件成型后立刻进行分

析，并且根据需要手动为打印机提供纠正值，以便校准打印机。 

如需执行手动喷嘴校准，请：

1. 打印校准零件；分析此零件，以便确定纠正值。

A. 将新托盘放在 Z 平台上，并通过提举托盘弹射把手，将托盘锁定在其成型位置。

B. 导航到工具 > 校准 > 喷嘴校准。按下手动喷嘴校准选项的开始按钮 （请参见图 6-3，了解按

钮位置）。

C. 此时会显示打印校准零件页面 （如图 6-7 中所示），且打印机将针对配置自动选择正确的校

准零件。按开始按钮。 

图 6-7： 打印校准零件页面

D. 如果开启打印机的零件放置设置 （请参见第 81 页上的 “ 零件成型位置 ”），则将显示零件放

置页面。校准零件位置是固定的，无法移动。按下打印按钮 （按清除按钮将清除显示，移除
所有 “ 虚拟框 ” 项目）。 

E. 校准零件将开始打印。用户界面上将依序显示 “ 正在准备 ” 和 “ 正在成型 ”。 

注意： 打印机在 “ 正在准备 ” 状态下停留的时长可能根据当前烘箱室温度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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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一旦校准零件完成，用户界面上就会显示 “ 已完成 ”。从 Z 平台上移除托盘，对托盘上的零件

进行分析，以便确定纠正值。

G. 按页面右上角的下一个按钮；此时会显示手动喷嘴校准页面。

图 6-8： 手动喷嘴校准页面

2. 确定您的打印机所需的 XY 偏差调整。

A. 使用放大镜 （包含在欢迎包中）查看支撑校准工具路径与对齐指示器之间的关系，从而确定 
X 与 Y 轴校准。

B. 确定支撑工具路径在各侧（X1、X2、Y1，以及 Y2）上的哪个位置可以实现 X-Y 对齐指示器

之间 准确的居中 （请参见图 6-9 或图 6-10）。校准零件上的数字代表一英寸的千分之几

（例如， 4 = 0.004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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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 校准零件

图 6-10： 校准零件

校准零件

对齐指示器

支撑工具路径

校准零件放大后的单面，其中读数为 0。

在 0 位置

准确地
居中

校准零件

支撑工作路径，
在 4 位置 准

确地居中

未在 0 位
置居中

支撑工具路径在读数为 4 的对齐指示器之间 准确地居中，这表明 
X1 的调整值 = 0.004

对齐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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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手动喷嘴校准页面内，滑动屏幕上的全部四个缩放图标，以匹配支撑工具路径在对齐指示
器之间实现 准确居中的位置。 Delta X 和 Delta Y 字段将变更以反映所做的调整。 

• 如果 Delta X 和 Delta Y 的值都在 -0.002 到 +0.002 英寸范围内，打印机已校准，无需进行调整。

下图所示的 XY 偏差在容差范围内，无需调整。继续执行步骤 3。

图 6-11： XY 偏差 - 无需调整

注意： 必须为每一侧 （X1、 X2、 Y1，以及 Y2）选择一个偏差值。

滑动缩放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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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Delta X 和 Delta Y 的值都在 -0.002 到 +0.002 英寸范围外，则打印机需要进行调整。下图所

示的 Delta X 值为 0.0050 英寸， Delta Y 值为 -0.0030 英寸，皆不在可接受范围内。 

图 6-12： XY 偏差 - 需要调整

D. 如果必须进行调整，则需要重新执行校准零件成型。为此：

• 在输入调整值之后，按手动喷嘴校准页面内的应用按钮 （请参见图 6-8，了解按钮位置）。您的

校准调整值将会保存。

• 按下手动喷嘴校准页面右上角的完成按钮 （请参见图 6-8，了解按钮位置）。 

• 重复步骤 1，执行校准零件成型。 

• 重复执行步骤 2 中说明的操作。继续检查并调整 XY 偏差值。重新调整，直至 Delta X 和 Delta Y 
的值都符合 -0.002 到 +0.002 英寸的容差范围。 

E. 一旦 X 和 Y 轴的校准工具路径在容差范围内，就继续 Z 偏差调整 （步骤 3）。 

注意： 清除按钮可用于重置在按下应用按钮之前输入的调整值。一旦按下应用按
钮，调整值将被保存，且打印机的校准设置将反应输入的调整值。输入调整值时
请谨慎确保正确无误，然后再按下应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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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确定 Z 偏差调整值。

A. 从校准零件的内部方形物中剥除支撑层。

B. 使用卡尺或测微计测量方形物每一面上支撑层的厚度。在每一面的中心进行测量；在靠近角
落的位置测量会导致测量的值不准确。

C. 取四次测量的平均值，该值就是将作为 Z 偏差调整值输入的数字。 

图 6-13： 移除并测量支撑层

D. 请以表 6-1 为参考，了解安装在打印机上的模型喷嘴的切片高度。比较该值与在步骤 C 中获

得的平均值。

表 6-1： 模型喷嘴切片高度

E. 如果在步骤 C 中测量的值在模型喷嘴切片高度的 ±0.01 毫米 （0.0005 英寸）范围内 （请参

见表 6-1），打印机的 Z 轴已校准，无需进行调整。继续执行步骤 4。

F. 如果在步骤 C 中测量的值不在模型喷嘴切片高度的 ±0.01 毫米（0.0005 英寸）范围内（请参

见表 6-1），您将需要使用手动喷嘴校准页面内的上、下按钮输入 Z 偏差调整值。每次按下按

钮等同于调整一英寸的千分之十。 

模型喷嘴 切片高度（英寸） 切片高度 （毫米）

T14 0.010 0.254

在此剥除支撑层

在此测量支撑层
（在所有 4 个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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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步骤 C 中获得的值小于喷嘴的切片高度，则使用下按钮输入该值。例如，如果测得喷嘴的

平均值为 0.2032 毫米 （0.0080 英寸），而该喷嘴的切片高度为 0.254 毫米 （0.010 英寸），则

按下按钮直至在切片高度字段中显示 0.2032 (0.0080)。 

图 6-14： Z 偏差调整值 

• 如果在步骤 C 中获得的值大于喷嘴的切片高度，则使用上按钮输入该值。例如，如果测得喷嘴的

平均值为 0.3048 毫米 （0.0120 英寸），而该喷嘴的切片高度为 0.254 毫米 （0.010 英寸），则

按上按钮直至在切片高度字段中显示 0.3048 (0.0120)。 

图 6-15： Z 偏差调整值 

英制单位 公制单位

用于调整 Z 偏
差的下按钮 

英制单位 公制单位

用于调整 Z 偏
差值的上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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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如果必须进行 Z 偏差值调整，则需要重新执行校准零件成型。为此：

• 在输入 Z 偏差调整值之后，按手动喷嘴校准页面内的应用按钮（请参见图 6-8，了解按钮位置）。

您的校准调整值将会保存。

• 按下手动喷嘴校准页面右上角的完成按钮 （请参见图 6-8，了解按钮位置）。 

• 重复步骤 1，执行校准零件成型。 

• 重复执行步骤 3 中说明的操作。继续检查并调整 Z 偏差，直至支撑层的厚度与所匹配的模型喷嘴

切片高度的偏差在 ±0.01 毫米 （0.0005 英寸）范围内。 

4. 一旦完成 XY 和 Z 的调整，请按手动喷嘴校准页面内的应用按钮。此时会暂时显示一个屏幕，您的

校准调整值将会保存。按下手动喷嘴校准页面右上角的完成按钮，退出该页面。 

注意： 清除按钮可用于重置在按下应用按钮之前输入的调整值。一旦按下应用按
钮，调整值将被保存，且打印机的校准设置将反应输入的调整值。输入调整值时
请谨慎确保正确无误，然后再按下应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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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屏校准

可以选择重新校准打印机的触摸屏显示。在执行此校准时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未适当校准的触摸屏可能会导致按
钮准确性问题。 

要重新校准触摸屏： 

1. 通过在工具页面内选择校准按钮，打开校准页面。

2. 按下触摸屏校准行内任意一处。

图 6-16： 触摸屏校准行

3. 此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询问您是否要重新校准触摸屏，按接受按钮确认。 

图 6-17： 重新校准觸摸屏确认页面

注意事项： 在执行此校准时，应使用手写笔以确保精确校准。请勿使用指尖执行
此校准。如果未提供手写笔，则可以使用铅笔橡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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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时会显示一个对话框，其中包含重新校准触摸屏的说明。使用手写笔，在所显示校准点的中心
位置触摸屏幕。对其他校准点 （屏幕的 4 个角落分别有 1 个校准点）重复此过程。

5. 完成校准之后，您的校准设置将得到保存，并且对话框将关闭。此时会返回到校准页面。 

图 6-18： 触摸屏校准程序

注意： 对话框中间显示的图形表示在触摸屏校准超时之前的剩余时间。黑色部分
将以顺时针方向填充灰色圆的周长。必须触摸显示在屏幕内的校准点，之后图形
的黑色部分才会完成一个完整的圆。对于显示的 4 个校准点中的每一个，计时器

都会重置。如果想要退出页面而不校准屏幕，只需等待直至图形的黑色部分完成
一个完整的圆，此时该对话框将关闭，并且会返回到校准页面。

校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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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 台架校准

本打印机的设计是将 XY 台架校准作为其初始化和启动过程的一部分自动执行。此校准移动台架，以确保其能够

在整个成型空间中正确行进，并确定台架对于 Z 平台的参考关系。每次打开打印机电源时，打印机会自动执行

此校准。 XY 台架校准负责找出 X 和 Y 轴的原位。原位是一个固定位置，打印机的所有移动皆以此位置为参考。

执行 XY 台架校准时，打印机将在 X 和 Y 轴的全部行程内低速移动打印头。归位过程中结合了机械硬停点与命

令运动控制，同时在发生错误之后主动监控伺服电机。XY 台架归位完成后，将 X 和 Y 轴的行程与上限和下限进

行比较，如果行程超出这些限制，则会产生错误。

用于确定所有四个台架硬停点位置的命令运动是相同的。控制器为每个硬停点位置设置时间和距离上限。这些限
制用于确保发生符合预期参数的硬停点接合。 

Z 轴平台零位校准

打印机自动启动 Z 轴平台零位校准，之后才开始执行每个作业成型；在此过程中，用户界面内的成型状态显示内

将显示 “ 正在准备 ” （请参见第 46 页上的 “ 成型状态显示 ”）。必须在 Z 轴平台零位校准成功完成之后，再开始

执行成型。此校准无需用户干预，它在模型喷嘴与托盘之间设置参考点，从而确保正确定位成型零件的第一层。

执行 Z 轴平台零位校准时，也将执行模型喷嘴的清理。然后，打印头定位在 Z 平台的背面上，且 Z 轴平台将向上

移动，直到模型喷嘴偏转；此偏转可用于校准切换传感器。随后，打印机可将模型喷嘴冷却到 200°C （392°F）以

下。一旦冷却，打印机便执行四次喷嘴碰触，成型托盘的四个象限中每个象限执行一次，方法是在对应象限内向
上移动 Z 轴平台，直到模型喷嘴偏转为止。然后，根据四次喷嘴碰触的平均 Z 轴平台位置，确定 Z 轴平台零位；

打印机将设置 Z 轴平台零位位置。

注意： 如果用于确定 Z 轴平台零位的四次喷嘴碰触中任何一次与平均位置距离超

过 0.01 英寸，则归位失败，且零件成型将由于 “ 托盘不平 ” 错误而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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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嘴擦高度调整

需要的工具

• 3 毫米内六角扳手

调整喷嘴擦高度

1. 关闭打印机电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2. 打开前侧顶盖。

3. 打开烘箱门。

4. 在模型喷嘴擦部件 （左侧）上方手动来回移动模型打印头 （左侧）。确认清洁刷和垫片均可接触
喷嘴防护罩。

5. 必要时，请调整喷嘴擦高度。

A. 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拧位于松烘箱内后面的喷嘴擦安装螺钉。请参见图 6-19。

B. 调整喷嘴擦的高度，使清洁刷和垫片的顶部刚好接触打印头喷嘴防护罩的底部。

C. 拧紧喷嘴擦部件的安装螺钉。

D. 手动来回移动打印头，确认清洁刷和垫片接触喷嘴防护罩时不产生极大阻力。

6. 重复步骤 4 和 5 用于调整支撑打印头 （右侧）和支撑喷嘴擦部件 （右侧）。

图 6-19： 喷嘴擦详情
                                                            

手套标志： 在烘箱内或其他高温区域内执行维护时，请务必佩戴手套。

注意： 确认 / 调整支撑喷嘴擦部件的高度时，确保切换杆处于较低位置。

喷嘴防护罩

垫片

清洁刷

调整螺钉

模型打印头

支撑打印头

模型喷嘴擦

支撑喷嘴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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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 维护

本章描述用户需要对 F123 系列定期执行的各种维护任务。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通过使用 Insight 软件应用程序，或通过 GrabCAD Print 发送的自动更新通知，可以手动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手动更新过程完成后，可让打印机进入升级模式（请参见第 92 页上的 “ 更新软件 ”），然后导航到工

作站 PC 中保存升级文件的位置，并安装该文件。自动更新过程完成后，您将收到来自 GrabCAD Print 的通知，

告知您可进行软件升级。然后，请按照屏幕上的提示和说明安装升级。您可以通过这些方法中任何一种方法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但是， GrabCAD Print 是首选。

GrabCAD PRINT 方法

如需通过 GrabCAD Print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请导航到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6-printer-
firmware-management，并遵循 “ 更新打印机固件 ” 的程序操作。

INSIGHT 软件方法

如果打印机的网络连接不良或不允许自动更新，可以通过执行以下步骤来手动下载 Controller Software 更新：

1. 按工具页面内的维护按钮，可打开维护页面 （请参见第 76 页上的图 4-34）。

2. 查找到该页面内的更新软件行。按该行内的任意一处，可打开更新软件页面 （请参见第 93 页上

的图 4-67）。

3. 此时将打开升级系统软件页面，且打印机将自动进入软件升级模式，由此可接受软件升级。当打
印机处于软件升级模式时，触摸屏上显示如下信息。

注意：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会删除作业队列中的所有作业文件（预设工作列

（内部存储）中的文件将会保留）。完成软件更新之后，需要重新发送作业文件
到打印机。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6-printer-firmware-management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6-printer-firmware-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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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打印机处于软件升级模式

4. 在工作站 PC 的开始菜单中，导航到所有程序 > Insight （已安装版本） > 控制中心 （已安装版

本），或者双击控制中心快捷方式 （如果存在）。 

5. 在控制中心内，选择服务选项卡。确保在下拉菜单中选中 F370 系列打印机，然后单击更新软件

按钮。

图 7-2： 控制中心更新软件

注意： 在软件升级过程中，所有近期的校准数据 （即喷嘴偏差值）以及打印机
设置和配置均会自动保留。通过以太网或无线上网连接发送到作业队列的文件，
或从 USB 闪存驱动器传输到打印机的文件都不会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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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控制中心将开始建立与打印机的连接。一旦建立连接，工作站 PC 的文件资源管理器就会打开。 

7. 浏览至 .upg 软件升级文件的位置。

8. 选择要下载的 .upg 文件，然后按打开。控制中心将开始发送软件到打印机。控制中心窗口的底部

和触摸屏上都会显示发送进度。

图 7-3： 软件下载进度

9. 一旦将软件升级成功下载到打印机上，控制中心窗口的底部就会显示一个指示器。

图 7-4： 软件升级成功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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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触摸屏将刷新，显示打印机正在确认升级文件。 

图 7-5： 正在确认软件升级

11. 一旦确认过程结束，打印机将自动重新启动，并开始安装升级文件。安装过程中，触摸屏上会显
示各种输出内容。 

12. 一旦安装了 Controller Software 升级，打印机将执行常规启动过程，并自动执行 XY 台架校准

（请参见第 105 页上的 “ 打开打印机电源 ” 以了解详情）。 

注意： 确认过程将需要几分钟时间；请耐心等待。

注意： 安装过程将需要几分钟时间；请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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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导出系统配置 (.CFG) 文件

如果系统正在接收故障确定代码，则可能需要从系统导出配置 (.cfg) 文件并发送至客户服务部。

GrabCAD PRINT 方法

关于导出系统配置文件的详细说明，请导航到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6-printer-firmware-
management，并遵循 “ 导出打印机配置 ” 的程序操作。

INSIGHT 软件方法

1. 在工作站 PC 的开始菜单中，导航到所有程序 > Insight （已安装版本） > 控制中心 （已安装版

本），或者双击控制中心快捷方式 （如果存在）。 

2. 在控制中心内，选择服务选项卡。确保在下拉菜单中选中 F370 系列打印机，然后单击导出配置

按钮。

图 7-6： 控制中心导出配置

3. 浏览至希望保存配置文件的目录。

4. 单击保存按钮。

5. 关闭控制中心。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6-printer-firmware-management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6-printer-firmware-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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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时间表

维护任务必须定期执行，才能保证系统处于 佳工作状态。表 7-1 概括了 F123 系列的常规维护时间表。本章节

其他部分是每项任务的详细说明。

表 7-2 列出了各种更换用易消耗物品的零件号。在从 Stratasys 或您所在区域的 Stratasys 部门订购更换用零件

时，请使用此表中列出的零件号。 

表 7-1： 维护时间表

表 7-2： 更换用易消耗物品

警告： 在烘箱内部工作时，务必穿着合适的隔热服。 

每周 每月 根据需要 维护任务

X 第 157 页上的 “ 清洁烘箱室 ”

X 第 157 页上的 “ 清洁 Z 平台 ”

X 第 158 页上的 “ 清洁 / 检查喷嘴擦部件 ”

X 第 160 页上的 “ 清洁打印机的外表面 ”

X 第 160 页上的 “ 清洁触摸屏显示器 ”

零件号 说明

123-00300 模型打印头 （标准）

123-00300 支撑打印头 （标准）

123-00307 PLA 模型打印头 

123-00301 PLA 冷却组件

123-00302 F170 托盘， 1 盒共 16 个

123-00303 F270 托盘， 1 盒共 16 个

123-00304 F370 托盘， 1 盒共 16 个

123-00305 喷嘴防护罩材料包， 4 组

123-00306 2 个一包的喷嘴擦部件 （请参见第 158 页上的 “ 清洁 / 检查喷嘴擦部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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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维护

清洁烘箱室

废料槽的设计旨在将废料碎屑从喷嘴擦部件向下引导至烘箱室底部进行处理。然后，废料碎屑聚集在烘箱室底
部， Z 平台下方。不允许过量的材料碎屑在烘箱室中堆积，因为这可能导致打印机损坏。每周一次清洁烘箱室，

清除成型材料碎屑和灰尘。如果需要，可使用吸尘器来清洁此区域。如果出现过量堆积，则按照需要将烘箱室完
全清洁。 

清洁 Z 平台

钢制 Z 平台提供在其上执行零件成型的水平表面 （请参见第 26 页上的图 3-7 以了解 Z 平台概述）。使用托盘弹

射把手将托盘牢固粘在 Z 平台上。如果碎屑聚集在 Z 平台上，则会对托盘粘附产生负面影响。

1. 将托盘从 Z 平台上移除。

• 向下推动托盘弹射把手，使其离开 Z 平台。 

• 将托盘从 Z 平台上滑离。

2. 小心移除掉入 Z 平台开口中的废料碎屑。 

• 可使用吸尘器来清洁 Z 平台。

警告： 在烘箱内部进行清洁时，请务必穿戴安全手套和长套袖。组件很烫，且可
能具有尖锐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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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维护一次

清洁 / 检查喷嘴擦部件

喷嘴擦部件应该每个月清洁一次。清洁部件时，检查垫片 / 清洁刷部件是否有磨损，如果检测到磨损，则根据需

要更换。 

从喷嘴排出材料之后，喷嘴擦部件的垫片部分会穿过喷嘴的开口，将排出的材料切割为小段。然后，喷嘴擦部件
的刷子部分穿过喷嘴的开口，清洁喷嘴及其防护罩。因此，垫片将在喷嘴接触其表面的位置产生磨损， 终产生
一个大到足以让喷嘴完全通过垫片的凹陷；产生凹陷的垫片无法适当地切割排出的材料。同样，材料可能嵌入在
刷子的刷毛内，从而导致结块；结块的刷毛无法适当地清洁喷嘴或其防护罩。一旦部件的垫片部分内产生严重的
凹陷，或只要部件的刷子部分内出现明显的刷毛结块 （且无法用刷子移除），就应更换喷嘴擦部件。喷嘴擦部件
作为单个装置更换。

要清洁喷嘴擦部件并检查其组件：

1. 确保打印机已停止 （闲置）且未执行零件成型。

2. 打开烘箱门。

3. 移除模型侧的喷嘴擦部件，方法是将其向上抬起直至其脱离定位销。

图 7-7： 移除喷嘴擦部件

表面发热标志： 根据烘箱的允许冷却时间，其组件可能会发烫。请戴上欢迎包中
提供的安全手套执行所有剩下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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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复步骤 3 以移除支撑侧的喷嘴擦部件。

5. 清洁并检查定位销周围的表面。确保喷嘴擦部件可以平齐地立在表面上。

6. 检查喷嘴擦部件的垫片部分。垫片上边缘应笔直，不能有过多的凹陷 / 磨损。 

7. 检查喷嘴擦部件的刷子部分。清洁刷的刷毛不得存在明显的磨损 （即刷毛无凹陷），且不应包含
严重的刷毛结块。刷毛变形可以使用，只要所有刷毛的上边缘齐平即可。

8. 如果存在过度磨损，则应更换一个或两个喷嘴擦部件。请参见表 7-2，了解有关订购更换用部件

的信息。 

• 该部件的组件不能单独更换。如果垫片或刷子上存在过度磨损，则必须更换整个喷嘴擦部件。

图 7-8： 喷嘴擦部件详情

9. 重新安装支撑侧的喷嘴擦部件，方法是将该部件置于其定位销上，然后向下滑动部件。

10. 重复步骤 9 以重新安装模型侧的喷嘴擦部件。 

注意： 如果打印头位于清理区域上方，则其可能会阻碍用户移除喷嘴擦部件的能
力。打开顶盖，并将打印头手动移到清理区域之外。 

喷嘴擦部件

垫片

清洁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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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需要维护

清洁打印机的外表面

打印机的外表面 （门和面板）可能堆积灰尘，需要定期清洁。可以使用稍微湿润的超细纤维布 （在欢迎包中提
供）清洁外表面的门和面板 （触摸屏显示器除外）。纤维布应只稍微湿润，以确保水滴不会进入打印机。过多的
水滴可能造成内部组件损坏。 

清洁触摸屏显示器

如果需要移除脏污痕迹和堆积物，可使用 LCD 清洁剂和欢迎包中提供的超细纤维布清洁触摸屏显示器。

在提供的超细纤维布上喷洒适量的 LCD 清洁溶液，然后轻轻擦拭触摸屏显示器的外表面以清洁其表面。建议在超

细纤维布上喷洒 LCD 清洁剂，而不是将清洁剂直接喷洒在触摸屏显示器上，因为过度潮湿可能会损坏显示器。 

注意事项： 使用含氨水和 / 或酒精的清洁剂会损坏触摸屏。只应使用合适的 LCD
清洁溶液和超细纤维布 （包括在欢迎包中）清洁触摸屏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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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可更换装置

以下服务程序概括了 F123 系列打印机的客户可更换装置的更换说明。 

关闭电源

关闭打印机电源

1. 按下电源按钮 （请参见第 105 页上的图 5-1，了解按钮位置）。

2. 按触摸屏显示器上的接受。

3. 等待约 25 秒，打印机可关机。

4. 从系统后部移除交流电插座。

图 7-9： 交流电插座位置

警告： 确保断开了打印机的交流电源。



162

后面板

需要的工具

• 3 毫米内六角扳手

移除后面板

1. 关闭打印机的电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2. 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移除后面板安装螺钉 （16 个）。请参见图 7-10。

3. 后面板有托架，可让后面板悬挂在打印机框架上。通过向上举起并拉离打印机，可移除后面板。

图 7-10： 后面板安装螺钉位置

安装后面板

1. 将后面板悬架插入侧面板的凹陷处。请参见图 7-10。

2. 将后面板与框架中的安装孔对齐。请参见图 7-10。

3. 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较松地安装后面板安装螺钉 （16 个）。请参见图 7-10。

4. 拧紧后面板安装螺钉 （16 个）。

如要移除后面板，需移除交流电插座。请勿在移除后面板的情况下安装交流电插

座。

安装螺钉悬挂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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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和左侧面板

需要的工具

• 5 毫米内六角扳手

移除侧面板

1. 关闭打印机的电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2. 移除后面板。请参见第 162 页上的 “ 移除后面板 ”。

3. 使用 5 毫米内六角扳手移除侧面板安装螺钉 （每个面板上 6 个）。请参见图 7-11。

图 7-11： 侧面板安装螺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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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仅限后部侧面板：可用固定在打印机框架内的螺柱将后部侧面板固定到位。将面板滑动离开打印
机，以使固位螺柱分离。请参见图 7-12。

图 7-12： 后部侧面板固位螺柱详情

5. 从打印机中移除侧面板。

安装侧面板

1. 将侧面板固位螺柱插入打印机框架中的孔，并将面板滑动到位，直到面板与安装螺孔对齐。请参
见图 7-12。

2. 使用 5 毫米内六角扳手重新安装固定螺钉 （6 个）。请参见图 7-11。

固位螺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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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侧顶盖

需要的工具

• 2 毫米内六角扳手

移除前侧顶盖

1. 关闭打印机电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2. 打开烘箱门，松开前侧顶盖插销。

3. 打开前侧顶盖。

4. 使用 2 毫米内六角扳手从横闩上移除铰链安装螺钉 （4 个）。请参见图 7-13。

图 7-13： 前侧顶盖铰链安装螺钉位置

5. 向上提起前侧顶盖，将其从打印机取下并移除。

安装前侧顶盖

1. 将前侧定下铰链与横闩上的安装位置对齐。请参见图 7-13。

2. 使用 2 毫米内六角扳手重新安装铰链安装螺钉 （4 个）。请参见图 7-13。

3. 关闭前侧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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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部顶盖

需要的工具

• 2.5 毫米内六角扳手

移除后部顶盖

1. 关闭打印机电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2. 打开烘箱门，松开顶盖插销。

3. 打开前侧顶盖。

4. 使用 2.5 毫米的内六角扳手移除将后部顶盖固定到横闩上的螺钉 （2 个）。

5. 将后部顶板向后滑动，从打印机上将其移除。请参见图 7-14。

图 7-14： 后部顶盖移除

安装后部顶盖

1. 将后部顶盖与横闩中的安装孔 （2 个）对齐。

2. 使用 2.5 毫米的内六角扳手安装螺钉 （2 个），这些螺钉将后部顶盖固定到横闩上。请参见

图 7-14。

3. 关闭前侧顶盖。

4. 关闭烘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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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12 伏直流 ATX 电源

需要的工具

• 3 毫米内六角扳手

移除 3.3/5/12 伏直流 ATX 电源

1. 关闭打印机的电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2. 移除后面板，请参见第 162 页上的 “ 移除后面板 ”。

3. 从电源断开输入电源线。

4. 从 I/O 板 （J16、 J19、 J20、 J29）上断开电源线缆。

5. 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移除电源托架安装螺钉。请参见图 7-15。

6. 旋转并稍微举起托架，从电子元件舱中移除电源。

7. 从托架中移除电源。

图 7-15： 3.3/5/12 伏直流 ATX 电源安装位置

安装 3.3/5/12 伏直流 ATX 电源

1. 将安装托架转移到新电源。

2. 将电源托架底片插入电子元件舱面板的槽孔中。旋转电源到其安装方向。

3. 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在电源托架顶部重新安装一个安装螺钉。 

4. 将电源线缆连接到 I/O 板 （J16、 J19、 J20、 J29）。

5. 将输入电源线重新连接到 3.3/5/12 伏直流 ATX 电源。

6. 确保电路上的开关位于开启位置。

7. 重新安装后面板。请参见第 162 页上的 “ 安装后面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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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热敏电阻

需要的工具

• 3 毫米内六角扳手

移除烘箱热敏电阻

1. 关闭打印机电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2. 移除后面板。请参见第 162 页上的 “ 移除后面板 ”。

3. 移除后部右侧面板。请参见第 163 页上的 “ 右侧和左侧面板 ”。

4. 从 I/O 板 (J36) 上断开热敏电阻线缆。

5. 使用 3 毫米的内六角扳手移除将热敏电阻固定到烘箱壁上的固定螺钉 （1 个）。请参见图 7-16。

6. 从打印机上移除热敏电阻。请参见图 7-16。

图 7-16： 热敏电阻详情

安装烘箱热敏电阻

1. 将烘箱热敏电阻与其安装位置对齐，并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重新安装螺钉 （1 个）。请参见图 
7-16。

2. 将烘箱热敏电阻穿过打印机并重新连接到 I/O 板 (J36)。 

3. 重新安装后部右侧面板。请参见第 164 页上的 “ 安装侧面板 ”。

4. 重新安装后面板。请参见第 162 页上的 “ 安装后面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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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舱

需要的工具

• 2.5 毫米内六角扳手

移除材料舱

1. 卸载材料。请参见第 112 页上的 “ 卸载材料 ”。

2. 打开材料舱抽屉。

3. 解开插销并打开材料舱盖。

4. 从材料舱移除现有材料线轴。

5. 将使用过的材料线轴放入气密袋，并密封。

6. 关闭材料舱盖。

7. 关闭材料舱抽屉。

8. 关闭打印机电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9. 移除后面板。请参见第 162 页上的 “ 移除后面板 ”。

10. 从相应的材料舱后部按住锁定片，以松开材料管。

11. 断开材料管与材料舱，然后松开锁定片。请参见图 7-17。

图 7-17： 断开材料管

12. 断开线缆与材料驱动器控制器板的连接器。请参见图 7-17。

锁定片 材料驱动器控制
器板的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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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打开材料舱抽屉。

14. 使用 2.5 毫米内六角扳手移除材料舱安装螺钉 （2 个）。请参见图 7-18。

15. 轻柔地倾斜并举起从材料舱，将其从打开的抽屉中移除。请参见图 7-18。

图 7-18： 材料舱移除

安装材料舱

1. 轻柔地将材料舱安装到打开的抽屉。请参见图 7-18。

2. 使用 2.5 毫米的内六角扳手紧固安装螺钉，这些螺钉将材料舱固定在抽屉顶部。请参见图 7-18。

3. 关闭材料舱抽屉。

4. 从打印机背面将线缆连接到材料驱动器控制器板的连接器。请参见图 7-17。

5. 按住锁定片，将材料丝管安装到材料舱后部。请参见图 7-17。

6. 打开材料舱抽屉，此打印机后部查看材料丝管。确保材料丝管妥善铺设，没有干扰。

7. 将材料线轴安装到材料舱。

8. 关闭材料舱并插上插销。

9. 关闭材料舱抽屉。

10. 安装后面板。请参见第 162 页上的 “ 安装后面板 ”。

11. 开启打印机电源。请参见第 105 页上的 “ 打开打印机电源 ”。

12. 加载材料。请参见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材料 ”。

注意事项： 请当心不要损坏材料舱侧面的线轴界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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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打印头

当打印机达到 1500 个成型小时数 （计量表极限）时，用户界面上将显示警告，且打印机的喷头状态图标将在材

料页面上以红色高亮显示。超过计量表限制的打印头也可继续使用，但强烈建议更换打印头，因为零件质量将无
法预测。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更换标准打印头 ”，了解关于更换模型或支持打印头的说明。 

更换 PLA 打印头的过程略不同于更换标准打印头的过程。用 PLA 材料执行成型时，需使用专用 PLA 打印头。

PLA 打印头必须安装在台架内的模型打印头位置。冷却组件与 PLA 模型打印头结合使用，且必须安装至台架内

的支撑打印头位置。PLA 模型打印头会挤压模型材料和支撑材料。请参见第 117 页上的 “ 更换 PLA 打印头 ”，了

解关于更换 PLA 打印头或相关冷却组件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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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头功能区线缆

需要的工具

• 3 毫米内六角扳手

移除打印头功能区线缆

1. 开启打印机电源时，打开顶盖。

2. 将 X 桥移到台架外壳正面。

3. 从材料和支撑打印头顶部断开打印头功能区线缆连接器 （2 个）。请参见图 7-19。

4. 关闭打印机电源。

5. 移除后面板。请参见第 162 页上的 “ 移除后面板 ”。

6. 从 I/O 板 （J6 和 J7）上断开打印头功能区线缆连接器 （2 个）。请参见图 7-19。

图 7-19： 打印头功能区线缆连接

注意： 确保在打印机开机时断开打印头功能区线缆，以确保在重新安装后自动校
准。

模型打印头 J6 支撑打印头 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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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移除切换组件背面的前侧功能区线缆托架的安装螺钉 （3 个）。保留螺

钉，以进行重新安装。请参见图 7-20。

图 7-20： 前侧功能区线缆托架的安装螺钉位置

8. 举起后部功能区线缆托架，并使其与打印机框架背面顶部分离。请参见图 7-21。

图 7-21： 后部功能区线缆托架的安装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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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从打印机上移除打印头功能区线缆和线缆托架。请参见图 7-22。

图 7-22： 打印头功能区线缆和托架

安装打印头功能区线缆

1. 将后部功能区线缆托架安装到打印机框架背面顶部的切口。请参见图 7-21。

2. 使用 3 毫米的内六角扳手安装固定螺钉 （3 个），将前侧功能区线缆托架紧固到切换组件背面。

请参见图 7-20。

3. 将打印头后部功能区线缆连接器 （2 个）连接到 I/O 板 （J6 和 J7）。请参见图 7-19。

4. 将打印头前侧功能区线缆连接器 （2 个）连接到材料和支撑打印头。请参见图 7-19。

5. 安装后面板。请参见第 162 页上的 “ 安装后面板 ”。

6. 关闭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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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屏显示器

需要的工具

• 3 毫米内六角扳手

移除触摸屏显示器

1. 关闭打印机电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2. 使用 3 毫米的内六角扳手移除将触摸屏固定到显示前面板托架上的安装螺钉 （1 个）。请参见

图 7-23。

3. 轻柔地略微提起触摸屏，使螺柱紧固件 （4 个）与显示前面板托架分离。请参见图 7-23。

4. 支撑着触摸屏，将其倾斜离开托架，以从显示器背面断开触摸屏线缆延长器和显示器线缆。

5. 轻柔地移离触摸屏，将其从打印机中移除。请参见图 7-23。

图 7-23： 触摸屏的安装螺钉位置

注意事项： 触摸屏显示器的连接器和线缆是易碎品。用力过猛可能损伤连接器插销
或接线。

注意： 平面显示器的线缆连接器是易碎品。同时将连接器的两角直接拉出，切勿
前后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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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触摸屏显示器

1. 将触摸屏线缆延长器和显示器线缆重新连接到触摸屏显示器背面。

2. 将触摸屏的螺柱紧固件 （4 个）与安装板上的对应槽对齐，并轻轻向下按压，直到完全放置到

位。请参见图 7-24。

图 7-24： 安装板槽和对齐

3. 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重新安装触摸屏的安装螺钉 （1 个）。请参见图 7-23。

注意： 使连接器的亮面背对显示器。

平面显示器的线缆连接器是易碎品。同时将连接器的两角直接拉入，切勿前后摇晃。

注意： 如果四个螺柱紧固件都未正确安装，则托架顶部的安装螺孔将无法对齐。

注意： 应在确认了正确的触摸屏操作之后，执行触摸屏校准。请参见第 147 页上

的 “ 触摸屏校准 ”。

安装板槽

螺柱紧固件

安装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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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和左侧烘箱鼓风机

需要的工具

• 2.5 毫米内六角扳手

• 3 毫米内六角扳手

移除烘箱鼓风机

1. 关闭打印机电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2. 移除后面板。请参见第 162 页上的 “ 移除后面板 ”。

3. 移除侧面板。请参见第 163 页上的 “ 右侧和左侧面板 ”。

4. 仅限右侧烘箱鼓风机：使用 2.5 毫米的内六角扳手移除用来固定中心侧斜面的安装螺钉 （2 个），

然后将其从打印机中移除。

图 7-25： 中心侧斜面的安装螺钉位置

5. 断开烘箱鼓风机电机连接器与 I/O 板 （J39 - 右侧鼓风机， J37 - 左侧鼓风机）。

注意： 记录线路铺设配置，以便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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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 3 毫米的内六角扳手移除将鼓风机组件固定到烘箱框架上的安装螺钉 （5 个），请参见

图 7-26。

7. 从打印机中移除鼓风机组件。请参见图 7-26。

图 7-26： 右侧鼓风机组件的安装螺钉位置

安装烘箱鼓风机组件

1. 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重新安装鼓风机组件的安装螺钉 （5 个）。请参见图 7-26。

2. 确保鼓风机电机线缆妥善铺设，并用束带固定。

3. 将风扇鼓风机电机连接器重新连接到 I/O 板 （J39 - 右侧鼓风机， J37 - 左侧鼓风机）。

4. 仅限右侧烘箱鼓风机：使用 2.5 毫米的内六角扳手重新安装固定螺钉 （2 个），这些螺钉将侧斜

面固定到打印机。

5. 重新安装侧面板。请参见第 164 页上的 “ 安装侧面板 ”。

6. 重新安装后面板。请参见第 162 页上的 “ 安装后面板 ”。

注意： 仅限右侧烘箱鼓风机。左侧鼓风机的程序与右侧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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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门密封垫

需要的工具

• 螺丝 或类似器具

移除烘箱门密封垫

1. 关闭打印机电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2. 打开烘箱门。

3. 将密封垫插销从烘箱外壳入口周围的孔中取出。请参见图 7-27。

4. 将密封垫的各端从烘箱外壳入口下方的孔中拉出。请参见图 7-27。

5. 从打印机中移除烘箱密封垫。 

图 7-27： 烘箱门密封垫详情 （为清晰起见，门已移除）

安装烘箱门密封垫

1. 将密封垫插销插入烘箱外壳入口周边的孔中。

2. 使用螺丝 或类似器具，将密封垫的各端戳入烘箱外壳入口下方的孔中。

3. 关闭烘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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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驱动皮带

需要的工具

• 3 毫米内六角扳手

• 小平头螺丝

移除 Z 驱动皮带

1. 关闭打印机电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2. 移除后部顶盖。请参见第 166 页上的 “ 移除后部顶盖 ”。

3. 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从台架入口内拧松 Z 电机的安装螺钉 （4 个）。请参见图 7-28。

图 7-28： Z 电机的安装螺钉位置

4. 使用小平头螺丝 ，将 Z 电机张力托架轻轻撬离压缩弹簧，以此放松皮带张力。请参见图 7-29。

图 7-29： 放松 Z 皮带张力

5. 皮带张力放松的同时，将 Z 驱动皮带从其滑轮中移除，并将其抽离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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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Z 驱动皮带

1. 使用小平头螺丝 ，将 Z 电机张力托架轻轻撬离压缩弹簧，以此放松皮带张力。请参见图 7-29。

2. 将 Z 驱动皮带安装到 Z 电机滑轮。

3. 将 Z 驱动皮带安装到 Z 轴导螺杆滑轮。

4. 从张力托架中移除平头螺丝 ，恢复 Z 皮带的正常张力。

5. 让导螺杆滑轮旋转两圈，在两个滑轮上对齐 Z 驱动皮带。

6. 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拧紧 Z 电机的安装螺钉 （4 个）。请参见图 7-28。

7. 重新安装后部顶盖。请参见第 166 页上的 “ 安装后部顶盖 ”。

8. 关闭前侧顶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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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风箱

需要的工具

• 3 毫米内六角扳手

移除 Y 风箱

1. 关闭打印机电源。

2. 打开前侧顶盖。

3. 移除前侧 Y 风箱组件。请参见图 7-30。

A. 移除夹子 （4 个），这些夹子将前侧风箱固位器固定在烘箱框架前侧。

B. 移除夹子 （4 个），这些夹子将前侧风箱固位器固定在 X 桥组件托盘前侧。

C. 从台架入口移除前侧 Y 风箱和固位器。

D. 保留 Y 风箱固位器，以进行重新安装。

4. 移除背面的 Y 风箱组件。请参见图 7-30。

A. 移除夹子 （4 个），这些夹子将背面风箱固位器固定在烘箱框架后部。

B. 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移除螺钉 （3 个），这些螺钉将背面的风箱固位器固定在 X 桥组件托

盘背面。

C. 从台架入口移除背面 Y 风箱和固位器。

D. 保留 Y 风箱固位器，以进行重新安装。

图 7-30： Y 风箱详情

注意： 按需移动 X 桥，来检修 Y 风箱安装夹子和螺钉。

前侧 Y 风箱背面 Y 风箱 夹子（12 个）

固位器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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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Y 风箱

1. 将 Y 风箱固位器转移到新的 Y 风箱。

2. 将 X 桥移到台架外壳正面。

3. 安装前侧与后部的夹子 （8 个），这些夹子将前侧 Y 风箱组件固定在 X 桥和烘箱框架上。请参见

图 7-30。

4. 安装后部夹子 （4 个），这些夹子将背面 Y 风箱组件固定在烘箱框架后部。请参见图 7-30。

5. 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安装螺钉 （3 个），这些螺钉将背面的风箱固位器固定在 X 桥组件托盘背

面。请参见图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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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灯

需要的工具

• 3 毫米内六角扳手

• 小平头螺丝

移除烘箱灯

1. 关闭打印机电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2. 打开烘箱门。

3. 移除烘箱外壳上方的烘箱灯两侧的顶部密封垫插销。暂时移开烘箱灯密封垫顶部，以便检修烘
箱灯。 

4. 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移除烘箱灯安装螺钉 （2 个）和固位托架。请参见图 7-31。

5. 将烘箱灯移开一小段距离，以便检修烘箱灯线缆连接器。

6. 断开烘箱灯线缆连接器，并将其从打印机移除。如有必要，可使用小平头螺丝 分离线缆连接器
片。请参见图 7-31。

图 7-31： 烘箱灯详情

线缆连
接器片

烘箱灯 固位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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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烘箱灯

1. 将松散的线缆连接器连接到烘箱灯。定向线缆，使绿线朝向灯中心。请参见图 7-32。

图 7-32： 烘箱灯线缆详情

2. 将过长线缆挤入斜面开口，并将烘箱灯推入其安装位置。如有必要，从台架内侧拉动线缆，减少
松散情况。

3. 将烘箱灯插入烘箱外壳上方的开口中。

4. 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安装固位托架和烘箱灯的安装螺钉 （2 个）。请参见图 7-31。

5. 重新安装烘箱灯两侧的顶部密封垫插销。

6. 关闭烘箱门。

7. 开启打印机电源。

记录绿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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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门相机

需要的工具

• 3 毫米内六角扳手

移除烘箱门相机

1. 关闭打印机电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2. 打开烘箱门。

3. 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移除相机组件的安装螺钉 （1 个），此螺钉穿过烘箱门顶部的孔。请参见

图 7-33。

4. 将相机组件轻轻移出一小段距离，并断开相机背面的线缆。

5. 从打印机中移除相机组件。请参见图 7-33。

图 7-33： 相机组件的安装螺钉位置

注意： 切勿触摸相机镜头。如有需要，请用洁净的超细纤维布擦拭相机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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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安装托架上仔细地移除相机。保留安装托架。请参见图 7-34。

图 7-34： 相机详情

安装烘箱门相机

1. 将相机安装在安装托架上。请参见图 7-34。

2. 将相机线缆连接到相机背面的连接器。

3. 使用 3 毫米的内六角扳手，通过烘箱门顶部的孔安装固定螺钉，来固定相机组件。请参见

图 7-33。

注意： 切勿触摸相机镜头。如有需要，请用洁净的超细纤维布擦拭相机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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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门插销

需要的工具

• 2.5 毫米内六角扳手

• 4 毫米套筒扳手

移除烘箱门插销

1. 关闭打印机电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2. 打开烘箱门。

3. 使用 2.5 毫米内六角扳手移除内侧门面板的安装螺钉 （11 个）。请参见图 7-35。

4. 旋转并从门组件中移除内侧门面板。轻轻按压枢轴臂，将其从门组件中分离。请参见图 7-35。

图 7-35： 内侧门面板的安装螺钉位置

枢轴臂
（2 个）

内侧门
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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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断开门插销组件的电磁阀线缆连接器。

6. 断开门插销组件的传感器线缆连接器 （2 个）。

7. 使用 4 毫米套筒扳手移除门插销组件的安装螺母 （2 个）。请参见图 7-36。

8. 从烘箱门移除门插销组件。请参见图 7-36。

图 7-36： 门插销组件的安装螺母位置

9. 使用 2.5 毫米内六角扳手移除传感器托架的安装螺钉 （2 个）。请参见图 7-37。

10. 从插销组件中移除传感器和托架，并保留用于重新安装。请参见图 7-37。

图 7-37： 门插销传感器的安装托架详情



190

安装烘箱门插销

1. 使用 2.5 毫米的内六角扳手安装传感器托架的安装螺钉 （2 个），将传感器安装托架固定到烘箱

门插销组件。请参见图 7-37。

2. 使用 4 毫米套筒扳手安装门插销组件的安装螺母 （2 个），将门插销组件固定到烘箱门组件内

侧。请参见图 7-36。

3. 连接门插销组件的传感器线缆连接器 （2 个）。

4. 将内侧门面板安装到门组件中。请参见图 7-38。

A. 轻微调整内侧门目标角度，并将枢轴螺母插入门框两侧下方的凹陷处。

B. 轻轻向下按压门面板，直到枢轴螺母完全装入门框内。

C. 使门面板顶部向门组件方向旋转。轻按枢轴臂，将其插入门框两侧上方的凹陷处。

D. 关闭门面板，确定面板和框架安装孔对齐。

图 7-38： 内侧烘箱门面板详情

5. 使用 2.5 毫米内六角扳手安装内侧门面板的安装螺钉 （11 个）。请参见图 7-35。

6. 关闭烘箱门。

枢轴螺母
凹陷处

枢轴臂凹
陷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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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模块

需要的工具

• 3 毫米内六角扳手

移除程序

1. 卸载材料。

2. 关闭打印机的电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3. 通过松开压缩接头并向外拉动管子，可断开 Y 模块的材料管。请参见图 7-39。

图 7-39： 从 Y 模块断开材料管

注意： 两个 Y 模块的移除是相同的。此程序中描绘了模型材料 Y 模块的移除。

松开压缩接头，
向外拉动材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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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移除 Y 模块的安装螺钉 （2 个）。请参见图 7-40。

5. 移除 Y 模块。

图 7-40： Y 模块的安装螺钉位置

安装 Y 模块

1. 将 Y 模块与安装座对齐，并使用 3 毫米内六角扳手重新安装固定螺钉 （2 个）。请参见图 7-40。

2. 推动材料管穿过松散的压缩接头直到触底，从而将材料管重新连接到 Y 模块。拧紧压缩接头，

且使材料管完全放置到位。请参见图 7-39。

3. 开启打印机电源。

4. 将材料从第一模型和支撑材料舱加载到打印头。 

5. 从打印头卸载材料。

6. 将材料从第二模型和支撑材料舱加载到打印头。

注意： 确认材料管将前往正确对应的模型和支撑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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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盖联锁传感器和致动器

需要的工具

• 2 毫米内六角扳手

• 2.5 毫米内六角扳手

移除顶盖联锁传感器

1. 关闭打印机电源。请参见第 161 页上的 “ 关闭电源 ”。

2. 打开前侧顶盖。

3. 在快速断开中断开顶盖传感器线缆。

4. 移除三个线束，这些线束将线缆固定到传感器的安装托架上。

5. 使用 2 毫米内六角扳手移除传感器的安装螺钉 （2 个）。请参见图 7-41。

6. 从安装托架上移除顶盖。

图 7-41： 顶盖传感器的安装螺钉位置

7. 使用 2.5 毫米内六角扳手移除顶盖致动器的安装螺钉 （2 个）。请参见图 7-42。

8. 移除顶盖致动器。

图 7-42： 顶盖致动器的安装螺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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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顶盖联锁传感器

1. 使用 2 毫米的内六角扳手重新安装固定螺钉 （2 个），这些螺钉将联锁传感器固定到安装托架

上。请参见图 7-41。

2. 在快速断开连接器时断开顶盖传感器线缆。

3. 安装三个线束，以将传感器线缆固定到安装托架上。

4. 使用 2.5 毫米的内六角扳手重新安装固定螺钉 （2 个），这些螺钉将联锁致动器固定到顶盖上。

请参见图 7-42。

5. 关闭顶盖。

6. 开启打印机电源。

7. 通过打开再关闭顶盖来验证操作。 

8. 如果触摸屏显示错误，且这些错误表示机盖未关闭，则请调整致动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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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故障排除

本章描述故障排除的步骤，执行这些步骤以纠正 F123 系列出现的基本问题。

获取帮助

如果打印机或打印机的材料存在此指南未涉及的问题，或者您需要订购更换用零件，请联系所在区域的客户服务
部。请访问以下 Stratasys 网站获得联系信息：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ontact-customer-
support。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写信给北美客户服务部，其地址为：

Stratasys, Inc.
Customer Support
7665 Commerce Way
Eden Prairie, MN 55344 USA

在致电服务或供应部门之前，务必准备好以下信息：

• 打印机的软件版本 （请参见第 134 页上的 “ 软件版本 ” 以了解关于获得此信息的说明）。

• 打印机的序列号（请参见第 12 页上的图 2-6或第 94 页上的 “序列号 ”以了解关于寻找打印机序列号的
信息）。

• 访问 GrabCAD Print 工作站，以在需要时提供配置文件 （请参见第 155 页上的 “ 正在导出系统配置 
(.CFG) 文件 ”，了解关于获取此信息的说明）。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ontact-customer-support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ontact-customer-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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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和错误

如果打印机检测到可能会影响成型的问题，则会在成型页面的通知显示中给出指示。根据警告 / 错误的严重程

度，将显示黄色或红色通知徽章图标，以及指示警告原因的文字。触摸屏幕上的文字将打开一个对话框，该对话
框指出通知原因，且在一些情况下纠正通知内容的步骤 （请参见第 41 页上的图 4-4）。 

根据警告 / 错误类型，通知徽章图标也可在材料页面内显示。材料按钮将在导航菜单内显示其警告状态，以此表

示警告（请参见第  39 页上的表  4-1）。在材料页面内，通知徽章图标将在发生警告 / 错误的材料状态图标中心

显示（请参见第  66 页上的表  4-7）。触摸屏幕上的通知徽章图标将打开对应材料的材料详情页面，并提供指出

警告 / 错误成因的信息 （请参见第 69 页上的图 4-29）。

成型开始时的警告

模型材料不匹配选择的作业

• 当前安装的模型材料与所选作业的模型材料配置不匹配。 

• 纠正状态 - 卸载错误的模型材料，并为所选作业加载正确的模型材料。请参见第 112 页上的 “ 卸载材
料 ” 和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材料 ” 以了解说明。

支撑材料不匹配选择的作业

• 当前安装的支撑材料与所选作业的支撑材料配置不匹配。 

• 纠正状态 - 卸载错误的支撑材料，并为所选作业加载正确的支撑材料。请参见第 112 页上的 “ 卸载材
料 ” 和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材料 ” 以了解说明。

模型材料不足以完成零件成型

• 当前安装在打印机中的模型材料量不足以完成选择的成型。

• 纠正状态 - 在打印机中安装额外的模型材料，请参见第 108 页上的 “加载材料 ” 以了解相关说明。在安
装额外的材料时，可以安装第二个材料线轴以便利用自动更换功能，或者安装包含充足材料以完成成
型的全新线轴。请注意，自动更换功能仅适用于 F270 和 F370 打印机。 

支撑材料不足以完成零件成型

• 当前安装在打印机中的支撑材料量不足以完成选择的成型。

• 纠正状态 - 在打印机中安装额外的支撑材料，请参见第 108 页上的 “加载材料 ” 以了解相关说明。在安
装额外的材料时，可以安装第二个材料线轴以便利用自动更换功能，或者安装包含充足材料以完成成
型的全新线轴。请注意，自动更换功能仅适用于 F270 和 F370 打印机。 

订购新模型打印头

• 模型打印头已达到 1350 个成型小时数，接近其计量表极限。打印头的打印头详情页面中可提供成型
小时数 （请参见第 63 页上的 “ 查看打印头详情 ”）。 

• 纠正状态 - 您仍然可以使用该打印头，但是零件质量可能受到影响。一旦打印头计量表达到极限，
将会提示用户更换打印头 （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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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新支撑打印头

• 支撑打印头已达到 1350 个成型小时数，接近其计量表极限。打印头的打印头详情页面中可提供成型
小时数 （请参见第 63 页上的 “ 查看打印头详情 ”）。 

• 纠正状态 - 您仍然可以使用该打印头，但是零件质量可能受到影响。一旦打印头计量表达到极限，
将会提示用户更换打印头 （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

更换模型打印头

• 模型打印头已达到 1500 个成型小时数 （计量表极限）。打印头的打印头详情页面中可提供成型小时
数 （请参见第 63 页上的 “ 查看打印头详情 ”）。 

• 纠正状态 - 您可以继续使用此打印头执行成型，但建议更换打印头再开始执行新成型（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

更换支撑打印头

• 支撑打印头已达到 1500 个成型小时数 （计量表极限）。打印头的打印头详情页面中可提供成型小时
数 （请参见第 63 页上的 “ 查看打印头详情 ”）。 

• 纠正状态 - 您可以继续使用此打印头执行成型，但建议更换打印头再开始执行新成型（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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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成型启动的错误

打印机繁忙

• 表示打印机正处于完成另一任务的过程中，在该任务完成之前，无法开始执行新成型。 

• 纠正状态 - 等待几分钟时间，然后尝试重启成型。 

关闭门

• 指示烘箱门已打开。 

• 纠正状态 - 关闭烘箱门。

关闭顶盖

• 指示顶盖已打开。

• 纠正状态 - 关闭顶盖。 

更换零件

• 表示上一次成型作业中已完成的零件仍然在打印机的烘箱室中。

• 纠正状态 - 打开烘箱门并移除已完成的零件。请参见第 125 页上的 “从打印机中移除零件 ”以了解相关
说明。 

选择作业

• 指示未选择作业进行成型。

• 纠正状态 - 从作业队列中选择要成型的作业。请参见第 119 页上的 “选择要执行成型的作业 ”以了解相
关说明。

插入模型材料打印头

• 表示模型打印头尚未安装在打印机中。

• 纠正状态 - 安装模型打印头。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 以了解相关说明。 

插入支撑材料打印头

• 表示支撑打印头尚未安装在打印机中。

• 纠正状态 - 安装支撑打印头。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 以了解相关说明。 

模型材料打印头未通信

• 表示模型打印头未启用 / 通信。此通知只有在顶盖关闭时才会显示。 

• 纠正状态 - 打开顶盖，从模型打印头上松开打印头线缆。等候几秒钟时间，然后将打印头线缆重新连
接到模型打印头，并关闭顶盖 （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了解详情）。如果错误仍然
存在，则可能是打印头或打印头线缆问题；请联系 Stratasys 客户支持或您所在地区的 Stratasys 部
门，获取更多帮助 （请参见第 195 页上的 “ 获取帮助 ” 以了解联系信息）。 

支撑材料打印头未通信

• 表示支撑打印头未启用 / 通信。此通知只有在顶盖关闭时才会显示。 

• 纠正状态 - 打开顶盖，从支撑打印头上松开打印头线缆。等候几秒钟时间，然后将打印头线缆重新连
接到支撑打印头，并关闭顶盖 （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了解详情）。如果错误仍然
存在，则可能是打印头或打印头线缆问题；请联系 Stratasys 客户支持或您所在地区的 Stratasys 部
门，获取更多帮助 （请参见第 195 页上的 “ 获取帮助 ” 以了解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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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材料打印头未初始化

• 表示打印头数据未就绪。此通知仅在打印机初始化新安装的打印头时显示，或在初始化进程失败时
显示。 

• 纠正状态 - 首次显示错误之后，等候至少 60 秒时间。如果错误仍然存在，则打开顶盖，从模型打印
头上松开打印头线缆。等候几秒钟时间，然后将打印头线缆重新连接到模型打印头，并关闭顶盖
（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了解详情）。如果错误仍然存在，则可能是打印头或打印头
线缆问题；请联系 Stratasys 客户支持或您所在地区的 Stratasys 部门，获取更多帮助 （请参见
第 195 页上的 “ 获取帮助 ” 以了解联系信息）。 

支撑材料打印头未初始化

• 表示打印头数据未就绪。此通知仅在打印机初始化新安装的打印头时显示，或在初始化进程失败时
显示。 

• 纠正状态 - 首次显示错误之后，等候至少 60 秒时间。如果错误仍然存在，则打开顶盖，从支撑打印
头上松开打印头线缆。等候几秒钟时间，然后将打印头线缆重新连接到支撑打印头，并关闭顶盖
（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了解详情）。如果错误仍然存在，则可能是打印头或打印头
线缆问题；请联系 Stratasys 客户支持或您所在地区的 Stratasys 部门，获取更多帮助 （请参见
第 195 页上的 “ 获取帮助 ” 以了解联系信息）。 

加载模型材料

• 表示模型材料尚未载入打印机中。

• 纠正状态 - 加载模型材料。请参见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材料 ” 以了解相关说明。 

加载支撑材料

• 表示支撑材料尚未载入打印机中。

• 纠正状态 - 加载支撑材料。请参见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材料 ” 以了解相关说明。 

更换无效的模型材料线轴

• 表示材料线轴无效。无效材料是未经许可或与相关打印头类型不相容的材料。 

• 纠正状态 - 移除无效的材料线轴并更换有效的线轴。请参见第 113 页上的“移除材料线轴”和第 109 页
上的 “ 材料线轴安装 ” 以了解说明。 

更换无效的支撑材料线轴

• 表示材料线轴无效。无效材料是未经许可或与相关打印头类型不相容的材料。 

• 纠正状态 - 移除无效的材料线轴并更换有效的线轴。请参见第 113 页上的“移除材料线轴”和第 109 页
上的 “ 材料线轴安装 ” 以了解说明。 

更换空的模型材料线轴

• 表示材料线轴已耗尽材料。

• 纠正状态 - 移除空材料线轴并更换新线轴。请参见第 113 页上的“移除空材料线轴”和第 109 页上的“材
料线轴安装 ” 以了解说明。 

更换空的支撑材料线轴

• 表示材料线轴已耗尽材料。

• 纠正状态 - 移除空材料线轴并更换新线轴。请参见第 113 页上的“移除空材料线轴”和第 109 页上的“材
料线轴安装 ” 以了解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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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检测到模型材料丝末端

• 表示材料驱动器中的材料丝存在开关未检测到材料线轴中的材料丝。

• 纠正状态 - 缓慢翻转材料线轴，并将材料丝馈送至驱动器机构内。材料丝需要前进大约 50.8 毫米
（2 英寸）以到达材料丝存在开关。请参见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材料 ” 以了解相关说明。 

已检测到支撑材料丝末端

• 表示材料驱动器中的材料丝存在开关未检测到材料线轴中的材料丝。

• 纠正状态 - 缓慢翻转材料线轴，并将材料丝馈送至驱动器机构内。材料丝需要前进大约 50.8 毫米
（2 英寸）以到达材料丝存在开关。请参见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材料 ” 以了解相关说明。 

冷却器模块未安装

• 表示相关 PLA 材料打印头未安装焊道冷却器。 

• 纠正状态 - 安装焊道冷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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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 / 卸载错误 

已超时

• 表示在加载启动后的 5 分钟内未在打印头中检测到材料丝。 

• 纠正状态 - 移除材料线轴，确保其已妥善就绪，可以进行安装和加载。请参见第 113 页上的 “ 移除材
料线轴 ” 和第 109 页上的 “ 材料线轴安装 ” 以了解详细信息。重新加载材料线轴（请参见第 108 页上
的 “ 加载材料 ”）。 

加载失败

• 指示材料丝当前在打印头中，但是加载失败。 

• 纠正状态 - 卸载模型和支撑材料（请参见第 112 页上的 “ 卸载材料 ”），然后重新加载这些材料（请参
见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材料 ”）。完成加载之后，使用喷嘴维护页面内的清理按钮手动清理每个喷嘴，
以此验证将材料从每个喷嘴清理出去（请参见第 64 页上的 “ 打印头维护 ”）。

资源不可用 

• 表示打印机正处于完成另一任务的过程中，在该任务完成之前，无法开始执行新成型。 

• 纠正状态 - 等待几分钟时间，然后尝试加载 / 卸载材料。 

任务已在运行

• 表示打印机正处于加载 / 卸载另一材料舱的过程中。一次只可以加载或卸载一个材料舱。

• 纠正状态 - 等候直到进行中的加载 / 卸载完成，然后再尝试将材料加载到另一材料舱，或从该另一材料
舱卸载材料。

插入材料丝

• 表示材料驱动器控制器中的传感器未检测到材料丝。这可能表示材料线轴已空，或材料丝在加载过程
中断裂。 

• 纠正状态 - 移除材料线轴并清除材料丝管中的所有材料丝（请参见第 113 页上的 “ 移除材料线轴 ”）。
重新加载材料线轴 （请参见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材料 ”）。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 Stratasys 客
户支持或您所在地区的 Stratasys 部门 （请参见第 195 页上的 “ 获取帮助 ” 以了解联系信息）。 

插入线轴

• 表示材料线轴未安装到材料舱中，为此，可尝试加载材料。 

• 纠正状态 - 安装材料线轴。请参见第 109 页上的 “ 材料线轴安装 ” 以了解相关说明。 

材料无效

• 表示所安装的材料未经许可，不可用于打印机。

• 纠正状态 - 如需调整打印机的材料许可，请联系 Stratasys 客户支持或您所在地区的 Stratasys 部门
（请参见第 195 页上的 “ 获取帮助 ” 获取联系信息）。 

无法将模型材料加载到支撑材料打印头中

• 表示您将模型线轴安装到了材料舱内的错误位置。 

• 纠正状态 - 从材料舱内的当前位置移除模型线轴，并将其插入模型材料舱。在具有两个操作材料舱的
打印机中，模型材料舱是左侧材料舱。在具有四个操作材料舱的打印机中，模型材料舱是 左侧的两
个材料舱。请参见第 29 页上的图 3-11 以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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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将支撑材料加载到模型材料打印头中

• 表示您将支撑线轴安装到了材料舱内的错误位置。 

• 纠正状态 - 从材料舱内的当前位置移除支撑线轴，并将其插入支撑材料舱。在具有两个操作材料舱的
打印机中，支撑材料舱是右侧材料舱。在具有四个操作材料舱的打印机中，支撑材料舱是 右侧的两
个材料舱。请参见第 29 页上的图 3-11 以了解详情。 

无法在成型期间更改材料类型

• 表示打印机正处于成型过程中，而您正在成型期间尝试更改模型或支撑材料。 

• 纠正状态 - 打印机处于零件成型过程中时，不能更改材料类型。请等候直到成型完成，然后再更改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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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暂停警告

提出请求的用户

• 表示操作员发起了中止，或在作业文件内插入了暂停。

• 纠正状态 - 可按下成型页面内的开始按钮来继续成型（请参见第  49 页上的表  4-3，了解按钮详情）。

更改材料失败

• 表示在自动更换期间加载或卸载过程失败。 

• 纠正状态 - 移除材料线轴（请参见第 113 页上的 “ 移除材料线轴 ”）并检查材料是否可以在线轴上自由
移动，方法是拉出几英寸的材料。 

• 如果材料可以自由移动，则重新安装并重新加载材料线轴 （请参见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材料 ”，
了解相关说明）。如果再次发生材料加载错误，请联系 Stratasys 客户支持或您所在地区的 
Stratasys 部门 （请参见第 1 页上的 “ 服务 ”，获取联系信息）。 

• 如果材料无法自由移动，请联系 Stratasys 客户支持或您所在地区的 Stratasys 部门 （请参见

第 195 页上的 “ 获取帮助 ”，获取联系信息）。

模型材料耗尽

• 打印机已耗尽模型材料。如果安装了 2 个模型材料线轴，此警告就表示两个线轴都已空。

• 纠正状态 - 移除空的材料选择，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换。请参见第 113 页上的 “ 移除空材料线轴 ” 和
第 109 页上的 “ 材料线轴安装 ” 以了解说明。 

支撑材料耗尽

• 打印机已耗尽支撑材料。如果安装了 2 个支撑材料线轴，此警告就表示两个线轴都已空。

• 纠正状态 - 移除空的材料选择，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换。请参见第 113 页上的 “ 移除空材料线轴 ” 和
第 109 页上的 “ 材料线轴安装 ” 以了解说明。 

活动模型材料线轴已移除

• 表示打印机与材料线轴的内存芯片或被意外提起的材料驱动器控制器失去接触。

• 纠正状态 - 确保材料线轴在材料驱动器内正确放置。若是如此，则移除线轴，然后重新安装线轴
（请参见第 113 页上的 “ 移除材料线轴 ” 和第 109 页上的 “ 材料线轴安装 ”）。如果此方法未能纠正错
误，则移除线轴，并安装新线轴。

活动支撑材料线轴已移除

• 表示打印机与模型材料线轴的内存芯片或被意外提起的材料驱动器控制器失去接触。

• 纠正状态 - 确保材料线轴在材料驱动器内正确放置。若是如此，则移除线轴，然后重新安装线轴
（请参见第 113 页上的 “ 移除材料线轴 ” 和第 109 页上的 “ 材料线轴安装 ”）。如果此方法未能纠正错
误，则移除线轴，并安装新线轴。 

注意： 任何并非由操作员发起的暂停将显示警告，该警告须在用户界面上得到确
认，然后打印机才能继续执行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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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材料打印头已移除

• 表示打印机与模型打印头失去接触。

• 纠正状态 - 确保打印头在台架内正确放置。若是如此，则移除打印头，然后重新安装打印头 （请参见
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如果此方法未能纠正错误，则移除打印头，并安装新打印头。

支撑材料打印头已移除

• 表示打印机与支撑打印头失去接触。

• 纠正状态 - 确保打印头在台架内正确放置。若是如此，则移除打印头，然后重新安装打印头 （请参见
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如果此方法未能纠正错误，则移除打印头，并安装新打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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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中止错误

由用户中止

• 表示由操作员发起了中止。

• 纠正状态 - 从打印机移除中止的成型操作，请参见第 125 页上的“从打印机中移除零件”以了解相关说
明。 

查找 Z 轴平台零位失败

• 表示 Z 轴平台未能找到其原位。

• 纠正状态 - 确认 Z 平台上的校准目标未受阻碍，请参见第 157 页上的“清洁 Z 平台”以了解相关说明。 

处理零件失败

• 尝试将 CMB 文件转译为打印机的命令时发生错误。 

• 纠正状态 - 原因通常是 CMB 文件已损坏或过时。请确保打印机的软件版本是 新的 （请参见
第 151 页上的 “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并且您正在使用正确的 GrabCAD Print 软件版本。
使用 GrabCAD Print 重新处理、重新定向作业文件并将其重新发送到打印机 （请参见第 37 页上
的 “GrabCAD Print 软件 ”），然后重新启动成型（请参见第 118 页上的 “ 基本作业成型任务 ” 以了
解相关说明）。

加载路径失败

• 打印机在成型期间意外丢失作业信息。 

• 纠正状态 - 使用 GrabCAD Print 重新处理、重新定向作业文件并将其重新发送到打印机 （请参见
第 37 页上的 “GrabCAD Print 软件 ”）。如果在使用重新处理的文件再次成型时遇到相同的错误，可
尝试执行不同的文件成型以查看错误是否再次发生。如果再次发生错误，请联系 Stratasys 客户支持
或您所在地区的 Stratasys 部门 （请参见第 195 页上的 “ 获取帮助 ”，获取联系信息）。

校准喷嘴偏差失败

• 表示打印机未能校准喷嘴偏差。

• 纠正状态 - 执行自动喷嘴校准（第 137 页上的 “ 自动喷嘴校准 ”）。如果校准失败，请执行手动喷嘴校
准 （第 139 页上的 “ 手动喷嘴校准 ”）。如果校准再次失败，请联系 Stratasys 客户支持或您所在地
区的 Stratasys 部门 （请参见第 195 页上的 “ 获取帮助 ”，获取联系信息）。

活动线轴已移除

• 表示活动的材料线轴已移除。只有当打印机正在准备进行成型时才会显示此通知。 

• 纠正状态 - 安装材料线轴，并加载模型材料。请参见第 109 页上的 “材料线轴安装 ”和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材料 ” 以了解说明。 

模型材料打印头已移除

• 表示打印机与模型材料线轴的内存芯片或被意外提起的材料驱动器控制器失去接触。

• 纠正状态 - 确保材料线轴在材料驱动器内正确放置。若是如此，则移除线轴，然后重新安装线轴
（请参见第 113 页上的 “ 移除材料线轴 ” 和第 109 页上的 “ 材料线轴安装 ”）。如果此方法未能纠正错
误，则移除线轴，并安装新线轴。

注意： 所有中止相关错误均必须在用户界面上得到确认，然后打印机才能进入中
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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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材料打印头已移除

• 表示打印机与支撑材料线轴的内存芯片或被意外提起的材料驱动器控制器失去接触。

• 纠正状态 - 确保材料线轴在材料驱动器内正确放置。若是如此，则移除线轴，然后重新安装线轴
（请参见第 113 页上的 “ 移除材料线轴 ” 和第 109 页上的 “ 材料线轴安装 ”）。如果此方法未能纠正错
误，则移除线轴，并安装新线轴。

未找到文件

• 表示打印机无法定位被选择进行成型的作业文件。此错误仅属于通过 USB 闪存驱动器加载的作业
文件。

• 纠正状态 - 确保包含所选作业文件的 USB 闪存驱动器安全插入了界面面板内的 USB 端口之一（请参
见第 22 页上的图 3-3，了解端口位置）。一旦闪存驱动器安全插入了打印机的 USB 端口之一，请选
择希望成型的文件，将其加载到作业队列（请参见第 51 页上的 “USB 方法 ”）。

未知错误

• 发生意外的错误，其中打印机不能将错误的成因对应到某个已知的中止原因。 

• 纠正状态 - 尝试重新启动成型，请参见第 118 页上的 “ 基本作业成型任务 ” 以了解相关说明。如果错误
仍然存在，请联系 Stratasys 客户支持或您所在地区的 Stratasys 部门 （请参见第 195 页上的 “ 获取
帮助 ” 以了解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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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头警告
未初始化

• 表示打印头数据未就绪。此通知仅在打印机初始化新安装的打印头时显示，或在初始化进程失败时
显示。 

• 纠正状态 - 首次显示错误之后，等候至少 60 秒时间。如果错误仍然存在，则打开顶盖，松开连接到
对应打印头的打印头线缆。等候几秒钟时间，然后将打印头线缆重新连接到打印头，并关闭顶盖
（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了解详情）。如果错误仍然存在，则可能是打印头或打印头
线缆问题；请联系 Stratasys 客户支持或您所在地区的 Stratasys 部门，获取更多帮助 （请参见
第 195 页上的 “ 获取帮助 ” 以了解联系信息）。 

订购新模型打印头

• 表示模型打印头已达到 1350 个成型小时数，接近其计量表极限。此警告的显示旨在提醒用户订购更
换用打印头，以更换接近计量表极限的打印头。打印头的打印头详情页面中可提供成型小时数 （请
参见第 63 页上的 “ 查看打印头详情 ”）。 

• 纠正状态 - 您仍然可以使用该打印头，但是零件质量可能受到影响。一旦打印头计量表达到极限，
将会提示用户更换打印头 （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

订购新支撑打印头

• 表示支撑打印头已达到 1350 个成型小时数，接近其计量表极限。此警告的显示旨在提醒用户订购更
换用打印头，以更换接近计量表极限的打印头。打印头的打印头详情页面中可提供成型小时数 （请
参见第 63 页上的 “ 查看打印头详情 ”）。 

• 纠正状态 - 您仍然可以使用该打印头，但是零件质量可能受到影响。一旦打印头计量表达到极限，
将会提示用户更换打印头 （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

打印头错误

更换模型打印头

• 表示模型打印头已达到 1500 个成型小时的计量表极限。此错误消息的显示旨在提醒用户应更换打印
头，然后再开始执行另一成型。打印头的打印头详情页面中可提供成型小时数 （请参见第 63 页上的
“ 查看打印头详情 ”）。 

• 纠正状态 - 您可以继续使用此打印头执行成型，但建议更换打印头再开始执行新成型（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

更换支撑打印头

• 表示支撑打印头已达到 1500 个成型小时的计量表极限。此错误消息的显示旨在提醒用户应更换打印
头，然后再开始执行另一成型。打印头的打印头详情页面中可提供成型小时数 （请参见第 63 页上的
“ 查看打印头详情 ”）。 

• 纠正状态 - 您可以继续使用此打印头执行成型，但建议更换打印头再开始执行新成型（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

注意： 下列警告和错误在打印头详情页面的通知区域内显示。请参见第 63 页上的

“ 查看打印头详情 ” 以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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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补救措施

下表所列为操作打印机时可能遇到的各种故障排除情况以及解决这些情况的方法。 

状况 可能原因 补救措施

材料线轴不能加载 清空材料线轴 （容量为零）。 移除并更换空材料线轴（请参见第 113 页上的 “ 移除材料

线轴 ” 和第 109 页上的 “ 材料线轴安装 ”）。

安装的材料线轴类型不正确。 F123 系列利用了不同于其他 Stratasys 打印机的材料线轴内

存芯片。因此，只有 F123 系列材料线轴可用于在此打印机

上进行零件成型。 

确保已安装 F123 系列的材料线轴。

材料线轴内存芯片电路故障。 请在材料页面内查看线轴相关的材料状态图标。如果图标为
红色，则可能存在与材料线轴内存芯片有关的问题。卸载线
轴，然后重新加载。如果错误仍然存在，则使用新线轴更换
现有线轴。请参见第 112 页上的 “ 卸载材料 ”、第 113 页上

的 “ 移除材料线轴 ” 和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材料 ”。

材料丝未到达打印头
（加载超时）。

移除材料线轴并使用新线轴进行更换（请参见第 113 页上

的 “ 移除材料线轴 ” 和第 108 页上的 “ 加载材料 ”）。 

如果错误仍然存在，请联系客户支持或您所在地区的 
Stratasys 部门 （请参见第 195 页上的 “ 获取帮助 ”，获取

联系信息）。 

挤压力不足
（打印头无法挤
出材料）

喷嘴堵塞。 验证材料是否清理，方法是使用模型和 / 或支撑清理按钮启

动清理操作。请参见第 64 页上的 “ 打印头维护 ”。
将当前打印头更换为新打印头，并重新校准。请参见第 116 
页上的 “ 打印头的更换 ”。

打印机未校准。 执行喷嘴偏差校准。请参见第 136 页上的 “ 喷嘴校准 ”。

支撑材料难以从零件中
移除

支撑材料嵌在零件的垂直表面
中。

调整喷嘴偏差校准。请参见第 139 页上的 “ 手动喷嘴校准 ”。 

向下表面的模型材料表
面光滑度不佳

支撑材料极易移除

喷嘴间校准未正确设置。 重复喷嘴偏差校准请参见第 139 页上的 “ 手动喷嘴校准 ”。

材料渗出 材料线轴潮湿。 请联系客户支持或您所在地区的 Stratasys 部门（请参见第 
195 页上的 “ 获取帮助 ”，获取联系信息）。 

烘箱无法保持温度 加热器故障。 请联系客户支持或您所在地区的 Stratasys 部门（请参见第 
195 页上的 “ 获取帮助 ”，获取联系信息）。 

烘箱门打开。 关闭烘箱门；门打开时，加热器会关闭。

烘箱门未密封。 检查烘箱门的密封状态，同时确认烘箱门是否牢固粘到烘箱
门框且没有呈现切口 / 裂缝。

如果观察到过多磨损，请联系客户支持或您所在地区的 
Stratasys 部门 （请参见第 195 页上的 “ 获取帮助 ”，获取

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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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补充信息

符合标准声明

请访问以下 Stratasys 网站获得符合标准声明信息：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ustomer-
resource-center/documentation。

法规和环境信息

EMC A 类警告 

FCC 声明 （美国）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在 47 cfr1 5.105 中）规定，必须将以下注意事项告知本产品的使用者。

本设备遵循 FCC 规则第 15 部分。设备操作须遵循以下两个条件：(1) 本设备不可造成有害干扰，(2) 本设备必须

承受接受到的一切干扰，包括可能会造成意外操作情况的干扰。

警告： 这是 A 类产品。在国内环境中操作本设备很可能产生无线电干扰，在这种

情况下，用户需要负责采取相应措施。

注意事项： 依据 FCC 规则第 15.21 部分，对本设备作出任何非 Stratasys, ltd. 明
确批准的更改或修改都有可能造成有害干扰，并导致操作此设备的 FCC 认证失

效。

注意： 本设备经过测试，符合 FCC 规则第 15 部分 A 类数字设备的限制。设计这

些限制的目的是用于商业环境中时，可针对有害干扰提供合理的保护。本设备生
成、使用并可辐射射频能量，如果不按照说明进行安装和使用，可能会对无线电
通信产生有害干扰。在居民区操作本设备很可能产生有害干扰，在这种情况下，
用户需要承担清除干扰的成本。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ontact-customer-support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ustomer-resource-center/documentation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ustomer-resource-center/documentation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ustomer-resource-center/documentation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ustomer-resource-center/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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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电磁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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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加拿大）

本数字设备不得超出加拿大通讯部门在无线电干扰规定中设定的数字设备噪声发射的 A 类限制。

MSDS （材料安全数据表）

您可以获取有关打印机所用材料的当前的材料安全数据表：http://www.stratasys.com/materials/material-safety-
data-sheets。 

丢弃欧盟国家私人家庭用户所用的废弃设备 

产品或包装上标有这一符号表示该产品不得与其他家庭垃圾一同丢弃。并且，需要由您负责处理
废弃设备，将其交给专门回收废弃电子或电气设备的收集点。丢弃处理时，分开收集和回收废弃
设备有助于留存自然资源，确保回收方式是有益于人类健康和环境的。有关废旧设备丢弃回收点
的详细信息，请联系当地城市的办公室、家庭废物处理服务或您购买本产品的商店。

http://www.stratasys.com/materials/material-safety-data-sheets
http://www.stratasys.com/materials/material-safety-data-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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