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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指南
本用户指南提供包括 Objet 三维打印系统的安装、操作和维护的使用说明。
指南解释了如何使用某些功能，并提供实例指导您使用该系统。

本文档旨在用于运行软件版本 33.2.0 并且使用 Objet Studio 软件版本 9.2 的 
Objet24 三维打印机。

指南假设：

• 您 Objet 系统的所有硬件、软件和网络组件已正确安装、配置和运行。

• 操作员有足够的知识操作 Windows ® PC 平台。

如需更多信息
请访问 http://www.stratasys.com/ 以获得更多关于 Objet 打印机的技术、产
品、耗材的细节及服务和支持的联系方式。

要获得与 Objet24 三维打印系统相关的其他文档，及该文档其他语言的版
本，请联系您所在地区的 Stratasys 客服部门。

如果您对文档提供的信息有任何疑问，或者如果您对今后版本有任何意见或
建议，请发送信息至 c-support@stratasys.com。

http://www.2obj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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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使用的术语

成型托盘 用于 Objet Studio：屏幕显示的平面，表示打印机实际的成型托
盘。

用于打印机：生产模型的平面。

清洁液 冲洗材料供给管和打印模块的清洁剂，用于在打印机加载另一
种材料和长时间关机前完全清除系统中的模型材料和支撑材
料。清洁液以标准材料盒的形式提供。

客户端/用户工作站 安装了 Objet 软件的工作站，用于准备在 Objet 打印机上生产
时所用的成型托盘（本地网络不限制客户端工作站的数量）。

主机/服务器工作站 与 Objet 打印机直接连接且通常位于打印机旁边的工作站。

Job Manager™ 在生产作业发送至 Objet 打印机之前对其进行管理的 Objet 
Studio 软件部分。 

模型材料 用于建造模型的材料。

Objet Studio™ 用户在生产模型时用于准备作业的软件。

OBJTF（Objet 托盘格式） 含有在 Objet 三维打印机进行模型打印作业所需全部信息的文
件的扩展名。objtf 文件用于将打印作业发送到 Objet 三维打印
机中。

OBJZF（Objet Z 格式） 含有在 Objet Studio 成型托盘中使用的所有文件的压缩“打包”
文件的扩展名。使用 objzf 文件，一项打印作业可以保存为单一
文件，便于保存和传输。

Objet™ 打印机 本指南中提及的 Objet 三维打印机。

打印机计算机 Objet 打印机内部操作打印机的计算机。（有时被称作“内置”
计算机。）

打印机界面 控制 Objet 打印机的 GUI（图形用户界面）。

打印机软件 运行于 Objet 打印机内部计算机的软件，控制着所有打印机
操作。

光敏树脂 制作用于在Objet打印机中使用的光敏聚合物打印材料的基本
物质。在 Objet Studio 和打印机应用程序屏幕中，光敏树脂指
装有模型材料和支撑材料的材料盒。

SLC Objet 软件使用的文件类型。（这些文件是单个对象切片的位
图。更多信息，请参看第3-4页）。

STL Objet 软件使用的文件类型（更多信息，请参看第3-4页）。

支撑材料 生产期间用于支撑模型结构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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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功能
Objet 三维打印机的设计符合 CE 和 FCC 标准。打印机配备有以下安全
功能：

图 2-1： Objet24 打印机的前视图和后视图

盖锁开关 当机盖打开时，为紫外线灯和运动电机供电的电
源即被切断。

警告：请勿强行打开（绕过）盖锁开关。这样做可
导致严重的人身伤害。如果盖锁开关工作不正
常，则不要使用打印机，并联系您的服务提供
商。

安全锁 机盖是锁上的（打印机工作期间）。当打印机恢
复到暂停或停止模式时，锁松开。

警告：请勿强行打开（绕过）安全锁。这样做可导
致严重的人身伤害。
如果安全锁工作不正常，则不要使用打印机，并
联系您的服务提供商。

过滤紫外线 机盖透明部分阻挡了有害的紫外线辐射，使操作
员能够查看正在制作的模型。

断路器 在发生电子过流时，打印机的电源会被关闭。 
注意：只有服务人员才能接触断路器。

接地底架 打印机的底架接地以防电击。

注意：为提供电击保护，电源插座必须根据当
地的电气规定进行适当的接地。

紫外线网

盖锁开关

断路器

如果没有按照本指南说明的方式使用 Objet 三维打印机，安全功能可能不足
以提供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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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和警告标签
以下表格列举了位于 Objet 打印机上或里面的警告标签。

警告符号 意思 位置 注释

危险（通用） 在打印机背后的标
牌上。

请在操作打印机之前
阅读本文档中的
说明。

表面高温 在打印头模块上。 灼伤危险。请勿在打
印之后触摸此表面。

高压 紫外线灯接头附近。

电源外壳附近。

触电危险。

紫外线辐射 紫外线灯附近。 紫外线辐射致使伤害
的危险。

运动部件 位于打印组件顶部。 运动部件可能导致
伤害。



安全

2–4  DOC-34014-CH 修订版 C

安全指南
以下一般准则及本用户指南提供的说明可确保用户在操作和维护系统时的
安全。如果没有按说明操作该系统，可能会危及用户安全。

打印机安装  应由合格的服务人员完成打印机的安装和拆除。 
 使用经过安全认证的电源线将打印机（和 不间断电源 设备）连接到插座

上。

 插座应在打印机附近，方便使用。

 请勿将电源插头连接到没有地线的插座上，请勿断开地线连接。这样做可
使操作员遭遇严重的触电危险。

 芬兰语：Laite on liitettävä suojakoskettimilla varustettuun 
pistorasiaan.

 挪威语：Apparatet må tilkoples jordet stikkontakt.
 瑞典语：Apparaten skall anslutas till jordat uttag.

 在通风口与墙或其他物体间保留至少 20 厘米的间隔。

打印机操作  打印机应由经 Stratasys 客户支持代表训练过的人员操作。

 所有操作或维护打印机的人员须知道急救和应急设备的位置并了解如何
使用这些设备。请勿阻塞获取这些设备的途径。

 在关闭打印机机盖时，手指和其他身体部位不与其接触。

 在打印机运行时，请勿尝试打开打印机的机盖。

 请勿绕过盖锁安全开关。

 如果盖锁安全开关失效，则不要使用打印机。 
 即使在停止运行后，打印机的某些部件仍会保持极高温度。不要触摸紫外

线灯和打印模块。

紫外线辐射 打印机中使用的紫外线灯会排出危险辐射线。 
 若打印机机盖打开后，紫外线灯仍发光的话，请不要直视紫外线灯光。关

闭打印机并致电您的 Stratasys 服务提供商。

打印机维护  维护操作应由受过相关安全保障措施训练合格的人员执行。

 在开始非例行或危险的工作前，告知同事和那些能进入 Objet 系统的人。

向安全人员或其他合适的机构报告潜在的危险和安全相关的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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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和支撑
材料

模型和支撑材料由化学物质制成。尽管在直接处理这些材料时必须采取预防
措施，Objet 系统使用的所有模型和支撑材料应当在密封的材料盒内处理。
通常情况下，打印机的操作员不会直接接触危险的物质。在不太可能发生的
泄漏或溢出事件中，请按照说明进行操作，打印材料盒附有这些说明。

 将模型材料和支撑材料储藏在室内干燥、通风良好、温度介于 16 - 27 °C
（60 - 81 °F）的区域。请勿置于火焰、高温、火星或阳光的直接照射下。

 将模型材料和支撑材料与存储、准备和食用食物和饮料的地点分隔开。

 未凝固的打印材料是一种危险物质，直接处理时需要采取一定的预防措
施。为防止皮肤刺激，请戴上氯丁橡胶手套或丁腈橡胶手套。如果模型材
料和支撑材料可能溅入眼镜，请戴上防护眼镜。与打印材料长时间接触可
导致过敏反应。

 在处理表面还未完全固化的紫外线固化模型时，戴上普通的乳胶手套已
足够。 

 使用模型材料和支撑材料的地方应尽量通风，以防呼吸道刺激。通风系统
应每小时至少完全更换空气 4 次。

 使用一次性毛巾或其他有吸收力的、不可重复使用的材料如木屑或活性
炭，清理溢出的模型材料和支撑材料。用变性醇或异丙醇 (IPA) 清洗溢出
区域，然后用肥皂和水冲洗。依据地方法规处理使用过的材料。

 请勿在家中清洗受污染的衣服；应以专业方式洗涤。

 根据任何适用的规定，处理受污染的鞋子、皮带及其它皮质物品。当用户
再次穿着这些物品时，可能会重新接触到受污染的打印材料。

紫外线灯 打印机内用于对打印材料进行固化的紫外线灯中含有少量的汞。偶有紫外线
灯破损的情况发生，此时应避免吸入汞蒸气，并对房间进行通风处理。若紫
外线灯在运行期间发生破裂（损坏），则应离开房间并进行充分的通风（持
续约 30 分钟）。 
应佩戴防护手套以避免接触汞和其他的灯组件。使用可以避免产生汞蒸气的
方法（例如注射器、胶带或纸）小心地收集流出的汞。 
将破损的灯、汞以及遭到污染的材料放在气密性的非金属容器内。根据适用
的法规对该容器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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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打印材料时的急救
总的来说，应尽可能避免直接接触未固化的打印材料。如果皮肤或眼睛接触
到打印材料，立刻用水彻底清洗接触区域，并遵循以下急救说明进行操作。

皮肤接触 如果皮肤接触到未固化的打印材料，应立刻用肥皂和冷水彻底清洗接触区
域，然后脱掉受污染的衣服。清洗头发、耳朵、鼻子或其他不容易清理的身
体部位时，要特别留意。 
 用冷水防止皮肤孔隙张开，这样液体材料才不会轻易渗入皮肤。 
 请勿使用溶剂清理皮肤。 
 如果大面积皮肤接触了打印材料或由于长时间接触导致起水泡，请寻求

医疗救护。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皮肤刺激的情况仍持续，应寻求医疗
救护。

 避免打印材料由手沾染到身体的其他部分，尤其是到眼睛部位。 
 如果使用了防护膏，请在皮肤完全清洗后才再次使用。

眼睛接触 如果未固化的打印材料接触到眼睛，立刻用大量水清洗 15 分钟并寻求医疗
救护。 
 避免阳光、荧光和其他紫外光源。

在处理液体打印材料时，不建议佩戴隐形眼镜。如果戴隐形眼镜时液体材料
溅入眼睛，立刻摘下眼镜并用水冲洗眼睛。 
 清洗沾污的眼镜并消毒。

 在眼刺激消退之前不要佩戴隐形眼镜。

摄入 如果吞下了打印材料，请参考材料盒内附的说明。立刻寻求医疗救护。

吸入 打印材料产生的蒸汽会刺激呼吸系统。如果产生呼吸刺激，应立刻将患者置
于新鲜空气处。

 如果患者停止呼吸，应对其做人工呼吸或心肺复苏。 
 立刻寻求医疗救护。

 让患者保持温暖但不要过热。 
 请勿通过口腔向失去知觉的病人喂食任何东西。

 应由授权人员执行输氧。

打印材料随附的材料安全数据表 (MSDS) 包含重要的安全信息。将其放于材
料使用和储存位置附近，确保随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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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处理 
完全固化的打印模型可以当作普通办公废物进行处理。但是，在处理打印机
废物（未固化的打印材料）时需要特别小心。

打印材料  当从 Objet 打印机卸下废物容器时，应戴上氯丁橡胶手套或丁腈橡胶
手套。

 为防止液体废物溅入眼睛，请佩戴安全眼镜。

 Objet 打印机产生的液体废物被定为危险工业废物。因此，打印材料废物
必须打包进行处理，以免他人接触以及污染水源。

 空的模型材料和支撑材料的材料盒含有材料的残留物。材料盒封口的破
裂处会泄漏某些残留物。因此，应小心处理和存储空的材料盒。 

 请勿尝试重复使用材料盒，也不要将其刺穿。

 根据当地规定处理使用过的材料盒和废物容器。

 根据任何适用的法律法规处理受污染的衣服、鞋子、空容器等。

紫外线灯 打印机内用于对打印材料进行固化的紫外线灯中含有少量的汞，属于“有害
废物”。应根据适用的法规对使用过的灯进行回收或废弃。

损坏的灯：
对相应区域进行通风后，应佩戴防护手套并使用可以避免产生汞蒸气的方法
（例如注射器、胶带或纸）小心地收集流出的汞。将破损的灯、汞以及遭到污
染的材料放在气密性的非金属容器内。根据适用的法规对该容器进行处置。



安全

2–8  DOC-34014-CH 修订版 C



DOC-34014-CH 修订版 C 3–1

Objet24 三维打印系统介绍

工作配置................................................................................................ 3
源文件.................................................................................................... 4

STL 文件.................................................................................................. 4
SLC 文件 ................................................................................................. 4

打印材料................................................................................................ 5
储藏.......................................................................................................... 5
保质期...................................................................................................... 5
暴露于光线中.......................................................................................... 5
安全考虑.................................................................................................. 5
处置.......................................................................................................... 5

工作环境................................................................................................ 6
工作站需求............................................................................................ 7
准备 Objet 三维打印系统使用的文件 ................................................ 8

将 CAD 文件转换成 STL 格式.............................................................. 8
将 CAD 文件转换成 SLC 格式 ............................................................. 8

Objet Studio 软件................................................................................. 9



Objet24 三维打印系统介绍

3–2  DOC-34014-CH 修订版 C

图 3-1： Objet24 三维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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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配置
Objet 三维打印系统可以设置为单站式系统或多站式系统。当连接到本地计
算机网络时，该系统可为多个用户提供服务。在该配置中，每个用户工作站
（客户端）用 Objet Studio 软件制定文件用于产品生产。服务器（主机，通常
靠近三维打印机）起作业管理者的作用，向打印机发送生产作业进行生产。 
图3-2 显示了设置为多客户端配置的 Objet24 打印机。

图 3-2： 多客户端网络配置

安装 Objet Studio 时，您可选择是否将其安装为客户端工作站或主站（服务
器或独立工作站）。

Objet Studio 根据优先级、模型材料类型及其他因素安排接收到的作业。在
多站式配置中，服务器的操作员（通常是生产管理员）对发送到三维打印机
的作业有绝对控制权，能够排列作业优先次序、删除作业、查看作业历史、
重新打印作业等。

打印机服务器

客户端工作站

打印机工作站

Objet 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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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文件 
Objet 三维打印系统可打印大多数三维 CAD 工具和其他作业专用的三维应
用程序设计的三维模型。Objet系统接受：

• STL 文件

• SLC 文件

Objet系统能够同时生产不同类型的模型文件。

STL 文件 STL 是标准三角语言的简称。该语言把所有对象视为平面的集合，并把对象
的每一个平面描述为三角形的集合。 
例如，正方形能描述为两个三角形；立方体（六个正方形）能描述为 12 个三
角形。曲面则需要更多的三角形来描述。容差（光滑曲面）越高，就需要越多
的三角形。其结果是高质量的对象描述文件体积庞大。 
大多数 CAD 软件能导出 STL 文件。该Objet系统运用这些文件建立模型（快
速建立原型）以及直接制作大量生产项目的模具。

STL 文件可以是 ASCII（文本）文件或二进制文件。ASCII 文件的内容以 
“solid” 开头并以 “end-solid” 结尾（均为小写）。在这些关键词之间是描述
实体模型表面的三角形列表。每个三角形定义以实体模型表面为起点的单一
法向量，后面是其 X-Y-Z 坐标。这些向量是用笛卡尔坐标系表示，数值是浮
点值。所有三角形的坐标都应为正，并且应落在模型体积范围之内。 

SLC 文件 SLC 是立体光刻轮廓的简称。SLC 文件描述三维模型的二维轮廓。这些轮廓
线是多义线。 
SLC 文件是将模型储存为一系列切片的 ASCII（文本）文件。这就是说不能
校正基于 SLC 文件模型的方向，只能控制其尺度（大小）及在成型托盘的位
置。为此，必须确保模型的方向适于打印才能将模型保存为 SLC 文件。由于 
SLC 文件的性质，在 Objet Studio 里的模型外观可能与用 STL 文件显示的实
体对象图像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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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材料
Objet 打印机生产模型的方式是在成型托盘上喷射薄薄的打印材料层，直至
形成完整模型。此过程中使用了两种类型的材料：

• 模型材料—组成成品模型

• 支撑材料—在打印过程中填充间隙和空间，在打印之后移除

储藏 Objet 打印机打印模型的材料由光敏树脂制成，其中包括活性单体和低聚
物。虽然打印材料放在防紫外线的密封材料盒中，但是在储藏和处理这些材
料时必须小心谨慎。请按照以下这些准则保护操作员和环境，并确保获得
佳效果。 
• 要确保产品的稳定性，请勿让这些材料接触金属。由可溶于单体的物质制

成的塑料（如聚苯乙烯或聚氯乙烯）不适于储藏 PolyJet 打印材料。

• 当不再使用时，请妥善密封材料盒以防止污染、暴露于紫外线的影响和意
外泄漏。 

• 将材料盒储藏在干燥、通风良好、温度介于 16–27 °C（60-81华氏度）的室
内。如果置于高温或火焰，材料盒可能会爆裂或点燃。

• 材料盒提前聚合的现象包括膨胀、泄漏、发热及异味。置于高温可导致光
敏树脂在材料盒中凝胶。

• 请确保依据地方法规和其他相关要求存储材料盒。

保质期 用于生产模型的材料有一定的保质期。当材料适当储藏在完好的、未开启的
材料盒时，标签上的有效期是可靠的。请始终周转存货，这样 早日期的材
料盒就能首先使用。

暴露于光线中 如果打印材料没有储藏在密封材料盒中，请确保保护其免受阳光及其他紫外
线光源（如荧光灯和水银灯）的照射。暴露于紫外线中可导致粘性增大，并
终凝固。

安全考虑 光敏树脂在固化前是危险的材料。要防止可能发生的健康危害，请遵循这些
关于打印材料的防范措施： 
• 请勿置于火焰、高温或火星下。

• 避免材料接触皮肤和眼睛。

• 保证处理材料的区域空气流通。 
• 与食物和饮料分隔开。

然而凝固的成型部分则是安全的。无需防范即可对其进行处理和储藏。

处置 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处理模型和支撑材料盒。如有需要，可拆卸材料盒以便
循环利用。 

如需有关 PolyJet 打印材料及其属性的 新信息，请转到 
http://www.stratasys.com/materials/polyjet。

可以在第2-4页上的“安全指南”和第2-6页上的“使用打印材料时的急救”中找
到有关光敏树脂的更多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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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环境
极热和极湿环境对 Objet 三维打印机的运转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如有需要，
使用通风装置或空调系统保持工作区域处于以下条件范围内：

• 18–25 °C（64–77 °F）
• 相对湿度 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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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需求 
下表列出了运行 Objet Studio 的工作站上的计算机组件的要求。

重要说明：  确保使用管理员权限设置服务器工作站。

要求

电脑类型 服务器工作站：标准的台式 PC1

处理器 Intel® Core™ i3 或以上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或 Windows® 8，64 位2

内存 8 GB 或以上2

显卡3

OpenGL® 
显存：1 GB；牙科应用建议使用 2 GB

服务器工作站：VGA 连接器4

光驱 CD/DVD ROM

硬盘驱动器 80 GB 或以上（ 低可用空间：40 GB）

网卡
LAN TCP/IP
（2 个供服务器工作站使用；1 个供客户端工作站使用）

鼠标/键盘连接 服务器工作站：USB1

显示器线缆 VGA 连接器1

1. 适用于使用 KVM 切换器的系统，仅用一套键盘、显示器、鼠标同时

控制内置的打印机计算机和服务器工作站：不能使用一体机、无线鼠
标以及无线键盘。

2. 建议使用 64 位操作系统，以便利用 8 GB 的内存。运行在 32 位应用

程序上的 Objet Studio 只可用到 4 GB 的内存。

3. 以下显卡已经过 Stratasys 实验室的测试：
• NVIDIA® Quadro® 系列—FX570、FX1700
• NVIDIA® GeForce® 系列—6200 TurboCache™、7300 GT、GTX 285
• Intel® Express Chipset—82915G/GV、82910GL、Q965、Q963、Q35、Q45、

Q43、82852、82855
• ATI Radeon™ HD 5670、HD 5970
• AMD Radeon™ E6760

4. 适用于使用 KVM 切换器的系统。如果服务器工作站使用 DVI 视频

连接器，则需要 VGA 适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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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Objet 三维打印系统使用的文件
在 Objet 三维打印系统中使用文件之前，您需要在 CAD 程序中将其转换成 
Objet Studio 支持的文件格式。（要查看这些文件格式的解释，请参见
第3-4页上的“源文件”。）
在 Objet Studio 中将多个模型或零件排列于成型托盘上之后，可以同时打印
这些模型或零件。下面是在 Objet24 打印机上打印的单个模型的 大尺寸：

具有光泽表面—
X 轴：234.00 毫米（9.21 英寸）

Y 轴：192.00 毫米（7.55 英寸）

Z 轴：148.60 毫米（5.85 英寸）

具有哑光表面—
X 轴：233.00 毫米（9.17 英寸）

Y 轴：191.00 毫米（7.52 英寸）

Z 轴：148.30 毫米（5.83 英寸）

将 CAD 文件转
换成 STL 格式

该步骤可能会有细微区别，取决于所使用的 CAD 软件，不过以下的说明一
般适用。

转换文件成 STL 格式（在 CAD 程序中）：

1. 在文件菜单中选择另存为。

2. 在另存为对话框中，打开保存类型下拉菜单并选择*.STL。

3. 单击选项并设置以下参数：

• 总体质量－大约 0.01 毫米（偏移容差/线性尺寸容差）

• 细节质量－大约 5°（角度容差）

注意：降低这些数值可生产更精确的模型，但会产生更大的文件并导致
更长的加载和处理时间。因此，一般不推荐降低这些值。

4. 在文件格式选项，选择二进制或 ASCII。（二进制和 ASCII 格式均可在 
Objet Studio 使用。然而，二进制文件体积较小，因此推荐这个选项。）

5. 单击确定或保存。

完成模型文件的转换之后，建议您在 Objet Studio 打开文件并生产模型之
前，使用 STL 修复应用软件（如 Materialise® 的 Magics™）检查文件的
缺陷。

将 CAD 文件转
换成 SLC 格式

转换文件为 SLC 格式时，推荐设置层厚度为 15 微米（0.015 毫米）。由于 
SLC 文件不能在 Objet Studio 中校正方向，因此保存模型为 SLC 文件前准
确定向很重要。正确进行模型定向所需考虑的事项在第5-18页上的“模型方
向”中有解释。

有关更多信息，请在 www.stratasys.com 上搜索 “CAD 到 ST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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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t Studio 软件
Objet 三维打印系统使用的 Objet Studio 软件包含两个主屏幕：

• 托盘设置/模型设置

• Job Manager

托盘设置/模型设置

在托盘设置和模型设置屏幕中，可准备 Objet 三维打印机生产所需的源文
件。Objet Studio 给您各种各样的文件制定选项，但是一般包含以下基本
步骤：

1. 在成型托盘上插入一个或多个对象

2. 在托盘上定位对象

3. 配置对象和托盘参数

4. 将托盘配置保存为 objtf（Objet 托盘格式）文件

5. 发送 objtf 文件至 Objet 三维打印机进行生产

在第 5 章，“Objet Studio 使用说明”中有使用 Objet Studio 执行这些任务的
详细描述。

Job Manager

Job Manager 屏幕在客户端工作站和直接连接 Objet 三维打印机的计算机上
是不同的。 
• 在安装在直接连接的计算机（服务器）的 Objet Studio 中，Job Manager屏

幕显示从该服务器和所有客户端计算机通过网络发送到三维打印机的所
有作业的队列和状态。显示的所有作业都可编辑和操作。 

• 在安装在客户端计算机的 Objet Studio 中，Job Manager屏幕只显示从该
计算机发送到三维打印机的作业的队列和状态。从客户端计算机中只可
以编辑和操作这些作业。

客户端计算机可以通过本地网络，连接到不同的 Objet 三维打印机，但每次
只能连接一台。Job Manager屏幕显示客户端当前连接的三维打印机的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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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为 Objet 三维打印系统安装软件
安装此软件时，Objet Studio 安装向导将会引导您安装。Objet Studio 安装在
打印机內的服务器（“主机”）计算机上，但它也可以安装在远程的“客户端”
计算机上，以及用于准备打印模型所需文件或培训和演示所需使用的计算机
上。安装期间，选择安装打印机-服务器（“主机”）应用程序或客户端应用程
序之一。 

若要安装 Objet 软件：

1. 将 Objet Studio CD 插入光驱。

2. 右击开始按钮并选择资源管理器（或使用任何其他方式显示计算机
文件）。

3. 打开光驱文件夹并选择Setup 文件。

4. 如果安装的是 Objet Studio 升级，则要通过检查显示的列表来确保您打
印机的兼容性。

图 4-1：Objet Studio 兼容性检查

5. 如要安装 Objet Studio，您必须同意许可协议。阅读条款后，单击是继
续，或否关闭向导。

如果您单击是，将出现以下屏幕。 

图 4-2： Objet Studio 安装向导—欢迎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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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单击下一步开始安装。

7. 在 选择功能屏幕中，选择所需的安装选项。

选择适用于服务器计算机的 Objet Studio...
• 如果在打印机内的服务器（“主机”）计算机上安装 Objet Studio 计算

机直接连接到 Objet 打印机。

• 如果在独立（离线）计算机上安装 Objet Studio。
如果在“客户端”工作站（准备打印作业，然后将其发送到服务器计算机
的远程计算机）上安装 Objet Studio，则选择适用于客户端工作站的 Objet 
Studio。

图 4-3： Objet Studio 配置选择

8. 在 选择安装文件夹屏幕中，核实目标文件夹并单击下一步。 

图 4-4： Objet Studio 安装文件夹选择

9. 在 确认安装屏幕中单击下一步开始安装。 

建议您不要更改默认的目标文件夹。

单击磁盘空间可检查目标文件夹中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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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选择打印机类型屏幕，选择用于生产模型的 Objet 三维打印机并单击
下一步。

图 4-5： 打印机选择项

开始安装并且会出现一个显示安装过程进度的进度条。

图 4-6： 安装进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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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完成 Objet 程序安装时，显示 终 InstallShield 向导屏幕。

图 4-7： 终安装屏幕

11. 您必须重启计算机才能完成软件安装。

注意：如果通过 CD 或 DVD 光盘安装软件，则要确保先从光驱中取出该光
盘，然后再重新启动计算机。

安装结束，相关图标出现在计算机桌面： 
• Objet Studio

• 停止Job Manager（服务器和独立工作站）

如何卸载 Objet Studio
如果需要卸载 Objet Studio 软件，请勿尝试从 Windows 控制面板进行卸
载。（这不会彻底删除所有软件组件。）相反—
 在开始菜单中，选择所有程序 > Objet Studio > 卸载 Objet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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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Objet Studio
安装 Objet Studio 之后，Windows 桌面显示一个启动图标 。双击该图
标，或者在开始菜单中选择 Objet Studio 打开应用程序。

Windows® 7 
安全警告

根据 Windows® 7 中的“用户帐户控制”设置，您或会在打开 Objet Studio 时
看到以下警告。

图 5-1： 安全警告

如果单击是，会打开 Objet Studio。但是，当您每次打开程序时此警告消息都
会出现，除非更改“用户帐户控制”设置。

要防止此警告消息再次出现：

1. 单击安全警告对话框底部的链接（在通知出现时更改）。

2. 在“用户帐户控制设置”屏幕中，将滑块移动到“从不通知”。

图 5-2： 更改用户帐户控制设置

3.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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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以下对话框中，单击是。

图 5-3： 确认用户帐户控制设置中的更改

Objet Studio 
界面

Objet Studio 打开时，会出现托盘设置屏幕，显示空的成型托盘。 

图 5-4： Objet Studio 打开屏幕

Objet Studio 界面包含两个主屏幕：

• 托盘设置—用于排列模型并使模型准备好进行打印。

• Job Manager—用于监控和管理打印作业。

此屏幕在第5-52页上的“监控和管理打印作业”中进行了描述。

每个屏幕都通过各自功能区上的菜单和图标进行控制。附加功能区 模型设
置显示用于配置和操控所选模型的控件。

Objet Studio 通过显示并启用与当前任务相关的选项来加快您的工作流程。
例如，当您首次打开 Objet Studio 时，模型设置功能区处于禁用状态，直至
您在成型托盘上放置了模型。同样，标准工具栏菜单中提供的选项会启用或
禁用，以匹配当前工作流程。

Objet 
Studio 命令
菜单

模型树窗格
活动功
能区

标准工
具栏 

作业管
理器选
项卡

帮助

快速访问工
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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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定义功能区、使用的颜色以及其他几个界面功能。在第5-41页上的“自
定义 Objet Studio”中说明了如何更改界面外观。

图 5-5： 托盘设置功能区

图 5-6： 模型设置功能区

本章后面部分说明了如何使用命令准备用于生产的模型以及将作业发送到打
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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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命令 下表列出了 托盘设置和模型设置功能区命令组，并显示了这些命令组的启
用时间以及显示位置。 

组 目的 启用时  托盘设
置功能区

模型设置
功能区

设置显示颜色。 始终。

选择透视和缩放
级别。

模型处于成型
托盘上。

选择平面
。

模型处于成型
托盘上。

更改活动窗格的
透视。

模型处于成型
托盘上。

设置打印材料。
• 成型托盘

为空。
• 未选择

模型。

撤消或重做
操作。

进行了操作或
对象选择之
后。

估计所需打印材
料的量。

成型托盘不为
空。

打开和保存
文件。

未选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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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模型文件置于
成型托盘上。

始终。

预创建/创建
命令。

模型处于成型
托盘上。

 

设置模型尺寸。 选择了模型。

剪切、复制、粘贴
和删除模型。

选择了模型。

移动、旋转模型
和调整模型
大小。

选择了模型。

指定模型表面和
设置支撑强度/
“中空”。

选择了模型。

设置模型的度量
单位（毫米或
英寸）。

选择了模型。

组 目的 启用时  托盘设
置功能区

模型设置
功能区

要快速确定图标，请将游标移动至其上以显示其工具提示。为了反映您的上
一个 Objet Studio 操作，“撤消”和 “重做”工具提示会进行相应更改。

（通过单击操作）激活部分功能区命令后，它们将保持活动状态直到单击其他
按钮或按 Esc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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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t Studio 
命令菜单

单击  图标（位于左上角）可打开 Objet Studio 命令菜单。此菜单显示基
本应用程序命令和选项。

图 5-7： Objet Studio 命令菜单

选项按钮将打开自定义 Objet Studio 的对话框。

图 5-8： 选项对话框

模型树窗格 模型树窗格列出成型托盘上放置的对象。默认情况下，该窗格“漂浮”—即，
可以将其移动到屏幕上的另一个位置并调整其大小。或者，可以将其位置固
定在应用程序窗口左侧，甚至是隐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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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用于生产的模型
模型准备涉及以下基本步骤：

1. 将对象置于成型托盘上。

2. 如有必要，操控对象的方向和位置。

3. 选择材料和模型表面。

OBJDF 文件：
概述

objdf 文件既描述了单一对象的几何构型，又描述了打印该对象所需的材料和
表面。您可以使用此文件格式将成型托盘上的一组独立对象保存为一个单
元，同时也保存其相对位置和材料。

objdf 文件及其功能的进一步阐述将贯穿本章。

模型文件 若要生产模型，您必须在Objet Studio 打开一个或多个模型文件并将对象置
于成型托盘上。您可以使用两种方式将对象置于成型托盘上：

• 通过插入独立的 stl 或 slc 文件。

• 通过粘贴复制到 Windows 剪切板的对象。

将对象置于成
型托盘上

若要将对象置于成型托盘上：

1. 打开 插入对话框—
• 在对象菜单选择插入。

或—
• 在托盘设置功能区上，单击 。

或—
• 在成型托盘上右键单击，然后在上下文菜单中选择插入。

打开 插入对话框。

图 5-9： 插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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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查找范围字段中会显示适当的文件夹。

3. 在文件类型字段选择显示的文件类型。

4. 选择所需文件，并确保其出现在文件名字段中。

如果选中 预览复选框的话，对象会在对话框中显示，如图5-9 所示。

当在成型托盘上放置对象时，会显示模型设置功能区。

5. 根据需求选择以下任何选项：

• 单位—毫米或英寸（作为对象的度量单位）。

三维文件包含对象的比例，但不包含度量单位。因此，在插入对象
时，请确保正确选择毫米或 英寸。否则，成型托盘上的对象尺寸不是
太大就是太小。若要更改已放置在托盘上的对象的度量单位，请参见
第5-22页上的“度量单位”。

• 份数—置于成型托盘上的对象份数。

• 自动定向—在成型托盘上自动定向对象以高效建立模型。

注意：插入对话框坐标部分显示的范围值表示对象在每个轴上的 大尺寸。
这些尺寸对应围绕着对象的虚拟“边界框”（请参见第5-28页，
图5-35）。 

6. 单击插入。

Objet Studio 将对象置于成型托盘上以及模型树中。

图 5-10： 默认屏幕布局

当在成型托盘上放置对象时，会显示模型设置功能区。

如果对象超过特定大小，则会显示正在载入放置的元素对话框。

模型树
窗格

模型工
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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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1： 正在载入放置的元素对话框

打开 objdf 文件

在将 objdf 文件置于成型托盘之前，Objet Studio 必须提取 stl 分卷文件以及
有关其相对位置和模型材料的信息。为此，Objet Studio 会创建一个与 objdf 
文件同名且处于相同位置的文件夹。

图 5-12： 插入对话框（objdf 文件）

您可以通过更改大文件设置加快大文件的打开过程—请参见第5-32页上的
“载入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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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Objet 托
盘文件

可以打开保存为 objtf 文件的托盘。如果您在准备完打印工作后保存了托盘，
但现在想要在打印之前进行更改，该功能便非常有用。 

若要将保存为 Objet 托盘文件 (objtf) 的对象置于成型托盘上：

1. 在文件组中，单击 。

或—
在Objet Studio 命令菜单  中，选择打开。

打开对话框出现。

图 5-13： Objet 托盘文件打开对话框

2. 选择所需文件，并确保其出现在文件名字段中。 
如果选中预览复选框，对象将显示。

3. 单击打开。

Objet Studio 会打开托盘文件。

objtf 文件实际上是包含打印说明的文件—要打印的 stl 文件及其在成型托盘
上的位置。因为 objtf 文件参考了使用的 stl 文件，所以文件必须一直留在保
存 objtf 文件时的相同文件位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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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 文件载入首
选项

如果在多个位置存在名称完全相同的 stl 文件，则需要确保将正确的 stl 分卷
文件链接到 objtf 文件。例如，如果在一个驱动器和闪存驱动器上存在完全相
同的 stl 文件（在将原始文件复制到工作文件夹时，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则可以设置从中载入文件的默认位置。

若要设置载入顺序：

1. 在工具菜单选择选项。

或—
在Objet Studio 命令菜单  中，单击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显示设置选项卡。

图 5-14： 选项对话框的设置选项卡

3. 在载入搜索顺序下，选择选项：

• 本地—从上次保存文件的位置加载文件。

• 原始—在其原始位置载入文件。

4.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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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访问模型
命令

可以使用方便的模型工具栏和上下文菜单来访问用于在成型托盘上处理对
象的常见命令。

模型工具栏 选择托盘上的对象可显示包含用于执行常见任务的图标的模型工具栏。

图 5-15： 模型工具栏

下表描述了模型工具栏图标。

右键单击模型菜单 如果右键单击对象，则会显示一个弹出上下文菜单，在其中也可以选择模型
表面、更改其位置和尺度以及设置网格风格和中空选项。

复制和粘贴
对象

如果您想复制成型托盘上的对象，您可以多次用对象文件插入相同的对象。
然而，有一个更简便的方法，就是复制和粘贴对象。您可以从成型托盘或模
型树中复制对象。复制的对象保留在Windows 剪切板，直到您将对象粘贴
到成型托盘上。 
您也可以从一个托盘复制对象并粘贴到另一个托盘，就如您从一个文档复制
文本并粘贴到另一个文档一样。然而，Objet Studio 只允许一次打开一个托
盘。对于每个需要（同时）处理的成型托盘，您必须重新运行程序
（Windows 开始菜单）打开独立的 Objet Studio 窗口。

图标 说明

将哑光表面应用于模型。

将光泽表面应用于模型。

打开用于设置网格风格和中空选项的高级属性对话框。

启用对象的拖动（请参见第5-23页）。

打开用于更改对象的位置和尺度的转换对话框。

切换锁定模型方向设置。

还可以通过将 常用的图标分组在一起来创建快速访问工具栏。请参见
第5-41页上的“创建快速访问工具栏”。

当您需要在产品成型托盘插入对象之前操控或配置对象，打开多个 Objet 
Studio 窗口相当方便。复制粘贴也允许您将先前使用的成型托盘配置过的对
象用于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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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 Windows 应用程序一样，您可这样执行复制和粘贴命令：

• 使用右键单击上下文菜单。

• 使用键盘快捷键（分别是 Ctrl+C 和 Ctrl+V）。

选择性粘贴命令（对象的右键单击上下文菜单中）能够让您更高效地放置副
本对象：

• 您可以指定同时置于成型托盘的副本份数。

• 您可以在每个轴上设置副本对象的距离。

• 可以操控原始对象的镜像并在所选轴上翻转它们。

图 5-16： 选择性粘贴对话框

选择对象 若要在成型托盘上操控对象或为其指定特性（例如， 成型风格），您必须首
先选择对象。在托盘上或模型树中，通过单击对象来选择它。成型托盘上的
图像颜色更改（默认为浅蓝色）并且其文件名在模型树中突出显示。可以通
过使用鼠标游标在对象周围绘制方框，或通过在单击其他对象时按住 Ctrl 或 
Shift 键来选择多个对象。

或者，使用以下编辑菜单命令选择或取消选择对象：

• 全选

• 反转选择

• 撤消选择对象

图 5-17： 编辑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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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处理 打印的模型可以是哑光或光泽表面。若要创建哑光表面，打印机用一小层支
撑材料围绕模型。 

若要设置模型表面：

1. 选择模型。

2. 在以下位置之一选择哑光  或光泽 ：

• 模型设置功能区，选项组

• 模型工具栏

• 右键单击上下文菜单（选择模型时）

可以配置 Objet Studio 以按颜色在成型托盘上区分对象的表面处理。若要配
置 Objet Studio 显示对象的方式，请参见第5-31页上的“设置对象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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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型托盘上定位对象
若要高效地使用所需表面生产模型，仔细定位对象至成型托盘很重要。Objet 
Studio 支持自动定位对象。然而，您应该检查以确保对象按符合您需要的
佳方向放置，可参照第5-18页上的“模型方向”说明的考虑事项。

影响成型托盘上的对象定位的两个因素是方向和位置。可以让 Objet Studio 
确定 佳方向和位置，也可以自己进行控制。

自动定向 默认情况下，在置于成型托盘上时，Objet Studio 会自动定向对象以便使打
印时间 短（之后可以手动更改方向）。不过，可以在将对象置于成型托盘
上时取消自动定向。

若要将对象置于成型托盘上而不进行自动定向：

 在插入对话框中，确保未选择自动定向。

图 5-18： 自动定向选项处于禁用状态

可以更改默认设置，以便不应用自动定向，除非在每次将对象置于成型托盘
上时选中 自动定向。为此，请参见第5-47页上的“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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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放置 在将多个对象置于成型托盘上之后，可以让 Objet Studio 排列这些对象再进
行打印。这可确保正确放置对象，并且会在 短时间内使用 少材料打印它
们。

若要在成型托盘上自动排列对象：

 在托盘设置功能区上，单击 。

或—
在工具菜单中选择自动放置。

下图显示了自动定位的效果。

图 5-19： 对象适当排列前的托盘

图 5-20： 应用自动放置后的托盘排列

手动定位 可以更改对象在成型托盘上的位置—即使使用自动定向选项插入这些对象
也是如此。在下面的“模型方向”中提供了对象定位的考虑事项。在第5-19页
上的“操控成型托盘上的对象”中提供了更改对象位置的工具。

模型方向
模型在成型托盘上的方向会影响三维打印机生产模型的速度和效率、使用支
撑材料的位置和用量及模型零件表面是否有光泽。因此，当决定如何在托盘
上放置对象时，您应该根据以下的定位规则考虑各种因素。 

若要获得 佳效果，请使用托盘设置功能区上的自动放置来排列托盘，即
使使用自动定向选项插入对象也是如此。

所使用的每种模型材料类型的物理特性可能会影响对象在托盘上的定位。
因此，请在运行自动放置之前选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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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规则

该规则考虑模型的外尺寸。

 由于打印头沿 X 轴前后移动，与沿 Y 轴和 Z 轴相比，沿 X 轴的打印时间
相对较短。根据这点，建议沿 X 轴放置对象的 长尺寸。

 与支撑材料接触的所有表面都会成为哑光。

 由于模型建于 Z 轴上，打印高的对象很耗时间。根据这点，建议沿 Z 轴放
置对象 短的尺寸。

 由 Y 轴上的打印头约 2 英寸长（5 厘米），小于该值的模型（Y 轴方向）一
次通过即完成打印。根据这点，建议沿 Y 轴放置对象中等长度的尺寸。

左高规则

该规则考虑根据其他考虑事项在成型托盘定向后左边比右边高的模型。

 由于打印头沿 X 轴从左到右移动，右边高的部分需要打印头作不必要的
扫描，从左开始再到达右边。相反，如果上方部分置于托盘左边，则当下
方部分完成打印后，打印头只需扫描并打印上方部分。因此，您应尽可能
将模型高的一边置于左边。

凹面向上规则

该规则考虑表层含有凹面的模型。

 表层的凹面（如凹陷、钻孔等）应尽量面朝上放置。

精细表面规则

该规则考虑有一侧是精致细节的模型（如电话的键盘面）。

 模型含有精致细节的一侧应尽可能面朝上放置。这样可获得光滑表面。

避免支撑材料规则

该规则考虑在至少一侧有大开孔或凹陷的模型（如管材或容器）。

 虽然躺置躺置打印模型会更快，但直立打印模型较有利，这样支撑材料就
不会充满凹陷。

操控成型托盘上的对象

在Z 轴上定位
对象

当您使用自动定位选项来排列成型托盘上的对象（请参见第5-17页上的“自
动定向”），对象直接在托盘上定位。如果您不使用自动定位插入对象，对象
经常会在托盘上方或下方出现。

若要直接将对象定位于托盘上： 

1. 选中对象。

2. 在对象菜单选择放置。

以下规则是基于打印模型顶端不需要支撑材料。

实际上，Objet 系统会将成型托盘上的所有模型都打印在一层一毫米厚的支
撑材料上。用 Objet Studio 将对象直接置于成型托盘上的关键在于让对象在
屏幕上正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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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确保对象总是直接定位于托盘上：

1. 在工具菜单选择选项并显示 设置选项卡。

图 5-21： 选项对话框的设置选项卡

2. 在自动放置（引力）区域，选择总是。 

其他 Z 轴选项（自动放置区域）：

• 当处于托盘下方— 处于成型托盘下方的对象显示自动改变，对象处于托
盘水平。

• 从不— 处于成型托盘上方或下方的对象显示不改变。

有效对象放置 可以确保在将模型置于成型托盘上时模型不会重叠，并且不会超出托盘
范围。 

若要确保有效对象放置： 

1. 在工具菜单选择限制设置。

图 5-22： 限制设置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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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动态检查可确定：

• 放置对象时的无效对象放置—选择了放置时。

• 移动对象之后的无效对象放置—选择了拖动时。

• 超出托盘边界的对象—选择了超出托盘。

• 重叠的对象—选择了对象冲突。

注意：请记住，Objet Studio 会计算对象占据的空间，包括其周围的“边界框”
（请参见第5-28页，图5-35）。

使用网格定位
对象

当定位对象时，在成型托盘的图像上显示网格相当有用。若要使用网格功
能，请选择以下菜单选项。 

可以在选项对话框查看、配置并应用网格设置。

若要查看和更改网格设置：

1. 在工具菜单，选择选项并显示 网格选项卡。

会显示当前网格设置。

图 5-23： 选项对话框的网格选项卡

2. 根据需要更改设置，并选择或清除复选框。

3. 单击应用或 确定。

即使您放置对象至成型托盘时不使用 动态检查，在Objet Studio 将对象发送
至打印机前，也会自动检查托盘上对象的定位是否有问题。您也可以在放置
对象后手动检查是否存在问题（请参见第5-35页上的“托盘验证”）。

菜单选项 结果

工具 > 网格 在成型托盘上显示网格。

工具 > 对齐网格 移动对象时，应将其与 近的网格线对齐。

工具 > 选项 > 网格 只需单击成型托盘即可改变网格原点
（X 轴和 Y 轴的交点）和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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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量单位 三维文件包含对象的比例，但不包含度量单位。因此，在插入对象时，请确
保正确选择毫米或英寸。否则，成型托盘上的对象尺寸不是太大就是太小。 

若要在插入对象时设置度量单位：

 在插入对话框的单位字段中，选择毫米或英寸：

图 5-24： 插入对话框中的单位字段

若要在模型设置功能区中更改所选对象的度量单位：

1. 打开单位弹出工具栏。

图 5-25： 单位弹出工具栏

2. 选择所需度量单位。

若要在标准工具栏中更改所选对象的度量单位：

1. 在对象菜单中选择更改单位。

图 5-26： 模型单位对话框

2. 在模型单位对话框中，更改设置并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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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模型尺寸 您可以在模型设置功能区的尺寸组中，通过修改对象在X、Y 和 Z 轴上的大
小来更改对象尺寸。

图 5-27： 模型设置功能区上的尺寸

• 如果启用 均 缩放，则在某个轴上更改对象的尺寸会成比例地影响其他
轴上的尺寸。

• 更改测量值后，按 Enter 键或单击尺寸组中的其他字段。

注意：仅当 Objet Studio 设置允许时，才能更改成型托盘上对象的高度（请
参见第5-19页上的“在Z 轴上定位对象”）。

重定位对象 可以使用箭头键，或使用鼠标进行拖动，在成型托盘上手动移动和旋转
对象。

若要手动操控对象：

1. 通过在成型托盘上或模型树窗格中单击对象来选择它。 

2. 在模型工具栏或 模型设置功能区上单击  。

一个框架会出现在对象周围，并且游标会更改以指示可以移动对象。

图 5-28： 手动移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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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单击框架的一角，则游标会更改以指示可以旋转对象。

图 5-29： 手动旋转对象

4. 使用箭头键或鼠标操控对象。

使用 转换对话框 可以通过在转换对话框中更改属性来精确地更改对象。

若要访问 转换对话框（选择了对象时）：

• 在模型工具栏或 模型设置功能区上单击 。

• 从右键单击上下文菜单中选择转换。

• 在对象菜单中选择转换。

图 5-30： 转换对话框

若要使用 转换对话框更改对象：

 更改任何值，然后单击应用以查看对象在成型托盘上如何更改。 
注意： 在单击应用之后，更改的值会保留在对话框中。因此，可以在对话框
中对值进行小的更改，以便在每次单击应用时查看对象在屏幕上如何更改。

若要重置对话框中的所有值：

 单击重置。

注意： 对象不会更改。以前应用的任何更改都会保留。

若要撤消使用 转换对话框进行的所有更改：

 单击取消操作。

更改对象定向 可通过多种方法更改成型托盘上对象的方向。

若要旋转对象：

 选择对象并使用 对象菜单选项（另请参见第5-23页上的“重定位对象”）。

在关闭转换对话框之后，单击撤消（在模型设置功能区上或 编辑菜单中）可
取消使用该对话框进行的所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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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重新对齐对象的平面：

1. 在托盘设置或 模型设置功能区上，单击 。

或—
在工具菜单中选择平面对齐 > 选择平面。

2. 单击成型托盘上对象的某部分。

会显示所选平面。

图 5-31： 按平面对齐

3. 在对齐工具栏上，单击适当的图标以更改对齐。 
或—
在工具菜单中选择平面对齐，然后选择对齐选项。

图 5-32： 工具菜单，平面对齐选项

若要在成型托盘上重新对齐对象之后取消平面选择：

 在托盘设置或 模型设置功能区上，单击 。

或—
 在工具菜单中选择平面对齐 > 选择平面。

若要在任意轴将对象翻转 180 度：

1. 选中对象。

2. 在对象菜单选择翻转 > 翻转 X/翻转 Y/翻转 Z。

对齐工
具栏

所选平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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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任意轴上精确更改对象的方向：

1. 选中对象。 
2. 显示 转换对话框（请参见第5-24页，图5-30）。
3. 为每个轴更改旋转参数。

冻结模型方向 如果在成型托盘上操作对象，可以冻结其方向，这样当您对其进行自动定位
时对象就不会更改（请参见第5-18页上的“自动放置”）。

若要冻结对象：

1. 选中成型托盘上的对象。

2. 在模型设置功能区的操作组中，或模型工具栏上，单击 。

若要解除冻结对象：

 选择对象并单击 （用于取消选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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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选项

查看对象 通过查看菜单，可以更改对象的显示方式。模型在成型托盘上的默认显示方
式是实体（“带阴影”）对象。 

图 5-33： 带阴影视图下显示的托盘和模型

其他显示选项是线框和点。

若要用 线框视图显示成型托盘：

 在查看菜单中选择线框。

图 5-34： 线框视图下显示的托盘和模型

若要恢复 带阴影视图：

 在查看菜单中选择带阴影。



Objet Studio 使用说明

5–28  DOC-34014-CH 修订版 C

若要将对象显示为方框（显示其 大尺寸而不是形状）：

 在查看菜单中选择显示边界框。

图 5-35： 显示为边界框的模型

若要显示对象周围用于支撑材料的区域（以生成哑光表面）：

 在查看菜单中选择显示增厚框。

图 5-36： 显示带有增厚框的模型

若要显示 大成型高度：

 在查看菜单中选择显示托盘三维框。

 
图 5-37： 托盘三维框

若要显示对象而不显示成型托盘：

 在查看菜单中，清除（取消选择）显示托盘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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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幕布局 Objet Studio 会自动调整默认屏幕布局以显示成型托盘和模型树的 佳视
图。通过更改屏幕布局，您可以从不同角度查看模型。

若要更改屏幕布局：

 在查看弹出工具栏上，选择单一视图或4 个视图。

图 5-38： 屏幕布局图标

 单一视图 是默认屏幕布局。

 4 个视图  显示透视、顶部、正面和右侧视图。

图 5-39： 单一视图屏幕布局

图 5-40： 4 个视图屏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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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盘透视 成型托盘的默认透视为“等角”。可以使用十个选项之一来更改活动窗口的透
视。

若要在活动窗口中更改成型托盘的透视：

1. 在托盘设置功能区上，打开 透视弹出工具栏。

图 5-41： 透视弹出工具栏

2. 单击表示所需透视的图标。

托盘定位 若要从不同方向查看托盘和模型，可以在屏幕中四处移动托盘并更改其显示
角度。

若要在Objet Studio 屏幕中移动托盘：

 在移动鼠标时按住鼠标滚轮。

图 5-42： 在Objet Studio 显示中移动之后的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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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手动旋转托盘：

 在移动鼠标时按住 Alt 并按住鼠标滚轮。

图 5-43： 颠倒旋转之后的托盘

设置对象颜色 成型托盘上对象的颜色可以指示打印对象的方式。Objet Studio 使您可以选
择颜色显示，以便可以方便地查看对象的材料、以及表面。

若要选择在显示中如何应用颜色：

 在模型设置功能区上的颜色组中，从弹出工具栏中选择一个选项。

图 5-44： 颜色显示选项

颜色指示模型材料

颜色指示模型表面

在向打印机发送成型托盘之前，或当您执行托盘验证时，Objet Studio 将会
检查 stl 文件或托盘对象的定位是否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受影响的对象将显
示出特殊的颜色（请参见第5-35页上的“托盘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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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入大文件 特大 stl 文件载入速度很慢且很难轻易在成型托盘上操控。如果是这种情况，
您可以只在成型托盘上显示对象的图片，无需载入整个文件。stl 文件本身没
有改变，并且完整的文件被发送至打印机。

若要在您将对象置于成型托盘时，显示 stl 文件的图片：

1. 在工具菜单选择选项并显示 设置选项卡。

图 5-45： 选项对话框，设置选项卡

2. 在大文件区域，选择 部分载入（减少）。 

大文件操作 如果需要使用由大量多边形组成的精细模型，则可以通过减少屏幕上的多边
形数，在Objet Studio 中加快模型的显示和操作。虽然这可能会降低屏幕上
的分辨率，不过不会影响打印的模型。

图 5-46： 未减少多边形时显示的对象

图 5-47： 仅显示 5% 的多边形时显示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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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减少多边形：

1. 在工具菜单选择选项。

或—
在Objet Studio 命令菜单  中，单击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显示 显示选项卡。

图 5-48： 选项对话框，显示选项卡

3. 选择启用多边形减少。

4. 选择多边形减少（百分比）。

5. 输入要显示的多边形总数百分比。

当单击应用时，显示会更改。

注意：该设置会影响静态显示（未移动对象时）。

6. 在移动对象时设置显示选项（更改视图时显示）：

• 边界框—显示表示对象 大尺寸的框。

• 自适应多边形减少—根据需要应用不同程度的多边形减少。

• 整个对象—不应用多边形减少。

7. 若要保存这些设置以便将此对象置于成型托盘上时都会应用这些设置，
请单击保存多边形减少数据。

8. 单击应用可查看设置的结果而不必关闭对话框。

选择整个对象选项可取消多边形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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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显示选项 显示格式会影响对象的显示速度。例如，如果选择边界框，对象的显示速度
会快于选择整个对象时的速度。可以为对象选择在其静止时（静态视图）和
在拖动它们时（更改视图）时的显示格式。

若要选择更改视图时及静态视图中的对象显示首选项：

1. 选择显示对象：

• 使用边界框（请参见第5-28页，图5-35）
• 使用自适应多边形减少（仅限更改视图）

• 使用多边形减少（仅限静态视图）

• 整个对象

2. 完成时单击确定。

缩放选项 当操控对象时，通常需要以不同缩放级别查看它们。 

若要更改缩放级别：

 在功能区上，打开 缩放弹出工具栏并选择选项：

图 5-49： 缩放弹出工具栏

 缩放对象重点控制所选对象。

 缩放托盘显示整个托盘。

 矩形缩放使您可以通过使用鼠标选择托盘的某个区域来显示该区域。 
还可以使用鼠标滚轮放大和缩小。

缩放对象

缩放托盘

矩形缩放

可以将 Objet Studio 配置为自动放大置于成型托盘上的对象。请参见
第5-47页上的“自动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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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已完成的托盘
在将所有对象妥善置于成型托盘上之后，将托盘保存为 objtf 文件，该文件将
被发送到三维打印机打印。但在保存托盘之前，可确认生产它将不会出现任
何问题。也可以计算生产时会消耗多少材料及要花多长时间。

托盘验证 在向打印机发送作业进行生产前，您应该检查托盘是否有效并且能打印。

若要验证托盘是否能被打印：

 在托盘设置功能区的成型流程组中，单击 。

或—
在工具菜单中选择放置验证。

如果托盘是无效的，托盘上有问题的模型的颜色将根据预设的代码而
更改。

图 5-50： 颜色代码

注意： “两种”颜色也都指示有问题的stl 文件。

验证状态会出现在屏幕底部栏上。

图 5-51： 状态栏中的验证详细信息

生产估算 Objet Studio 可使您在发送托盘至打印机前计算生产托盘所需的时间和材料
资源。Objet Studio 执行计算所花的时间取决与托盘上的对象数量及其复杂
度。估计整个托盘的打印时间 多需要 15 分钟，这取决于您计算机的规格。 

若要计算生产当前托盘所需的时间和材料：

 在托盘设置功能区的成型流程组中，单击 。

在计算估计值时，会显示一个进度条—在状态栏右侧（屏幕底部）。 

图 5-52： 估计进度条

当 Objet Studio 完成生产资源的计算时，结果会显示在托盘设置功能区
上的估计消耗组中。

取消



Objet Studio 使用说明

5–36  DOC-34014-CH 修订版 C

图 5-53： 生产资源计算

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 Objet 数
字文件

可以轻松使用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objdf 文件。建
议发送 objdf 文件（而非 stl 文件），因为文件大小通常会减少一半以上。另一
个附带优势是 objdf 文件包含对象的模型材料信息。

若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文件：

1. 在工具菜单中选择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Objet 数字文件。

Outlook 会打开，其中附加了文件并且主题详细信息会添加到电子邮件
表单中。

2. 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并发送文件。

打印托盘文件 当托盘准备好进行打印时，会置于作业队列中。作业到达队列前端后，Objet 
Studio 会预处理托盘文件以创建切片，并将其传送至三维打印机。

若要发送托盘至打印队列：

1. 在托盘设置功能区的成型流程组中，单击 。

如果还未保存成型托盘文件，另存为对话框会打开供您即刻保存。

Objet Studio 检查托盘上的对象定位是否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受影响的
对象将显示出特殊的颜色（请参见第5-35页上的“托盘验证”）并出现警
告消息。

图 5-54： 托盘验证警告消息

• 若要取消 创建命令解决该问题，单击否。

• 若要打印托盘上放置的模型，单击是。

Job Manager屏幕会打开，以使您在打印前、打印过程中和打印后监控托
盘的进度。请参见第5-52页上的“监控和管理打印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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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其他 Objet Studio 功能

拆分对象 您可以使用拆分对象功能，将模型拆分为独立的零件，从而生产比托盘区域
还大的对象。使用该功能，您只能生产模型的特定部分。

若要拆分对象：

1. 选中对象。

2. 在对象菜单选择拆分。

3. 在拆分对象对话框，输入 Objet Studio 决定如何拆分对象的值。您可以
沿对象的任何轴拆分对象，只需输入确切的尺寸或零件数量。

图 5-55： 拆分对象对话框

4. 在保存到文件夹，输入文件夹名。

5. 单击确定。

零件被保存为新的 stl 文件，并在原始文件名后添加了“第 1 部分”、 ”第2 
部分”等。

注意：在打印新创建的 stl 文件之前，建议您使用 STL 修复程序，如 
Materialise® 的 Magics™，检查文件的缺陷。 

选择支撑强度 生产模型时，支撑材料填充一些凹陷和空的部分（请参见第5-18页上的“模型
方向”）。Objet Studio 可让您调整支撑材料形成结构的强度。在生产大型/块
状模型或小型/精致模型时，这种调整相当实用。多数情况下，默认设置可以
提供足够的支撑强度。

若要在打印模型时改变所使用支撑材料的强度：

1. 选择托盘上的模型。

2. 在模型设置功能区的选项组中，单击 。

或—
• 在模型工具栏上，单击 。

或—
• 从右键单击上下文菜单中选择高级属性。

打开 高级属性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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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6： 高级属性对话框

3. 在网格风格区域中，选择适合所选模型的支撑强度。您可以为托盘上的
每个模型选择不同的支撑强度。

• 标准—用于需要一般支撑的模型（大多数模型）。

• 重— 用于需要大量支撑的大型模型。

• 轻— 用于只需少许支撑的精致模型。（此设置有利于轻松移除支撑材
料。）

4. 单击应用。

“中空”—用支
撑材料填充
模型

stl 文件的许多置于托盘的对象是“实心的”。这就是说，打印时模型将会被模
型材料完全填充。通常，特别是对于大型对象，这是不必要的。反而，模型可
使用相对便宜的支撑材料填充。当模型用于熔模铸造时也建议用支撑材料填
充，这是由于在制作铸件时该材料能更快地烧掉。

Objet Studio 可使您在托盘上打印具有模型材料外壳和中心填充支撑材料的
对象。使用称为“中空”的功能时，外壳的厚度应不小于 0.5 毫米。

若要使用中空功能：

1. 选择托盘上的模型。

或—
• 在模型工具栏上，单击 。

或—
• 从右键单击上下文菜单中选择高级属性。

打开 高级属性对话框。

2. 选择中空。

图 5-57： 高级属性对话框

3. 设置外壳厚度，单位为毫米。

4. 单击应用。

注意：当使用“中空”时，Objet Studio 的对象显示不会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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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检查、更改或取消“中空”设置：

1. 选择托盘上的模型。

2. 如上访问 高级属性对话框。

3. 如要更改或取消“中空”设置，单击应用。

显示对象横
截面

截面功能使您能够通过在任意轴“切割”对象查看对象的内部。然后可以操控
对象，从不同的角度检查对象的内部。在生产模型时，决定所需的支撑类型
可能很重要（请参见第5-37页上的“选择支撑强度”）。显示对象的横截面只
会影响托盘在屏幕如何显示；并不改变对象本身。

若要显示托盘的横截面：

1. 在工具菜单选择截面。

打开 截面对话框。

图 5-58： 截面对话框

2. 选择启用剪切。

3. 使用 X、Y、Z 轴的滑块控制器切割托盘，这样您可以看到所需的横截
面。

将屏幕显示保
存为图像文件

您可以将活动视图屏幕显示的图像保存为图形文件。

若要将屏幕显示保存为图片：

1. 按 Ctrl+B。

或— 
在Objet Studio 命令菜单  中，选择保存位图。

打开 保存位图对话框。

图 5-59： 整体视图 图 5-60： 使用 Z 滑块之后的横截面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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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1： 保存位图对话框

2. 在对话框上方，选择适当的文件夹。

3. 在对话框下方，输入文件名。

4. 打开 保存类型下拉列表，并选择文件格式。

5. 单击保存。

导出和导入 
Objet 成型
托盘

当您用 Objet Studio 保存托盘时，托盘将保存为 objtf 文件。这些文件含有对 
Objet Studio 和 Objet 打印机的说明，用于显示和制作托盘使用的 stl 文件。
为了方便地保存置于成型托盘上的所有文件及其所在位置，或将其转移至其
它位置，Objet Studio 将其压缩成 objzf 文件。若要在Objet Studio 打开 objzf 
文件，必须首先展开该文件并保存分卷文件。

注意：如果导出的 objzf 文件包含 初保存为只读的 stl 文件，则无法打开
（导入）此 objzf 文件到保存只读 stl 文件的文件夹。

若要创建 objzf 文件：

1. 在Objet Studio 命令菜单  中，选择导出打包作业。

打开 另存为对话框。

2. 选择合适的文件夹并更改文件名（如有需要）。

3. 单击保存。

若要打开 objzf 文件：

 双击 objtf 文件。

或—
1. 在Objet Studio 命令菜单  中，选择导入打包作业。

2. 打开 打开对话框，显示合适的文件夹并选择文件。

3. 在浏览文件夹对话框，显示您希望 Objet Studio 展开压缩文件的文件
夹，并单击确定。

objtf 文件和相关联的 stl 文件置于所选文件夹中并展开，且托盘显示在
Objet Studio 中。

注意：您也可以从Job Manager屏幕将打印作业导出为 objzf 文件—请参见
第5-63页上的“导出作业 (objz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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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 Objet Studio
可以自定义 Objet Studio 以满足您的特定工作需要和偏好。可以自定义的功
能包括：

• 为常用命令创建快速访问工具栏。

• 更改快速访问工具栏的位置。

• 小化功能区。

• 更改 Objet Studio 颜色主题。

• 为置于成型托盘上的对象配置默认设置。

创建快速访问
工具栏

在使用 Objet Studio 时，可能会经常使用某些命令。可以创建快速访问工具
栏以便更方便地工作。 

若要创建快速访问工具栏：

1. 在功能区选项卡上方，单击 。

自定义快速访问工具栏菜单随即打开。

图 5-62： 自定义快速访问工具栏 菜单

2. 选择要添加到该工具栏的命令。

所选命令的图标会添加到该工具栏中。 

图 5-63： 快速访问工具栏

若要添加另一个命令，请重复上面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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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要从更大范围的命令中进行选择：

• 在自定义快速访问工具栏菜单（请参见第5-41页，图5-62）中，选择更

多命令。

或—
• 右键单击 Objet Studio 命令图标  或功能区上的其他位置，然后

选择自定义快速访问工具栏。

图 5-64： 右键单击功能区菜单

选项对话框会打开。

图 5-65： 快速访问工具栏 选项对话框

4. 打开下拉列表，然后选择常用命令或 不在功能区上的命令。 
5. 选择一个命令并单击添加。

6. 单击确定。

隐藏功能区 若要腾出更多空间来显示成型托盘，可以隐藏 Objet Studio 功能区。

若要隐藏功能区：

1. 右键单击功能区或菜单栏上的任何位置，或右键单击 Objet Studio 命令

菜单 。

2. 选择 小化功能区。

功能区会消失，但是可以通过在菜单栏上单击托盘设置或 Job Manager
来临时显示功能区图标。当下次单击功能区外部时，它会再次消失。

若要回到永久显示功能区：

 重复上面的步骤以取消 小化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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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颜色 可以定制用于显示 Objet Studio 屏幕和成型托盘对象的颜色。

若要改变 Objet Studio 屏幕中使用的颜色：

1. 在工具菜单中选择选项。

图 5-66： 显示设置

2. 在选项对话框的外观选项卡中，您可以配置显示。

• 模式选择决定了成型托盘上模型的显示方式。模型在成型托盘上的默
认显示方式是实体（“带阴影”）对象。其他选项是 线框和点。

• 如果选择了带阴影，您可以在托盘上将模型显示为透明对象。

图 5-67： 透明显示

• 双击色标以自定义颜色。

• 窗口背景色设置可用于更改成型托盘背后的颜色（使用纯色或双色渐
变）。

• 若要返回默认显示设置，请单击默认。

更改颜色主题 Objet Studio 提供了四种背景色主题（蓝色、黑色、银色和水绿色）供您选
择。 

图 5-68： 背景色主题

若要更改颜色主题：

 在风格菜单中，选择一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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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盘快捷键 可以为常用命令定义键盘快捷键。

若要定义键盘快捷键：

1. 在功能区选项卡上方，单击 。

自定义快速访问工具栏菜单随即打开。

图 5-69： 自定义快速访问工具栏 菜单

2. 选择更多命令。

选项对话框会打开（请参见第5-42页，图5-65）。
3. 单击自定义。

自定义键盘对话框会出现。

图 5-70： 自定义键盘对话框

4. 选择命令类别可显示该类别中的所有命令，例如所有模型设置命令。 
会显示当前快捷键。

5. 在按新快捷键字段中输入快捷键，然后单击指定。

6. 如果要重新定义所有快捷键，请单击全部重置。

设置用户首
选项 

可以更改几个会影响置于成型托盘上的对象的 Objet Studio 设置。

若要更改默认设置：

 在Objet Studio 命令菜单  中，选择用户首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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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71： 设置工作首选项

• 成型风格—请参见第5-16页上的“表面处理”。
• 网格风格—请参见第5-21页上的“使用网格定位对象”。
• 应用设置—请参见第5-37页上的“选择支撑强度”和第5-26页上的“冻结模

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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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模式功能
Objet Studio 的某些高级功能只能在专业模式中访问。 

若要查看当前 Objet Studio 设置：

 打开 工具菜单。

图 5-72： 工具菜单，显示已选中专业模式

如果选中了专业模式，则会显示高级功能。 

若要更改 专业模式设置：

1. 在工具菜单中选择专业模式。

会显示以下消息，提醒您只有在下次打开 Objet Studio 时更改才生效—
尽管 专业模式选项旁的复选标记会立即出现。

图 5-73： 配置更改消息

2. 关闭并重新打开 Objet Studio 以访问“专业模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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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设置 可以从选项对话框的高级选项卡控制几个 Objet Studio 功能的默认设置。

若要显示“选项”对话框 

 在工具菜单选择选项。

或—
在Objet Studio 命令菜单  中，单击选项。

图 5-74： 选项对话框，高级选项卡

自动定向 默认情况下，在Objet Studio 将对象置于成型托盘上时，它会以 佳方式定
向对象以便使打印时间 短。如有必要，可以在每次将对象置于成型托盘上
时选择取消自动定向（请参见第5-17页上的“自动定向”）。在任何情况下，当
对象处于成型托盘上，可以手动更改其方向（请参见第5-18页上的“模型方
向”。） 

若要更改默认设置以便禁用 自动定向：

 在选项对话框的高级区域中，清除复选框。

自动缩放 当在选项对话框的高级区域中选择了 自动缩放时，显示会进行缩放，以显示
置于成型托盘上的对象。这使您可以仔细检查和操控对象。

默认情况下，此功能未启用。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根据需要更改缩放级别
（请参见第5-34页上的“缩放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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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GL 驱动
配置

OpenGL 驱动在屏幕上显示三维图像。通常无需调整其设置。如果怀疑 
Objet Studio 显示对象的方式有问题，可以使用“OpenGL 驱动配置”工具检
查并配置驱动设置。 

若要访问 OpenGL 驱动配置 对话框：

1. 在工具菜单选择选项。

或—
在Objet Studio 命令菜单  中，单击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中，显示 调试选项卡。 

图 5-75： 访问 OpenGL 驱动配置

3. 单击 OpenGL 驱动配置。

打开的对话框显示窗口和内存的像素格式（索引）的详细信息。

图 5-76： OpenGL 驱动配置对话框

如果要显示值并更改它们，请单击 。或选择选择格式并改变该对话框
的值。

仅当 专业模式处于活动状态时才能访问 “调试”选项卡（请参见第5-46页上的
“专业模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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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执行驱动配置测试并输入建议的像素格式 ID：

1. 选择选择格式。 
2. 单击测试。

Objet Studio 返回推荐的像素格式 ID。

图 5-77： 推荐的像素格式 ID

3. 单击确定。 
4. 在OpenGL 驱动配置 对话框（图5-76）中，选择像素格式 ID并输入数值。

5. 单击应用。

6. 显示其他像素格式选项卡并重复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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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其他 Objet Studio 帮助
Objet Studio 帮助在您工作时提供屏幕说明和信息。

若要查看 Objet Studio 帮助：

 在标准工具栏上，单击 ，然后单击 Objet Studio 帮助。

图 5-78： 帮助选项

还可以查看有关以下主题的信息：

• 调试会打开错误消息及其说明的列表。

• 检查更新会检查您是否使用 新 Objet Studio 版本。 

Objet Studio 版本、材料模块以及许可的功能
您可以查看 Objet Studio 版本的详细信息、安装的材料模块以及许可证提供
的功能。

若要查看 Objet Studio 安装的详细信息：

 在标准工具栏上，单击 ，然后单击关于...。

图 5-79： 显示 Objet Studio 详细信息

“关于 Objet Studio”
选项卡

关于 Objet Studio选项卡显示 Objet Studio 版本号以及计算机的基本信息。

图 5-80： “关于 Objet Studio”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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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模块”选项卡 材料模块选项卡显示安装的材料模块详细信息。

图 5-81： “材料模块”选项卡

• 模块版本

如果安装了“材料模块”升级（补丁），则会显示新的“材料模块”版本。如
果未安装补丁，则 模块版本与 Objet Studio 版本相同。

• 模块日期

如果安装了“材料模块”升级（补丁），则会显示创建日期。如果未安装补
丁，则 模块日期为 Objet Studio 版本的日期。

• 模块属性

如果安装了“材料模块”升级（补丁），则会显示说明。如果未安装补丁，
则会显示默认。

“功能许可证”选项卡 功能许可证选项卡显示许可证提供的 Objet Studio 功能。

图 5-82： “功能许可证”选项卡

单击  可展开各功能的详细信息。

• 模式显示可用的打印模式。

• 材料显示可用的模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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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和管理打印作业
在Objet Studio 的Job Manager屏幕中，可监控和管理发送到打印机的作业。
客户端工作站上的 Objet Studio 与直接连接到三维打印机的计算机（服务器
工作站）上的 Objet Studio 之间存在几个差异。

• 安装在客户端计算机的 Objet Studio 只显示从该计算机发送到三维打印
机的作业的队列和状态，并只允许用户编辑这些作业。 
注意： 如果本地网络有多个 Objet 打印机，客户端计算机可以连接到其中任
何一个，但每次只能连接一个。

• 安装在直接连接至特定三维打印机的计算机（服务器）的 Objet Studio 显
示服务器和所有客户端计算机通过网络发送到该三维打印机的所有作业
的队列和状态。允许编辑和控制所有作业，并能够向打印机重新发送先前
打印的作业。

Job Manager
屏幕

客户端和服务器工作站上的Job Manager屏幕外观相同。唯一差异是会为客
户端安装禁用仅与服务器工作站相关的选项。

图 5-83： Job Manager屏幕

Job Manager屏幕划分为几个面板：

• 作业队列

• 打印进程

• 历史记录

• 可用资源

• 材料消耗

• 托盘预览

• 废料

如果 Objet Studio 未连接到打印机（或打印机服务器），则可以为任何 Objet 
打印机准备托盘文件。Objet Studio 以后可以在适当的打印机服务器上使用
这些文件。

作业队列

打印历史记录

托盘预览

材料消耗

可用资源

废料状态

Job Manager
功能区

打印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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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队列 在服务器上，作业队列会列出从客户端计算机发送的前 15 个作业。在客户端
工作站上，作业队列会列出从该计算机发送到打印机服务器的作业。 
队列的每个作业的信息均有显示，包括作业状态。

此外，还会显示以下信息：

• 所有者—发送作业的计算机

• 成型时间—估计的作业成型时间

• 模型消耗—完成作业所需的模型材料量，以及迄今为止实际使用的量

• 支撑消耗—完成作业所需的支撑材料量，以及迄今为止实际使用的量

打印进程 时间面板显示打印时间以及发送到打印机的切片数。

历史记录 历史记录面板显示前 50 个作业及其 终状态的信息。可以将作业从历史记
录拖动到作业队列以再次打印托盘。

可用资源 可用资源面板包含图形指示器，这些指示器显示剩余的可用打印材料量。*

材料消耗 • 实际—迄今为止使用的材料量

• 所需—完成作业仍需的材料量

托盘预览 托盘预览面板显示在作业队列或历史记录列表中选择的作业的成型托盘
视图。 
在服务器上，可以通过单击托盘预览显示来打开放大的预览窗口（请参见
第5-61页上的“扩展托盘预览”）。

废料 如果将鼠标移动至废料显示上方，则会显示容器中的废料量。

状态 意思

等待 作业还未开始打印。

成型 作业正在进行打印。

停止 此作业的打印已中断。打印可以以后继续（恢复）或再次开
始（重启）。

错误 此作业打印时出现错误，并重新列入打印队列。

编辑 作业正在Objet Studio 中编辑。

假脱机 打印机正在假脱机处理作业文件。

预处理 三维打印机正在准备打印盖锁，打印头已预热并且已放入开
始位置，紫外灯已打开，成型托盘已调整。

安排中 安排在指定时间打印作业。

* Objet Studio 会显示两个材料盒中打印材料的重量，只要每个材料盒含有多

于 100 克的材料。不会计算和显示少于 100 克的重量。但是如果一个材料盒

含有少于 100 克的材料，只要另一个材料盒中的材料重量多于 100 克，则打

印机仍将使用该材料盒。在任何情况下，每个材料盒的重量都会显示在打印
机应用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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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打印机
连接

在安装 Objet 三维打印机时，服务器计算机会连接到该打印机。通常不应更
改此连接。不过，有时可能需要重置连接才能将服务器连接到另一个打印机
或在离线模式下使用 Objet Studio（没有打印机连接）。

如要设置（或更改）打印机连接：

1. 在Job Manager功能区的三维打印机组中，单击 。

2. 在设置打印机对话框中，单击连接。

图 5-84： 连接到打印机 (A)

3. 输入计算机名称或其 IP 地址，或单击浏览以查找和选择它。

图 5-85： 连接到打印机 (B)

4. 单击确定。

当建立连接时，Objet Studio 会进行配置以为该打印机准备打印作业。

如果您在Job Manager屏幕 中看到材料含量（请参见第5-52页，图5-83），
则表示 Objet Studio 已连接到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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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模式 可以使用 Objet Studio 准备托盘以在离线模式下、在远程计算机上或在打印
机连接不可用时打印。还可以使用离线模式准备托盘以使用其他打印机打
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 Objet Studio 当前连接到打印机，则必须通过移除
此连接来更改为离线模式。

若要从打印机断开连接 Objet Studio：

1. 在Job Manager功能区的三维打印机组中，单击 。

2. 在设置打印机对话框中，单击连接（请参见图5-86）。

图 5-86： 从打印机断开连接 Objet Studio (A)

3. 在打印机连接对话框中，删除计算机名称/IP 地址。

图 5-87： 从打印机断开连接 Objet Studio (B)

4. 单击确定。

“未知”会出现在打印机名称字段中。

5. 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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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弹出消息中，通过单击否来确认您要在离线模式下工作。

图 5-88： 离线消息

当 Objet Studio 处于离线模式下时，可以配置它以便为不同打印机准备打印
作业。

若要更改 Objet Studio 离线配置：

1. 在设置打印机对话框中，选择打印机类型。

图 5-89： 离线打印机选择

2. 单击确定（而非“连接”）。

设置远程打印
机连接（客户
端模式）

当在客户端安装中首次打开 Objet Studio 时，会提示您连接到将作业发送到
三维打印机的 Objet 服务器计算机。要完成这一步，必须运行服务器计算机
并将其连接到本地网络。 

若要设置（或更改）与服务器计算机的连接：

1. 在Job Manager功能区的三维打印机组中，单击 。

2. 输入服务器计算机名称或其 IP 地址，或单击浏览以查找和选择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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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确定。

图 5-90： 打印机服务器连接对话框

Job Manager
命令

Job Manager功能区具有三个图标组：

• 三维打印机

• 队列

• 作业 

图 5-91： Job Manager功能区命令

图标会根据相关性启用或禁用。例如，因为无法对没有在打印的作业执行停
止操作，因此 停止命令会在打印机处于闲置状态时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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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Job Manager功能区上可进行以下操作：

组 图标 目的

三维打
印机

客户端：设置服务器连接。请参见第5-56页上的“设置远程打
印机连接 （客户端模式） ”。
服务器：设置打印机连接。请参见第5-54页上的“设置打印机
连接”。

为打印机警告配置选项。请参见第5-59页上的“配置用户警
告”。

队列 服务器：将作业移动到“作业队列”顶部。

客户端：已禁用。

请参见第5-53页上的“作业队列”。

服务器：将作业移动到作业队列中的较高位置。

客户端：已禁用。

请参见第5-53页上的“作业队列”。

服务器：将作业移动到作业队列底部。 
客户端：已禁用。

请参见第5-53页上的“作业队列”。

服务器：将作业移动到作业队列中的较低位置。

客户端：已禁用。

请参见第5-53页上的“作业队列”。

作业 服务器： 
• 对于作业队列中的作业—再次打印作业（从头开始）。 
• 对于历史记录列表中的作业—将作业移动到作业队列进

行打印。

客户端：已禁用。

请参见第5-62页上的“重启作业”。

服务器：停止正在进行的作业。 
客户端：已禁用。

服务器：继续从打印停止的位置打印当前作业。 
客户端：已禁用。

请参见第5-62页上的“恢复作业”。

从队列中移除选中的作业。 

在托盘预览显示中刷新所选作业的图像。

打开 托盘设置屏幕并显示托盘。对于删除的作业，这使您可
以在打印之前进行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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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用功能区命令图标之外，还可以在上下文（弹出）工具栏上或从标准
工具栏上的作业菜单使用命令。 

图 5-92： 弹出工具栏上的图标（服务器）

图 5-93： 弹出工具栏上的图标（客户端工作站）

注意： 大多数图标和菜单命令只有在选中作业的情况下才能启用。

图 5-94： 作业菜单选项（服务器）

配置用户警告 Objet Studio 可以提醒您（及其他人）发送到服务器的打印作业的状态。当
操作员离开打印机时，这对于大量的打印作业非常有用。可以报告以下的事
件：

• 模型或支撑材料的含量低。

• 作业被中断。

• 作业顺利完成。

若要发送电子邮件和 SMS 警告，请确保支持 MAPI 的电子邮件软件安装在
服务器计算机上。若要发送 SMS 警告，移动电话服务必须支持用 SMS 传输
的电子邮件消息。SMS 只传输电子邮件消息的主题行。

停止

编辑

导出打包作业 安排

恢复

重启

删除

编辑

删除

在将游标置于某个项目上方时，会有一个工具提示显示命令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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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配置 Objet Studio 以发送通知和警告：

1. 在Job Manager功能区的三维打印机组中，单击 。

图 5-95： 通知对话框（服务器）

图 5-96： 通知对话框（客户端工作站）

2. 设置所需报告选项。

3. 单击详细信息。

图 5-97： 选择警告的事件

4. 在报告事件对话框中，选择警告事件并单击确定。

5. 在通知对话框中单击确定。

打印托盘 如果作业队列中有作业，则该作业自动发送至 Objet 打印机—前提是打印机
是开启的、与打印机相连并且打印机在线。第 6 章描述了如何启动并操作打
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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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务器
功能

打印机服务器上的 Object Studio 包括以下其他功能：

• 扩展托盘预览

• 编辑作业

• 重启作业

• 恢复作业

• 安排作业

• 导出作业 (objzf)
• 修改 Job Manager屏幕

这些功能在以下页面进行了介绍。

扩展托盘预览

在此窗口中，可以从不同角度和缩放比例查看托盘，而不必离开 Job Manager
屏幕。除了在托盘预览窗格中显示所选作业之外，还可以打开放大的成型托
盘窗口。

若要显示成型托盘窗口：

1. 在作业队列或 历史记录列表中选择作业。

2. 单击托盘预览窗格。

图 5-98： 作业预览

• 若要更改托盘缩放比例，请转动鼠标滚轮。 
• 若要从不同视角查看托盘，请单击相关图标。

• 若要调整窗口大小，请拖动其边缘或角。

如果成型托盘上有几个对象，则可以从打印中排除一个或多个，而无需从托
盘文件中实际删除对象。

若要阻止打印成型托盘上的对象：

1. 双击不想打印的对象。

2. 显示 成型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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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从成型托盘中排除。

图 5-99： 从成型托盘中排除模型

4. 单击是以确认。

在服务器计算机上，可以使用托盘预览在打印对象时动态逐层显示对象。这
使您可以在计算机屏幕上直观地监控打印进度。

若要在托盘预览窗格中显示打印进度：

 在作业菜单中选择显示三维进度。

编辑作业

可以在作业队列中打开作业进行编辑。

若要编辑作业：

1. 选择作业。

2. 单击编辑图标 。

托盘设置屏幕会打开，其中显示成型托盘。Job Manager屏幕中作业的状
态会更改为“正在编辑”。

3. 编辑作业。 
4. 在托盘设置功能区上，单击 。

Job Manager屏幕中作业的状态会更改回“等待”。

重启作业 
可以从作业队列和历史记录列表重启作业。

若要重启作业：

1. 选择作业。

2. 单击重启图标 。

作业状态会更改为“等待”（在作业队列中）。

恢复作业 
如果打印进度已停止或中断，则能够从停止打印的位置继续打印作业。

若要恢复作业：

1. 选择作业。

2. 单击恢复图标 。

此选项会使用其他系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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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作业

可以安排在将来时间打印作业。例如，可以配置 Objet Studio 以在半夜和凌
晨时间内启动较长打印作业。

若要安排作业：

1. 在作业队列中选择作业，然后在弹出工具栏上单击 。

2. 在安排程序对话框中，为作业设置 启动日期和启动时间。 
单击启动日期箭头可打开日历。

图 5-100： 显示了日历的安排程序

3. 单击确定。

导出作业 (objzf)
可以将打印作业保存为压缩文件。

若要导出打印作业：

1. 选择作业。

2. 在弹出工具栏上，单击 。

3. 在另存为对话框中，选择文件夹。

4. 单击保存。

修改 Job Manager屏幕

可以通过拖动面板边缘来更改 Job Manager屏幕中各部分的大小。这适用于：

• 作业队列面板

• 时间面板

• 历史记录面板

同样，可以更改在主区域（作业队列/时间/历史记录）与屏幕右侧面板之间
划分屏幕区域的方式。

可以通过单击面板顶部来折叠（隐藏）右侧面板（可用资源/材料消耗/托盘
视图）。

• 再次单击可显示面板。

如需有关 objzf 文件的说明，请参见第5-40页上的“导出和导入 Objet 成型
托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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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Objet24 三维打印机 

启动 Objet24 打印机

1. 打开位于打印机背部的主电源开关。

 
图 6-2： 主电源开关和电线

主电源开关开启 Objet 打印机及内置计算机。 
2. 计算机启动后，通过双击 打印机计算机快捷键打开服务器（主机）计算

机上的远程桌面连接。

打印机机盖

打印材料室 & 废料室

打印机支架

注意事项！

若未经过 Stratasys 客户支持代表的训练，请勿尝试操作 Objet 打印机。

遵守所有安全警告并遵循第 2 章描述的安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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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动打印机控制应用程序：

• 在打印机计算机桌面上双击 Objet打印机图标。

或—
• 在开始菜单中，选择（所有）程序 > Objet > Objet。

打开 Objet 打印机界面屏幕（请参看图6-3）。打印机的所有监控和控制均在
此界面完成。

图 6-3： Objet24 界面

打印机计算机上需要包含有效产品激活密钥的 HASP 插头。这在出厂时或打
印机升级过程中安装。如果应用程序未打开并出现HASP 消息，请联系您的
经销商或 Stratasys 客户服务。

打印机模式

支撑材料盒

显示 
切换按钮

停止按钮

模型材料盒

当前活动

在线/离线按钮

打印机计算机上的时区是出厂设置，无法更改。与之类似，计算机的时钟也
无法配置为自动根据一年的不同季节更改时间。如有需要，您可以手动更改
显示的时间，但此操作只有在打印机处于闲置状态时才能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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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模型材料盒和支撑材料盒
Objet24 打印机使用两个模型材料盒和两个支撑材料盒，每盒净重 1 千克。
所装载材料盒的图示及其当前重量显示在打印机界面（请参见图6-3）。

注意：仅当材料抽屉关闭时，打印机控制界面才会显示已载入材料盒的类型
和重量。

若要加载模型材料和支撑材料：

1. 从打印机的前部（请参见图6-1），推动材料抽屉以将其拉开。

2. 如果您要更换材料盒，直接拉出卸下旧材料盒。

3. 在相应材料室中放入模型材料盒和支撑材料盒（请参看图6-4）。

图 6-4： 材料抽屉

4. 关闭材料抽屉。

5. 检查打印机界面确保检测到新的材料盒并显示了其重量（请参见
图6-3）。

打印机使用 RFID 技术自动识别确定打印材料的材料盒。因此，打印机硬件
中包含 RFID 模块。篡改此模块将导致打印机无法运行并可能会使 Stratasys 
保修和服务合同失效。

废料

模型 1

模型 2

支撑 1

支撑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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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加载和更换材料盒的提示：

建议始终在打印机中加载两个材料盒。当一个材料盒中的材料重量下降至 
100 克以下时，打印机便会从两个材料盒中抽取材料，直到其中一个变
空。如果仅使用一个材料盒，那么当材料重量下降至 100 克以下时打印便
会停止。（同样，如果两个材料盒的重量都下降至这一水平以下，打印也会
停止。） 

注意：如果少于 100 克，Objet Studio 不会显示材料盒中材料的重量。

可以在打印前或打印时更换材料盒。如果在打印期间执行操作，请确保在
三分钟内载入新材料盒并关闭材料抽屉。这可确保不会中断打印作业（当
抽屉打开时，材料盒不会显示在打印机界面上）。

如果在更换材料盒之前打印停止了较长时间，则打印机可能会进入 待机或 
闲置模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参见第6-10页上的“打印停止后恢复生
产”。

您可以更换已部分使用的材料盒以避免需要在打印时更换材料盒。然而，
重复拆下和安装材料盒可能会导致其中的材料泄露。因此，建议限制重新
安装用过的材料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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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模型
Objet24 打印机生产模型的方式是打印在 Objet Studio 应用程序中准备并且
从其中发送到打印机的托盘文件。有关准备用于打印的模型文件的信息，请
参看用户指南或 Objet Studio 帮助中的“Objet Studio 使用说明”。
Objet24 打印机能够打印具有以下 大尺寸的模型：

具有光泽表面—
X 轴：234.00 毫米（9.21 英寸）

Y 轴：192.00 毫米（7.55 英寸）

Z 轴：148.60 毫米（5.85 英寸）

具有哑光表面—
X 轴：233.00 毫米（9.17 英寸）

Y 轴：191.00 毫米（7.52 英寸）

Z 轴：148.30 毫米（5.83 英寸）

准备打印机

若要准备好打印机以生产模型：

1. 请确保打印机成型托盘是干净的且是空的。如果不是，请用刮 清除凝
固的打印材料，并用湿润的清洁布彻底清理托盘。

2. 请确保加载了充足的模型材料和支撑材料，如打印机界面所示（请参见
图6-3）。您可能希望更换当前打印机加载的模型和支撑材料盒，以免打
印时需要更换材料盒。 

3. 在打印机界面，单击红色按钮将打印机切换至在线模式。

按钮的颜色由红色变为绿色（请参见图6-7）。如果Job Manager队列中
有作业，则该作业被发送至打印机。 

在开始生产模型之前，建议您执行图样测试，检查当前打印头的打印质量
（请参见第6-19页上的“图样测试”）。 

注意事项：清理成型托盘时要带上防护手套，并留意刮刀锋利的刀片。

如要安装材料盒和更换空的材料盒材料盒，请参见第6-4页上的“加载模
型材料盒和支撑材料盒”。

将打印机切换为在线模式时，如果需要维护才能确保 佳打印质量，则
会显示一条消息。（请参见第6-17页上的“例行维护时间表”。）维护通知
可以从 选项菜单中禁用/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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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印机界面，打印机模式从闲置更改为预打印，打印机调整组件准备
生产： 
• 打印模块变热。

• 如果自上次打印作业以来已超过 48 个小时，则打印头中的打印材料会进
行冲洗并更换，以确保打印质量。（此步骤会使 预打印周期增加 7 到 14 
分钟，并会在打印机界面中显示。）

图 6-5： 在预打印周期中重新启动过程

• 紫外线灯点亮预热。

开始打印后，Objet Studio 发送七个切片至打印机。此为 Objet Studio 和打
印机之间的标准缓冲。在打印每个切片时，会将另一个切片发送至打印机。

根据生产模型的大小，打印要花几小时至几天的时间。只要供应材料盒有足
够的模型材料和支撑材料，打印将自动进行，直到完成作业。

Objet 打印机使用一个模型材料的材料盒和一个支撑材料的材料盒来生产模
型。打印机中装载了四个材料盒时，其中两个材料盒为备用材料盒。在默认
情况下，打印机首先使用材料 少的材料盒。

 活动的材料盒在打印机界面中显示为蓝色。 
当材料盒的重量下降至 200 克以下，打印机界面中显示的剩余材料为红色。 
当材料盒的重量下降至 100 克以下，打印机会在较重材料盒与几乎空的材料
盒之间交替进行材料的抽吸。打印机界面会用沙漏图标来表示。（请参见
第6-9页的图6-8。）
当材料盒彻底用完之后，会显示一个垃圾桶图标。

图 6-6： 空的材料盒指示器

打印期间，服务器计算机必须保持开启，且必须与 Objet 打印机通讯。请勿
在完成打印前注销 Wind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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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切换打印机界面显示，您可以监控打印机状态指示器。要完成此步，单
击打印机界面屏幕中的“显示切换”按钮。

图 6-7： 打印机指示器

打印机界面颜
色键

只要看一眼打印机指示器字段中的背景色，您就能知道某值或某项是否适于
或准备好打印。 
• 绿色—适于/准备好打印

例如，在图6-7：
 周围环境—打印室的周边环境温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打印头液位—打印模块贮备池中模型材料和支撑材料的含量足够。

 真空度—系统的真空度在可接受范围内。

• 红色—不适于打印（或表示警告）

例如，在图6-7： 
 废料—废料容器的重量是 1520 克，开始打印作业时该重量大于允许

值。（请参见第6-60页上的“更换废料容器”。）
• 蓝色—未准备妥当

例如，在图6-7：
 紫外线灯—紫外线灯未打开。

 打印头温度(°C) — 打印头还未达到（在打印模式中）打印模型所需的
温度。

在打印机界面中显示的材料盒颜色表示当前（或下一个）打印作业的哪些材
料盒有效。

• 蓝色—活动的材料盒

• 灰色—备用材料盒

打印头前部模
块的温度

打印头后部模
块的温度

显示 
切换按钮

支撑材料打印
头的温度

打印机设置为在线
模式（绿色）

系统真空度

室温

打印模块贮备池
的模型/支撑材料

模型材料打印
头的温度

废料重量

紫外线灯状态

活动的材料盒
（蓝色）

备用材料盒（灰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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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指示器 当您将一个打印作业从Objet Studio 发送至打印机后，打印机界面屏幕会发
生变化，而打印机处于在线状态（请参见图6-8）：
• 模型由预打印变为正在打印。 
• 正在执行的特定活动在“当前活动”字段中显示。 
• 显示当前作业打印信息。

• 显示打印进度条。

• 停止按钮可用。

图 6-8： 打印机打印时的界面

打印机工作期间，偶尔可能会出现以下窗口。

图 6-9： Q-Monitor

此窗口记录的信息仅供维修人员使用，您无需关注。您可以选择关闭或 小
化该窗口，使其从视野内消失。

进度条

停止按钮

打印机模式

作业信息

当前活动

作业信息

已分配的抽吸

几乎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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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停止后恢复生产
如果打印过程中断，则 Objet Studio 会停止向打印机发送切片。例如，如果
打印材料在打印作业中途耗尽，并且您不想立即更换空材料盒，则可能会发
生这种情况。在打印机更改为待机或 闲置模式之后，需要从 Objet Studio 的
Job Manager屏幕恢复打印。

若要继续打印模型：

1. 如果打印机处于离线模式，请通过单击打印机界面底部的红色按钮将其
切换为在线模式（请参见第6-3页的图6-3）。
按钮由红色变为绿色（请参见第6-8页的图6-7）。

2. 如果您不想知道打印停止的原因，请确保打印机与服务器计算机之间的
连接处于活动状态。

3. 在 Objet Studio 的Job Manager屏幕中，单击恢复图标 。

4. 在出现的从切片继续对话框中，检查打印机界面后确认切片数。

图 6-10： 中断打印后的打印机界面

图 6-11： 从切片继续确认（Objet Studio 中的Job Manager屏幕）

5. 如果，无论任何原因，对话框没有显示正确的数值，请输入正确的数值
并单击确定。

在打印停止之后，打印机会进入 待机模式，此时打印头的加热减少。大约 
20 分钟之后，打印机会进入 闲置模式，此时打印头的加热停止。 

打印机模式

后打印
的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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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则不能继续打印：

• 后打印的切片数没有出现在打印机界面中，即使服务器计算机显示了 
从切片继续确认对话框。

• 即使“ 后切片”和“从切片继续”指示器是正确的，但是打印期间的中断
时间相对较长。已打印的部分模型可能变形或收缩，所以已打印和新打印
的部分之间可能会有明显的差别。打印中断对模型产生的效果取决于模
型大小和结构、使用的模型材料、周围环境温度和中断时间长度。

如果不能继续打印： 

1. 在Job Manager屏幕中取消打印作业。

2. 移除成型托盘部分打印的模型。 
3. 可以从Job Manager屏幕重启作业（在 Objet Studio 中）。

您可以从打印机界面或 Objet Studio 的Job Manager屏幕停止打印。恢复打
印只能通过 Job Manager屏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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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打印机处于闲置模式
在打印作业的间隔期间，Objet24 打印机 多可以保持开启一星期。如果在
一星期内不使用打印机，则用关机向导自动执行必须完成的步骤来关闭打印
机（请参看“关闭打印机”，如下）。

当打印机停止生产模型时，打印机软件会自动降低打印头的温度，如下
所示：

注意：打印机模式显示在界面左边的绿色字段中（请参看第 6-3、6-8、6-9页
的图 6-3、图 6-7 和图 6-8）。

打印作业后，如果打印机在 20 分钟或更长时间内不会使用，可以立刻把打印
机转入 闲置模式关闭加热打印头。

若要将打印机转入 闲置模式：

 在 文件菜单（打印机界面）单击退出。

注意：打印机将保持在 闲置模式，直到您重新打开 Objet 打印机应用程序并
开始打印。

打印后的时间 模式 打印头的温度变化

前 15 分钟 待机 1 无

接下来的 5 分钟 待机 2 减少加热（至室温）

20 分钟之后 闲置 停止加热

打印机处于闲置模式时，请勿关闭其电源。打印机可以保持在此模式（机盖
关闭）长达一个星期。若要闲置更长时间，运行关机向导关闭打印机（请参看
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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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打印机
只有在一个星期或更长时间内不使用时，才需要关闭Objet 打印机。否则，打
印机可以保持打开（处于闲置模式）。 

若要正确关闭，打印机需执行几个步骤。请勿尝试通过仅仅关闭计算机界面
（打印机控制应用程序）来关闭打印机，并且在完成关机向导之前绝不要断
开打印机电源。

• 在少于一周的时间内关机

在少于一周的时间内关闭打印机或打印机计算机之前，请运行关机向导。
此向导会在关机之前清理打印材料的打印头。

• 在一周或以上的时间内关机

在一周或以上的时间内关闭打印机或打印机计算机之前，请运行材料冲
洗/填充向导。此向导会使用清理液更换打印模块中的打印材料。

注意： 在使用材料冲洗/填充向导准备好打印机之后，必须在打印模型之前
再次运行该向导（这次是为了使用打印材料更换打印模块中的清理液）。

关机向导 若要运行关机向导：

1. 从选项菜单中选择关机向导或按 F8。

图 6-12： 关机向导的打开屏幕

2. 选择无人参与时运行向导，除非您想要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关机过程。

注意：如果选择无人参与时运行向导，向导会在过程结束时自动关闭打
印机计算机。

3. 单击下一步。

以下屏幕中的选项只有当您选择了开始向导屏幕中的 手动运行向导时才
会启用。

关闭过程会冲洗打印机组件中的打印材料。为免冲洗掉珍贵的材料，请确保
至少一周打印一次模型。许多打印机操作员都会使用此机会打印客户样本或
测试模型。

注意事项：在没有运行向导的情况下，较长时间不使用打印机会对打印
头和其他昂贵的打印机零件造成严重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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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下一个屏幕中，指示托盘是否为空并单击下一步。

图 6-13： 托盘状态屏幕

关闭程序开始执行。

图 6-14： 关机进度屏幕

关闭程序可能需要 多 10 分钟时间，在此期间执行以下任务：

a. 打印模块返回至所有轴的起点。

b. 打印头被加热。

c. 打印头的残余材料被清理。

完成这些任务后，出现 终向导屏幕，在此对话框中，您选择是否此时
关闭 Objet 打印机内的计算机。

图 6-15： 计算机关机确认屏幕

5. 当要完全关闭 Objet 打印机并关闭电源时，选择是并单击 下一步。

6. 打印机计算机关机后，关闭主电源开关（位于打印机后部）（请参见
第6-2页的图6-2）。



DOC-34014-CH 修订版 C 6–15

Objet24 用户指南

材料冲洗/
填充向导

在较长时间（一周以上）处于不活动状态之前和之后，都应使用材料冲洗/填
充向导来确保打印机得到妥善的维护，并保证打印质量。每次运行向导时，
都应选择以下过程之一。

• 超过一周处于不活动状态之后，应排出并冲洗系统（如果之前未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应在打印之前运行向导，首先排出旧打印材料并清洁系
统，然后再用新的材料进行填充。

使用此过程针对关机一周以上准备打印机。此过程大概需要 60 分钟，并
需要在材料抽屉中载入四 (4) 个清理液材料盒。

• 为了将打印机还原为工作状态，该向导会使用打印材料填充系统。此过程
大概需要 30 分钟。

对于此程序，需要载入两 (2) 个模型材料盒和两 (2) 个支撑材料盒。

若要运行材料冲洗/填充向导：

1. 从选项菜单中启动“材料冲洗/填充”向导。

2. 在打开的屏幕中单击 下一步。

图 6-16： 向导程序选择

3. 选择所需过程，然后单击 下一步。

注意：在继续之前，请确保所需材料盒可用于所选程序。 

4. 载入所需材料盒，关闭抽屉，然后在向导屏幕中对此进行确认。

图 6-17： 材料盒确认屏幕—冲洗之前

超过一周处于不活动状态之后，应排出并冲洗系统（如果之前未进行）。
在这种情况下，应在打印之前运行向导，首先排出旧打印材料并清洁系统，
然后再用新的材料进行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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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8： 材料盒确认屏幕—填充之前

5. 在下一个向导屏幕中，确认打印机机盖已关闭，然后单击 下一步。

向导会运行材料冲洗周期。

图 6-19： 正在进行冲洗周期

6. 如果在打印机中载入了清理液材料盒，则向导会提示您移除它们。在向
导屏幕确认并单击 下一步。

图 6-20： 终向导屏幕

在使用此向导针对较长关机期间准备打印机之后，您应关闭打印机控制应用
程序和 Windows，然后关闭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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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打印机
为了在 Objet 三维打印机上获得理想的效果，例行维护是必不可少的。在指
定时间间隔内执行维护任务以优化打印机性能。

例行维护时
间表

 

清理打印头和
滚筒

周期性检查和清理打印模块底部的孔板，确保打印喷口没有阻塞。向导将引
导您完成操作，并调整打印机的组件以使您执行该操作。若要以 佳条件维
护 Objet24 打印机，请在每次打印作业之后，在从成型托盘移除模型时清理
打印头。此过程大约需要 20 分钟。

若要清理打印头和滚筒：

1. 准备—
• 异丙醇 (IPA) 或乙醇

• 一次性清洁手套

• 提供的清洁布或同类物品

• 镜子

2. 从选项菜单启动打印头清理向导（请参见第6-21页的图6-28）。
3. 按照向导屏幕的指示执行操作，然后选择确认复选框。

将打印机切换为在线模式时，如果需要维护才能确保 佳打印质量，则会显
示一条消息。维护通知可以从 选项菜单中禁用/启用。

频率 任务 若要获得更多信息

每次进行打印作业之后 清理打印头和滚筒表面。 请参见 第6-17页上的
“清理打印头和滚筒”。

每周 执行图样测试。 请参见第6-19页上的“图
样测试”。

每周 清理并检查橡皮刷。 请参见 第6-21页上的
“清理并更换橡皮刷”。

每周 重启打印机计算机和服
务器计算机。

每打印 300 个小时（出现
提醒消息）。

校准紫外线强度。 请参见第6-47页上的“测
试和校准紫外线灯”。

每打印 300 个小时 优化打印头。 请参见 第6-30页上的
“优化（校准）打印头”。

每月，及更换打印头后 检查打印头是否对齐。 请参见第6-27页上的“对
齐打印头”。

每打印 500 个小时，或每
六个月一次

校准测压元件。 请参见第6-50页上的“校
准测压元件”。

每打印 1000 小时，或一
年一次

预防性维护回访。

或由客户和授权的维护
工程师共同执行预防性
维护。

联系当地的 Stratasys 服
务供应商。

每年一次 检查活性炭除臭过滤器，
如有必要进行更换。

请参见 第6-52页上的
“更换除臭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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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1： 打印头清理程序—向导屏幕

4. 单击下一步。

打印机准备清理打印头。

5. 当出现以下屏幕时，打开机盖。

图 6-22： 打印头清理向导—步骤 5–11

6. 将镜子置于成型托盘上。

7. 戴上手套。

8. 用酒精浸泡清洁布。

9. 以前后移动的方式清理孔板（请参看图6-23）。用镜子确保您清除了所有
残余材料。

警告：打印头孔板 （底面）温度可能很高，请谨慎操作。

注意事项：打印头上未凝固的打印材料可能会刺激皮肤。带上一次性清
洁手套保护双手。



DOC-34014-CH 修订版 C 6–19

Objet24 用户指南

图 6-23： 清理打印头

10.  清洁整个滚筒表面，边旋转便清洁。

11. 完成清理后，选中向导屏幕的确认复选框（请参看图6-22）并单击
下一步。

12. 从打印机移开清理材料并关闭机盖。

13. 选中向导屏幕的确认复选框并单击下一步。

打印头清洗周期开始。完成此步后，会出现 终向导屏幕。

图 6-24： 打印头清理向导— 终屏幕

14. 单击完成关闭向导

图样测试 图样测试是验证打印机能否生产优质模型的基本方式，该测试显示了打印头
喷管的状态。因此请确保每周或怀疑打印有问题时执行测试。

若要执行图样测试：

1. 请确保成型托盘为空。

2. 准备一张粉红色的纸，大小约为 21 × 14 厘米（8.5 × 5.5 英寸)—标准 A-4 
或信纸的一半。

3. 在打印机中，将粉红色纸粘在成型托盘中心。

4. 按 F3，或打开 选项菜单并选择图样测试。

利用此机会清理紫外线灯上的玻璃透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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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5： 图样测试确认

5. 在以下对话框中，单击 确定以确认纸张已放置在成型托盘上。

图 6-26： 在测试纸上打印前确认

打印机在测试纸上打印一系列线条（请参见下图）。

图 6-27： 样本图样测试

6. 仔细检查测试纸，看看是否缺失线条。

若缺失太多线条，尤其是当这些线条处于相同区域时，说明生产模型时
打印的质量会很差。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请参看“提高打印质量”，如下。

注意：是否对模型质量满意是主观性的，也取决于生产模型的类型和尺
度（大小）。然而，一般来说，如果连续缺失两条线条，或在任何一栏缺
失的线条多于 10 条，则模型质量通常是不可接受的。

提高打印质量 如果认为打印质量不好，可执行图样测试（请参看“图样测试”）。如果结果
不能接受，请执行以下操作提高打印质量。

如果 后一次图样测试的结果很差：

1. 在 选项菜单，选择清洗序列，或按 F4。

2. 在确定对话框单击是。

用模型材料和支撑材料清洗打印头，用橡皮刷清除打印头上过多的
材料。

3. 重复清洗序列。

4. 执行图样测试。

模型材料打印头
打印的线条

支撑材料打印头
打印的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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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图样测试的结果仍然很差：

1. 手动清理打印头（请参看第6-17页上的“清理打印头和滚筒”）。
2. 执行清洗序列。

3. 执行图样测试。

如果图样测试的结果仍然很差：

1. 再次仔细清理打印头，确保没有遗留残余物。

2. 执行清洗序列。

3. 执行图样测试。

如果图样测试的结果仍然很差：

如有必要，优化打印头并更换出故障的打印头（请参见第6-30页上的“优化
（校准）打印头”）。

清理并更换橡
皮刷

橡皮刮片在清洗序列后清除打印头上多余的材料。此步在每次打印作业前自
动完成，且在维护任务期间手动执行。应该每天清理一次橡皮刷及其周边区
域。如果橡皮刷损坏或磨损，请将其更换。

若要检查和清理橡皮刷：

1. 准备—
• 异丙醇 (IPA) 或乙醇

• 一次性清洁手套

• 提供的清洁布或同类物品

• 一个备用橡皮刷

• 一个 M2.5 六角 (Allen®) 扳手

2. 启动橡皮刷清理向导，从选项菜单启动。

图 6-28： 启动橡皮刷清理向导

3. 在打开的向导屏幕中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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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确保成型托盘为空，然后关闭打印机盖。

在向导屏幕中对此进行确认并单击下一步。

图 6-29： 清理橡皮刷程序 — 步骤 4

5. 出现以下屏幕时，打开机盖。

图 6-30： 步骤 6–9 中的橡皮刷清理向导

6. 戴上清洁手套。

7. 使用清洁布和大量酒精，清除橡皮刷及其周边区域的残余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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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检查橡皮刷。

如果橡皮刷有刮痕、裂痕或磨损，或者如果不能彻底清理橡皮刷，请更
换橡皮刷。

a. 使用 M3 六角 (Allen®) 扳手松开（不是卸下）固定刮 的螺母。

图 6-31： 橡皮刷及多余材料排水管

b. 抓住橡皮刷并卸下。

注意：不要去除润滑脂。

c. 插入新的橡皮刷，确保橡皮刷位于水平位置，然后旋紧固定螺母。

9. 在向导屏幕中（请参见图6-30），确认刮 经过清理，然后单击下一步。

10. 从打印机移开所有工具并清理材料，然后关闭机盖。

11. 在向导屏幕中对此进行确认并单击下一步。

图 6-32： 确认屏幕

12. 单击完成关闭向导。

橡皮刷 

固定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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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并更换滚
筒废料收集器

通常，您不必检查和清理滚筒废料收集器。这由客户支持工程师在定期维护
回访过程中进行。不过，有时堵塞或受损的刮 可能会导致成型托盘上出现
材料泄露。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拆下滚筒废料收集器以进行检查。

若要拆下滚筒废料收集器：

1. 从 选项菜单启动打印头清理向导（请参看第6-21页的图6-28）。
此向导会准备打印机，便于拆下滚筒废料收集器。

2. 出现以下屏幕时，确认托盘为空而且打印机盖已经关闭，然后单击 下一

步。

图 6-33： 向导确认屏幕

打印模块移动到成型托盘的中央，然后托盘向下移动。

3. 出现以下屏幕时，打开机盖。

图 6-34： 当您开始此程序时所出现的向导屏幕

4. 戴上防护手套。

警告：打印头孔板 （底面）温度可能很高。请勿直接徒手接触并谨慎执
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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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松开固定紫外线灯装置的两侧螺丝，然后放置紫外线灯在打印模块顶
部。

图 6-35： 紫外线灯装置固定螺丝

6. 拉出排水管释放装置，从废料收集器中提出排水管（请参见下图）。

图 6-36： 从废料收集器中移出排水管

重要说明：完全拉出释放装置。

7. 用手从下方撑住滚筒废料收集器，然后使用 3 毫米六角 (Allen®) 扳手松
开螺钉螺丝。

图 6-37： 滚筒废料收集器螺丝

8. 拉出滚筒废料收集器，小心不要碰到或损坏刮 。

图 6-38： 滚筒废料收集器

固定螺丝

警告：刮刀非常锋利！请谨慎操作。

刮刀

废料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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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检查滚筒废料收集器。

• 如果刮 受损，请更换整个滚筒废料收集器装置。

• 如果刮 未受损，请仔细地从废料管道中移除所有废料，小心不要损
坏刮 。如有需要，使用 IPA 或乙醇溶解废料管道和刮 上的残余材
料。

注意：装置收集到的废料包含未凝固的光敏树脂。根据适用的环境法规
进行处理。

若要安装滚筒废料收集器：

1. 小心插入滚筒废料收集器装置。

2. 通过分别拧紧各螺钉来平衡地固定装置。

3. 推入排水管释放装置，将其一直推回原始位置。

图 6-39： 从废料收集器中移回排水管

4. 将打印模块移回到打印机中部。

5. 更换打印机中的紫外线灯装置，确保电线连同侧面的固定螺丝一起安装
到插槽中。

图 6-40： 固定好紫外线灯装置后将电线布置到位

6. 从打印机中移除所有工具并关闭机盖。

7. 在向导屏幕中，单击 取消使成型托盘返回到之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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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齐打印头 应检查打印头是否对齐— 
• 每月检查一次

• 在更换一个或多个打印头后

• 如果在清理打印模块底部的孔板后模型质量还是不可接受（请参见
第6-17页上的“清理打印头和滚筒”）

此过程大概需要 20 分钟。

若要检查打印头是否对齐：

1. 准备—
• 一张透明薄片，大小至少为 10.5 × 13 厘米（4.5 × 5.5 英寸）—标准 

A-4 纸 或信纸的四分之一

• 任意类型的胶带，用于将透明薄片固定在成型托盘上

2. 从选项菜单中，启动打印头校准向导（请参看 第6-21页的图6-28）。
3. 单击下一步开始并关闭机盖。

4. 在向导屏幕，选中复选框确定机盖已关，并单击下一步。

图 6-41： 门已关确认屏幕

5. 根据提示，将透明纸置于成型托盘上 - 靠近托盘左后边，如下图所示。

图 6-42： 将透明薄片置于成型托盘上

6. 请确保透明薄片整齐平放，并粘在托盘上。

7. 在向导屏幕，选中复选框以确认透明薄片已经粘在成型托盘上，并单击
下一步。

打印机在透明纸上打印出打印头对齐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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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出现以下屏幕时，移开透明薄片。

图 6-43： 打印头对齐向导—步骤 8–10

在透明纸上打印了几组两行的垂直线，每组均显示了不同打印头的
结果。

图 6-44： 打印头对齐测试样本

• 首行由生产模型时用于应用模型材料的打印头进行打印。

• 末行由用于应用支撑材料的打印头进行打印。

9. 使用普通放大镜或小型放大镜检查透明度。

当顶行和底行中的两根 #8 线条对齐时，显示打印头对齐的 佳状态，如
图6-44 所示。在展示的例子中无需更改打印头对齐。如果对齐的是线条
组的其他线条，您需要更改的对齐—在下一个向导屏幕中。

10. 在图6-43 中显示的向导屏幕中，选择透明纸已移除复选框，并单击
下一步。

出现的一系列对齐屏幕中的第一个屏幕。

图 6-45： 打印头对齐屏幕

11. 在打印头对齐屏幕，选择顶行和底行线条对对齐的线条编号。

注意：由于中间的线条的对齐是 佳的，所以在向导屏幕默认选中数值
“8”。这并不会改变打印头对齐。如果您选择其他数值，向导相应地调整
打印头对齐。

模型材料打
印头

支撑材料
打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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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单击下一步

显示以下屏幕。

图 6-46： 参数更新确认

13. 按照如下所示继续：

• 若要对打印机中作出对齐更改，应确保选择是并单击下一步。

• 若要在打印机作出对齐更改前重新检查对齐测试结果，单击上一步。

• 如果此刻不想对打印机作出对齐更改，请选择否并单击下一步。

14. 在以下屏幕，可以选择重复打印头对齐操作或关闭向导。

• 如果打印头对齐 接近的垂直线是在两边末端，选择是再次运行打印
头对齐向导，接着单击下一步。 
透明纸测试将显示打印头是否正确对齐，并且（如未对齐）向导将允
许您进行“微调”。

• 如果打印头的垂直线未在两边末端对齐，选择否关闭向导，接着单击
下一步。

图 6-47： 重复打印头对齐选项

如果在更换打印头后从打印头优化向导中打开了“打印头校准向导”，则打印
机应用程序将在您单击 终向导屏幕中的“完成”时关闭并重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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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校准）打
印头

打印头的条件直接影响打印模型的质量。为了保持 佳打印，通过运行打印
头优化向导测试打印头，并按照可能的 佳工作配置校准一次。此程序约需
要 1 个小时才能完成。

在优化过程中，会在成型托盘上打印样本。仔细检查并逐个称重样本后，在
向导中输入数据。向导使用此数据优化打印头。 
如果在优化过程中，向导确定打印头出现故障（或在当前打印头配置下会对
层均 性产生负面影响），则向导会指示您更换它。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则
可以继续执行向导来更换打印头或中止向导，以便在其他时间更换打印头。
此程序约需要 2.5 个小时以上才能完成。

若要测试和校准打印头：

1. 准备—
• 异丙醇 (IPA) 或乙醇

• 一次性清洁手套（洁净的无粉防护手套）

• 提供的清洁布或同类物品

• 镜子

• 缺失喷头标尺

• 提供的用于重量测试的天平

注意：在开始此程序前，确保天平已校准且已充电。

2. 从选项菜单启动打印头优化向导。

 
图 6-48： 启动打印头优化向导

3. 在打开的向导屏幕中单击下一步开始。

4. 关闭打印机机盖并在此向导屏幕中对此进行确认。

5. 在接下来的屏幕中，确保选择了优化所有打印头，然后单击下一步。

每打印 300 个小时后或只要打印头的条件会对打印模型的质量产生负面影
响，或是在您怀疑一个或多个打印头存在问题时，运行打印头优化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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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9： 程序选择屏幕

打印模块移动到用于清理和检查打印头的位置。

6. 当以下屏幕出现时，清理打印头。

图 6-50： 清理打印头屏幕

7. 将镜子置于成型托盘上。

8. 戴上清洁手套。

9. 用酒精浸泡清洁布。

10. 以来回移动的方式清理孔板。

用镜子确保您清除了所有残余材料。

警告：打印头孔板 （底面）温度可能很高。请勿直接徒手接触并谨慎执
行操作。



操作和维护 Objet24 三维打印机

6–32  DOC-34014-CH 修订版 C

图 6-51： 清理打印头

11. 当清理了打印头时，选中向导屏幕中的确认复选框并单击下一步。

12. 从打印机移开清理材料和镜子并关闭机盖。

13. 确认下个屏幕中列出的项目并单击下一步。

图 6-52： 确认屏幕

14. 选中向导屏幕的确认复选框并单击下一步。

图 6-53： 打印重量测试

确保用于称量打印样本的天平已校准。读数不准确会造成打印头无法优化以
获得高质量打印，或者错误指示打印头需要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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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机会自行准备打印（通过运行重启过程）。随后，会在成型托盘上打
印 6 个样本。这个过程可能花费 45 分钟。

15. 出现以下屏幕时，打开打印机盖以检查打印样本。

图 6-54： 数据输入屏幕

16. 使用“缺失喷头”标尺确定阻塞（缺失）的喷头数量。

图 6-55： “缺失喷头”标尺

数据输入屏幕的布局与成型托盘上的打印样本匹配。为屏幕中  指示的样
本输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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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塞喷口在重量测试样本中显示为打印材料的缺失行。

a. 将标尺右侧的对齐线紧靠样本底部，如图所示。

图 6-56： 将标尺与样本底部对齐

b. 检查标记为“ 大样本高度”的标尺标线下面是否还有空间。 
该标线下面还有空间表示缺失喷头位于打印样本末端。数字表明有多
少打印行（喷头）缺失。记住此数字。

图 6-57： 度量样本末端的缺失喷头

注意：因为标尺与打印样本的底部对齐，所以在标尺顶部度量底部边缘的
缺失喷头。

c. 通过匹配打印样本间隙与“缺失喷头”标尺标线，检查打印样本是否
存在间隙。标线旁边的数字表示缺失行/喷头的数量。 

图 6-58： 度量打印样本中的缺失行

在以上示例中，缺失喷头的数量为两 (2) 个。

打印样本

标尺标线

缺失行

打印样本

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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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将缺失行的总数输入到向导屏幕（“缺失喷头”字段）。 
注意：在此期间，滚筒不会使打印样本的表面平滑。切勿将样本中可见的
线条误认为是缺少材料。

图 6-59： 用于打印头优化的打印样本

17. 小心地移除样本，对其进行称重，然后在向导屏幕中输入重量。

请确保移除并称重整个样本（即使其分为几个部分）。

18. 输入缺失喷头数量和样本重量之后，单击应用或按 Enter。

数据输入指示器  移动到下一个位置。

19. 输入所有打印样本的数据。

20. 输入完所有打印样本的数据之后，单击下一步。 
向导使用收集的数据分析打印头的条件并进行优化，以便打印头可使用
均 的材料层打印模型。 
• 如果打印头处于满意条件下，则会出现以下向导屏幕。*

图 6-60： 终向导屏幕（优化打印头之后）

若要更改输入，请单击编辑数据，输入正确数据，然后单击保存。

* 但是，在更换并优化打印头之后，会出现一个屏幕让您继续运行打印头对齐向
导（请参看第6-27页）。此操作必须在打印模型之前完成。

如果此时选择不对齐打印头，则应用程序将在您单击完成时关闭并重新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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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要将经过优化的设置应用于打印头，打印机应用程序必须重启。
单击完成时，应用程序会关闭并重新打开。

• 如果向导确定打印头出现故障（或在当前打印头配置下会对模型质量
产生负面影响），则向导会指示您更换它。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以
下屏幕。

图 6-61： 发现故障打印头

21. 如果您已准备好更换打印头，选择更换故障的打印头。 
或—
如果要在其他时间更换打印头，请选择中止向导。

若要更换打印头，您需要以下工具和材料：

• 备用打印头

• 异丙醇 (IPA) 或乙醇

• 一次性清洁手套（随打印头提供，或使用洁净的无粉防护手套）

• 提供的清洁布或同类物品

• 提供的用于打印头优化向导（重量测试）的天平

• 缺失喷头标尺

如果要立即更换打印头，则向导会在您单击下一步时指导您完成操作。继续
执行第6-38页上的“准备打印模块”。

只能在与 Stratasys 授权的客户支持工程师进行协商之后，才能更换打
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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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打印头 打印头的条件直接影响打印模型的质量。如果出现以下一个或多个故障现
象，则需要更换打印头：

• 打印头优化向导确定一个打印头出现故障。（请参见第6-30页上的“优化
（校准）打印头”。）

• 在已打印的模型表面上会出现明显的沟槽。

• 肉眼观察打印头，发现打印头表面受损—喷口区域脱落或有气泡。

• 打印机界面显示了与打印头相关的警告或故障消息—
 打印头加热器温度超时

 打印头加热器热敏电阻开路

 打印头加热器热敏电阻短路

打印头优化向导将引导您完成更换打印头的程序，并调整打印机组件以让您
执行该程序。请仅在向导协助下更换打印头。整个程序需要大约 2.5 个小时，
包含以下阶段： 
A. 鉴定需要更换的打印头。 

这通常由打印头优化向导来执行。否则，可通过打印头表面的物理损害
迹象或故障消息确定哪个打印头需、要更换。

B. 为更换打印头准备的打印模块。

运行向导时将自动完成此步。

C. 卸下有故障的打印头。 
D. 安装新的打印头。

E. 优化打印头（由向导自动进行）。

F. 执行打印头对齐。

若要更换打印头：

1. 准备—
• 备用打印头

• 异丙醇 (IPA) 或乙醇

• 一次性清洁手套（随打印头提供，或使用洁净的无粉防护手套）

• 提供的清洁布或同类物品

• 提供的用于打印头优化向导（重量测试）的天平

• 缺失喷头标尺

注意：确保已准备好这些项目、天平已校准且已在执行打印头更换程序
前充电完成。

2. 启动打印头优化向导，位于选项菜单（请参看第6-21页，图6-28）。
3. 在打开的向导屏幕中单击下一步开始。

只能在与授权的客户支持工程师进行协商之后，才能更换打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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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以下屏幕中，选择更换故障的打印头，然后单击下一步。

图 6-62： 程序选择屏幕

准备打印模块 5. 选择需要更换的打印头并单击下一步。

图 6-63： 打印头选择屏幕

打印机会加热并清空打印模块，使其准备就绪。

图 6-64： 打印机准备进度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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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打印机准备好更换打印头时，出现以下屏幕。

图 6-65： 打印机准备好执行打印头更换

7. 戴上防护手套并打开打印机盖。

注意：为确保您的安全，打印机会断开打印头的电源连接。

图 6-66： 打印头更换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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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有故障的打
印头

卸下支撑打印头

 如果您不需要更换模型打印头，则继续第6-43页上的“安装支撑打印头”。

如要更换模型打印头，您必须首先拆下支撑打印头。

A. 戴上防护手套。
B. 卸下螺丝 B。
C. 松开螺丝 C。

卸下打印模块盖。

A. 卸下支撑材料打印头卡。
B. 松开打印头翼形螺钉。

按住打印头时，压下翼形螺钉并将其
卸下。

确保将两个 O 型密封圈连同打印头一
起卸下。

如果计划以后重新安装，请让打印头
远离紫外线。

依据地方法规处理打
印头。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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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模型打印头

A. 卸下模型材料打印头卡。
B. 松开打印头翼形螺钉。

按住打印头时，压下翼形螺钉并将其
卸下。

确保将两个 O 型密封圈连同打印头一
起卸下。

如果计划以后重新安装，请让打
印头远离紫外线。

依据地方法规处理打
印头。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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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模型打印头

 重新安装用过的打印头时，务必将 O 型密封圈更换为新的密封圈。

确保 O 型密封圈已安装在打印头上。

通过将打印头放入位置夹具进行对齐，如
图所示。

前
部

A. 向上推动夹具，推到标记为“第一次推动”的位置。
B. 向上推动夹具，推到标记为“前部”的位置。

拧紧打印头翼形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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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支撑打印头

 重新安装用过的打印头时，务必将 O 型密封圈更换为新的密封圈。

紧紧压下模型打印头卡，将其与打印模块相连。

推动标签，然后向下推动夹具以将其卸下。

推动标签

卸下

确保 O 型密封圈已安装在打印头上。

通过将打印头放入位置夹具进行对齐，如
图所示。

前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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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向上推动夹具，推到标记为“第一次推动”的位置。
B. 向上推动夹具，推到标记为“前部”的位置。

拧紧打印头翼形螺钉。

紧紧压下模型打印头卡，将其与打印模块相连。

推动标签，然后向下推动夹具以将其卸下。

推动标签

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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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更换打印头屏幕中（请参看第6-39页，图6-66），选中复选框确定您已
更换打印头，然后单击下一步。

9. 选中以下向导屏幕中的复选框，确认打印头对齐平整，然后单击下一步。

图 6-67： 安装检查屏幕

安装打印模块盖。

A. 插入并拧紧螺丝 A。
B. 拧紧螺丝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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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下一个向导屏幕中，确认您已从打印机中移除所有工具和物体且机盖
已关。

图 6-68： 托盘为空确认屏幕

向导继续运行，加热打印头然后填充并清洗打印头。如果安装没有问题，则
优化过程开始按照 佳工作配置校准打印头—请参看第6-30页上的“优化
（校准）打印头”。完成此程序后，您应当在打印模型前运行打印头对齐向
导。

如果检测到安装问题，向导会提示并指导您如何继续（请参看下面的“安装
问题”）。



DOC-34014-CH 修订版 C 6–47

Objet24 用户指南

安装问题 如果打印机在您安装打印头之后检测到存在问题，则会出现相关警告屏幕。

• 如果您安装的打印头不是 新的，也就是之前从打印机上拆除下来的，那
么会出现以下消息。 

图 6-69： 关于用过的打印头的消息

 如要继续安装此打印头，请单击是。
 如要卸下此打印头并安装一个新的打印头，请单击否。

• 如果打印机软件没有检测到更换的打印头，则出现以下警告屏幕。 

图 6-70： 安装不正确屏幕，显示要重新插入的打印头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a. 将打印头驱动卡重新插入对应插槽。

b. 在向导屏幕，选中复选框以确认重新插入驱动卡，并单击下一步。

测试和校准紫
外线灯

用于凝固模型的灯的有效紫外线辐射随时间而改变。用过少的紫外线固化会
造成在打印结束时，部分打印材料在模型上仍保持液态。每打印 300 小时后
或在您认为需要时，运行紫外线校准向导测试紫外线灯并校准其有效紫外线
辐射。

向导在模式下将测量的辐射与每个紫外线灯建议的辐射水平对比。校准紫外
线灯时，向导尝试调整辐射水平。

• 如果读数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则向导会继续。 
• 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整，则重复测试。 
• 如果紫外线辐射过低，无法妥善调整，向导会指示打印模式的紫外线灯辐

射不可接受。

若要测试和校准紫外线灯辐射：

1. 从选项菜单启动紫外线校准向导（请参见第  6-21 页上的图  6-28）。
2. 在以下屏幕中，选择紫外线强度校准，将紫外线灯的辐射水平调整到可接

受的范围。

测试和校准紫外线灯之前，确保玻璃透镜是干净的。为了方便检修，请运行
打印头清理向导，然后使用提供的专用清洁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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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1： 紫外线测试/校准选择

3. 请确保成型托盘已清理（为空）。在向导屏幕确认并单击下一步。

出现以下屏幕。

图 6-72： 打印机准备

4. 通过向右滑动机盖，暴露出紫外线传感器，然后检查玻璃是否洁净。

图 6-73： 紫外线传感器已露出

5. 如有需要，用洁净的布和酒精 (IPA) 清洁紫外线传感器上的玻璃。

请勿使用粗糙的清洁垫清洁玻璃。

在单击下一步时，紫外线灯会通电并稳定。（这可能需要几分钟）。接下
来，打印模块通过传感器，且向导会比较测得的辐射水平与建议的辐射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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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4： 紫外线测量进度

如果测量的紫外线水平不可接受，向导通过调整当前供电电流校准紫外
线灯，然后再次测试。

完成时，向导会显示校准之后的紫外线灯条件。

图 6-75： 紫外线灯的 终条件—可接受的强度水平

图 6-76： 紫外线灯的 终条件—不可接受的强度水平

6. 如果向导无法将紫外线灯调整到特定的紫外线强度范围内，请在更换紫
外线灯之前执行以下步骤并再次运行向导：

• 检查紫外线灯玻璃是否洁净。

• 检查紫外线传感器是否完全暴露，并且其护目镜是干净的。

如果结果仍然不可接受，请联系客户支持获取更多建议。

7. 单击下一步，关闭紫外线传感器盖，然后在向导屏幕中对此进行确认。然
后单击下一步以完成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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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7： 终紫外线校准向导屏幕

校准测压元件 测压元件是测量打印机材料盒和废料容器重量的传感器。为了方便和防止不
必要的打印材料废料，周期性检查重量测量是否准确很重要。建议以在打印 
500 小时后或以每六个月一次的频率校准测压元件。

若要校准测压元件：

1. 从选项菜单启动测压元件校准向导（请参见第6-21页的图6-28）。 
2. 选择您想校准的一个或多个测压元件并单击下一步。

图 6-78： 测压元件选择

3. 按向导指示卸下材料盒或容器，然后关闭材料抽屉。 

重要说明：继续之前，请确保材料抽屉已关闭。否则，校准会
受到影响。

4. 选择确认复选框并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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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79： 确认移除材料盒

5. 在下一个向导屏幕中，观察数值并等到水平相对平稳—比显示的平均水
平高或低两个单位。

图 6-80： 水平稳定

6. 选中复选框并单击下一步。

如果您需要校准多个测压元件，则出现下一个校准屏幕。重复步骤 5 和 6 
直到校准完所有的测压元件。

7. 在 终向导屏幕单击完成。

图 6-81： 终向导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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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更换材料盒/容器。

更换除臭过
滤器

如果打印机排气口未连接到外部通风系统，则内置活性炭过滤器会清除打印
材料中的气味。为了使工作环境舒适宜人，应定期更换此过滤器（如有必
要）。更换工作通常在预防性维护回访期间进行。

如要更换除臭过滤器：

1. 在打印机后部找到过滤器抽屉，然后拉开。

图 6-82： Objet24 打印机后部

2. 拆除用过的过滤器（可以从箱体下面将其推出）。

图 6-83： 箱中的除臭过滤器

3. 插入一个新的过滤器然后关闭箱体。

更换紫外线灯 用于固化模型的紫外线灯的工作寿命虽然很长，但还是有限的。Stratasys 维
护工程师会在定期维护检查期间测试其有效性，并根据需要进行更换。您可
以通过紫外线校准向导，测试和调整其有效功率（请参看第6-47页上的“测试
和校准紫外线灯”）。如要更换紫外线灯，请遵循以下说明： 
1. 从选项菜单中，启动紫外线灯更换向导（请参看第6-21页的图6-28）。 

 更换废料容器时，在连接废料管时用一只手稳住废料袋。否则，废料袋会
扭曲，从而影响废料流动。

 确保更换废料容器上的金属盖。在没有盖子的情况下操作打印机会导致
对废料重量的测量不准确，这会导致废料溢出到打印机中。

除臭过滤器箱

警告：继续之前，请确保打印机盖中的安全盖锁正常工作且紫外线灯温
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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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确保成型托盘为空，并在向导屏幕中进行确认。然后，关闭打印机机盖
并单击下一步。

图 6-84： “托盘为空”确认屏幕

各个轴移向“原始”位置。

3. 松开（不是卸下）紫外线灯装置盖上的螺丝，如下图所示。

图 6-85： 紫外线灯装置盖

4. 卸下固定紫外线灯装置盖的四 (4) 个螺丝，然后卸下盖子。

5. 断开紫外线灯电线和风扇电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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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6： 断开紫外线灯（顶视图）

6. 松开打印机上固定紫外线灯装置的两侧螺丝。

图 6-87： 紫外线灯装置

7. 拆下紫外线灯，然后放置到平面上。

8. 松开固定紫外线灯罩的螺丝，拆下灯罩。

紫外线灯接头

紫外线风扇接头

固定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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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88： 紫外线灯罩螺丝

9. 松开固定紫外线反射器的螺丝。

图 6-89： 紫外线反射器螺丝

10. 轻轻抬起紫外线反射器，将其拆下，然后从底部沿着一定的角度将反射
器从灯壳中拆下。

图 6-90： 将紫外线反射器从紫外线装置中拆下

灯罩螺丝

反射器螺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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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丢弃旧的反射器和灯。

12. 将新的紫外线灯/反射器装置插入外壳中。

13. 确保紫外线灯电线在灯壳之内布置到位，然后扭紧固定螺丝。

图 6-91： 安装紫外线灯时电线的位置

14. 更换灯盖，然后扭紧固定螺丝。

15. 更换打印机中的紫外线灯装置，确保电线连同侧面的固定螺丝一起安装
到插槽中。 

图 6-92： 更换紫外线灯装置之后的紫外线灯电线

16. 扭紧两侧的固定螺丝。

17. 在向导屏幕中，确定您已更换过灯且已连接黑带，然后单击下一步。

根据环保和安全规定处理用过的紫外线灯。

警告：灯破损的风险。

紫外线内含有汞。处理破损的灯时应小心注意。

对房间进行充分的通风。

收集汞和灯组件时应佩戴防护手套。

使用可以避免产生汞蒸气的方法（例如注射器、胶带或纸）收集流出的汞。 

将破损的灯、汞以及遭到污染的材料放在气密性的非金属容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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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3： 紫外线安装确认屏幕

向导运行紫外线灯，以测试其是否安装正确。如果灯没有亮，那么向导
会提示您检查电源连接并重新安装紫外线灯。

图 6-94： 终向导屏幕

注意：紫外线灯仍发光，直到您单击完成。

内置测试 内置测试界面提供软件参数的健全性检查。由于这会影响打印机的运行，您
只能在系统没有执行打印操作时才能打开内置测试界面。

检查内置测试 若要打开内置测试屏幕，进行以下其中一步： 

• 在 选项菜单选择内置测试。

• 按 Ctrl+Alt+B。

更换紫外线灯后： 

通过运行 紫外线校准向导来校准功率（请参见第6-47页上的“测试和校准
紫外线灯”）。至少等待紫外线灯冷却 2 分钟，然后再启动 紫外线校准向
导。

打印 100 小时之后再次校准新的紫外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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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5： 从选项菜单选择内置测试

测试界面 内置测试屏幕列出了预配置的测试。

图 6-96： 内置测试屏幕

状态

“S” 栏显示每次运行后的测试结果： 

测试成功完成。

测试失败。

未知结果。（测试还没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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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运行测试：

 选中复选框并单击 。

运行测试之后，内置测试屏幕中会添加 保存和 查看命令按钮。

图 6-97： BIT 命令按钮

测试结果 若要保存和查看所有测试的报告：

 使用 保存和查看命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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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废料容器 打印机废料含有打印机正常运行和维护时收集的部分凝固的聚合材料。为确
保安全和环保，应将该材料保存在特制的防泄漏的一次性容器中。

容器能容纳1.8 千克的废料—通常足够打印机使用几个星期。当容器中材料
为 1.5 千克时，打印机应用显示警告消息，当净重达到 1.8 千克时，打印机应
用会停止打印。高于 1.5 千克时，软件不允许您启动打印作业（或打印活
动），直到您更换废料容器。可以在打印机界面的 维护屏幕中监控废料容器
的重量。

若要监控打印机的废料重量（及其他指示器）：

 在打印机主界面屏幕，单击显示切换按钮查看打印机指示器。

图 6-98： 打印机界面，显示废料重量（红色背景表明对操作员的警告）

废料容器纸板盒内含有一个密封包。通常丢弃整个废料容器 — 包括盒。因此
在打印机安装废料容器前，您必须组装新的盒并插入新的废料袋。

若要准备新的废料容器：

1. 组装纸板盒，确保打通凿孔部分。

2. 折一个新的废料包（让其能够放入纸板盒）并将废料包的螺丝连接器插
入纸板盒顶部的孔里。

注意：请勿关闭纸板盒直到您连接了打印机的废料排放管。

若要更换废料容器：

1. 打开材料抽屉。

2. 从废料容器上卸下防火盖。

显示 
切换按钮

废料重量

替换盒、废料袋及密封盖在 Objet 打印机起始工具包和预防性维护工具包中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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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99： 卸下废料容器盖

3. 松开连接废料排放管与容器的螺帽。

4. 小心滑出提起废料容器，将其从打印机卸下。

5. 用随废料容器提供的密封盖帽密闭装满的容器。

6. 将新废料容器置于材料抽屉，并将连接排放管的盖帽连接上。 

重要说明：连接废料管时用一只手稳住废料袋。否则，废料袋
会扭曲，从而影响废料流动。

7. 关闭新废料容器盒。 

图 6-100： 连接了排放管的废料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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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将防火盖放在废料容器上，确保排放管通畅并且未弯曲。

图 6-101： 安装在废料容器上的防火盖

注意：在没有废料容器盖的情况下操作打印机会导致对废料重量的测量
不准确，这会导致废料溢出到打印机中。

9. 关闭材料抽屉。

清理外部面板 Objet 三维打印机的上漆外部塑料面板具有耐久表面，对于常见清洁材料具
有很好的耐化学性。但仍建议仅使用温和的肥皂液进行日常清洁。

备份和还原打
印机设置

打印机模式和配置设置存储在打印机计算机上的文件中。可以使用桌面图标
备份这些文件并还原它们（在需要时）。

图 6-102： 备份和还原桌面图标

重新启动向导 在 选项菜单中列出的向导之一为 重新启动。通常不必运行此向导。此向导控
制的过程会作为 预打印模式（打印开始之前）的一部分在需要时自动运行。
仅当 Stratasys 客户支持工程师指导您这样做时才运行此向导。

根据环保和安全规定处理装满的废料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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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后卸下模型
打印模型后，您应该在处理模型之前尽可能让模型冷却。如果无需在打印机
上打印其他模型， 好关闭封盖，花尽可能长的时间让模型在打印机里冷
却。 

如果必须尽快使用打印机打印其他模型：

1. 让打印的模型在成型托盘上冷却至少 10 分钟。 
2. 务必小心地用刮 或刮铲（工具包有提供）将模型从托盘卸下，当心不

要撬动或弄弯模型。

3. 将模型置于平面，接着盖上纸板盒或纸罩。

这让模型逐渐均 地冷却。

4. 让模型冷却几小时。

移除支撑材料
打印的模型冷却之后，必须移除支撑材料。完成此步的方法有多种，取决于
模型大小、精致程度、支撑材料的多寡及位置和其他因素。用以下方法作为
指南，将其中一个（或多个）应用于完成您正在处理的模型。

手动移除多余支撑
材料

戴上防护手套，剥离模型外部多余的支撑材料。若是精致的模型，将模型放
水中浸渍，再用牙签、针、小刷子清理。

用水压移除支撑
材料

对于大多数模型来说，移除支撑材料 有效的方法是使用高压水枪。Objet 
WaterJet 清洁设备就是一种合适的系统。

图 7-1： Objet WaterJet 清洁设备

若要使用该设备清理模型，将其置于室内，使用内置防水袖操作设备和水
枪。水泵将普通的自来水转变成高压水枪，而弧刷则保持玻璃窗清晰。

警告：  在处理未清洗的打印模型时请带上防护手套。

使用高压水枪系统清理精细模型时务必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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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苛性钠移除支撑
材料

用百分之一的苛性钠（氢氧化钠）溶液浸泡模型，移除死角区域的支撑材
料，让模型的表面光滑、干净。模型浸泡在溶液的时间取决于模型的精细程
度及需要移除的模型材料的多寡，通常是介于半小时至几小时之间。不管怎
样，您都应先移除尽量多的支撑材料，再用苛性钠处理，然后彻底（用水枪）
冲洗模型。

储藏模型 模型打印后就凝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可保持安全和稳定。然而，为防
止变形，必须达到适当的储藏条件。

• 将模型储藏在室温和低湿的环境。

• 请勿将模型直接暴露于日光或其他热源中。

警告：  苛性钠可导致化学灼伤、疤痕和失明。苛性钠与水混合产生热量，
可点燃其他材料。绝对不要将水灌入苛性钠溶液。在稀释溶液时，应将苛
性钠添加到水中。要做足安全保障措施，处理苛性钠和浸泡过的模型时务
必戴上丁腈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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