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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FORTUS 380MC 印表機

歡迎使用 Fortus 380mc™ 3D 生產系統，該系統在本使用者指南中統稱為 380mc。該印表機
整合 新的創新性技術，為使用者提供以 CAD 設計為基礎的精確原型。Stratasys 的熔融沉
積成型 (FDM) 技術提供原型零件 （包括內部功能），可用於裝配、形狀及功能的現場測試。
直接數位製造 (DDM) 技術用於直接依據 3D CAD 資料製造自訂的 終用途零件。380mc 印表
機配備伺服 / 皮帶傳動 XY 台架，能夠處理多種高溫成型材料。

380MC 的組件 

• 380mc 印表機

• 成型材料

• 支撐材料

• Insight 軟體套件

• 電腦工作站 （非 Stratasys 銷售）

印表機特點

• 成型空間大小：355.6 x 304.8 x 304.8 公厘 （14 x 12 x 12 英吋）

• 材料罐艙：1 種模型材料，1 種支撐材料

• 觸控螢幕圖形使用者介面 

可用材料

380mc 有兩種材料束。材料束的詳情如下：

除了以上列出的材料束，還可以購買這些材料的獨立許可。 

選項 選項詳細資料

標準 ABS-M30 （所有色彩）、ABS-M30i、ABS-ESD7 和 ASA （所有色彩）模

型材料以及 SR-30 或 SR-35 支撐材料。

工程 PC、PC-ISO、PC-ABS 和 Nylon12 模型材料以及關聯的 PC_S、SR-100 
和 SR-110 支撐材料。

注意： 請參見第 41 頁上的「噴嘴相容性和選擇」以瞭解詳細的材料 / 噴嘴相容性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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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指南

本指南將指導您使用 Stratasys 3D 生產、快速原型系統建構原型和 終用途零件。本指南可
作為學習和參考工具，透過簡單易懂、循序漸進的過程闡釋系統操作。

如何使用本指南

本指南分為幾個循序漸進的簡單章節。您可以逐章閱讀本指南，也可以使用目錄快速尋找特定資訊。
將本指南放在印表機附近，可以高效地解決故障和維護印表機。

本指南使用的慣例

本指南使用以下慣例：

• 顯示的粗體文字表示透過使用者介面觸控螢幕按下的按鈕。例如，按導航列內的 Queue （佇列）按

鈕。 

• 顯示的藍色文字表示連結到特定的圖、表、標題或頁碼的參考內容。

• 標準的粗體文字用於強調說明序列中的項目，或者指示導航路徑，必須遵循該路徑以定位 / 啟動軟體

應用程式、開啟或儲存工作站 PC 上的檔案、或者在使用 Insight 時執行操作。> 字元用於分隔導航路

徑內的項目。例如，從主功能表中導航到 File （檔案） > Open （開啟）。 

修訂紀錄

修訂版 日期 變更描述 

821358-0001-CHT_REV_A 2014 年 10 月 本文件的首次發佈。 

821358-0002-CHT_REV_A 2015 年 11 月 修訂了 「可用材料選項」表，加入了用色彩標注的 ASA 材料資訊。 

修訂了 「環境要求」部分，加入了空氣品質資訊。 

在 「使用者介面」一章中新增了「風扇轉速和系統電壓」部分。

在 「使用者介面」一章中新增了「材料載入控制 - 取消」按鈕的相關

資訊。

修訂了材料的載入和卸載過程。

修訂了 「使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部分中的幾個

步驟。

新增了 「補充資訊」章節。 

更正了整個指南中的多處細節。 

依據 Stratasys 新的設計和指南更新了文檔的品牌化資料。

821358-0003-CHT_REV_A 2016 年 5 月 全文新增 PC-ABS 材料資訊。 

821358-0003-CHT_REV_B 2017 年 5 月 全文新增 Nylon 12 CF 材料資訊。 

新增 Nylon 12 CF 列印頭更換程序。 

全文新增 Nylon SR-35 材料資訊。

821358-0003-CHT_REV_C 2017 年 5 月 糾正了材料管鋪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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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務和支援

本章提供 380mc 的服務和支援方面的資訊，以及安全資訊和安全標籤位置。

服務

如果您在使用印表機期間遇到該指南未涵蓋的問題，請連絡 Stratasys 的客戶支援：

致電尋求服務時，應始終準備好印表機的軟體版本 （請參見第 186 頁上的 「軟體版本」）和硬體序列號 （請參

見第 13 頁上的 「識別印表機」）。您可能還需要存取 Insight 工作站以提供硬體的診斷檔案。

軟體支援

如果您遇到該指南未涵蓋的軟體問題，請連絡 Stratasys 的客戶支援：

致電尋求服務時，應始終準備好印表機的軟體版本 （請參見第 186 頁上的 「軟體版本」）和硬體序列號 （請參

見第 13 頁上的 「識別印表機」）。您可能還需要存取 Insight 工作站以提供硬體的診斷檔案。

安全說明

以下為基本的安全提示，用於確保安全安裝、操作和維護 Stratasys 裝置，不應將其視為綜合性安全問題。

Fortus 380mc 印表機為安全、可靠的快速原型印表機。檢修印表機區域具有潛在的危險。

地區 電話 電子郵件

北美洲 /
拉丁美洲

+1 800-801-6491
（上午 7:00 - 下午 5:00）

support@stratasys.com

亞太 +852 3944-8888
（上午 09:00 - 下午 06:00）

support.ap@stratasys.com

歐洲、中東地區與
非洲

+49 7229-7772-644
（上午 09:00 - 下午 5:00）

support.emea@stratasys.com

地區 電話 電子郵件

北美洲 /
拉丁美洲

+1 800-801-6491
（上午 7:00 - 下午 5:00）

support@stratasys.com

亞太 +852 3944-8888
（上午 09:00 - 下午 06:00）

support.ap@stratasys.com

歐洲、中東地區與
非洲

+49 7229-7772-644
（上午 09:00 - 下午 5:00）

support.emea@stratas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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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類型

Stratasys 建議讓具有資格的人員執行所有服務。操作本印表機或身處本印表機附近的所有人員都應該瞭解本指

南使用的以下危險分類的含義。

• 警告和注意事項位於其所指段落之前。

• 注意 跟在相關段落之後。

產品安全標誌

我們竭盡全力保證我們的印表機隨時隨地都安全可靠。但是，有時您必須檢修可能存在高壓、高溫和 / 或運動機

械元件所在的印表機區域，此時可能會造成嚴重傷害。

警告： 指示潛在的危險情況，如不避免，可能導致傷害或死亡。 

注意事項： 指示如不避免會導致裝置損壞的情形。

注意： 指示與目前主題相關的其他資訊。

注意： 務必閱讀並遵循安全聲明，注意印表機上顯示的以下安全標誌。

高壓標誌： 高壓標誌指示存在高壓。務必遠離暴露在外的電路。建議摘下所有飾物。

表面發熱標誌： 表面發熱標誌表示裝置溫度較高。在受熱的元件附近工作時請格
外小心。務必穿戴歡迎包中提供的安全手套。

印表機中的列印噴頭溫度可能超过 450°C (800°F)。

手套標誌： 手套標誌指示，如果您進入該符號指示的區域，則必須穿戴適用於高
溫環境的安全手套 （在歡迎包中提供）。 

壓手標誌： 壓手標誌指示您在兩個物體之間可能會發生壓手危險。有一個或多個
物體在您的工作區域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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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安全標籤位置

圖 1-1： 列印噴頭安全標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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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烘箱安全標籤位置

圖 1-3： Z 軸平臺安全標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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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空氣系統安全標籤位置

壓縮空氣系統

真空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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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後部安全標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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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安全危險區域

印表機的以下元件和區域已突出顯示為具有潛在的安全危險，如果未能正確地遵循安全規程，可能會造成系統故
障或可靠性問題。

烘箱

台架

Z 軸平臺

警告： 在烘箱內部工作時，務必穿戴安全手套和長套袖。元件很燙。

烘箱溫度極高。烘箱溫度由安全感溫器控制，後者可以在溫度到達 370°C (698°F)

時關閉印表機。

注意： 開啟烘箱門會關閉烘箱加熱器。

警告： 在運動的印表機元件附近工作時，切勿穿戴領帶、寬鬆的衣服或吊掛類飾
物。

印表機頂蓋下方是台架。該區域包含 X 和 Y 軸的機械驅動元件。檢修該印表機區

域時請格外小心。伺服傳動系統（包括電機、滑輪和皮帶）功率非常大，所以必

須特別小心。

注意： 當烘箱門和 / 或頂蓋開啟時，印表機的伺服電機會停用。透過在建構時鎖

定烘箱門和頂蓋並在烘箱門和頂蓋開啟時停用電機，可以將正時皮帶和滑輪之間
出現 XY 擠壓的風險降至 低。當印表機正在建構時，烘箱門和頂蓋自動鎖定，

且在此期間不能開啟。如果烘箱門或頂蓋開啟，則不能開始建構。 

警告： 在運動的印表機元件附近工作時，切勿穿戴領帶、寬鬆的衣服或吊掛類飾物。

傳動皮帶、滑輪和 Z 軸平臺伺服電機會造成嚴重傷害。透過在 Z 軸平臺移動時鎖

定烘箱門和在烘箱門開啟時停用 Z 電機，可以將 Z 軸平臺出現擠壓的風險降至

低。

印表機中的列印噴頭溫度可能超过 450°C (80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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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鎖

感測器用於傳達烘箱門以及印表機頂蓋的狀態。出於安全原因，在 X、Y 和 Z 電機開始工作之前，必須關閉烘箱

門和頂蓋。電磁鎖確保烘箱門和頂蓋在印表機建構期間保持牢固關閉。

常規的安全措施

操作本印表機時，應遵守這些常規的安全措施。

環境要求

• 380mc 僅限室內使用。 

• 固體顆粒過多的空氣品質條件 （有傳導性或無傳導性）可能會對系統造成損壞。

• 容許在印表機上或印表機內堆積航空油的空氣品質條件會對塑膠部件造成損壞。

• 操作溫度應在 18°C 到 30°C （65°F 到 86°F）的範圍內，相對濕度在 30% 到 70% 非冷凝的範
圍內。

• 儲存溫度應在 -40°C 到 54°C （-40°F 到 129.2°F）的範圍內，相對濕度在 10% 到 85% 非冷凝
的範圍內。

• 海拔不應超出 2000 公尺 （6561.68 英尺）。

• 材料儲存的溫度應在 13°C 到 24°C （55°F 到 75°F）的範圍內，相對濕度在 20% 到 50% 的範
圍內。 

高壓標誌： 印表機存在高壓。

警告： 檢修印表機頂蓋下方的區域時，只能使用經過 OSHA 或 CE 批准的梯凳。

警告： 在烘箱內使用列印噴頭或液化器噴嘴時，務必穿戴安全手套和長套袖。這
些元件的溫度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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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定和安裝

本章節描述 380mc 的基本設定和安裝。

一般資訊

歡迎包內容 

本印表機的歡迎包中包含 「歡迎插入」文件、軟體 CD、維護印表機所需的常用工具以及各種備用零件。使用下

面的圖和表確認歡迎包中的內容。 

圖 2-1： 歡迎包的內容 - CD、驅動和線纜

表 2-1： 圖 2-1 的說明

1 「歡迎插入」文件 包含下載 380mc 使用者指南 （本文件）的說明。 

2 RJ45 線纜 該線纜用於在 380mc 和乙太網路之間建立網路連線。作業檔案透過該連線傳送到印表機。

請參見第 14 頁上的「連線網路」。

3 Controller Software 
CD

此 CD 是 Controller Software 的備份複本，這是用於控制印表機的軟體。請參見第 44 頁

上的 「軟體」以瞭解更多資訊。 

4 Insight CD 此 CD 用於將 Insight 軟體（以及 FDM Control Center 軟體）載入到工作站 PC 上。

Insight 軟體用於處理檔案，然後將其傳送到印表機執行建構。請參見第 44 頁上的 「軟

體」以瞭解更多資訊。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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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歡迎包內容 - 工具

表 2-2： 圖 2-2 的說明

1 安全皮手套 印表機元件可能溫度非常高。為防止灼傷或其他傷害，只要在該文件中看到手套安全標誌，就應穿
戴這些手套。請參見第 2 頁上的「產品安全標誌」。

2 磁力手柄鑷
子套

有時，您可能需要使用這些鑷子輔助移除剝除性支撐材料 （請參見第 175 頁上的「從印表機中移

除零件」），或者清潔堆積在列印噴頭和 / 或噴嘴上的碎屑。

3 Z 平臺除塵

刷

在清潔 Z 平臺時，該工具用於刷出材料碎屑。在開始建構零件之前務必確保 Z 平臺的清潔，因為 Z 
平臺上的碎屑將影響真空品質。請參見第 226 頁上的 「清潔 Z 平臺」以瞭解說明。 

4 六角球端螺
絲起子 
(9/64)

在更換印表機噴嘴的過程中會全程使用該工具。請參見第 129 頁上的 「更換噴嘴或變更材料類

型」。

5 帶照明功能
的 10 倍放

大鏡

提供該工具的目的是協助執行 「XYZ 噴嘴偏差校準」，這種校準需要檢視細小的工具路徑關係。未

提供該物品使用的電池 （2 C 電池）。請參見第 187 頁上的 「6 校準」。 

6 5” 刀具 在從印表機卸載和移除材料時，這些刀具用於裁剪材料罐的材料絲。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 「材料、

材料罐和液化器噴嘴」。

7 尖嘴鉗 

(7 1/8)

有時，您可能需要使用鉗子輔助移除剝除性支撐材料 （請參見第 175 頁上的「從印表機中移除零

件」），或者清潔堆積在列印噴頭和 / 或噴嘴上的碎屑。

2

1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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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歡迎包內容 - 備件

表 2-3： 圖 2-3 的說明

1 烘箱燈備用工具包 您可能需要定期更換烘箱燈。燈泡通常成對燒毀。歡迎包中包含烘箱燈備用工具包，每個
工具包內有 2 個備用懸掛式燈泡。請參見第 234 頁上的「更換烘箱燈」以瞭解說明。 

備用燈泡用完後，需要訂購額外的燈泡備用工具包。請參見第 225 頁上的表 7-2 以瞭解

備用易消耗零件的數量。 

2 廢料塊 歡迎包中包含備用廢料塊 (4)。廢料塊是噴嘴擦部件的零件，應該一周檢查一次。廢料塊

的表面堆積過多的材料時，應更換。請參見第 228 頁上的 「清潔 / 檢查噴嘴擦部件」以

瞭解說明。

備用件用完後，需要訂購額外的備用廢料塊。請參見第 225 頁上的表 7-2 以瞭解備用易

消耗零件的數量。 

3 墊片和清潔刷部件 歡迎包中包含備用墊片 / 清潔刷部件 (4)。墊片和清潔刷是噴嘴擦部件的元件，用於確保

液化器噴嘴沒有碎屑且不會堆積材料。應每週檢查一次，並依據需要執行更換。請參見第
228 頁上的 「清潔 / 檢查噴嘴擦部件」以瞭解這些元件磨損的說明和解釋。

備用件用完後，需要訂購額外的備用部件。請參見第 225 頁上的表 7-2 以瞭解備用易消

耗零件的數量。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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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歡迎包內容 - 清潔用品

表 2-4： 圖 2-4 的說明

1 觸控螢幕清潔工具
包

反復使用之後，觸控螢幕可能變髒，有時就需要執行清潔。在清潔觸控螢幕時，僅使用合適
的 LCD 清潔劑。請參見第 237 頁上的「清潔觸控螢幕顯示器」以瞭解清潔相關說明。 

2 烘箱玻璃清潔工具
包

烘箱門的玻璃窗有時可能需要執行清潔。該玻璃窗由一塊聚碳酸酯板和一片鋼化玻璃組成。
在清潔烘箱門的聚碳酸酯板時，僅使用 Novus 1 塑膠清潔劑。烘箱門的鋼化玻璃片可以使用

含少量肥皂液的溫水溶液和超細纖維布執行清潔。請參見第 235 頁上的 「清潔烘箱門玻璃 /
玻璃窗」以瞭解清潔相關說明。

3 超細纖維布 印表機的各種元件都可能變髒，有時就需要執行清潔。僅使用合適的超細纖維布清潔這些元
件。請參見第 235 頁上的「清潔印表機」以瞭解使用該纖維布清潔的說明。

2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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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用於安裝的裝置

依照場地準備指南，確保可以高效、安全地為印表機安裝準備相關裝置。

識別印表機

使用以下標記識別印表機：

• 序列號標記 - 請求服務時請參閱該編號。

• 型號標記 - 該標記上提供印表機的型號、零件號和電源要求。該標記還列出與本印表機有關的所有專
利號、一些 FCC 符合性資訊、電壓警告以及 Stratasys 網址。

這兩個標記都位於印表機背面靠近底部的位置，一般放在印表機電源連線的附近。在向客戶支援確認您的印表機
時，請使用這些標記上的資訊。

圖 2-5： ID 標記位置

型號標記

序列號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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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設定

連線網路

經過處理的作業檔案已透過裝置的乙太網路傳輸到 380mc。RJ45 網路連線器位於印表機背面的右上角（從背面

檢視時），用於執行網路連線 （請參見圖 2-6）。 

連線電源線

交流電斷路器 

印表機的交流電斷路器位於印表機背面的右上角 （從背面檢視時）。向上推起交流電斷路器的手柄 （使其位於 
ON （開啟）位置）時，就會對印表機供電。 

如果印表機遇到高電流浪湧，交流電斷路器就會切斷，從而保護印表機的電氣和電子元件。當交流電斷路器切斷
時，其斷路器手柄向下轉動 （朝向 OFF （關閉）位置），不再處於完全向上的位置。 

欲使印表機返回到執行狀態，可重設交流電斷路器。重設方法是將交流電斷路器的手柄充分向上推動 （到達 ON
（開啟）位置）。 

注意： 請參見圖 2-6 以瞭解所有背部連線。

警告： 獲得授權的電工必須執行所有的設施交流電佈線安裝，包括連線系統電源。 

注意： 當交流電斷路器切斷時，斷路器手柄並不一定 終位於完全向下 （OFF
（關閉） ）的位置。每次交流電斷路器切斷時，手柄都會轉動至向下的位置，不
再處於完全向上 （ON （開啟））的位置。在重設交流電斷路器時，務必先將交

流電斷路器手柄推到完全向下（OFF（關閉））的位置，然後再推動到完全向上

（ON （開啟））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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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6： 背部連線

設定網路 

本部分用於在您需要變更網路設定時提供說明。

印表機的網路位址類型可以設定為 DHCP （動態）或 Static （靜態）。

• DHCP（動態）位址 - 網路伺服器或 PC 將為印表機產生 IP 位址。伺服器或 PC 有時會產生不一樣的 
IP 位址。

• Static （靜態）位址 - 您必須為印表機輸入 IP 位址、網路遮罩以及閘道位址 （由系統管理員提供）。
輸入以後，位址便無法變更。

除了設定 IP 位址外，您還可以為印表機設定 UPnP 設定。

• UPnP 開啟 - 印表機將在整個網路中廣播其唯一裝置名稱 (UDN) 位址。這樣便可以讓 Insight 軟體自
動偵測印表機的 IP 位址以執行通訊。

• UPnP 關閉 - 印表機不會在整個網路中廣播其 IP 位址。Insight 軟體需要手動設定才可以與印表機執
行通訊。

交流電斷路器

（關閉位置）

乙太網路網路連線 
(J45)

可選的 UPS 連線

電源線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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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NP 設定

欲設定印表機的 UPnP 設定：

1. 開啟印表機的電源，請參見第 117 頁上的 「開啟印表機電源」。

2. 按導航列內的 Settings （設定）按鈕 （請參見第 53 頁上的表 4-5）。

3. 在 Settings （設定）頁面的 Network （網路）部分內定位 UPnP 選項 （請參見第 93 頁上的

「UPnP」）。 

4. 此時會顯示一個滑動按鈕，用於開啟和關閉 UPnP （預設選取 On （開啟））；依據需要調整該設

定，方法是觸摸螢幕上的按鈕，然後將按鈕向左 （Off （關閉））或向右 （On （開啟））滑動。

網路位址設定

欲設定印表機的網路位址設定：

1. 開啟印表機的電源，請參見第 117 頁上的 「開啟印表機電源」。

2. 按導航列內的 Settings （設定）按鈕 （請參見第 53 頁上的表 4-5）。

3. 在 Settings （設定）頁面 Network （網路）部分的第一行中可以找到網路位址分組資訊。該分組

包含 Address Type （位址類型）、IP Address （IP 位址）、Netmask （網路遮罩）和 Gateway 
Address （閘道位址）欄位，欄位的對應位址顯示在該行的右側 （請參見第 93 頁上的 「網路位

址資訊」）。 

4. 欲調整印表機的網路位址資訊，可按顯示在 Network （網路）行內的向右箭頭圖形。這會開啟印

表機的 Network Settings （網路設定）詳細資料頁面 （請參見第 91 頁上的 「網路設定」）。 

5. 在 Address Type: （位址類型：）欄位的右側會顯示一個滑動按鈕，用於選取 DHCP （動態）

或 Static （靜態）位址類型 （預設選取 DHCP）。依據需要調整該設定，方法是觸摸螢幕上的該

按鈕，然後將按鈕向左 (DHCP) 或向右 （Static （靜態））滑動。

A. 如果選取 DHCP，則無需執行額外的設定。按頁面左上角的 Settings （設定）按鈕以離開印

表機的 Network Settings （網路設定）詳細資料頁面並返回到 Settings （設定）頁面。 

B. 如果選取 Static （靜態），則會顯示 Enter Network Settings （輸入網路設定）快顯對話方

塊。在該對話方塊中，必須使用顯示的鍵盤手動設定 IP Address （IP 位址）、Network 
Mask （網路遮罩）和 Gateway （閘道）欄位。只需觸摸螢幕上的欄位執行選取，然後使用

鍵盤輸入位址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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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Enter Network Settings （輸入網路設定）對話方塊

• 使用數字鍵輸入位址數字。 

• 使用回退鍵逐位刪除輸入的內容。

• 使用核取記號鍵確認輸入，儲存並離開對話方塊。

• 使用離開鍵離開對話方塊，且不儲存。

6. 設定網路設定並離開 Enter Network Settings （輸入網路設定）對話方塊之後，您將返回到印表

機的 Network Settings （網路設定）詳細資料頁面。按對話方塊左上角的 Settings （設定）按鈕

以離開 Network Settings （網路設定）詳細資料頁面並返回到 Settings （設定）頁面。 

注意： 如果您不知道 IP 位址、網路遮罩或閘道位址，請諮詢您的網路管理員。

核取記號（確認）

回退（刪除） 離開 （不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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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印表機的日期和時間

為確保準確的建構時間，必須設定印表機的時鐘。在 FDM Control Center 應用程式內完成該工作，作為安裝過

程的一部分將該應用程式安裝在您的工作站 PC 上 （請參見第 45 頁上的 「FDM Control Center 軟體」）。執行

如下步驟以設定 380mc 的日期和時間：

1. 欲開啟 FDM Control Center，可導航到 All Programs （所有程式） > Insight （已安裝版本） > 
Control Center （已安裝版本），或者按兩下 Control Center 捷徑 （如果存在）。

2. 選取 Services （服務）標籤，並且確保從 Name: （名稱：）下拉功能表中選取 380mc。如果不

能從下拉功能表選取您的印表機，就需要在 Control Center 內新增該印表機，請參見第 208 頁上

的 「將印表機新增到 Control Center」以瞭解相關說明。 

3. 按一下 System Time （系統時間）按鈕。

圖 2-8： System Time （系統時間）按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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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時會顯示 Change 380mc Date and Time （變更 380mc 日期和時間）對話方塊。該對話方塊內

的日期和時間設定會基於工作站 PC 的日期和時間設定自動設定。

5. 依據需要調整日期和 / 或時間設定，然後按一下 OK （確定）關閉對話方塊。印表機的日期和時

間設定將得到設定並顯示在使用者介面的資訊列部分內 （請參見第 47 頁上的 「資訊列」）。

圖 2-9： 變更日期和時間對話方塊

授權印表機

印表機必須先經過授權才能用於建構零件。授權印表機的過程涉及將印表機置於容許執行材料授權升級的模式，
然後安裝印表機的材料授權檔案。該檔案包含印表機材料設定的詳細資料 （請參見可用材料以瞭解詳細資料），
用於確定哪些模型和支撐材料可用於在該印表機上建構零件。作為初始安裝和設定 （由授權的服務代表執行）
的一部分，印表機應已獲得授權。然而，如果在安裝和載入材料罐後，印表機不能識別這些材料罐且不容許啟動
建構過程，您就可能需要授權印表機。遵循第 211 頁上的「安裝 / 更新材料授權」內的步驟對印表機執行授權。 



20

3 系統元件

本章描述 380mc 的元件。本章還提供印表機可使用的材料和噴嘴的資訊。

印表機概述

檢修門和面板

本印表機的設計旨在方便檢修系統中 常檢修的區域。門和面板已在圖 3-1 和圖 3-2 中突出顯示。

圖 3-1： 檢修門和面板 - 前視圖

警告： 只有授權的服務代表可以拆除右上部面板、右下部面板、左上部面板、左
下部面板以及後部的上、下面板。下圖已指明這些元件，僅供參考。 

頂蓋

材料罐艙門

（左側與右側）

烘箱門

觸控螢幕使用者
介面

上部面板

（左側與右側）

下部面板
（左側與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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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檢修門和面板 - 後視圖

頂蓋

用於檢修台架和列印噴頭組件。 

使用六個風扇冷卻印表機的該區域。左側的兩個風扇和右側的兩個風扇將冷空氣吹入台架區域，而後部的兩個風
扇從台架區域吸出暖空氣。

烘箱門

用於檢修 Z 平臺、噴嘴擦部件以及可移除的已完成零件。

材料罐艙門

用於檢修材料罐艙外殼及其元件 （材料罐、材料罐釋放旋鈕和材料罐狀態 LED），以及檢修電源開關、噴嘴擦

高度調整輪、廢料箱和存放區域。

後部下面板

後部上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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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部和左部面板 

後部的上、下面板 

觸控螢幕使用者介面 

用於實現印表機的使用者控制。在使用者介面中，可以存取各種螢幕以選取建構的作業、在建構過程中控制作
業、更換材料和噴嘴、執行校準以及設定印表機的設定和維護選項。觸控螢幕還會直觀顯示印表機的執行情況以
及任何警告資訊。 

請參見第 4-46 頁上的 「4 使用者介面」以瞭解使用者介面的元件和頁面的詳細資訊。

警告： 只有授權的服務代表可以拆除右上部面板、右下部面板、左上部面板以及
左下部面板。 

警告： 只有授權的服務代表可以拆除後部的上、下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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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元件

烘箱由烘箱門和可以透過烘箱門窗戶看到的所有元件組成，這些元件包括 Z 平臺和噴嘴擦部件。在烘箱中建構

零件。

圖 3-3： 烘箱元件 

烘箱門

烘箱門使用了電磁鎖。烘箱門在印表機建構零件期間保持鎖定，而在可以安全地檢修烘箱元件時會自動解鎖；烘
箱門在印表機建構零件期間不能開啟。頂蓋在連線烘箱門時會自動解鎖，便於您手動開啟頂蓋。 

烘箱門窗戶由 2 個元件組成，即內部的玻璃片和外部的聚碳酸酯板。內部玻璃片採用鋼化玻璃，旨在抵抗極高的

溫度，因為該玻璃片與烘箱內部直接接觸。外部的聚碳酸酯板可移除，其外側 （即與印表機的外部對齊的表面）
具有防刮擦塗層。聚碳酸酯板的內部表面沒有這種防刮擦塗層。 

在清潔內部玻璃片和聚碳酸酯板時，必須遵循特定的清潔步驟。請參見第 235 頁上的 「清潔烘箱門玻璃 / 玻璃

窗」以瞭解詳細資料。 

注意： 儘管聚碳酸酯外板具備防刮擦塗層，但某些材料仍然會損傷 / 擦傷該板的

表面。請務必小心使用，避免可能擦傷聚碳酸酯板外表面的任何活動。 

噴嘴擦部件

廢料槽檢修面板

Z 平臺

烘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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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燈

烘箱正面上部邊緣裝有四個懸掛式燈泡 （圖 3-4），每一側各有兩個燈泡，用於照亮烘箱。每個燈泡的額定電壓

為 12 伏特。 

儀錶板內的烘箱燈控制按鈕表明烘箱燈的目前狀態，用於手動開啟或關閉烘箱燈。（請參見第 52 頁上的 「烘箱

燈控制按鈕」以瞭解更多資訊。）

圖 3-4： 燈泡位置

表面發熱標誌： 燈泡溫度很高。在烘箱燈開啟時，絕對不要觸摸燈泡。
應僅在烘箱燈關閉時移除 / 更換燈泡。（請參見第 234 頁上的 「更換烘箱燈」以

瞭解燈泡更換說明。） 

懸掛式燈泡

（每一側各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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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平臺

鋼制 Z 平臺提供在其上建構零件的水平表面。建構膠板透過真空源牢固地粘到 Z 平臺上 （請參見第 35 頁上的

「機載真空系統」以瞭解詳細資料）。Z 平臺的上表面加工成棋盤狀圖案，以便真空均勻分布在整個表面上。在

開始建構零件之前務必確保 Z 平臺的清潔，因為 Z 平臺上的碎屑將影響真空品質（請參見第 226 頁上的「清潔 
Z 平臺」以瞭解相關說明）。 

將碎屑擋片 （非客戶可移除零件）置於整個真空口上，真空口位於 Z 平臺的中央位置。該擋片可阻止材料微粒

進入真空管路。應經常檢查碎屑擋片，確保其未遭碎屑阻塞。 

噴嘴感測器位於 Z 平臺的正面右側角落，印表機使用該感測器確定噴嘴相對於建構膠板表面的建構位置。印表

機將在 「Z 軸平臺零位校準」（當開始建構時自動執行）期間利用噴嘴感測器確定建構位置，而在更換模型噴嘴

和支撐噴嘴之後確定兩者之間的 Z 偏差值 （在 「XYZ 噴嘴偏差校準」期間）時也會利用該感測器。 

圖 3-5： Z 平臺元件

注意： 使用三個調平用千斤頂螺絲將 Z 平臺安裝到 Z 軸平臺橫樑；這樣就可以調

平 Z 平臺。只有授權的服務代表可以執行 Z 平臺調平。

真空口

和
碎屑擋片

噴嘴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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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嘴擦部件

噴嘴擦部件位於烘箱正面的右側。該部件由兩個墊片 / 清潔刷部件 （每個噴嘴對應一個）、兩個廢料塊 （每個噴

嘴對應一個）和一個廢料槽組成。該部件位於廢料槽檢修平臺的後面。墊片 / 清潔刷部件確保印表機的噴嘴和噴

嘴防護罩沒有廢料碎屑且不會堆積材料。

從噴嘴中排出材料時，列印噴頭位於廢料塊的正上方。材料排出時，其會在廢料塊上混亂堆積。從噴嘴排出材料
之後，噴嘴會橫穿墊片 / 清潔刷部件。墊片從噴嘴的末端切下排出的材料並將其倒入廢料槽。清潔刷用於清潔噴

嘴和噴嘴防護罩。廢料槽會將排出的材料引到位於材料罐艙外殼內部的廢料箱中。 

可以使用位於材料罐艙外殼內部的噴嘴擦高度調整輪手動調整噴嘴擦。請參見第 29 頁上的 「噴嘴擦高度調整

輪」。 

圖 3-6： 噴嘴擦部件

墊片 / 清潔刷部件

模型 = 左側

支撐 = 右側

廢料塊
模型 = 左側

支撐 = 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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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罐艙外殼元件

開啟印表機正面的材料罐艙門，以檢修模型和支撐材料罐艙。材料罐艙門不包含電磁鎖，因此可以在印表機建構
零件時開啟。

圖 3-7： 材料罐艙外殼元件

材料罐狀態 LED

模型材料的材料罐艙 
(M1)

支撐材料的材料罐艙 
(S1)

材料罐驅動
釋放旋鈕

存放區域

電源開關

廢料箱與廢料

箱門

噴嘴擦高度調整輪

（模型 - 頂部輪 
支撐 - 底部輪） 

材料罐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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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罐艙

380mc 有兩個操作材料罐艙 - 一個模型材料罐艙和一個支撐材料罐艙。 左側的艙 (M1) 儲存模型材料，而 右

側的艙 (S1) 儲存支撐材料。 

在建構零件時，一個模型材料罐和一個支撐材料罐將處於使用中狀態。使用中的材料罐將材料絲載入到列印噴
頭，透過材料罐上方穩定狀態顯示綠色的 LED 以及使用者介面中顯示的 "Loaded" （已載入）狀態表明材料絲已

載入 （請參見第 181 頁上的 「材料狀態」以瞭解更多資訊）。可以在不暫停印表機的情況下更換非使用中的材

料罐。

材料罐驅動和材料罐釋放旋鈕

每個材料罐艙都有一個材料罐驅動和一個材料罐釋放旋鈕。材料罐驅動會將材料絲從材料罐傳送至列印噴頭。 

• 材料罐驅動位於材料罐艙內部 （安裝后位於材料罐的正上方），包含一個小型直流電機，該電機將材
料絲向上傳送至列印噴頭。

• 材料罐驅動的彈簧已壓緊，可以在導向銷上上下移動。兩個彈簧會向材料罐驅動施加正壓，壓向材料
罐頂部。

• 材料罐驅動包含一個材料絲存在感測器，用於偵測材料罐驅動內是否存在材料。 

材料罐釋放旋鈕可用於接合 （和斷開）材料罐驅動和材料罐。

圖 3-8： 材料罐驅動詳細資料

材料罐驅動材料罐釋放旋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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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罐狀態 LED 指示器

每個材料罐上都有一個彩色的狀態 LED。該 LED 指示每個材料罐艙的材料罐狀態 （圖 3-7）。LED 狀態如下：

• 關閉：未偵測到材料罐，或存在材料罐但材料絲未傳送至材料罐驅動。

• 綠色 - 緩慢閃爍 （就緒狀態）：材料絲已傳送入材料罐驅動，但未載入到列印噴頭；可以依據需要卸
載材料罐。

• 綠色 - 快速閃爍 （載入狀態）：材料絲已傳送入材料罐驅動，且已處於載入到列印噴頭的過程；不能
移除材料罐。

• 綠色 - 常亮：材料絲已載入到列印噴頭；不能移除材料罐。 

• 紅色 - 閃爍：材料罐載入 / 卸載失敗，或者記憶體晶片讀 / 寫失敗；應移除材料罐。

• 紅色 - 常亮：材料罐已空；應移除材料罐。

噴嘴擦高度調整輪

材料罐艙外殼包含用於模型和支撐噴嘴擦的調整輪。這些調整輪用於手動調整噴嘴擦高度以確保適當放置。更換
噴嘴之後，必須使用噴嘴的對應調整輪來調整其噴嘴擦高度。請參見第 165 頁上的 「調整噴嘴擦高度」以瞭解

說明。 

圖 3-9： 噴嘴擦高度調整輪的位置

模型噴嘴擦高度調
整輪

支撐噴嘴擦高度調
整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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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料箱

材料罐艙外殼包含一個廢料箱。該廢料箱收集排出的材料碎屑，這些碎屑從墊片 / 清潔刷部件透過廢料槽傳下

來。 

廢料箱配備獨立的彈簧加壓門。印表機正在建構零件時，廢料箱門應保持關閉。廢料箱應每日清空，請參見第
227 頁上的 「清空廢料箱」以瞭解相關說明。 

圖 3-10： 廢料箱位置

存放區域

存放區域位於四個材料罐驅動的正下方，可用於依據需要存放備件或工具。 

圖 3-11： 存放區域

廢料箱

廢料箱門 

存放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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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架 

欲檢修台架或列印噴頭，必須首先開啟頂蓋。頂蓋使用了電磁鎖。頂蓋在印表機建構零件期間保持鎖定，而在可
以安全地檢修該區域內的印表機元件時會自動解鎖；頂蓋在印表機建構零件期間不能開啟。烘箱門在連線頂蓋時
會自動解鎖。如果頂蓋處於開啟狀態，則印表機無法恢復建構。 

台架部件

台架會在建構零件時沿 X 和 Y 方向移動列印噴頭。台架部件位於頂蓋下方。整個台架位於烘箱外部，只有列印

噴頭的末端伸入到烘箱中。台架及其驅動電機透過柔性防熱罩來遮罩烘箱的高溫。為移動列印噴頭，台架利用了
與正時皮帶相連的一個 X 伺服電機和一個 Y 伺服電機。

圖 3-12： 台架部件

X 電機 Y 電機
列印噴頭組件

Y 橋部件列印噴頭維護支架

Y 托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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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噴頭組件

列印噴頭組件旨在與各種成型材料結合使用。列印噴頭內部的板提供直接加熱器。列印噴頭使用兩個相同的液化
器擠出模型材料和支撐材料。支撐液化器透過驅動電機上下移動。液化器噴嘴透過兩個螺絲直接固定在加熱器部
件之間。噴嘴液化器入口上方裝有一個鼓風扇，用於冷卻傳入的材料和液化器入口。 

圖 3-13： 列印噴頭組件 

列印噴頭安裝螺絲
（左右螺絲）

* 左側螺絲未在圖中顯示

模型噴嘴
支撐噴嘴

液化器冷卻風扇

維護手柄

支撐材料絲驅動電機

模型材料絲驅動電機

支撐加熱器部件

模型加熱器部件

列印噴頭按鈕 （左側

按鈕用於模型材料，右
側按鈕用於支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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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噴頭維護支架

380mc 配有列印噴頭維護支架，該支架將列印噴頭置於方便執行許多列印噴頭維護任務 （如更換噴嘴）的位置

（請參見第 162 頁上的 「更換頂蓋內的噴嘴」）。 

將列印噴頭置於維護支架內

在必要時，執行如下步驟以將列印噴頭置於維護支架內。

1. 確保印表機已停止且未在建構零件。

2. 開啟頂蓋並使用維護手柄將列印噴頭手動移到台架區域的正面中央位置。

3. 使用 9/64 六角球端螺絲起子噴嘴更換工具 （在歡迎包中提供），鬆開但不要移除兩顆 (2) 含有凹

面的列印噴頭安裝緊固件。

圖 3-14： 含有凹面的列印噴頭安裝緊固件位置

注意： 「擷取」這些列印噴頭安裝緊固件。不應將其從列印噴頭完全移除。

列印噴頭安裝緊固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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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緊握維護手柄，同時提起列印噴頭並將其置於列印噴頭維護支架內。

圖 3-15： 維護支架中的列印噴頭

從維護支架中取出列印噴頭

執行必要的列印噴頭維護任務之後，採取如下步驟從列印噴頭維護支架中取出列印噴頭，並在台架內執行更換：

1. 緊握維護手柄，從列印噴頭維護支架中取出列印噴頭並放回至其在台架內的初始位置。 

2. 使用兩顆 (2) 含有凹面的列印噴頭安裝緊固件將列印噴頭固定到列印噴頭裝配平臺

（請參閱圖 3-14）。 

3. 確保列印噴頭纜線在會與頂蓋接觸的位置未產生扭結，然後關閉頂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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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與空氣乾燥器系統

機載真空系統

真空泵產生用於將建構膠板固定到 Z 平臺上的真空。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時，建構膠板自動粘到 Z 平臺上，並

且真空狀態指示器 （位於資訊列內）頂部的紅色 X 圖示將會消失 （請參見第 47 頁上的 「資訊列」）。真空系統

還包含同軸真空篩選器 （用於從真空系統移除碎屑）和真空開關 （防止印表機在不存在真空時執行）。

機載空氣乾燥器系統

材料乾燥系統旨在協助保持已載入材料絲的乾燥度。空氣壓縮器用於推動乾燥的空氣穿過材料絲管。壓縮的空氣
被推動穿過空氣再生乾燥器，在其中執行乾燥處理。乾燥的空氣在兩個乾燥器元件之間每隔 30 秒轉移一次。透

過調壓器和單獨的空氣流量計控制乾燥壓縮空氣的壓力和流量。過剩水量轉移到印表機內的蒸發託盤，而碎屑則
由篩選器元件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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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材料和噴嘴

所用材料 

380mc 可以使用多種材料類型：

• 高強度聚碳酸酯材料 (PC) 模型材料與 PC_S 手動剝除性支撐材料或 SR-100 可溶性支撐材料結合使
用。

• PC-ISO 模型材料與 PC_S 手動剝除性支撐材料結合使用。

• PC-ABS 模型材料結合 SR-110 支撐材料。

• ABS-M30、ABS-M30i、ABS-ESD7 和 ASA 模型材料與 SR-30 或 SR-35 可溶性支撐材料結合使用。

• SR-30 很柔軟，可快速溶解。 

• SR-35 是備用的支撐材料，與 SR-30 相比，溶解時間加快 多 40% （取決於幾何構型）且可溶

性溶液的保質期更長

• Nylon 12 是首個半結晶熔融沉積成型 (FDM) 熱塑膠，與 SR-110 支撐材料結合使用。 

可用於印表機上的材料類型 （模型和支撐）取決於隨印表機一起購買的材料授權選項 （請參見可用材料一節以
瞭解關於提供給 380mc 的材料選項的詳細資料）。可以依據需要升級印表機的材料選項。該升級透過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內的 Materials （材料）設定完成 （請參見第 112 頁上的 「系統設定」以瞭解詳細

資料）。

印表機材料相容性資訊可以在第 41 頁上的 「噴嘴相容性和選擇」中找到。 

材料罐記憶體晶片

每個材料罐包含一個跟蹤材料罐容量的記憶體晶片。380mc 使用與 Fortus 材料罐不同的材料罐記憶體晶片，因

此，只有與 380mc 相容的材料罐可用於印表機上的零件建構。這些材料罐具備黑色尾端和塑膠塞 （請參見第

122 頁上的圖 5-5 以瞭解詳細資料）。

圖 3-16： 材料罐記憶體晶片位置

安裝材料罐時，系統會讀取其記憶體晶片，並將材料罐的資訊報告給印表機。材料罐的材料類型和容量顯示在儀
錶板中的使用者介面 （請參見第 48 頁上的 「儀錶板」以瞭解更多資訊）以及 Tips （噴嘴）頁面 （請參見第 68
頁上的 「操作 Tips （噴嘴）頁面」）上。如果安裝了不相容的材料罐，使用者介面上會顯示錯誤。 

記憶體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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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啟動零件建構時，印表機會將建構檔案中的材料要求 （模型和支撐）與印表機的目前材料設定執行比較。
如果材料不匹配，使用者介面會提示使用者將材料更換為適當的類型。

建構檔案還包含完成建構所需的模型材料與支撐材料估計量。印表機將該估計量與每個材料罐內可用的材料量執
行比較。如果沒有完成建構所需的充足材料，則印表機會向使用者發出警告，並且讓使用者選擇在開始建構之前
更換材料罐或安裝額外的材料罐。

液化器噴嘴

液化器噴嘴和切片高度

有兩種類型的液化器噴嘴可用。標準噴嘴用於所有成型材料和手動剝除性支撐結構 (BASS)，而可溶性噴嘴用於

可溶性支撐材料 （請參見第 43 頁上的 「噴嘴標識」以瞭解更多資訊）。借助使用可溶性支撐材料 (SR) 的材料

成型時，將 T12SR30 或 T12SR100 噴嘴用於支撐材料。

380mc 有七種可用的噴嘴。T10、T12、T12SR30、T12SR100、T16、T20 和 T20C。噴嘴是可更換消耗性物

品，在印表機變更材料類型或噴嘴達到其計量表限制時必須執行更換。更換噴嘴時，如果移除可能在以後重新安
裝的噴嘴，則務必記錄該噴嘴的計量表讀數，並隨移除的噴嘴一起儲存該資訊。請參見第 129 頁上的 「更換噴

嘴或變更材料類型」以瞭解更換噴嘴的詳細說明。 

注意： 您可以選擇使用不匹配的材料繼續建構，但是零件建構品質將無法預測。

注意： 特定提示只有在偵測到材料罐容量相關問題時才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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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LON 12 CF 列印頭切換程序

Nylon 12 CF 需要使用硬化的磨輪頭。在用 Nylon 12 CF 執行成型時，使用以下程序切換出標準列印頭。

所需工具

• 9⁄64 英吋內六角扳手

• 列印頭組件接駁容器

移除列印頭

1. 卸載材料。

2. 關閉印表機電源。

3. 執行所需的鎖定和掛牌程序。

4. 抬起上部頂蓋。

5. 鬆開 DECB 線纜連線器翼形螺釘 （2 個）並斷開 DECB 線纜。請參見圖 3-17。

圖 3-17： 列印頭 DECB 線纜連線器翼形螺釘位置

警告： 使用列印噴頭或液化器噴嘴時，務必穿戴安全手套和長套袖。元件非常
燙。

高壓標誌： 未曾閱讀或未能遵循全部說明可能會導致電擊。

注意： 平衡擰鬆螺釘，以免損壞連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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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用 9⁄64” 英吋內六角扳手完全鬆開列印頭安裝螺釘 （2 個）。請參見圖 3-18。

圖 3-18： 列印噴頭安裝螺釘位置

7. 抬起列印頭組件，然後放置於服務支架中。 

8. 透過壓下鎖定環並將管向上拉出接頭，斷開材料管。請參見圖 3-19。

圖 3-19： 材料管移除

9. 從印表機中移除列印頭組件。

警告：  列印頭元件可能仍然溫度極高。處理時務必小心。

列印噴頭安裝螺釘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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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將列印頭組件置於接駁容器中，並固定到位。

圖 3-20： 接駁容器詳情

11. 將列印頭和接駁容器移動到安全的儲存位置。

安裝 Nylon CF 列印頭

1. 將 Nylon CF 列印頭置於服務支架中。

2. 透過向下推入相應的鎖定環，連線模型材料管和支撐材料管。請參見圖 3-19。

3. 將列印頭放入安裝板中，然後使用 9⁄64” 英吋內六角扳手重新安裝安裝螺釘 （2 個）。

請參見圖 3-18。

4. 連線 DECB 線纜並用手擰緊連線器翼形螺釘 （2 個）。請參見圖 3-17。

5. 關閉上部頂蓋。

6. 開啟印表機電源。

7. 加載材料。

8. 執行 XYZ 噴嘴偏差校準。

說明： 確保重新連線的模型管和支撐管在各自正確的位置，標有 "M" 的管在左側，

標有 "S" 的管在右側。材料管應在列印頭上的把手前側走線。

說明： DECB 線纜連線器只能透過這一種方式安裝。

注意： 平衡擰緊螺釘，以免損壞連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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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嘴相容性和選擇

表 3-1 列出可用於 380mc 的材料及其對應噴嘴。

表 3-2 列出每個模型噴嘴的切片高度。

表 3-3 基於材料用量提供噴嘴的近似壽命。

印表機會追蹤噴嘴的使用情況，然後在應更換噴嘴時透過使用者介面自動向您發出提示。磨損的噴嘴容易堵塞，
降低零件的品質。有關檢視噴嘴使用狀態的詳細資訊，請參見第 179 頁上的 「噴嘴計量表狀態」。

更換噴嘴時，印表機將指導您完成使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重設噴嘴計量表的過程 （請參見

第 129 頁上的 「使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

表 3-1： 可用噴嘴

表 3-2： 切片高度

模型材料 模型噴嘴 支撐材料 支撐噴嘴

ABS-M30
ABS-M30i

T10、T12,T16、T20 SR-30、SR-35 T12SR30

ABS-ESD7 T12、T16 SR-30、SR-35 T12SR30

ASA T10、T12,T16、T20 SR-30、SR-35 T12SR30

Nylon 12 T12、T16、T20 SR-110 T12SR100

Nylon 12 CF T20C SR-110 T12SR100

PC T10、T12、T16 SR-100 T12SR100

PC
PC-ISO

T12 PC_S T12

PC/PC-ISO T16、T20 PC_S T16

PC-ABS T10 SR-110 T12SR100

模型噴嘴 切片高度 （英吋） 切片高度 （公厘）

T10 0.005 0.127

T12 0.007 0.178

T16 0.010 0.254

T20 0.013 0.330

T20C 0.010 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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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噴嘴壽命

模型 a

材料

模型

噴嘴

模型噴嘴壽命 b

支撐

噴嘴

支撐噴嘴壽命 b

立方英
吋

立方公
分 材料罐

立方英
吋

立方公
分 材料罐

ABS-M30
ABS-M30i

T10 620 10160 6.5 T12SR30 270 4420 3.0

ABS-M30
ABS-M30i

T12 770 12620 8.5 T12SR30 550 9010 6.0

ABS-M30
ABS-M30i

T16 920 15080 10.0 T12SR30 640 10550 7.0

ABS-M30
ABS-M30i

T20 920 15080 10.0 T12SR30 640 10550 7.0

ABS-ESD7 T12 770 12620 8.5 T12SR30 550 9010 6.0

ABS-ESD7 T16 920 15080 10.0 T12SR30 640 10550 7.0

ASA T10 620 10160 6.5 T12SR30 270 4420 3.0

ASA T12 770 12620 8.5 T12SR30 550 9010 6.0

ASA T16 920 15080 10.0 T12SR30 640 10550 7.0

ASA T20 920 15080 10.0 T12SR30 640 10550 7.0

Nylon 12 T12 491 8050 5.3 T12SR100 550 9010 6.0

Nylon 12 T16 552 9010 6.0 T12SR100 664 10880 7.1

Nylon 12 T20 552 9010 6.0 T12SR100 664 10880 7.1

Nylon 12 CF T20C 500 8200 6.0 T12SR100 640 10550 7.0

PC T10 620 10160 6.67 T12SR100 270 4420 3.0

PC T12 740 12060 8.0 T12
T12SR100

370
550

6030
9010

4.0
6.0

PC T16 830 13570 9.0 T16
T12SR100

460
644

7540
10553

5.0
7.0

PC-ABS T10 270 4420 3.0 T12SR100 270 4420 3.0

PC-ISO T12 740 12060 8.0 T12 370 6030 4.0

PC-ISO T16 830 13570 9.0 T16 460 7540 5.0

PC-ISO T20 830 13570 9.0 T16 460 7540 5.0

a. ABS-M30、ABS-M30i、ABS-ESD7 和 ASA 模型材料使用 SR-30 或 SR-35* 支撐材料。

對 SR-30 和 SR-35 材料使用 T12SR30 噴嘴 （不考慮模型噴嘴的大小）。

PC 模型材料使用 SR-100 或 PC_S 支撐材料。使用 PC_S 支撐材料時，支撐噴嘴匹配 T12 和 T16 
的模型噴嘴大小，而 T20 使用 T16 支撐噴嘴。使用 SR-100 支撐材料時，則使用 T12SR100 支撐噴

嘴 （不考慮模型噴嘴大小）。
PC-ABS 模型材料使用 SR-110 支撐材料。使用 T12SR100 支撐噴嘴 （不考慮模型噴嘴大小）。

PC-ISO 模型材料使用 PC_S 支撐材料。支撐噴嘴符合 T12 和 T16 的模型噴嘴大小，而 T20 使用 
T16 支撐噴嘴。

Nylon 12 模型材料使用 SR-110 支撐材料。使用 T12SR100 支撐噴嘴 （不考慮模型噴嘴大小）。 

*SR-35 需要 BE V-3.20 或以上版本。

b. 噴嘴壽命與穿過噴嘴的材料量直接相關。以上所列用量是需要更換噴嘴之前穿過噴嘴的材料用量

的近似值。因為其他因素也會影響噴嘴壽命，所以材料用量只能是近似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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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嘴標識

圖 3-21： 噴嘴標識

除了可溶性支撐噴嘴，

所有未使用的模型噴嘴和支

撐噴嘴都可以互換。

使用噴嘴後，其將專用於該

材料類型，不再可以互換。

可溶性支撐噴嘴比標準

噴嘴短。

模型噴嘴大小印在標牌的頂側

（T10、T12、T16、T20）。

支撐噴嘴大小印在標牌的頂側

（T12SR30、T12SR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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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 

CONTROLLER SOFTWARE

Controller Software 在製造過程中安裝在印表機的硬碟上，可以在有新版本可用時執行更新 （請

參見第 215 頁上的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 Web 方法」以瞭解相關說明）。Controller 
Software 是用於控制印表機的軟體。歡迎包中提供該軟體的 CD 複本。該複本應作為備份儲存，

以便需要在印表機上重新載入 Controller Software 時使用。

INSIGHT 軟體

作為初始安裝和設定過程 （由授權的服務代表執行）的一部分，Insight 軟體安裝在工作站 PC 上
（使用歡迎包中提供的 CD）。Insight 軟體用於處理作業檔案，然後將其傳送到印表機執行建構。

380mc 透過將原始 STL 作業檔案處理到 Stratasys CMB 檔案中 （後者下載到印表機上）來建構

零件。欲建構作業，必須使用 Insight 應用程式將作業檔案傳送到 380mc。 

作業以 CMB 格式傳送到印表機並置於 Job Queue （作業佇列）中 （儲存在印表機的硬碟中）。

（請參見第 63 頁上的 「操作 Queue （佇列）頁面」以瞭解有關 Job Queue （作業佇列）的資

訊。） CMB 檔案的標題包含已處理作業的基本資訊 （材料類型、完成建構大約需要的材料量、

噴嘴大小等）。該資訊用於確認作業與印表機的材料 / 噴嘴設定的相容性。

欲啟動 Insight，可從工作站的 Start（開始）功能表導航到 All Programs（所有程式）> Insight
（已安裝版本） > Insight （已安裝版本），或者按兩下 Insight 桌面捷徑 （如果存在）。

Insight STL 檔案處理包含如下步驟：

1. 設定成型器 （印表機）。 

2. 定向 STL 模型。 

3. 切片 STL 模型。

4. 建立支撐曲線 （定義在何處建構臨時支撐）。 

5. 建立模型和支撐曲線的路徑檔案。 

6. 儲存路徑檔案 （CMB 檔案）。 

7. 透過 FDM Control Center 將路徑檔案下載到成型器 （印表機）執行建構。 

注意： 關於使用 Insight 的詳細資訊和說明，請參見 Insight 應用程式內關聯的說

明檔案 （透過選取 Insight 工具列內的 Help （說明）選項可獲得該說明檔案）。

注意： FDM Control Center 應用程式與 Insight 軟體連線，用於傳送作業到印表機

執行建構。關於使用 FDM Control Center 的詳細資訊，可使用應用程式內關聯的

說明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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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M CONTROL CENTER 軟體 

FDM Control Center 應用程式與 Insight 軟體連線，用於傳送作業到印表機執行建構。Control 
Center 旨在與基於網路的 Stratasys 印表機結合使用。Insight 執行模型處理以準備 CMB 檔案，

而 Control Center 連線到印表機以建構作業並監控印表機的狀態。

Control Center 軟體與 Insight 軟體打包在一起，作為初始安裝和設定過程 （由授權的服務代表執

行）的一部分安裝在工作站 PC 上。在軟體安裝過程中，印表機的網路資訊應已在 Control 
Center 內設定，借助該資訊可將 CMB 檔案傳送到印表機。如果您發現不能從 Control Center 內
的下拉功能表選取 380mc，就需要將自己的成型器 （印表機）新增到可用 FDM 系統的清單，請

參見第 208 頁上的 「將印表機新增到 Control Center」以瞭解相關說明。 

注意： 關於使用 FDM Control Center 的詳細資訊，請參見應用程式內關聯的說明

檔案 （透過選取 Control Center 工具列內的 Help （說明）選項可獲得該說明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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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使用者介面 

本章概述 380mc 的使用者介面 (UI)。特定的印表機執行資訊以及過程可以在第 117 頁上的 「5 操作印表機」

中找到。在使用觸控螢幕之前，必須開啟印表機的電源 （請參見第 117 頁上的 「開啟印表機電源」以瞭解相關

說明）。 

概述 

380mc 使用者介面由位於印表機正面右側的觸控螢幕組成 （請參見第 20 頁上的圖 3-1）。該觸控螢幕有四個主

要的功能區域；這些區域在圖 4-1 中高亮顯示。 

圖 4-1： 使用者介面概述

資訊列

儀錶板

顯示區域

導航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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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螢幕的設計旨在降低眩光；因此，觀看觸控螢幕的 佳位置是站在印表機的正面且螢幕位於您的右側。從其
他任何角度觀看觸控螢幕就可能無法清晰看到螢幕的顯示內容。觸控螢幕易於使用，可執行如下操作：

• 存取材料載入、卸載和校準功能。

• 監察印表機狀態。

• 監察材料 / 噴嘴狀態 （已載入 / 安裝的類型、材料罐容量、噴嘴計量表等），以及在必要時更換材料
和 / 或噴嘴。 

• 監察建構進度 （所建構作業的名稱、材料使用資訊、估計的完成時間等）。

• 存取網路設定資訊以及變更印表機預設。

• 存取 Job Queue （作業佇列）和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

資訊列

資訊列固定在觸控螢幕顯示器的頂部，出現在使用者介面的每個頁面上。資訊列中會顯示各種資訊，包括系統狀
態指示器 （印表機的 「心跳」）、Stratasys 標誌、真空狀態指示器、網路狀態指示器、進階系統訊息以及目前

日期 / 時間。

圖 4-2： 資訊列

系統狀態指示器 （鸚鵡螺圖示）充當印表機的 「心跳」；當印表機正確運作時，該指示器將慢速閃爍。

真空狀態指示器始終顯示在資訊列內。如果在該指示器的頂部之上顯示紅色 X 圖示，則指示未達到充分的真空

狀態。達到充分的真空狀態且建構膠板牢固地粘到 Z 平臺上時，紅色 X 圖示就會消失。

網路狀態指示器始終顯示在資訊列內。如果在該指示器的頂部之上顯示紅色 X 圖示，則表明不存在網路連線，

並且作業檔案不能傳送到印表機 （請參見第 14 頁上的 「連線網路」）。印表機建立與乙太網路的連線時，紅色 
X 圖示就會消失。

資訊列的中間部分顯示進階系統訊息 （例如 "Shutting Down" （正在關機）、"Building" （正在建構）等）。當印

表機的狀態改變時 （即從 "Idle" （閒置）切換到 "Building" （正在建構）等），資訊列的系統訊息部分將更新以

反映這種變更。 

資訊列的 右側會顯示目前的日期和時間。如果該資訊不準確，請參見第 18 頁上的 「設定印表機的日期和時

間」以瞭解關於變更印表機日期和時間資訊的說明。

真空狀態指示器

網路狀態指示器系統狀態指示器

標誌 系統訊息顯示

日期 /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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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錶板

儀錶板固定在資訊列的正下方，出現在使用者介面的每個頁面上。儀錶板顯示印表機的建構狀態 （按鈕）、材料
狀態和材料罐容量 （模型和支撐）、噴嘴狀態和計量表數值 （模型和支撐噴嘴）以及烘箱燈控制 （按鈕）。

圖 4-3： 儀錶板

建構狀態按鈕

印表機的建構狀態反映實體系統的目前狀態，而不考慮特定的作業。依據印表機的狀態，建構狀態按鈕顯示如
下：

表 4-1： 建構狀態按鈕 - 按鈕狀態

按鈕狀態 說明

綠色，未選取
（無白色高亮邊框）

綠色，已選取
（白色高亮邊框）

印表機正在建構；或者處於閒置狀態，但實際上能夠 / 已準備好執行建構

（也就是說，材料已載入、存在低於計量表限制值的有效噴嘴、已選取作
業等）。

黃色，未選取
（無白色高亮邊框）

黃色，已選取
（白色高亮邊框）

印表機正常運作，但是目前因為不滿足某些條件而不能夠建構（例如，
烘箱門或頂蓋開啟、未達到真空狀態、缺乏材料或未將材料載入到列印
噴頭、噴嘴超出計量表限制值等）。這包括手動或自動暫停印表機的情
況。

必須解決這些狀況才能開始 / 恢復建構。請參見第 171 頁上的 「建構警

告」以瞭解詳細資料。

紅色，未選取
（無白色高亮邊框）

紅色，已選取
（白色高亮邊框）

印表機未正常運作，並且由於系統錯誤而不能建構（例如運動錯誤），
或者印表機有內部系統錯誤而導致建構被中止（非使用者啟動的中止）。
此時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指示產生該狀態的原因。

請連絡客戶服務尋求更正該錯誤的說明，以便將印表機還原到可建構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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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建構狀態按鈕將開啟一個對話方塊，指示產生目前建構狀態的原因 （請參見第 239 頁上的 「警告和錯誤」以

瞭解該頁面中所顯示警告的說明）。更正所有警告之後，按核取記號按鈕離開對話方塊。 

圖 4-4： 建構狀態範例

注意： 良好的做法是在開始每個作業之前按建構狀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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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 噴嘴狀態

儀錶板的中間部分包含四個圖示，用於指示印表機目前材料和噴嘴的狀態。 

這些圖示內顯示的資訊旨在用作印表機目前設定的快速參考。（請參見第 36 頁上的 「成型材料和噴嘴」以瞭解

詳細的材料 / 噴嘴資訊和設定。）

材料狀態圖示

儀錶板包含代表印表機內的模型 (M) 和支撐 (S) 材料罐的圖示。每個圖示顯示相關材料的材料罐艙 （如 M）、目

前安裝在艙中的材料名稱 （如 ABS-M30）以及材料罐中的目前材料容量 （如 1366.7 立方公分 /83.4 立方英

吋）。材料狀態圖示可以顯示為如下狀態 （色彩使用、高亮和描述同時適用於兩種圖示）：

表 4-2： 材料狀態圖示 - 圖示狀態

注意： 圖示僅用於顯示狀態，並不是按鈕。 

圖示狀態 說明

藍色
（無白色高亮邊框）

艙中已插入有效的材料罐，顯示材料名稱和目前容量。 

材料罐中的材料未載入到列印噴頭。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將材料載入

到液化器噴嘴」以瞭解說明。

藍色
（白色高亮邊框）

艙中已載入有效的材料罐，顯示材料名稱和目前容量。 

材料罐中的材料載入到列印噴頭中，並且已選取該材料罐用於建構。

黃色（無材料資訊）

- - 指示材料罐未載入到對應的材料罐艙中 - 需要執行使用者操作以插入

材料罐。 

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和第 121 頁上的

「材料罐安裝」以瞭解說明。 

黃色（空材料罐）

材料罐為空 - 顯示材料名稱和空容量，需要執行使用者操作以移除空的

材料罐。

請參見第 124 頁上的「卸載液化器噴嘴中的材料」和第 126 頁上的

「移除空的材料罐」以瞭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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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嘴狀態圖示

儀錶板包含兩個圖示，分別代表印表機的模型和支撐噴嘴。每個圖示都會顯示噴嘴的大小 （如 T10）和目前的

計量表值 （如 955.4 立方公分 /58.3 立方英吋）。模型和支撐噴嘴狀態圖示將顯示為如下狀態 （色彩使用和描述

同時適用於兩種圖示）： 

表 4-3： 噴嘴狀態圖示 - 圖示狀態

黃色

有效的材料罐已安裝到材料罐艙中，但材料不匹配印表機的目前材料設
定和 / 或目前已載入到列印噴頭中的材料。 

需要執行使用者操作以更換不匹配的材料，否則目前已載入的材料罐變
空時，現存的建構就會暫停。請參見第 129 頁上的 「更換噴嘴或變更

材料類型」以瞭解說明。

不匹配的材料不會阻止您開始建構。在初始化建構時，印表機將會警告
您材料不匹配，如果選擇繼續建構，則會使用不匹配的材料列印選取的
作業。

閃爍紅色

艙中存在無效或無法辨認的材料罐 - 需要執行使用者操作以移除材料

罐。

請參見第 124 頁上的「卸載液化器噴嘴中的材料」和第 126 頁上的

「移除材料罐」以瞭解說明。

圖示狀態 說明

藍色
（無白色高亮邊框）

顯示該噴嘴的有效狀態、噴嘴大小和目前計量表值。 

噴嘴低於相關材料的計量表限制值。

藍色
（白色高亮邊框）

顯示該噴嘴的有效狀態、噴嘴大小和目前計量表值。 

噴嘴低於相關材料的計量表限制值，並且目前已就位以用於建構。

在建構期間，模型和支撐圖示將輪流高亮顯示，以表明目前哪個噴嘴在使用
中。 

黃色

顯示該噴嘴的有效狀態、噴嘴大小和目前計量表值。

噴嘴在相關材料計量表限制值的 10% 範圍內或已達到該限制值 （請參見第

42 頁上的表 3-3 以瞭解噴嘴近似壽命資訊）。

印表機仍然能夠使用該噴嘴建構，但在開始建構之前，印表機會警告使用者已
達到噴嘴的計量表限制值，零件品質可能受到負面影響。需要執行使用者操作
以更換噴嘴。請參見第 129 頁上的「更換噴嘴或變更材料類型」以瞭解說

明。

圖示狀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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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燈控制按鈕

儀錶板內的烘箱燈控制按鈕表明烘箱燈的目前狀態（ON （開啟） /OFF （關閉）），以便使用者控制烘箱燈。烘

箱燈控制按鈕可以顯示為如下狀態：

表 4-4： 烘箱燈控制按鈕 - 按鈕狀態

顯示區域

顯示在觸控螢幕顯示區域中的按鈕 / 圖示和資訊將會依據所選使用者介面的主頁面而改變。 

• 當電源開啟時，該區域會顯示印表機目前狀態的文字表示。

• 按儀錶板內的建構狀態按鈕之後，顯示區域將重新整理，並且會顯示描述產生目前建構狀態的原因文
字。（請參見圖 4-4。）

• 選取導航列內的按鈕之後，顯示區域將重新整理，並且會顯示對應於所選按鈕的主頁面。 

• 在使用精靈時，顯示區域將會隨著您在精靈的每個頁面中瀏覽而重新整理。 

閃爍紅色

噴嘴無效 / 與目前載入的材料不匹配，或者噴嘴已超出相關材料的計量表限制

值，不可以開始進一步的建構。

請參見第 41 頁上的「噴嘴相容性和選擇」以瞭解材料和噴嘴相容性資訊，並

且參見第 129 頁上的「更換噴嘴或變更材料類型」以瞭解關於更換噴嘴的說

明）。 

圖示狀態 說明

深藍色
（無白色高亮邊框）

烘箱燈關閉。 

選取處於該狀態的烘箱燈控制按鈕將開啟烘箱燈。

淡藍色 （白色高亮邊框）

烘箱燈開啟。 

選取處於該狀態的烘箱燈控制按鈕將關閉烘箱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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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列

導航列顯示在使用者介面的每個主頁面上，提供對印表機的 Build （建構）、Queue （佇列）、Tips （噴嘴）、

Calibration （校準）、Settings （設定）和 Maintenance （維護）功能的單點觸摸存取。使用者介面分為多個包

含相關功能的頁面。從導航列中選取一個按鈕將會開啟該按鈕對應的頁面，從而可以在該頁面內執行相關任務。 

如果某個頁面包含子頁面或精靈，則會在導航列上方該頁面的顯示區域內顯示對應於這些項目的額外按鈕。

圖 4-5： 導航列

導航列內的按鈕互相排斥，意味著任意給定時刻只可以選取一個按鈕。在某些情況下，導航列內的所有按鈕都會
被停用。這些按鈕可以顯示為如下狀態： 

表 4-5： 導航列 - 按鈕狀態 

注意： 在精靈 （多步驟活動，用於修改系統狀態，且不可以透過常規導航中斷）
內工作時，導航列會隱藏。精靈在其主頁面的上下文內定義（例如，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位於 Tips （噴嘴）頁面內）。

按鈕名稱 已選取狀態 未選取狀態 已停用狀態

Build （建構）按鈕

Queue （佇列）按鈕

Tips （噴嘴）按鈕

Calibration （校準）按鈕

Settings （設定）按鈕

Maintenance （維護）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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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BUILD （建構）頁面

Build （建構）頁面由四個主要功能區域組成，這些區域是在印表機上選取和建構零件的必要部分；圖 4-6 中已

高亮顯示這些項目。在 Build （建構）頁面內，您可以選取作業，瞭解所選的作業如何匹配印表機的目前設定，

檢視所選作業的建構時間和材料使用估計值，開始、暫停和中止作業，以及檢視目前建構作業的狀態和估計行動
點。 

欲存取 Build （建構）頁面，可按下導航列中的 Build （建構）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圖 4-6 的螢幕。 

圖 4-6： Build （建構）頁面

Print Job
Information 

Panel （列印作

業資訊）面板

列印作業

狀態顯示

Print Job
Selection （列印作

業選取）按鈕
（左、右選項）

列印作業
控制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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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列印作業資訊 

屬於所選作業的資訊顯示在 Build （建構）頁面頂部的列印作業資訊面板內。該資訊是靜態的，代表從工作站 
PC 上的 Insight 應用程式提交給印表機的作業的詳細資料。 

圖 4-7： 列印作業資訊面板

該面板中顯示的所選作業的資訊包括：

• 作業的名稱。

• 與該作業關聯的模型和支撐材料。

• 估計作業建構時間。

• 提交該作業的使用者名稱。

• 與該作業關聯的噴嘴大小。

• 作業中的層數。

從 BUILD （建構）頁面選取列印作業

印表機閒置時，可以使用左、右列印作業選取按鈕直接在 Build （建構）頁面內瀏覽 Job Queue （作業佇列）

（而不需要導航到 Queue （佇列）頁面）。（請參見第 63 頁上的 「操作 Queue （佇列）頁面」以瞭解更多資

訊）。左列印作業選取按鈕用於檢視目前所選作業之前的作業，而右列印作業選取按鈕用於檢視佇列中的下一個
作業。如果為您的印表機開啟 Keep Previous Job （保留上一作業）設定，以前建構的作業就會儲存在 Job 
Queue （作業佇列）中，而左列印作業選取按鈕是存取該作業以再次列印的唯一方式。 

圖 4-8： 啟用的列印作業選取按鈕 

在捲動瀏覽佇列中的作業時，列印作業資訊面板將重新整理並顯示與佇列中的上一個作業或下一個作業相關的資
訊。作業以其在 Job Queue （作業佇列）中出現的相同順序顯示。選取某個作業時，Build （建構）頁面的其他

部分會更新以反映所選作業的建構時間、層資訊，以及該作業相對於印表機目前設定的設定符合情況。如果 Job 
Queue （作業佇列）為空，則只會顯示文字 "Queue Empty" （佇列為空）。 

列印作業選取按鈕的可選取狀態透過無白色輪廓的藍色邊框指示，如圖 4-8 中左側的按鈕所示。當選取左或右按

鈕時，該按鈕將暫時透過顯示白色輪廓指示已被選取，如圖 4-8 中右側的按鈕所示。如果在任意方向上到達佇列

的末尾，則該方向上進一步瀏覽的按鈕將被停用，如圖 4-9 中的任意按鈕所示。

如果列印作業資訊面板中顯示的作業來自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則左、右列印作業選取按鈕仍然會從 
Job Queue （作業佇列）的頂部開始步進，並且範例作業的資訊被更換。左、右列印作業選取按鈕任何時候都

不會步進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中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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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表機正在建構時，列印作業選取按鈕會被停用，如圖 4-9 所示。如果 Job Queue （作業佇列）中沒有作業，

則列印作業選取按鈕也會如此顯示。

圖 4-9： 停用的列印作業選取按鈕 

列印作業狀態

Build （建構）頁面的 Print Job Status （列印作業狀態）部分包含一個分為兩部分的圖形，該圖形提供關於所選

和 / 或建構中作業的資訊。顯示的資訊將依據印表機的狀態而改變。 

• 該圖形的建構狀態部分顯示建構的完成百分比、相比於總層數的已完成層數、相比於總建構時間的已
經過建構時間、預期的建構完成資訊以及建構進度環。 

• 該圖形的材料狀態部分顯示模型和支撐材料的詳細材料狀態資訊，因為該資訊與選取的作業有關。

圖 4-10： 列印作業狀態概述

建構狀態 材料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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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狀態顯示

建構狀態顯示的上半部分顯示如下建構資訊： 

• 建構的完成百分比顯示為位於建構的層數完成資訊上方的數字百分比。 

• 相對於建構中總層數的已完成層數顯示在建構完成百分比的下方。 

• 相對於總建構時間的已經過建構時間顯示在建構層數完成資訊的下方。 

建構狀態顯示的下半部分中顯示的完成時間將依據印表機是閒置還是正在建構而稍有改變： 

• 印表機閒置時，會顯示印表機立刻開始建構的估計完成日期和時間。

• 印表機正在建構時，會顯示建構的估計完成日期和時間。

外部的建構進度環將依據印表機是閒置還是正在建構而改變：

• 當印表機閒置時，建構進度環內不會指示任何建構。

• 印表機正在建構時，建構的完成百分比透過沿順時針方向徑向填充外部進度環顯示。該百分比將與建
構狀態顯示上半部分內顯示的數字百分比保持一致。 

圖 4-11： 建構狀態顯示詳細資料

在捲動瀏覽佇列中的作業時，建構狀態顯示內的資訊將更新以反映所選的作業。（請參見第 55 頁上的「從 Build
（建構）頁面選取列印作業」以瞭解更多資訊。）選取作業且建構開始時，建構狀態顯示內的資訊將頻繁更新以
指示建構進度。 

建構進度環 - 閒置 建構進度環 - 正在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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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STATUS DISPLAY （材料狀態顯示）

材料相關的資訊顯示在 Materials Status Display （材料狀態顯示）的三個區域內。 

與模型材料相關的資訊顯示在 Materials Status Display （材料狀態顯示）的上半部分內。 

• Available: （可用：）欄位顯示印表機內載入的模型材料的總量 （依據印表機的設定，以立方公分或
立方英吋為單位）。

• Required: （必需：）欄位顯示完成建構所需的模型材料量 （依據印表機的設定，以立方公分或立方
英吋為單位）。

圖 4-12： Materials Status Display （材料狀態顯示）詳細資料 - 模型材料要求

與支撐材料相關的資訊顯示在 Materials Status Display （材料狀態顯示）的下半部分內。 

• Available: （可用：）欄位顯示印表機內載入的支撐材料的總量 （依據印表機的設定，以立方公分或
立方英吋為單位）。

• Required: （必需：）欄位顯示完成建構所需的支撐材料量 （依據印表機的設定，以立方公分或立方
英吋為單位）。

圖 4-13： Materials Status Display （材料狀態顯示）詳細資料 - 支撐材料要求

在捲動瀏覽佇列中的作業時，模型和支撐材料的 Required: （必需：）欄位將更新以反映完成所選作業所需的模

型和支撐材料量。無論印表機處於閒置狀態還是正在建構狀態，顯示在兩個 Required: （必需：）欄位內的模型

和支撐值將保持相同；在執行建構時，這些欄位不會更新。只有在 Job Queue （作業佇列）為空且因此不能選

取作業時，兩個 Required: （必需：）欄位內才會顯示 0.0 立方公分 （0.0 立方英吋）的值。 

Materials Status Display （材料狀態顯示）的中間部分提供圖形表示，表明印表機中是否有足夠的材料完成所選

的作業。顯示的圖形會依據印表機是閒置還是正在建構而稍有改變。在捲動瀏覽佇列中的作業時，這部分顯示將
更新以反映完成所選作業所需的模型和支撐材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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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4-14 中，印表機有充足的材料來完成開始的建構。模型和支撐進度列以深藍色顯示。 

圖 4-14： Materials Status Display （材料狀態顯示）詳細資料 - 閒置、材料充足

在圖 4-15 中，印表機沒有充足的材料來完成開始的建構。模型和支撐進度列指示可用的材料量 （以深藍色顯

示）以及完成建構所需的額外材料量 （以非純灰色顯示）。如果嘗試在材料不充足的情況下開始建構，您會收到
一條警告，表明沒有安裝足夠的材料來完成建構。您可以繼續建構，但需要安裝額外的材料，否則印表機用光材
料時，建構就會暫停。 

圖 4-15： Materials Status Display （材料狀態顯示）詳細資料 - 閒置、材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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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印表機正在建構時，會為模型和支撐欄位顯示額外的進度列。這個淺藍色進度列指示建構進度，並且反映建構
期間到目前已使用的材料量。 

在圖 4-16 中，淺藍色進度列指示到目前使用的模型與支撐材料量。深藍色進度列指示完成建構所需的剩餘模型

與支撐材料量。印表機中有充足的材料來完成該建構，因此不會顯示需要額外材料的指示 （以非純灰色顯示）。 

圖 4-16： Materials Status Display （材料狀態顯示）詳細資料 - 正在建構、材料充足

在圖 4-17 中，淺藍色進度列指示到目前使用的模型與支撐材料量；然而，印表機中沒有充足的材料來完成該建

構。深藍色進度列指示印表機中剩餘的可用模型與支撐材料量，而完成建構所需的額外材料以非純灰色指示。

圖 4-17： Materials Status Display （材料狀態顯示）詳細資料 - 正在建構、材料不足



61

列印作業控制項

在 Build （建構）頁面的底部顯示三個按鈕 （位於列印作業狀態顯示下方）。這些按鈕用於開始、暫停和中止建

構。 

圖 4-18： 列印作業控制項

建構（開始）按鈕

Build （建構）按鈕類似於媒體裝置的 "Play" （播放）控制項，用於開始建構 （請參見第 168 頁上的 「選取要建

構的作業」以瞭解更多資訊）。建構 （開始）按鈕可以顯示為如下狀態：

表 4-6： 列印作業控制項 - 建構 （開始）按鈕狀態

按鈕狀態 說明

藍色 （無白色高亮邊框）

印表機處於可建構狀態且可以選取一個作業執行建構；或者印表
機目前暫停或中止。 

選取建構（開始）按鈕將開始 / 恢復建構。

藍色 （白色高亮邊框）

印表機正在主動建構。

選取處於該狀態的建構（開始）按鈕不會有任何效果。

建構（開始）按鈕被停用且不可選取。

印表機未處於可建構狀態；或者作業不可選取 / 不可用於建構

（例如，佇列為空）。 

要對該問題執行故障排除，可按儀錶板內的建構狀態按鈕。這將
開啟一個對話方塊，從中可以檢視產生目前建構狀態的原因，包
括阻礙開始建構的任何問題（即無真空狀態、無建構膠板等）。
請參見第 239 頁上的「建構開始時的警告」和第 241 頁上的

「阻止建構啟動的錯誤」以瞭解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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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按鈕

暫停按鈕用於暫停使用中的建構。暫停按鈕可以顯示為如下狀態：

表 4-7： 列印作業控制項 - 暫停按鈕狀態

中止按鈕

中止按鈕用於中止建構。必須首先暫停建構，之後才可以中止。中止按鈕可以顯示為如下狀態：

表 4-8： 列印作業控制項 - 中止按鈕狀態

按鈕狀態 說明

藍色
（無白色高亮邊框）

印表機正在主動建構。選取處於該狀態的暫停按鈕將暫停建構。 

印表機暫停時，建構狀態按鈕將變為黃色。按該按鈕將開啟一個對話方塊，
其中表明產生暫停狀況的原因。請參見第 171 頁上的 「建構警告」和第

245 頁上的 「建構暫停警告」以瞭解更多資訊。 

藍色
（白色高亮邊框）

建構暫停。 

選取處於該狀態的暫停按鈕將沒有效果。選取建構 （開始）按鈕將恢復暫
停的建構。

暫停按鈕被停用且不可選取。

印表機上目前沒有正在建構的作業。

按鈕狀態 說明

藍色
（無白色高亮邊框）

只有在建構暫停時 （即按暫停按鈕之後）才可以選取中止按鈕。

按中止按鈕將顯示一個提示，要求您確認中止。 
- 如果確認，建構將中止。 
- 如果取消，建構將不受影響

（即還原為之前的建構 / 暫停狀態）。

藍色
（白色高亮邊框）

作為手動中止的結果，建構已中止；或者印表機由於錯誤而自動中止建構。
按建構狀態按鈕將開啟一個對話方塊，其中表明產生中止狀況的原因。請
參見第 171 頁上的「建構警告」和第 247 頁上的 「建構中止警告」以瞭解

更多資訊。 

按鈕將保持為該狀態，直至從印表機移除中止建構的零件 （請參見第 175
頁上的 「從印表機中移除零件」）。

中止按鈕被停用且不可選取。

印表機上目前沒有正在建構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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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QUEUE （佇列）頁面

380mc 上有兩個獨立的佇列：Job Queue （作業佇列）和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在 Queue （佇列）頁

面中，可以從 Job Queue （作業佇列）或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檢視、編輯、排序和選取作業。欲存取

這些佇列，可按導航列內的 Queue （佇列）按鈕；預設會顯示 Job Queue （作業佇列）。 

圖 4-19： Queue （佇列）頁面 - 顯示 Job Queue （作業佇列）

可以透過選取 Queue （佇列）頁面中的對應標籤在 Job Queue （作業佇列）和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之

間切換。所選佇列的標籤將變為藍色。

圖 4-20： Job Queue （作業佇列）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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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JOB QUEUE （作業佇列）

Job Queue （作業佇列）包含從工作站 PC 上的 Control Center 應用程式下載到印表機的檔案 （作業）清單。

預設情況下，作業依照其透過 Control Center 提交到印表機的順序新增到 Job Queue （作業佇列）。每一行列出

一個作業，並按欄指示作業名稱 （Job Name （作業名稱））、估計的建構時間 （Est. Build （估計建構時

間））、與作業關聯的模型噴嘴 （Tip （噴嘴））以及與作業關聯的模型材料類型 （Material （材料））。請注

意，該資訊是靜態的，代表透過 Control Center 提交給印表機的作業的詳細資料。 

在任意給定時刻，Job Queue （作業佇列）清單中 多會顯示 7 個作業。如果佇列包含 7 個以上的作業，則使

用捲動列 （佇列的右側）上下捲動可用作業的清單。 

欲選取某個作業，只需觸摸清單中的相應行；該行將變為藍色。選取某個作業後，導航回到 Build （建構）頁面

（透過按導航列中的 Build （建構）按鈕）。所選作業的詳細資料將顯示在 Build （建構）頁面中，並且作業將排

入佇列執行建構。

圖 4-21： Job Queue （作業佇列） 



65

作業佇列控制項 

Job Queue （作業佇列）清單的正下方顯示四個按鈕，用於重新安排佇列中列出的列印作業。對於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這些按鈕被停用。

圖 4-22： 作業佇列控制項

這些按鈕具有以下功能：

表 4-9： 作業佇列控制項按鈕

作業佇列排序

預設情況下，作業依照其透過 PC 上的 Control Center 提交到印表機的順序新增到 Job Queue （作業佇列）。

可以透過選取顯示的各種欄標題 （Job Name （作業名稱）、Est. Build （估計建構時間）、Tip （噴嘴）和 
Material （材料））對作業排序。以這種方式排序作業可以協助您識別匹配印表機目前材料 / 噴嘴設定的作業，

或者找到可以在所需時間範圍內完成列印的作業。

圖示 名稱 說明

移到頂部 將所選作業移至 Job Queue （作業佇列）清單的頂

部。 

上移 將所選作業在 Job Queue （作業佇列）清單向上移動

一個位置。

下移 將所選列印作業在 Job Queue （作業佇列）清單向下

移動一個位置。

刪除 從 Job Queue （作業佇列）清單中移除所選的作業。 

系統會要求您確認該操作，然後才會從佇列中刪除該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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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作業詳細資料 

欲檢視關於 Job Queue （作業佇列）或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中特定作業的其他詳細資料，可以選取針

對該作業顯示的向右箭頭。 

圖 4-23： 檢視作業詳細資料

這將開啟顯示作業其他資訊的 Job Details （作業詳細資料）頁面，例如提交作業的使用者名稱、作業中的層

數、與作業關聯的支撐材料和支撐噴嘴以及作業的大小。欲關閉該頁面並返回到主佇列，可選取頁首的 Queue
（佇列）按鈕。 

圖 4-24： 關閉作業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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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

380mc 附帶一些永久安裝到印表機中的範例作業檔案。這些檔案僅可透過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存取。

該佇列由一些範例零件檔案以及可協助測試印表機的其他各種檔案組成。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中的大多

數檔案將僅由授權的服務代表在對印表機執行維護時使用。 

從總體上來說，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的功能與 Job Queue （作業佇列）相同： 

• 每一行列出一個作業，並按欄指示 Job Name （作業名稱）、Estimated Build Time （估計的建構時
間）、與作業關聯的 Material Tip （材料噴嘴）以及與作業關聯的 Material Type （材料類型）。請注
意，該資訊是靜態的，代表透過 PC 上的 Insight 應用程式提交給印表機的作業的詳細資料。

• 在任意給定時刻，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清單中 多會顯示 7 個作業。如果佇列包含 7 個以上
的作業，則使用捲動列 （佇列的右側）上下捲動可用作業的清單。 

• 欲選取某個作業，只需觸摸清單中的相應行；該行將變為藍色。選取某個作業後，導航回到 Build
（建構）頁面 （透過按導航列中的 Build （建構）按鈕）。所選的作業將顯示在 Build （建構）頁面
中，並且將排入佇列執行建構。

• 開啟作業的 Job Details （作業詳細資料）頁面 （請參見第 66 頁上的 「檢視作業詳細資料」），即可
檢視作業的其他詳細資料。 

然而，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存在如下不同的功能： 

• 對於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 作業佇列控制項被停用，因此不能刪除這些作業檔案。 

•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中的作業不能排序 （如 作業佇列排序部分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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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TIPS （噴嘴）頁面

Tips （噴嘴）頁面顯示關於印表機的目前材料和噴嘴設定的詳細說明。兩個噴嘴狀態圖示和兩個材料狀態圖示

（類似於 儀錶板中的圖示）分別表示印表機內載入 / 安裝的噴嘴和模型 / 支撐材料。依據其狀態，這些圖示將呈

現各種色彩和高亮狀態。

在該頁面中，可以檢視印表機的目前設定，包括模型和支撐噴嘴的大小及其計量表值、目前和設定點的噴嘴溫度
以及模型和支撐材料類型；還可以檢視材料罐的容量和載入狀態，載入和卸載材料，存取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和 Tip Wipe Adjust Wizard （噴嘴擦調整精靈），以及執行各種噴嘴維護功能。 

欲存取 Tips （噴嘴）頁面，可按導航列中的 Tips （噴嘴）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圖 4-25 的螢幕。

圖 4-25： Tips （噴嘴）頁面

噴嘴狀態圖示

噴嘴控制按鈕

材料載入控制

材料狀態圖示

材料罐載入狀態

取消載入 /
卸載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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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嘴 / 材料狀態

Tips （噴嘴）頁面包含四個圖示，用於指示印表機目前材料和噴嘴的狀態。兩個 噴嘴狀態圖示和兩個 材料狀態

圖示 （類似於 儀錶板中的圖示）分別表示印表機內載入 / 安裝的噴嘴和模型 / 支撐材料。依據其狀態，這些圖示

將呈現各種色彩和高亮狀態。選取用於建構的材料罐以及載入到列印噴頭的材料以白色高亮邊框指示。 

噴嘴狀態圖示

該頁面上半部分內的兩個噴嘴狀態圖示代表印表機的模型和支撐噴嘴。左側的圖示代表模型噴嘴，而右側的圖示
代表支撐噴嘴。每個圖示都會顯示噴嘴的大小 （如 T10），而在圖示的上半部分內會顯示目前的計量表值 （如 
4227.9 立方公分 /258.0 立方英吋）。圖示的中間部分顯示基於已使用材料量的噴嘴近似壽命 （即噴嘴的 大計

量表限制值）。圖示的下半部分中顯示該噴嘴相對於其設定點溫度的目前溫度。模型和支撐噴嘴狀態圖示將顯示
為如下狀態 （色彩使用和描述同時適用於兩種圖示）： 

表 4-10： 噴嘴狀態圖示 - 圖示狀態

注意： 這些圖示僅用於顯示狀態，並不是按鈕。 

圖示狀態 說明

藍色（無白色高亮邊框）

顯示該噴嘴的有效狀態、噴嘴大小、目前計量表值和噴嘴近似壽命。 

噴嘴低於相關材料的計量表限制值。

藍色（白色高亮邊框）

顯示該噴嘴的有效狀態、噴嘴大小、目前計量表值和噴嘴近似壽命。 

噴嘴低於相關材料的計量表限制值，並且目前已就位以用於建構。

在建構期間，模型和支撐圖示將輪流高亮顯示，以表明目前哪個噴嘴在
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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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狀態圖示

該頁面內的兩個材料狀態圖示代表印表機中安裝 / 插入的模型和支撐材料罐。每個圖示顯示相關材料的材料罐艙

（M 或 S）、目前安裝在艙中的材料名稱 （如 ABS-M30）以及材料罐中的目前材料容量 （如 1366.7 立方公分 /
83.4 立方英吋）。材料狀態圖示可以顯示為如下狀態 （色彩使用、高亮和描述同時適用於兩種圖示）：

表 4-11： 材料狀態圖示 - 圖示狀態

黃色

顯示該噴嘴的有效狀態、噴嘴大小、目前計量表值和噴嘴近似壽命。

噴嘴在相關材料計量表限制值的 10% 範圍內或已達到該限制值 （請參

見第 42 頁上的表 3-3 以瞭解噴嘴近似壽命資訊）。 

印表機仍然能夠使用該噴嘴建構，但在開始建構之前，印表機會警告使
用者已達到噴嘴的計量表限制值，零件品質可能受到負面影響。需要執
行使用者操作以更換噴嘴。請參見第 129 頁上的 「更換噴嘴或變更材

料類型」以瞭解說明。

閃爍紅色

噴嘴無效 / 與目前載入的材料不匹配，或者噴嘴已超出相關材料的計量

表限制值，不可以開始進一步的零件建構。

請參見第 41 頁上的「噴嘴相容性和選擇」以瞭解材料和噴嘴相容性資

訊，並且參見第 129 頁上的「更換噴嘴或變更材料類型」以瞭解關於

更換噴嘴的說明）。 

圖示狀態 說明

藍色
（無白色高亮邊框）

艙中已插入有效的材料罐，顯示材料名稱和目前容量。 

材料罐中的材料未載入到列印噴頭。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 「將材料載入到液

化器噴嘴」以瞭解說明。

藍色 （白色高亮邊框）

艙中已載入有效的材料罐，顯示材料名稱和目前容量。 

材料罐中的材料載入到列印噴頭中，並且已選取該材料罐用於建構。

圖示狀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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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 （無材料資訊）

- - 指示材料罐未載入到對應的材料罐艙中 - 需要執行使用者操作以插入材料

罐。 

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 「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和第 121 頁上的「材料

罐安裝」以瞭解說明。 

黃色 （空材料罐）

材料罐為空 - 顯示材料名稱和空容量，需要執行使用者操作以移除空的材料

罐。

請參見第 124 頁上的 「卸載液化器噴嘴中的材料」和第 126 頁上的「移除

空的材料罐」以瞭解說明。

黃色

有效的材料罐已安裝到材料罐艙中，但材料不匹配印表機的目前材料設定和
/ 或目前已載入到列印噴頭中的材料。 

需要執行使用者操作以更換不匹配的材料，否則目前已載入的材料罐變空
時，現存的建構就會暫停。請參見第 129 頁上的 「更換噴嘴或變更材料類

型」以瞭解說明。

不匹配的材料不會阻止您開始建構。在初始化建構時，印表機將會警告您材
料不匹配，如果選擇繼續建構，則會使用不匹配的材料列印選取的作業。

閃爍紅色

艙中存在無效或無法辨認的材料罐 - 需要執行使用者操作以移除材料罐。

請參見第 124 頁上的 「卸載液化器噴嘴中的材料」和第 126 頁上的「移除

材料罐」以瞭解說明。

圖示狀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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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罐載入狀態

各種材料罐載入狀態訊息會顯示在每個材料狀態圖示的正下方，指示每個材料罐和 / 或其中材料絲的目前活動。

這些狀態將在材料載入和卸載過程中頻繁更新，為使用者提供進度指示。（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 「將材料載入

到液化器噴嘴」和第 124 頁上的 「卸載液化器噴嘴中的材料」以瞭解詳細資訊。）

圖 4-26： 材料罐載入狀態位置

顯示的各種材料罐載入狀態如下： 

• Loading （正在載入） - 當材料絲正在載入到列印噴頭內的液化器時會顯示該狀態，只有在印表機已
停止 （閒置）且未建構零件時才可以將材料絲載入到液化器。

• Loaded （已載入） - 當材料絲已載入到液化器時會顯示該狀態，指示材料罐可用於建構所選的作業。

• Unloading （正在卸載） - 當材料絲正在從液化器卸載時會顯示該狀態，只有在印表機已停止 （閒
置）且未建構零件時才可以從液化器卸載材料絲。

• Advance Filament （推進材料絲） - （僅在材料載入過程中顯示）對於已適當安裝但沒有將其材料絲
預載入到印表機的驅動輪的材料罐，就會顯示該狀態。 

• Not Loaded （未載入） - 材料罐的材料絲已接觸材料罐磁碟機中的材料絲存在感測器，但材料絲尚未
載入到液化器時，會顯示該狀態。材料罐會顯示此狀態是已載入還是已從材料罐艙中移除（請參閱第
126 頁上的 「移除材料罐」以瞭解相關說明）。按下載入材料按鈕（請參見第 73 頁上的圖 4-27），
狀態會切換為 "Loading" （正在載入）。 

• Insert Canister （插入材料罐） - 指示材料的對應材料罐艙中沒有材料罐（請參見第 121 頁上的「材
料罐安裝」以瞭解說明）。 

• Canceling Load （正在取消載入） - 在材料載入過程期間按下取消按鈕後，就會顯示此狀態。一旦完
成取消，此狀態就切換為 "Not Loaded" （未載入）。

• Canceling Load （正在取消卸載） - 在材料卸載過程期間按下取消按鈕後，就會顯示此狀態。一旦完
成取消，此狀態就回到 "Loaded" （已載入）。

如果發生載入錯誤，材料罐載入狀態文字將指示該錯誤 （通常顯示 "Load Error" （載入錯誤））。顯示的第二行

文字指示發生載入錯誤的原因。第 243 頁上的 「載入錯誤」提供可能遇到的各種載入錯誤的詳細描述，以及更

正錯誤狀況的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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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載入控制

Tips （噴嘴）頁面包含 Material Load Control （材料載入控制）按鈕，該按鈕用於將材料載入到列印噴頭內的液

化器噴嘴以及從中取消材料載入或卸載材料。為每個材料的材料罐顯示載入材料 （上箭頭）和卸載材料 （下箭
頭）按鈕；然而，這些按鈕的可選取性取決於材料罐的載入狀態。取消按鈕顯示在兩個噴嘴狀態圖示之間，在啟
動材料載入 / 卸載之後將變為可選擇狀態。請參見第 74 頁上的表 4-12 以瞭解按鈕狀態資訊。 

圖 4-27： 材料載入控制 - 按鈕位置

對於所有處於 "Loaded" （已載入）狀態的材料罐，卸載材料按鈕 （未選取狀態）將可選取。對於材料絲已載入

到列印噴頭中對應液化器噴嘴的材料罐，就會顯示 "Loaded" （已載入）狀態。按該按鈕將指示印表機開始卸載

材料的過程 （請參見第 124 頁上的 「卸載液化器噴嘴中的材料」以瞭解詳細資料）。

對於所有處於 "Not Loaded" （未載入）狀態的材料罐，載入材料按鈕 （未選取擇狀態）將可選取，前提是另一

個材料罐的材料未準備載入到列印噴頭中的對應液化器噴嘴。如果對應噴嘴已載入材料，則載入材料按鈕將顯示
為停用狀態。對於材料絲已接觸材料罐磁碟機中的材料絲存在感測器，但材料絲尚未載入到液化器噴嘴的材料
罐，就會顯示 "Not Loaded" （未載入）狀態。按該按鈕將指示印表機開始載入材料的過程 （請參見第 119 頁上

的 「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以瞭解詳細資料）。

對於所有其他材料罐狀態，將停用載入材料和卸載材料按鈕。 

取消按鈕預設顯示為停用狀態。只有在按下材料罐對應的卸載材料或載入材料按鈕後，狀態為 "Loaded" （已載

入）或 "Not Loaded" （未載入）的材料罐的相應按鈕才會變為可選擇狀態。按此按鈕將指示印表機取消已在載

入或卸載材料的過程 （請參見第 75 頁上的 「材料載入 / 卸載取消」以瞭解詳細資訊）。 

取消按鈕

載入材料和卸
載材料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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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材料載入控制按鈕 - 按鈕狀態

在載入和卸載材料時，材料和噴嘴狀態圖示之間的通路將變為藍色並帶有白色高亮邊框，同時以材料罐中材料絲
的行進方向執行填充。取消按鈕將變為可選擇狀態，供您依據需要選擇是否取消材料載入 / 卸載。 

無論載入的是模型材料罐還是支撐材料罐，材料載入進度都將顯示相同的功能。材料罐的材料載入到列印噴頭
後，材料罐的材料狀態圖示與對應噴嘴狀態圖示之間的通路將完全 （純）高亮顯示，並且材料罐的載入狀態將
更新為 "Loaded" （已載入）。這指示已選取材料罐，並且其已就位，可用於在印表機上建構零件。卸載材料按

鈕 （下箭頭）將變為可選取狀態，指示可以依據需要卸載材料罐。 

無論卸載的是模型材料罐還是支撐材料罐，材料卸載進度都將顯示相同的功能。從列印噴頭卸載材料罐的材料
後，材料罐的材料狀態圖示與對應噴嘴狀態圖示之間的通路將變為純黑色，並且材料罐的載入狀態將更新為 
"Not Loaded" （未載入）。載入材料按鈕 （上箭頭）將變為可選取狀態，指示可以依據需要重新載入材料罐。

圖 4-28： 材料載入進度指示器

按鈕名稱 已選取狀態 未選取狀態 已停用狀態

取消按鈕

載入材料按鈕

卸載材料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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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載入 / 卸載取消

按材料罐的卸載材料或載入材料按鈕之後，取消按鈕將變為可選擇狀態。此按鈕用於取消已在載入或卸載材料的
過程。依據印表機的設定，可能會在選取取消按鈕之後產生一條警告。出現警告時，Build State （建構狀態）按

鈕將變為黃色。按 Build State （建構狀態）按鈕將開啟一個對話方塊，其中表明產生警告的原因。 

噴嘴控制

在 Tips （噴嘴）頁面的底部顯示三個按鈕 （位於導航列的上方）。這些按鈕用於啟動各種噴嘴相關功能。 

圖 4-29： 噴嘴控制

這些按鈕具有以下功能： 

表 4-13： 噴嘴控制按鈕

圖示 名稱 說明

噴嘴更換 （精靈） 開啟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是引導式精靈，用

於更換印表機的模型和 / 或支撐材料以及噴嘴。 

請參見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以

瞭解概述資訊，並且參見第 129 頁上的「使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以瞭解詳細說

明。

噴嘴清理 / 疏通 開啟 Tip Maintenance （噴嘴維護）頁面。在該頁面

內，您可以：
- 啟動噴嘴疏通常式

- 執行噴嘴清理

- 啟用 / 停用噴嘴的列印噴頭按鈕

- 檢視模型和支撐噴嘴溫度資訊

Tip Wipe 
Adjustment （噴嘴

擦調整） 

開啟 Tip Wipe Adjustment （噴嘴擦調整）頁面。在

該頁面內，您可以：
- 將印表機設為待機溫度

- 將印表機設為建構溫度

- 將列印噴頭移至清理位置

- 擦拭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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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旨在簡化更換模型和 / 或支撐材料以及噴嘴的過程。只要變更印表機上的

材料類型或更換噴嘴，就會使用該精靈。 

欲存取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可按 Tips （噴嘴）頁面內的噴嘴更換 （精靈）按鈕。此時會顯

示一個螢幕，其中給出印表機的目前設定。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的詳細操練過程可在第 129 頁上的「使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

精靈）」中找到。該部分的範例概述變更材料類型 （模型和支撐）以及更換噴嘴的必要步驟。該範例的目的是協
助您熟悉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的功能。瀏覽該範例時，觀察儀錶板內的圖示狀態。 

注意事項： 如果變更材料類型，則必須更換噴嘴。每次變更材料類型和更換噴嘴
時，都必須遵循第 129 頁上的 「更換噴嘴或變更材料類型」內給出的步驟。不能

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之外輸入噴嘴計量表資訊。 

注意： 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內，導航列已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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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嘴清理 / 疏通 

按噴嘴清理 / 疏通按鈕將開啟 Tip Maintenance （噴嘴維護）頁面。在該頁面內，您可以： 

• 啟動噴嘴疏通常式

• 執行噴嘴清理

• 啟用 / 停用噴嘴的列印噴頭按鈕

• 檢視模型和支撐噴嘴溫度資訊

該頁面的主體內顯示兩個按鈕分組，一個分組用於模型噴嘴，另一個分組用於支撐噴嘴。這些分組內的按鈕具有
相同的功能，但是分別控制每個噴嘴。在噴嘴按鈕分組的底部顯示該噴嘴相對於其設定點溫度的目前溫度。 

圖 4-30： Tip Maintenance （噴嘴維護）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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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

按疏通按鈕會啟動自動噴嘴疏通常式。如果遇到由於 "Model filament clogged in tip" （模型材料絲在噴嘴中阻

塞）或 "Support filament clogged in tip" （支撐材料絲在噴嘴中阻塞）警告而暫停建構的情況 （請參見第 245 頁

上的 「建構暫停警告」），則應按下該按鈕。確保按下的是與希望疏通的噴嘴對應的疏通按鈕 （即按下 Support
（支撐）標題下的疏通按鈕以解決阻塞的支撐噴嘴）。 

在疏通常式執行期間，印表機會執行一系列清理並重新嘗試，同時監視是否發生追隨問題，即電機無法到達其指
令位置的問題。該常式還包括讓列印噴頭風扇關閉一段時間以容許噴嘴進一步升溫的序列。這種溫度的升高可讓
阻塞的材料進一步液化，從而排除噴嘴的阻塞。 

PURGE （清理）

按 Purge （清理）按鈕指示印表機執行長時間清理。按下該按鈕之後，列印噴頭將移動到清理位置，並且對應的

噴嘴將加熱到預先確定的設定點溫度。噴嘴的溫度達到該設定點後，會在大約 10 秒鐘的時間內從噴嘴排出材

料。在更換為彩色材料或從彩色材料執行更換時， 好執行多次清理，因為這將移除液化器噴嘴和 / 或管道中剩

餘的所有材料，從而確保不會出現混色。 

ENABLE HEAD BUTTON （啟用列印噴頭按鈕）

列印噴頭具備兩個按鈕，一個用於模型噴嘴，另一個用於支撐噴嘴，它們可用於從對應的噴嘴排出材料，或者從
對應的噴嘴移出材料絲。 

圖 4-31： 列印噴頭按鈕位置

按 Tip Maintenance （噴嘴維護）頁面內的 Enable Head Button （啟用列印噴頭按鈕）按鈕會啟動對應噴嘴的列

印噴頭。按下該按鈕之後，噴嘴將開始加熱直到預先確定的設定點溫度。噴嘴達到該溫度後，會開啟頂蓋並開始
使用噴嘴的列印噴頭按鈕。 

• 向 "LOAD" （載入）方向按下該按鈕會執行一次時間較長的清理。

• 向 "UNLOAD" （卸載）方向按下該按鈕會從噴嘴移出材料絲。

噴嘴達到該溫度後，在噴嘴再次冷卻之前有大約 2 分鐘的超時。每次按下某個列印噴頭按鈕或清理材料時，就會

重設計時器。這就確保噴嘴不會冷卻且不會停用按鈕，除非在此時間段內未感測到任何活動。

列印噴頭按鈕 （左側按

鈕用於模型材料，右側按

鈕用於支撐材料） 



79

TIP WIPE ADJUSTMENT （噴嘴擦調整） 

按 Tip Wipe Adjustment （噴嘴擦調整）按鈕將開啟 Tip Wipe Adjust Wizard （噴嘴擦調整精靈）頁面。在該頁

面內，您可以：

• 指示印表機設為其待機或建構溫度

• 命令列印噴頭移動到清理位置

• 啟動噴嘴擦

頁面的頂部顯示該噴嘴相對於其待機溫度的目前室內溫度。 

圖 4-32： 噴嘴擦調整頁面

SET TO STANDBY TEMPERATURE （設為待機溫度）

按 Set to Standby Temperature （設為待機溫度）按鈕指示印表機設為其待機溫度。Chamber Temperature （室

內溫度）欄位將更新以指示溫度變化進度。 

SET TO BUILD TEMPERATURE （設為建構溫度）

按 Set to Build Temperature （設為建構溫度）按鈕指示印表機設為其建構溫度。建構溫度取決於材料。

Chamber Temperature （室內溫度）欄位將更新以指示溫度變化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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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TO PURGE POSITION （前往清理位置）

按 Go to Purge Position （前往清理位置）按鈕將指示列印噴頭移動到清理位置 （位於廢料塊的正下方）。在 
Wipe Tips （擦噴嘴）按鈕變為可選取狀態之前必須按下該按鈕，因為列印噴頭必須位於清理位置，之後才可以

擦拭噴嘴。 

WIPE TIPS （擦噴嘴）

按 Go to Purge Position （前往清理位置）按鈕之後，Wipe Tips （擦噴嘴）按鈕將變為可選取狀態。按 Wipe 
Tips （擦噴嘴）按鈕將啟動噴嘴擦。按該按鈕之後，列印噴頭將開始前後移動，緩慢地經過墊片 / 清潔刷部件上

的模型和支撐噴嘴。列印噴頭將來回經過 4 次。每次經過時，列印噴頭會逐漸水平穿過墊片，從而確保適當的調

整和均勻的磨損。 

在使用噴嘴擦高度調整輪調整噴嘴擦的高度時，需要存取該按鈕，請參見第 165 頁上的 「調整噴嘴擦高度」以

瞭解說明。 

注意： 每次更換噴嘴時，都必須手動調整噴嘴擦高度。這將確保相對於噴嘴 / 噴

嘴防護罩適當放置墊片 / 清潔刷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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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CALIBRATION （校準）頁面

Calibration （校準）頁面用於在印表機上執行各種校準過程，包括：

• XYZ 噴嘴偏差校準

• 觸控螢幕校準

• 尋找 XY 原位 

• 尋找 Z 原位

欲存取 Calibration （校準）頁面，可按下導航列中的 Calibration （校準）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圖 4-33 的
螢幕。 

圖 4-33： Calibration （校準）頁面

注意： 本部分提供 Calibration （校準）頁面及其功能的概述，但不會深入討論關

於校準過程的詳細資料。請參見第 187 頁上的 「6 校準」以瞭解詳細的校準過程

資訊和說明。

校準控制按鈕

校準狀態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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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校準狀態 

印表機的校準狀態顯示在頁面的上半部分。校準狀態窗格中顯示的文字反映印表機的總體校準狀態。如果印表機
已校準 （即已完成 「XYZ 噴嘴偏差校準」），則會顯示類似於圖 4-33 中所示的資訊。如果印表機需要校準或您

在更換噴嘴後跳過了執行 「XYZ 噴嘴偏差校準」的任務，則該窗格內的文字將反映印表機的未校準狀態，並且

提示您採取必要的步驟校準印表機的噴嘴。在校準印表機的噴嘴之後才可以在該印表機上建構零件。 

校準控制

Calibration （校準）頁面的底部顯示四個按鈕 （位於導航列的上方）。這些按鈕用於啟動各種校準相關功能。 

圖 4-34： 校準控制

這些按鈕具有以下功能： 

表 4-14： 校準控制按鈕

圖示 名稱 說明

XYZ 噴嘴偏差校準 開啟的頁面用於啟動「XYZ 噴嘴偏差校準」和 / 或建

構校準零件。選取後，XYZ Tip Offset Calibration 
Wizard （XYZ 噴嘴偏差校準精靈）將指導您完成校準

印表機噴嘴的過程。每次更換噴嘴時，都必須執行校
準。 

請參見第 129 頁上的「更換噴嘴或變更材料類型」。

觸控螢幕校準 用於執行觸控螢幕校準。 

請參見第 205 頁上的「觸控螢幕校準」以瞭解說明。 

Z 歸位 指示印表機尋找其 Z 原位。 

XY 歸位 指示印表機尋找其 X 和 Y 原位。 

請參見第 207 頁上的「XY 歸位校準」以瞭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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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噴嘴偏差校準

按 XYZ 噴嘴偏差校準按鈕將開啟一個頁面，該頁面用於啟動 「XYZ 噴嘴偏差校準」和 / 或建構校準零件。請參

見第 188 頁上的 「XYZ 噴嘴偏差校準」以瞭解詳細說明。 

每次更換印表機的噴嘴時，都必須執行 「XYZ 噴嘴偏差校準」。儘管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提

供直接在精靈內執行該校準的說明，但可以使用該按鈕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之外執行

「XYZ 噴嘴偏差校準」。 

圖 4-35： XYZ 噴嘴偏差校準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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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螢幕校準

按觸控螢幕校準按鈕將開啟一個對話方塊，其中可以重新校準觸控螢幕顯示器。請參見第 205 頁上的 「觸控螢

幕校準」以瞭解詳細說明。 

圖 4-36： Recalibrate Screen （重新校準螢幕）確認頁面

尋找 Z 原位

按 Z 歸位按鈕會指示印表機尋找其 Z 軸的原位。

尋找 XY 原位 

按 XY 歸位按鈕可指示印表機尋找其 X 和 Y 原位。請參見第 207 頁上的 「XY 歸位校準」以瞭解更多資訊。 

注意： 還可以在 Gantry/Stage （台架 / 平臺）詳細資料頁面中找到該按鈕。請參

見第 100 頁上的 「台架 / 平臺設定」以瞭解更多資訊。

注意： 還可以在 Gantry/Stage （台架 / 平臺）詳細資料頁面中找到該按鈕。請參

見第 100 頁上的 「台架 / 平臺設定」以瞭解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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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SETTINGS （設定）頁面 

Settings （設定）頁面中的選項包含多個相關功能的分組。在每個分組內，可以檢視印表機資訊以及設定個別的

印表機設定和喜好設定。在該頁面內，您可以開啟 / 關閉各種印表機設定 （包括 UPnP、自選建構位置、自動冷

卻等），選取印表機的位址類型 （動態或靜態）和手動設定 IP 位址、網路遮罩和閘道位址 （依據需要），以及

調整觸控螢幕顯示器的亮度。作為初始安裝和設定的一部分 （由授權的服務代表執行），將在該頁面中設定印表
機的網路設定 （如第 15 頁上的 「設定網路」中所述）。設定這些設定之後，您可能需要偶爾存取該頁面以調整

印表機喜好設定。 

欲存取 Settings （設定）頁面，可按導航列中的 Settings （設定）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圖 4-37 的螢幕。

圖 4-37： Settings （設定）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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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TINGS （設定）頁面的導航

欲在 Settings （設定）頁面中上下捲動，只需觸摸螢幕並沿著要捲動的方向拉動選項清單。沿著頁面的右側會

顯示一個小的捲動列，用於指示您正在捲動的方向。Settings （設定）頁面中的選項包含 3 個主類別：Printer
（印表機）、Network （網路）和 Service （服務）。主類別透過加粗的標題區分。 

每個主類別包含可以設定的各種設定和喜好設定。項目在該頁面內按行分配。可設定的設定 / 喜好設定的名稱顯

示在行的左側。對於某些項目，行內會顯示目前設定資訊 （以供參考）。該行右側顯示的圖形將依據可用於該行
的設定選項而改變。 

圖 4-38： Settings （設定）頁面內容清單

向右箭頭圖形

滑桿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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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滑桿圖形的行 （請參見圖 4-38）用於直接在 Settings （設定）頁面中設定特殊的設定，通常是將設定設為 
Off （關閉）和 On （開啟）。只需觸摸螢幕上的滑桿並將其向左或向右移動，即可調整設定。 

包含向右箭頭圖形的行 （請參見圖 4-38）將開啟一個新的頁面，用於設定行的設定 / 喜好設定；這個新的頁面

稱為項目的詳細資料頁面 （即 Network Settings （網路設定）詳細資料頁面）。 

在詳細資料頁面中對行的設定 / 喜好設定執行必要的調整之後，按頁面左上角的 Settings （設定）按鈕 （請參

見圖 4-39）以離開詳細資料頁面並返回到 Settings （設定）頁面。 

圖 4-39： 設定詳細資料頁面 - 返回按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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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表機設定

在 Settings （設定）頁面的 Printer （印表機）類別中，可以設定各種印表機功能喜好設定。 

KEEP PREVIOUS JOB （保留上一作業）

基於隱私權的原因，可以選擇是否在 Job Queue （作業佇列）中儲存印表機的上一作業。如果擔心印表機的其

他使用者看到您所建構的零件，使用該設定可阻止其他使用者存取印表機的上一作業。該設定設為 On （開啟）

時，印表機會儲存其上一作業檔案，從而可在 Job Queue （作業佇列）中重新選取該作業。該設定設為 Off
（關閉）時，就會在建構完成後從 Job Queue （作業佇列）刪除印表機的上一作業檔案。作業的檔案將需要重

新傳送到印表機，以重新建構。 

欲設定該設定，可依據需要使用滑桿圖形將設定設為 On （開啟）和 Off （關閉）；預設選取 On （開啟）。 

圖 4-40： Keep Previous Job （保留上一作業）

ENABLE PART PLACEMENT （啟用自選建構位置）

Enable Part Placement （啟用自選建構位置）設定允許使用者選取作業在建構膠板上的建構位置。預設情況

下，在建構膠板的中央部分建構單個零件作業，同時依據其在 Control Center 內選取的建構位置建構封裝。因

此，當該設定設為 Off （關閉）時，將在建構膠板的中央部分自動建構單個零件作業，同時依據其在 Control 
Center 內選取的建構位置建構封裝。欲設定該設定，可依據需要使用滑桿圖形將設定設為 On （開啟）和 Off
（關閉）。 

圖 4-41： Enable Part Placement （啟用自選建構位置）

該設定設為 On （開啟）時，就可以在開始建構零件之前選取作業在建構膠板上的位置（請參見第 168 頁上的

「選取要建構的作業」）。在開始建構時，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要求您選取零件的建構位置（請參見圖 4-42）。
該對話方塊將包含一個表示印表機 Z 平臺的圖形以及一個藍色週框方塊圖形（圍繞零件的虛構框）。 

注意： 印表機的日期和時間設定不在 Settings （設定）頁面中設定。相反，該資

訊在 FDM Control Center 應用程式內設定，該應用程式作為初始安裝和設定過程

的一部分安裝在您的工作站 PC 上。請參見第 18 頁上的 「設定印表機的日期和

時間」以瞭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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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在觸控螢幕上拖放週框方塊來選取零件的建構位置；週框方塊不能置於 Z 平臺限定區域之外。按核取記號

按鈕將確認您選取的建構位置並開始建構。 

此時也會顯示 「準刪除框」圖形；「準刪除框」代表之前建構零件的位置。按一下刪除 （垃圾箱）按鈕將清除
顯示，移除所有 「準刪除框」項目。 

圖 4-42： Part Placement （自選建構位置）對話方塊

UNITS （單位）

Units （單位）行顯示印表機設定的單位類型，即 English （英制）或 Metric （公制）。欲設定該設定，可使用

滑桿圖形在 English （英制）和 Metric （公制）單位之間選取；預設選取 English （英制）。 

圖 4-43： Units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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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 COOLDOWN （自動冷卻）

Auto Cooldown （自動冷卻）行顯示印表機的自動冷卻設定。按該行內的向右箭頭圖形將開啟一個頁面，在其中

可以調整該設定。

圖 4-44： Auto Cooldown （自動冷卻）

烘箱成型溫度由載入到印表機中的材料類型 （模型和支撐）決定。該溫度受印表機軟體的控制，不可修改；然
而，可以控制某些烘箱溫度功能。Auto Cooldown （自動冷卻）設定用於設定印表機的自動冷卻功能。 

印表機的烘箱設計為逐漸冷卻，直至達到印表機控制的待機溫度。該功能可省電。Auto Cooldown （自動冷卻）

可設定為：

• Never （永不） - 印表機不會自動冷卻。每個作業完成之後，烘箱溫度將保持為材料的建構溫度。此
為預設設定。

• Always （始終） - 印表機始終自動冷卻。每個作業完成並自動冷卻之後，烘箱溫度將保持為材料的待
機溫度。

• Next Build Only （僅限下一次建構） - 在下一個作業完成且自動冷卻之後，自動冷卻模式將自動重設
為 Never （永不）。

欲設定該設定，觸摸所要選取的自動冷卻選項 （Never （永不）、Always （始終）或 Next Build Only （僅限下

一次建構））的對應行，該行在選定時將變為藍色。按頁面標題內的 Settings （設定）按鈕以離開 Auto 
Cooldown （自動冷卻）詳細資料頁面並返回到 Settings （設定）頁面。 

圖 4-45： Auto Cooldown （自動冷卻）詳細資料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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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設定

在 Settings（設定）頁面的 Network Settings（網路設定）類別中，可以設定印表機的 UPnP 和網路位址資訊。 

按 Network （網路）行內的向右箭頭圖形將開啟印表機的 Network Settings （網路設定）詳細資料頁面。

圖 4-46： 開啟 Network Settings （網路設定）詳細資料頁面

在該頁面內，您可以將印表機的位址類型設為 DHCP （動態）或 Static （靜態）；預設選取 DHCP。欲設定該

設定，可使用滑桿圖形選取 DHCP （動態）或 Static （靜態）。按對話方塊左上角的 Settings （設定）按鈕以離

開 Network Settings （網路設定）詳細資料頁面並返回到 Settings （設定）頁面。 

圖 4-47： Network Settings （網路設定）詳細資料頁面

DHCP 設定

當 Address Type （位址類型）設為 DHCP 時，網路伺服器或 PC 將為印表機產生一個 IP 位址。伺服器或 PC 
有時會產生不一樣的 IP 位址。產生的 IP 位址將顯示在 IP Address: （IP 位址：）欄位內，還會顯示對應的網路

遮罩和閘道位址資訊。

注意： 作為初始安裝和設定的一部分，印表機依據網路已經過設定（請參見第 15
頁上的 「設定網路」）。該部分中的資訊用於協助理解 Settings （設定）頁面的

Network Settings （網路設定）部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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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設定 

當 Address Type （位址類型）設為 Static （靜態）時，必須為印表機輸入 IP 位址、網路遮罩以及閘道位址

（由系統管理員提供）。輸入以後，位址便無法變更。

選取 Static （靜態）時，會顯示 Enter Network Settings （輸入網路設定）快顯對話方塊。在該對話方塊中，必

須使用顯示的鍵盤手動設定 IP Address （IP 位址）、Network mask （網路遮罩）和 Gateway （閘道）欄位。

只需觸摸螢幕上的欄位執行選取，然後使用鍵盤輸入位址資訊。 

圖 4-48： Enter Network Settings （輸入網路設定）對話方塊

• 使用數字鍵輸入位址數字。 

• 使用回退鍵逐位刪除輸入的內容。

• 使用核取記號鍵確認輸入，儲存並離開對話方塊。

• 使用離開鍵離開對話方塊，且不儲存。

注意： 如果您不知道 IP 位址、網路遮罩或閘道位址，請諮詢您的系統管理員。

核取記號

（確認）

回退

（刪除）
離開

（不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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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位址資訊

印表機的網路位址資訊顯示在 Network （網路）行的正下方。印表機的 Address Type （位址類型）、

IP Address （IP 位址）、Netmask （網路遮罩）和 Gateway Address （閘道位址）顯示在該行的右側。在 
Network Settings （網路設定）詳細資料頁面內執行的任何設定變更都將反映在該行中。 

圖 4-49： 網路位址設定

UPNP

UPnP 容許印表機在整個網路中廣播其唯一裝置名稱 (UDN) 位址。將該設定設為 On （開啟）時，印表機會在整

個網路中廣播其唯一裝置名稱 (UDN) 位址，這樣 Insight 就可以自動偵測印表機的 IP 位址以執行通訊。將該設

定設為 Off （關閉）時，印表機不會在整個網路中廣播其 IP 位址，並且需要手動設定 Insight 才可以與印表機通

訊。

欲設定該設定，可依據需要使用滑桿圖形將設定設為 On （開啟）和 Off （關閉）。UPnP 預設設為 On （開

啟）。 

圖 4-50： UP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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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器設定

ADJUST BRIGHTNESS （調整亮度）

Adjust Brightness （調整亮度）滑桿圖形用於調整觸控螢幕顯示器的亮度。 

欲設定該設定，可依據需要使用滑桿圖形調整亮度；向右滑動將增加亮度，而向左滑動將減弱亮度。 

圖 4-51： Adjust Brightness （調整亮度）

服務設定

SERVICE MODE （服務模式） 

Service Mode （服務模式）滑桿圖形允許授權的服務代表將印表機置於 「服務模式」，以便其執行服務流程。

只有授權的服務代表可以使用該設定將印表機置於 「服務模式」，因為需要提供密碼才可以將印表機置於該模
式。 

圖 4-52： Service Mode （服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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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中的選項包含多個相關功能的分組。在每個分組內，可以檢視與維護相關的印表機資

訊以及設定個別的維護設定和喜好設定。在該頁面中，可以升級印表機的材料授權和 / 或軟體版本，在印表機上

執行各種維護流程，以及檢視診斷 / 印表機狀態資訊。請注意，進階維護任務只可以由授權的服務代表執行。

欲存取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可按導航列中的 Maintenance （維護）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圖 4-53 的
螢幕。

圖 4-53：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

注意： 本部分提供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及其功能的概述，但不會深入討論

關於印表機維護流程的詳細資料。請參見第 208 頁上的 「7 維護」以瞭解詳細的

維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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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TENANCE （維護）頁面的導航

欲在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中上下捲動，只需觸摸螢幕並沿著要捲動的方向拉動選項清單。沿著頁面的右

側會顯示一個小的捲動列，用於指示您正在捲動的方向。Maintenance （維護）頁面中的選項包含 7 個主要類

別：Head （列印噴頭）、Bays （艙）、Gantry/Stage （台架 / 平臺）、Chamber （室內）、Fan Speeds （風扇

轉速）、Voltages （電壓）和 System （系統）。主類別透過加粗的標題區分。 

每個主類別包含可以設定的各種設定和喜好設定。項目在該頁面內按行分配。可設定的設定 / 喜好設定的名稱顯

示在行的左側。對於大多數項目，行的中間和 / 或右側顯示目前設定資訊 （以供參考）。 

包含向右箭頭圖形的行 （請參見圖 4-54）將開啟一個新的頁面，用於調整印表機的台架 / 平臺，更新印表機的 
Controller Software 版本或材料設定，或者重新啟動印表機。 

圖 4-54：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內容清單

向右
箭頭

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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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噴頭設定

ACTIVE TIP （使用中的噴嘴）

Active Tip （使用中的噴嘴）行指示印表機上哪個噴嘴目前處於使用中狀態 （即正在擠出材料以製造零件）。

該設定自動更新，從而與印表機噴嘴在建構時的狀態保持一致，並且將匹配在儀錶板內指示的所選噴嘴圖示。
從模型噴嘴擠出材料時，將會顯示 "Model" （模型）；而從支撐噴嘴擠出材料時，將會顯示 "Support" （支撐）。 

圖 4-55： Active Tip （使用中的噴嘴）

MODEL TEMPERATURE （模型溫度）

Model Temperature （模型溫度）行顯示模型噴嘴相比於其設定點溫度的目前溫度。

圖 4-56： Model Temperature （模型溫度）

SUPPORT TEMPERATURE （支撐溫度）

Support Temperature （支撐溫度）行顯示支撐噴嘴相比於其設定點溫度的目前溫度。 

圖 4-57： Support Temperature （支撐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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艙設定

FILAMENT PRESENT （材料絲存在）

每個材料罐艙都有一個包含材料絲存在感測器的材料罐驅動 （請參見第 28 頁上的 「材料罐驅動和材料罐釋放

旋鈕」）。該感測器偵測材料罐驅動內是否存在材料。Filament Present （材料絲存在）行顯示與材料罐驅動中

載入的材料絲相關的狀態資訊；在此會顯示每個材料罐驅動的狀態資訊。"Y" 指示材料罐驅動中的材料絲存在感

測器偵測到材料罐的材料絲，而 "N" 指示未偵測到材料絲。 

圖 4-58： Filament Present （材料絲存在）

DRIVE STATUS （驅動狀態）

Drive Status （驅動狀態）行顯示與材料罐驅動電機的驅動輪相關的狀態資訊。在此會顯示每個材料罐中驅動輪

的狀態資訊。當材料載入到列印噴頭以及從列印噴頭卸載材料時，該資訊將會更新。 

• "Stp" （停止）指示驅動輪已停止。 

• "Fwd" （向前）指示驅動輪正在向前推動材料 （朝向列印噴頭）。

• “Bk" （向後）指示驅動輪正在向後推動材料 （朝向材料罐）。

圖 4-59： Drive Status （驅動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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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ISTER S/N （材料罐序列號）

Canister S/N （材料罐序列號）行顯示安裝在印表機材料罐艙中的模型和支撐材料罐的序列號。將材料罐插入材

料罐艙時，印表機自動從材料罐的記憶體晶片讀取該序列號。如果材料罐艙為空，則會顯示 "- -" 代替序列號。 

圖 4-60： Canister S/N （材料罐序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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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架 / 平臺設定

按 Gantry/Stage （台架 / 平臺）行內的向右箭頭圖形將開啟印表機的 Gantry/Stage （台架 / 平臺）詳細資料頁

面 （第 101 頁上的圖 4-62）。在該頁面內，可以向上或向下移動 Z 平臺，並能沿 X 和 Y 軸方向移動列印噴頭。

圖 4-61： 開啟 Gantry/Stage （台架 / 平臺）詳細資料頁面

該頁面的下半部分顯示 Z 歸位和 XY 歸位按鈕 （位於導航列上方）。這些按鈕與 Calibration （校準）頁面中顯

示的對應按鈕具有相同的功能 （請參見第 82 頁上的 「校準控制」）。 左邊的按鈕 （Z 歸位）指示印表機尋找

其 Z 軸的原位（請參見第 84 頁上的「尋找 Z 原位」）。 右邊的按鈕（XY 歸位）指示印表機尋找其 X 軸和 Y 
軸的原位 （請參見第 84 頁上的 「尋找 XY 原位」）。

開啟 Gantry/Stage （台架 / 平臺）詳細資料頁面時，預設選取 X 軸 （如圖 4-62 所示）。每個軸的目前位置顯示

在該頁面的左上部分。如果對某個軸執行建構位置調整，則為該軸顯示的資訊將在頁面的該部分內更新。 

頁面中間部分內的圖形代表 X、Y 和 Z 軸。帶有一個或多個藍色箭頭的灰色列指示已選取哪個軸。在使用軸選取

按鈕從一個軸切換到下一個軸時，該圖形將更新以反映已選取的軸和取消選取的軸（請參見圖 4-63 和圖 4-64）。 

按藍色箭頭將使列印噴頭或 Z 平臺從其目前位置增量移動。增量移動距離按鈕用於指定該移動的距離，其單位

為 25.0、10.0、1.0、0.1 公厘 （分別對應 1.0、0.1、0.01、0.001 英吋）。欲啟動增量移動，可選取所需的增量

移動距離按鈕，然後使用軸選取按鈕選取某個軸。選取所需的軸之後，按藍色箭頭，使其指向您希望增量移動發
生的方向。依據所選的軸，Z 平臺或列印噴頭將從其目前位置移動所選增量移動距離按鈕指定的距離，移動方向

為所選藍色箭頭的方向。 

絕對移動按鈕將依據所選的軸而改變。這些按鈕用於將列印噴頭或 Z 平臺移動到所選軸行程範圍內的預先定義

位置。欲啟動絕對移動，可使用軸選取按鈕選取某個軸，然後按所需的絕對移動按鈕。依據所選的軸，列印噴頭
或 Z 平臺將從其目前位置移動到該軸行程範圍內的預先定義位置。

注意： 您可能需要使用 Z 歸位按鈕執行 Z 歸位校準，之後 Z 軸才可供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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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頁面左上角的 Maintenance （維護）按鈕將關閉 Gantry/Stage （台架 / 平臺）詳細資料頁面 （同時返回到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 

在圖 4-62 中，已選取 X 軸；可以向行程的 Left （左）、Mid （中間）或 Right （右）方向執行絕對移動。 

圖 4-62： Gantry/Stage （台架 / 平臺）詳細資料頁面 - 已選取 X 軸

軸選取按鈕
（已選取 X 軸、

未選取 
Y 和 Z 軸）

絕對移動按鈕

（將依據所選的
軸而改變）

每個軸的
目前位置 增量移動距離按鈕

軸指示器圖形
（帶有藍色箭頭

的灰色列指示所
選的軸）

Z 歸位和

XY 歸位按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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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4-63 中，已選取 Y 軸；可以向行程的 Back （後）、Mid （中間）或 Front （前）方向執行絕對移動。 

圖 4-63： Gantry/Stage （台架 / 平臺）詳細資料頁面 - 已選取 Y 軸

在圖 4-64 中，已選取 Z 軸；可以向行程的 Mid （中間）或 Bottom （底部）方向執行絕對移動。 

圖 4-64： Gantry/Stage （台架 / 平臺）詳細資料頁面 - 已選取 Z 軸

已選取 
Y 軸

已選取 
Z 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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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位置 

X、Y 和 Z 軸的位置資訊顯示在 X Position （X 位置）、Y Position （Y 位置）和 Z Position （Z 位置）行內。該

資訊與顯示在 Gantry/Stage （台架 / 平臺）詳細資料頁面內的資訊相同。顯示在該行內的位置資訊將更新以反

映在 Gantry/Stage （台架 / 平臺）詳細資料頁面做出的變更。 

圖 4-65： X、Y、Z 位置

Z TIP SENSOR （Z 噴嘴感測器） 

Z Tip Sensor （Z 噴嘴感測器）行顯示目前在感測器中是否感測到噴嘴。如果在感測器中未感測到噴嘴，將會顯

示 "Off" （關閉）；如果在感測器中感測到噴嘴，則會顯示 "On" （開啟）（即噴嘴目前與感測器接觸）。在印表

機正常執行期間，應始終顯示 "Off" （關閉）。在印表機閒置或建構零件時，"On" （開啟）狀態指示噴嘴感測器

遇到問題。切勿手動移動 Z 軸平臺以啟動 Z 噴嘴感測器，因為這可能損壞該感測器。

圖 4-66： Z Tip Sensor （Z 噴嘴感測器）

警告： 如果 Z 軸平臺在其行程範圍內非常高，則在 X 或 Y 軸內移動時，噴嘴可能

與 Z 噴嘴感測器相撞。在移動 XY 軸時，務必使 Z 軸平臺位於行程的中間或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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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設定

OVEN TEMPERATURE （烘箱溫度）

Oven Temperature （烘箱溫度）行顯示烘箱相比於其設定點溫度的目前溫度。

圖 4-67： Oven Temperature （烘箱溫度）

VACUUM ENABLE （啟用真空）

Vacuum Enable （啟用真空）行顯示是否開啟印表機的真空功能。該行會自動更新。當啟用真空時，會顯示 
"On" （開啟）；而在停用真空時，則會顯示 "Off" （關閉）。 

圖 4-68： Vacuum Enable （啟用真空）

注意： 實際溫度和設定點溫度之間的較小偏差 (1-3°C) 是正常情況，特別是在烘

箱溫度超過 150°C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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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UUM STATUS （真空狀態）

Vacuum Status （真空狀態）行顯示與印表機的真空系統相關的狀態資訊。如果真空壓力低於閾值，則會顯示 
"Low" （低）。在此情況下，建構膠板將不會粘連到 Z 平臺，因為沒有充足的壓力來將建構膠板固定到 Z 平臺的

表面。如果存在充足的真空壓力，則會顯示 "Good" （良好）。在此情況下，建構膠板應在安裝後的 5 分鐘內粘

連到 Z 平臺。

圖 4-69： Vacuum Status （真空狀態）

DRYER STATUS （乾燥器狀態）

Dryer Status （乾燥器狀態）行顯示與印表機的乾燥器系統相關的狀態資訊。當乾燥器系統中的壓力 （透過壓縮

器附近的感測器確定）低於閾值時，就會顯示 "Low" （低）。如果存在充足的乾燥器壓力，則會顯示 "Good"
（良好）。在印表機正常執行期間，應始終顯示 "Good" （良好）。 

圖 4-70： Dryer Status （乾燥器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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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OR LOCK （門鎖）

Door Lock （門鎖）行顯示印表機的門是否鎖上。當烘箱門可以開啟時 （即印表機未建構，因此可以安全地開啟

烘箱門） , 則會顯示 "Unlocked" （未鎖定）。當烘箱門的鎖閉合且不能開啟門時 （即印表機正在建構零件），就

會顯示 "Locked" （已鎖定）。 

圖 4-71： Door Lock （門鎖）

DOOR STATUS （門狀態）

Door Status （門狀態）顯示印表機烘箱門的狀態。當烘箱門開啟時，會顯示 "Open" （開啟）；而在烘箱門關閉

時，則會顯示 "Closed" （關閉）。

圖 4-72： Door Status （門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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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ER STATUS （蓋狀態）

Cover Status （蓋狀態）顯示印表機頂蓋的狀態。當頂蓋開啟時，會顯示 "Open" （開啟）；而在頂蓋關閉時，

則會顯示 "Closed" （關閉）。

圖 4-73： Cover Status （蓋狀態）



108

風扇轉速 

按 Fan Speeds （風扇轉速）行內的向右箭頭圖形將開啟印表機的 Fan Speeds （風扇轉速）頁面。Fan Speeds
（風扇轉速）頁面列出了每個印表機風扇每分鐘轉數的資訊。Fan Speeds （風扇轉速）頁面中顯示的資訊會依

據印表機風扇是否在規格範圍內而有所不同 （請參閱圖 4-76 和圖 4-78）。 

圖 4-74： 開啟 Fan Speeds （風扇轉速）頁面 

超出規格的風扇

Out of Spec Fans （超出規格的風扇）行可用於確定印表機的風扇是否在規格範圍內。如果所有風扇都在規格範

圍內，則會顯示 "None" （無）（即所有風扇都正常工作）。 

圖 4-75： Out of Spec Fans （超出規格的風扇）行 - 風扇在規格範圍內

開啟 Fan Speeds （風扇轉速）頁面會顯示在規格範圍內工作的所有風扇每分鐘轉數的資訊。 

圖 4-76： Fan Speeds （風扇轉速）頁面 - 風扇在規格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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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個或多個風扇超出規格範圍，則會在 Out of Spec Fans （超出規格的風扇）行中用紅色文字表示出來。

超出規格的風扇名稱會顯示在該行中，且其每分鐘轉數的值為 0，表示相應風扇的每分鐘轉數未提供。 

圖 4-77： Out of Spec Fans （超出規格的風扇）行 - 風扇超出規格

開啟 Fan Speeds （風扇轉速）頁面也會為超出規格範圍的每個風扇以紅色文字顯示 0。按下頁面中的 Reset 
Out-of-Spec Values （重置超出規格的值）按鈕將會重置超出規格的值，印表機將會重新開始監控風扇的每分鐘

轉數，直到 / 除非風扇再次超出規格範圍。風扇轉速超出規格時印表機可以正常運作，但是如果您多次嘗試重置

超出規格的值，但風扇超出規格的警告仍然存在，請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部門。

圖 4-78： Fan Speeds （風扇轉速）頁面 - 風扇超出規格



110

電壓

按 Voltages （電壓）行內的向右箭頭圖形將開啟印表機的 System Voltages （系統電壓）頁面。System 
Voltages （系統電壓）頁面列出了每個印表機電源連線 / 電源的資訊。System Voltages （系統電壓）頁面中顯

示的資訊會依據印表機電壓是否在規格範圍內而有所不同 （請參閱圖 4-81 和圖 4-83）。 

圖 4-79： 開啟 System Voltages （系統電壓）頁面

超出規格的電壓

Out of Spec Voltages （超出規格的電壓）行可用於確定印表機的電壓是否在規格範圍內。如果所有電壓都在規

格範圍內，則會顯示 "None" （無）。 

圖 4-80： Out of Spec Voltages （超出規格的電壓）行 - 電壓在規格範圍內

開啟 System Voltages （系統電壓）頁面會顯示在規格範圍內工作的所有電源連線的資訊。 

圖 4-81： System Voltages （系統電壓）頁面 - 電壓在規格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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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個或多個電壓超出規格範圍，則會在 Out of Spec Voltages （超出規格的電壓）行中用紅色文字表示出

來。超出規格的元件名稱會顯示在該行中，且其值為 0，表示相應元件的電壓資訊未提供。 

圖 4-82： Out of Spec Voltages （超出規格的電壓）行 - 電壓超出規格

開啟 System Voltages （系統電壓）頁面也會為超出規格範圍的每個電壓以紅色文字顯示 0。按下頁面中的 
Reset Out-of-Spec Values （重置超出規格的值）按鈕將會重置超出規格的值，印表機將會重新開始監控電壓，直

到 / 除非電壓再次超出規格範圍。電壓超出規格範圍時印表機可以正常運作，但是如果您多次嘗試重置超出規格

的值，但電壓超出規格的警告仍然存在，請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部門。

圖 4-83： System Voltages （系統電壓）頁面 - 電壓超出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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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定

SERIAL NUMBER （序列號）

Serial Number （序列號）行顯示印表機的唯一序列號。也可以在印表機外表面的標籤上找到該數字 （請參見第

13 頁上的圖 2-5 以瞭解標籤放置位置）。

圖 4-84： Serial Number （序列號）

SOFTWARE VERSION （軟體版本） 

Software Version （軟體版本）行顯示目前安裝在印表機上的 Controller Software 的版本。 

圖 4-85： Software Version （軟體版本）

UPDATE SOFTWARE （更新軟體）

按 Update Software （更新軟體）行內的向右箭頭圖形將開啟 Update Software （更新軟體）頁面。

圖 4-86： Update Software （更新軟體）

Update Software （更新軟體）頁面 （請參見圖 4-86）列出與印表機相關的各種版本資訊。按該頁面內的 
Upgrade System Software （升級系統軟體）按鈕將開啟一個新的頁面，並自動將印表機置於 「軟體升級模式」

（請參見圖 4-87）。當印表機處於 「軟體升級模式」時，可以將軟體升級檔案傳送到印表機，以便升級其 
Controller Software 版本。請參見第 215 頁上的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 Web 方法」以瞭解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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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7： Update Software （更新軟體）頁面

圖 4-88： Upgrade Software （升級軟體）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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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材料）

Materials （材料）行顯示印表機的材料設定資訊 （請參見 可用材料以瞭解詳細資料）。該資訊基於為該印表機

購買的材料授權。印表機的材料授權確定可用於在印表機上建構零件的材料類型 （模型和支撐）。作為初始安裝
和設定過程 （由授權的服務代表執行）的一部分，對印表機執行授權。 

按 Materials （材料）行內的向右箭頭圖形將開啟 Materials （材料）詳細資料頁面。 

圖 4-89： Materials （材料）

Materials （材料）詳細資料頁面顯示設定為在印表機上使用的材料類型清單，在該頁面中可以將印表機置於

「授權升級模式」。按該頁面內的 Add License （新增授權）按鈕將開啟一個新的頁面，並將印表機置於 「授

權升級模式」。欲關閉該頁面並返回到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可按頁首的 Maintenance （維護）按鈕。

圖 4-90： Materials （材料）詳細資料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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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發現印表機的材料設定不再滿足您的需要，則可以購買不同的材料選購件並升級印表機的材料授權。按 
Materials （材料）詳細資料頁面內的 Add License （新增授權）按鈕會將印表機置於 「授權升級模式」，並且

開啟 Add Material License （新增材料授權）頁面。當印表機處於 「授權升級模式」時，可以將授權檔案傳送到

印表機，以便升級其材料設定。請參見第 211 頁上的 「安裝 / 更新材料授權」以瞭解更多資訊。選取 X （取消）

按鈕將關閉該頁面並返回到 Materials （材料）詳細資料頁面。 

圖 4-91： Add Material License （新增材料授權）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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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RT （重新啟動）

按 Restart （重新啟動）行內的向右箭頭圖形將開啟一個對話方塊，在其中可以手動重新啟動印表機。 

圖 4-92： Restart （重新啟動） 

按該對話方塊內的核取記號按鈕會造成印表機自動重新啟動。選取該對話方塊中的 X （取消）按鈕會關閉對話

方塊。 

圖 4-93： Restart （重新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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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操作印表機

本章節描述操作 380mc 的基本步驟。

基本使用者作業

開啟印表機電源

欲開啟印表機的電源：

1. 確保交流電斷路器位於 ON（開啟） (I) 位置。（請參見第 15 頁上的圖 2-6 以瞭解交流電斷路器位

置。）

2. 開啟材料罐艙門。在材料罐艙區域內，將電源開關旋至 ON （開啟） (I) 位置。 

3. 印表機將開始啟動。觸控螢幕將開啟，並且後跟啟動代碼的 Stratasys 標誌會在觸控螢幕上短暫

顯示。 

圖 5-1： 電源開關位置

電源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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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印表機啟動之後，觸控螢幕上會顯示 "Initializing" （正在初始化），然後顯示 Starting （正在啟

動）。在該過程完成之前，儀錶板中的圖示將為空。

圖 5-2： 初始化啟動螢幕

5. 初始化和啟動過程完成之後，印表機將自動執行 XY 歸位校準。 

6. 校準完成後，儀錶板將重新整理並顯示印表機的目前設定 （材料和噴嘴）資訊。如果第一次通電
啟動印表機，所有材料和噴嘴狀態圖示將顯示為黃色，表明需要安裝噴嘴和材料罐。 

關閉印表機電源

欲關閉印表機電源：

1. 確保印表機已停止 （閒置）且未建構零件。

2. 開啟材料罐艙門。在材料罐艙區域內，將電源開關旋至 OFF （關閉） (O) 位置。（請參見圖 5-1 
以瞭解電源開關位置。）

3. 烘箱燈和使用者介面將關閉，幾分鐘後，印表機將關機。 

請注意，該操作僅是關閉該電子裝置。欲完全斷開印表機的電源，必須將交流電斷路器旋至 OFF （關閉）位

置。（請參見第 15 頁上的圖 2-6 以瞭解交流電斷路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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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材料罐和液化器噴嘴

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

本節內的資訊將指導您瞭解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的過程。完成所需的步驟時，請務必觀察顯示在觸控螢幕上
的狀態資訊。 

材料罐安裝一節概述安裝材料罐的步驟，這些材料罐將用於在印表機上建構零件。380mc 利用兩個材料罐艙 - 一
個模型材料罐艙和一個支撐材料罐艙。為建構零件，必須安裝一個模型材料罐和一個支撐材料罐。建議妥善存放
不使用的材料罐 （請參見第 128 頁上的 「處理 / 儲存材料罐」），以避免其暴露在潮濕環境中。

適當安裝材料罐之後，您要將材料絲預載入到驅動輪，這會將材料罐的材料絲放置到位，以便載入到列印噴頭內
的液化器噴嘴。將材料絲預載入到驅動輪之後，就可以將其完全載入到液化器噴嘴。 

1. 首先，確保印表機已停止 （閒置）且未建構零件。

2. 從導航列中選取 Tips （噴嘴）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圖 5-3 的螢幕，其中給出的資訊代表印表

機的目前設定。

注意事項： 每次變更印表機的材料類型時，都必須同時更換噴嘴。以下資訊不包
含更換印表機噴嘴的步驟。每次變更材料類型和更換噴嘴時，都必須遵循第 129
頁上的 「更換噴嘴或變更材料類型」內給出的步驟。不能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之外輸入噴嘴計量表資訊。 

注意： 只有在印表機已停止（閒置）且未建構零件時才可以將材料絲載入到液化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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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目前設定 - 載入材料

3. 觀察顯示在模型和支撐材料罐圖示下方的狀態資訊。"Insert Canister" （插入材料罐）狀態表明材

料的對應材料罐艙中沒有材料罐。 

4. 插入想要載入到適當材料罐艙中的材料罐。請參見第 121 頁上的 「材料罐安裝」以瞭解詳細說

明。

5. 將材料絲送入驅動裝置，方法是將其按入材料罐的手指輪。轉動手指輪，直至感覺到驅動電機拉
動材料絲，並且材料罐狀態 LED 開始閃爍綠光。請參見第 123 頁上的 「將材料絲預載入到驅動

輪」以瞭解詳細說明。 

• 材料絲需要前進大約 50.8 公厘 （2 英吋）才能到達驅動電機的驅動輪。

6. 印表機自動完成材料絲的預載入過程。

• 驅動電機向前推動材料絲，直至材料絲接觸到材料絲存在感測器。偵測到材料絲後，驅動電機停止，
材料罐狀態 LED 開始閃爍綠光。

• "Advance Filament" （推進材料絲）狀態會一直顯示，直至材料絲存在感測器偵測到材料絲。偵測到
材料絲後，狀態就更新為 "Not Loaded" （未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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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閉手指輪門。

7. 對於所有需要載入的材料，載入材料 （上箭頭）按鈕應可選取。按所要載入材料罐對應的載入材
料按鈕。

圖 5-4： 載入材料按鈕

8. 材料開始載入到液化器；材料罐狀態 LED 閃爍綠光。材料的狀態更新為 "Loading" （正在載

入），並且材料罐的材料圖示與對應噴嘴圖示之間的通路會突出顯示，以表明載入進度 （請參見
第 74 頁上的圖 4-28）。在資訊列內會顯示 "Loading" （正在載入）。

• 列印噴頭加熱到材料操作溫度 （自動 - 基於材料罐記憶體晶片資料）。該步驟也會將烘箱溫度設定為
所載入材料的正確值。（請參見第 153 頁上的表 18 以瞭解烘箱穩定資訊。）

• 驅動電機開始將材料絲推入液化器噴嘴。

• 對於某些材料，需要顛倒這些步驟的執行順序。

• 當材料絲到達列印噴頭時，其會進入液化器噴嘴，並且噴嘴會排出少量材料。

9. 載入材料後，材料罐狀態 LED 就會顯示純綠色光，並且材料的狀態更新為 "Loaded"（已載入）。 

如果變更材料類型，就必須同時更換噴嘴。請參見第 162 頁上的 「更換頂蓋內的噴嘴」以瞭解說明。否則，請

參見第 167 頁上的 「基本作業建構任務」以瞭解選取和啟動作業的資訊。 

材料罐安裝

安裝未開啟的新材料罐的過程與安裝以前使用過的材料罐的過程稍有不同。以下說明將指導您瞭解安裝材料罐的
過程，請注意僅適用於新 （未開啟）材料罐的步驟。有關所引用物品的編號，請參閱圖 5-5。

1. 對於未開啟的新材料罐：

A. 從其包裝容器中取出材料罐。 

B. 剝除材料罐側面的箔膠帶 （物品 1）。

C. 移除並丟棄防旋轉栓塞 （物品 2）。

D. 利用可重複使用的箔膠帶重新密封材料罐孔，方法是將箔膠帶牢牢固定在材料罐上以形成空
氣密封。

2. 開啟材料罐艙門。抓住黑色塑膠尾端 （物品 4），將材料罐提起。 

注意事項： 確保在完成材料絲預載入後關閉手指輪門。

注意： 一次只可以載入一種材料。

模型材料和支撐材料必須相容。如果選取的材料與已經載入的材料不相容，則會
出現材料不匹配的載入錯誤，並且不會載入選取的材料。請參見第 41 頁上的表 3-
1 以瞭解材料相容性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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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艙的邊緣放下材料罐 - 切勿將材料罐完全推入艙中。

4. 取出尾端頂部的塑膠塞 (6A)。

5. 將塑膠塞扣入存放插槽 (6B)。

6. 對於新的材料罐，準備要載入的材料絲 (5)：

A. 開啟材料罐前部的手指輪門 (3)。

B. 將少量材料轉出材料罐，方法是將其按入手指輪。

C. 裁剪材料絲的彎曲部分 （使用歡迎包中提供的 5” 刀具），使材料絲末端與尾端的頂部材料絲

出口齊平。

D. 關閉手指輪門 （目前還不要移除位於密封墊中心的泡沫）。

7. 將材料罐一直推入材料罐艙。

圖 5-5： 材料罐安裝

表 5-1： 圖 5-5 的說明

注意事項： 預載入材料絲準備就緒後，移除塑膠塞。

物品 說明 物品 說明

1 箔膠帶 6A 塑膠塞（操作位置）

2 防旋轉栓塞 6B 塑膠塞（存放位置）

3 手指輪門 7A 泡沫密封墊（操作位置）

4 材料罐尾端 7B 泡沫密封墊（存放位置）

5 材料絲

1
2

3 6A5

6B

7B

7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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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拉出材料罐釋放旋鈕，使材料罐驅動落入材料罐中 （圖 5-6）。

• 檢查材料罐驅動是否與材料絲結束口對齊。

• 此時材料罐狀態 LED 關閉，並且會顯示 "Advance Filament" （推進材料絲）的材料罐狀態。

• 大約五秒之後，印表機讀取材料罐的記憶體晶片 （請參見第 36 頁上的 「材料罐記憶體晶片」以瞭解
詳細資料）且材料罐驅動電機開始轉動。

材料罐現在已安裝到其材料罐艙中，並且材料絲準備好預載入到驅動輪。如果遵循 「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
操作，則返回到第 120 頁，並且繼續步驟 5.；否則，繼續第 123 頁上的 「將材料絲預載入到驅動輪」。

圖 5-6： 預載入材料絲

將材料絲預載入到驅動輪

將材料絲預載入到驅動輪會將材料罐的材料絲放置到位，以便載入到列印噴頭內的液化器噴嘴。欲將材料絲預載
入到驅動輪中：

1. 開啟手指輪門。

2. 移除手指輪門內部的方形泡沫密封墊 （圖 5-5 中的 7A）。

3. 使密封墊粘附在材料罐上，將其置於存放位置 （圖 5-5 中的 7B）。

• 方形泡沫密封墊可防止手指輪移動。 

• 只有當材料罐安裝到印表機中之後才可以移除該密封墊。

• 如果準備儲存材料罐，則重新使用密封墊。

4. 將材料絲送入驅動裝置，方法是將其按入手指輪 （圖 5-6）。

材料罐釋放旋鈕

材料絲

材料絲手指輪

材料絲存在

感測器

 驅動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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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轉動手指輪，直至感覺到驅動電機拉動材料絲，並且材料罐狀態 LED 開始閃爍綠光。

• 材料絲需要前進大約 50.8 公厘 （2 英吋）才能到達驅動電機的驅動輪。

6. 印表機自動完成材料絲的預載入過程。

• 驅動電機向前推動材料絲，直至材料絲接觸到材料絲存在感測器。偵測到材料絲後，驅動電機停止，
材料罐狀態 LED 開始閃爍綠光。 

• "Advance Filament" （推進材料絲）狀態會一直顯示，直至材料絲存在感測器偵測到材料絲。偵測到
材料絲後，狀態就更新為 "Not Loaded" （未載入）。

7. 關閉手指輪門。

材料絲現在已經就位，以便載入到列印噴頭內的液化器噴嘴。如果遵循 「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操作，則
返回到第 120 頁並繼續步驟 6. 

卸載液化器噴嘴中的材料 

執行如下步驟以從液化器噴嘴卸載材料。 

1. 確保印表機已停止 （閒置）且未建構、零件。

2. 從導航列中選取 Tips （噴嘴）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圖 5-7 的螢幕。其中給出的資訊代表印表

機的目前設定。 

注意事項： 確保在完成材料絲預載入後關閉手指輪門。

注意事項： 每次變更印表機的材料類型時，都必須同時更換噴嘴。以下資訊不包
含更換印表機噴嘴的步驟。每次變更材料類型和更換噴嘴時，都必須遵循第 129
頁上的 「更換噴嘴或變更材料類型」內給出的步驟。不能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之外輸入噴嘴計量表資訊。 

注意： 如果要變更為其他材料類型或更換噴嘴，請依照第 129 頁上的「更換噴嘴

或變更材料類型」概述的過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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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目前設定 - 卸載材料

3. 觀察顯示在每個模型和支撐材料罐選項圖示下方的狀態資訊。"Loaded" （已載入）狀態表明目前

已載入材料。 

4. 對於所有已載入的材料，卸載材料 （下箭頭）按鈕應可選取。按所要卸載材料罐對應的卸載材料
按鈕。

圖 5-8： 卸載材料按鈕

5. 材料開始從液化器卸載。材料的狀態更新為 "Unloading" （正在卸載），並且材料罐狀態 LED 快
速閃爍綠光。材料罐的材料圖示與對應噴嘴圖示之間的通路會突出顯示，以表明卸載進度 （請參
見第 74 頁上的圖 4-28）。在資訊列內會顯示 "Loading" （正在卸載）。

注意： 一次只可以卸載一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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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旦完成卸載，材料的狀態就更新為 "Not Loaded" （未載入），材料罐狀態 LED 閃爍綠光的速度

變慢 （與指示材料罐 “ 就緒 ” 狀態的閃爍頻率相同）。

如果變更材料類型，就必須同時更換噴嘴。請參見第 162 頁上的 「更換頂蓋內的噴嘴」以瞭解說明。否則，請

參見第 167 頁上的 「基本作業建構任務」以瞭解選取和啟動作業的資訊。 

移除材料罐

與移除部分使用的材料罐相比，移除空材料罐的過程稍有不同。

移除空的材料罐

1. 抬起材料罐釋放旋鈕，將材料罐驅動提出材料罐。

2. 將材料罐拉出艙外。

3. 會有一片長度約為 50.8 公厘 （2 英吋）的材料延伸出材料絲結束孔。 

4. 丟棄空的材料罐，因為其不再有用。 

移除已部分使用的材料罐 

1. 從液化器中卸載材料絲 （請參見第 124 頁上的 「卸載液化器噴嘴中的材料」）。

2. 卸載後，材料的狀態更新為 "Not Loaded" （未載入），表明可以從材料罐艙移除材料罐。開啟材

料罐手指輪門 （物品 3）。

3. 將方形泡沫密封墊 （物品 7A）重新插入手指輪門。

4. 關閉手指輪門。

5. 抬起材料罐釋放旋鈕，將材料罐驅動提出材料罐。

注意： 卸載過程將需要幾分鐘時間。 

注意： 此時您可以選擇重新載入剛才卸載的材料罐（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將材

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以瞭解詳細說明），或從材料罐艙中移除該材料罐 （請參
見第 126 頁上的 「移除材料罐」以瞭解詳細說明）。 

注意： 空的材料罐中含有少量未使用的剩餘材料。殘留材料保證了製造公差。

注意： 有關所引用物品的編號，請參閱圖 5-5。

注意事項： 抬起材料罐釋放旋鈕之後，立即從艙中拉出材料罐。延遲可能會使材
料絲被塞入材料罐。如果材料絲被塞入材料罐，則可能產生交叉捲繞，使整個材
料罐變得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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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立即將材料罐從艙中拉出 （在抬起材料罐釋放旋鈕的十秒內）。（請參見第 128 頁上的 「處理 /
儲存材料罐」以瞭解有關存放已部分使用的材料罐的資訊。） 

• 抬起材料罐釋放旋鈕時，驅動電機反向執行並從印表機中拉出材料。在資訊列內會顯示 "Clear 
Filament" （清除材料絲），同時從印表機中拉出材料。

• 多餘的材料會堆積在空的材料罐艙中。

• 在材料絲 終結束材料絲存在感測器時，驅動電機會停止執行。

7. 使用 5” 刀具 （包括在歡迎包中）將材料絲裁剪為與材料罐尾端齊平。

8. 將塑膠塞從其儲存位置 （物品 6B）取出並插入材料罐尾端的材料絲出口孔 （物品 4 與 6A）。

9. 將剩餘的材料絲從材料罐驅動中拉出，並丟棄材料罐艙中堆積的所有材料。 

10. 依據需要安裝另一個材料罐，請參見第 121 頁上的 「材料罐安裝」以瞭解說明。

注意事項： 丟棄從印表機中拉出的材料。請勿嘗試在材料罐中倒回材料。如果材
料絲被塞入材料罐，則 有可能產生交叉捲繞，使整個材料罐變得不可用。

注意： 如果遵循 「卸載液化器噴嘴中的材料」操作，則返回到第 125 頁並繼續

步驟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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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 儲存材料罐

如果依據建議的步驟執行處理和儲存，Stratasys FDM 熱塑性材料就將在較長時間內維持適當的產品效能。類似

於其他熱塑膠，材料罐中的材料絲在暴露於潮濕環境時會吸收濕氣。Stratasys 材料罐設計為在未開啟和已開啟

時都盡可能減少暴露在潮濕環境中的時間。材料罐的材料絲吸收濕氣之後，成品的表面品質、接縫品質和整體零
件美觀度就會受到影響。應格外小心，透過執行如下步驟來確保材料絲保持乾燥。

每個標準的材料罐可容納 1510 立方公分 （92 立方英吋）的材料絲材料，而 2X 材料罐可容納雙倍的量 （3015 
立方公分 /184 立方英吋）。材料罐還包含乾燥劑材料；乾燥劑旨在維持未開啟材料罐的適當濕度水平。乾燥劑

暴露在環境空氣中後，其就會飽和，並且無法控制濕度。在開啟材料罐後對其執行適當處理是盡可能延長材料罐
使用壽命的關鍵所在。 

可移除的塑膠蓋和手指輪門提供空氣密封，儲存時，濕氣就無法進入材料罐。

如果從印表機中移除包含材料的材料罐，或者材料罐留在處於未就緒狀態 （材料罐狀態 LED 位於關閉位置）的

印表機中，則應該依照如下說明儲存該材料罐 （有關所引用物品的編號，請參閱圖 5-5）：

1. 開啟手指輪門 （圖 5-5 中的物品 3）並將方形泡沫密封墊 （物品 7A）（儲存在材料罐中 - 物品 
7B）插入其在手指輪門中的正確位置。

2. 關閉手指輪門 - 確保將其完全關閉。

3. 從存放位置取出塑膠蓋 （物品 6B）並將其插入材料罐尾端的材料絲出口孔 （物品 4 和 6A）。

4. 應直立儲存材料罐，切勿平放。

注意事項： 材料儲存的溫度應在 13°C 到 24°C （55°F 到 75°F）的範圍內，相對

濕度在 20% 到 50% 的範圍內。 

注意事項： 在儲存材料罐時，確保在手指輪門下方插入方形泡沫密封墊，並且在
材料絲出口孔處蓋上塑膠蓋。在未密封的材料罐內，材料絲只需要不到一個小時
的時間就可以吸收足夠多的濕氣，從而變得不可用。

注意： 當材料絲處於就緒或已載入狀態（材料罐狀態 LED 閃爍綠光或綠色常亮），

並且材料罐門關閉時，則印表機的空氣乾燥器系統會持續清空材料罐中的濕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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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噴嘴或變更材料類型

本節內的資訊旨在指導您完成更換材料和噴嘴的過程。Tips （噴嘴）頁面包含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

靈），該精靈旨在簡化更換印表機的模型和 / 或支撐材料以及噴嘴的過程。使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

精靈）一節包含詳細範例，該範例將指導您完成使用該精靈變更材料類型和更換噴嘴的過程。

每次變更印表機的材料類型時，都必須同時更換噴嘴。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包含的步驟將指示

您在必要時更換噴嘴；第 162 頁上的 「更換頂蓋內的噴嘴」提供更換印表機噴嘴的說明。

更換一個或兩個噴嘴並結束精靈之後，必須手動調整噴嘴擦高度，以確保相對於噴嘴 / 噴嘴防護罩適當放置印表

機的墊片 / 清潔刷部件。該精靈的 後一頁會提示您執行該調整。 

使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

以下範例將指導您完成從 PC 模型 （T12 噴嘴）材料和 PC_S 支撐 （T12 噴嘴）材料切換為 ABS-M30 模型

（T16 噴嘴）材料和 SR-30 支撐 （T12 噴嘴）材料的過程，目的是協助您熟悉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

精靈）的功能。瀏覽該範例時，觀察儀錶板內的圖示狀態。在該精靈內，螢幕的底部會顯示三個按鈕來代替導航
列 （在該精靈內工作時，導航列會隱藏）。這些按鈕具有以下功能：

表 5-2：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控制

圖示 名稱 說明

 

上一步 當以彩色顯示 （可選取）時 - 用於返回到精靈的上一頁。 

當以灰色顯示 （停用）時，不提供任何功能。

 

停止 當以彩色顯示 （可選取）時 - 用於停止和結束精靈。 

當以灰色顯示 （停用）時，不提供任何功能。

 

下一步 當以彩色顯示 （可選取）時 - 用於前進到精靈的下一頁。 

當以灰色顯示 （停用）時，不提供任何功能。

或

或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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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欲存取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可按 Tips （噴嘴）頁面內的噴嘴更換 （精靈）按

鈕。 

2. 在顯示的材料選項清單中，選取要切換到的模型材料 （在此是 ABS-M30）。此時會指示新選取的

模型材料。按下一步按鈕繼續執行精靈。 



131

3. 在顯示的噴嘴選項清單中，選取要切換到的模型噴嘴 （在此是 T16）。此時會指示新選取的模型

噴嘴。按下一步按鈕繼續執行精靈。 

注意： 在選取要切換到的噴嘴時，會針對目前安裝在印表機上的噴嘴大小提供「目
前」（即 T12 (current)）和「新」（即 T12 (new)）選項（如果適用）。如果目前

已安裝的噴嘴與正在切換到的材料類型相容，就可以重用該噴嘴；然而，僅可以
重用一個噴嘴。例如，如果選擇重用目前已安裝的模型噴嘴 （即選取下面的 T12
(current)），則必須在步驟 5 中選取新的支撐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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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於在步驟 2 中選取的模型材料，會顯示相關支撐材料選項的清單。在顯示的材料選項清單中，

選取要切換到的支撐材料 （在此是 SR-30）。

在該範例中，僅顯示一個材料選項 （預設選取該選項），因為只有一種支撐材料與之前選取的模
型材料相容。請參見第 41 頁上的 「噴嘴相容性和選擇」瞭解模型材料與支撐材料之間相容性的

資訊。按下一步按鈕繼續執行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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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於在前面步驟中選取的模型材料，會顯示相容支撐噴嘴選項的清單。在顯示的支撐噴嘴選項清
單中，選取要切換到的支撐噴嘴 （在此是 T12 (current)）。按下一步按鈕繼續執行精靈。 

注意： 在選取要切換到的噴嘴時，會針對目前安裝在印表機上的噴嘴大小提供「目
前」（即 T12 (current)）和「新」（即 T12 (new)）選項（如果適用）。如果目前

已安裝的噴嘴與正在切換到的材料類型相容，就可以重用該噴嘴；然而，僅可以
重用一個噴嘴。例如，如果在步驟 3 中選擇重用目前已安裝的模型噴嘴，則必須

選取新的支撐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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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驗證顯示的所選材料和噴嘴是否正確無誤。如果需要變更選取的材料和 / 或支撐噴嘴，則按上一

步按鈕並依據需要執行變更。確保零件不在 Z 平臺上，然後按下一步按鈕繼續執行精靈。

此時會顯示一個螢幕，簡要通知您 Z 平臺正移動到烘箱清潔位置。 

注意事項： 按下一步按鈕將指示 Z 平臺移動到烘箱清潔位置；Z 平臺將向上抬升

到烘箱頂部。如果零件留在 Z 平臺上，則在該過程中零件會粉碎或損壞，並且可

能造成印表機損壞。始終依據指示從 Z 平臺移除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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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Z 平臺移動到烘箱清潔位置後，執行頁面中顯示的步驟。結束時，按下一步按鈕繼續執行精靈。 

注意： 請注意該頁面中給出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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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目前已載入到印表機中的模型和支撐材料 （在此是 PC 和 PC_S）將開始卸載 （首先卸載模型材

料，然後卸載支撐材料）。兩部分徑向進度圖形顯示該過程完成之前的剩餘時間量 （在此是 
12 分鐘）。材料卸載的完成百分比透過沿順時針方向徑向填充該圖形的外部進度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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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執行材料卸載時，徑向進度圖形就會更新。完成後會顯示一個綠色核取記號，表明已從印表
機完全卸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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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材料卸載進度完成之後，就會提示使用者取出已卸載的材料罐 （視情況而定）。取出已卸載的材
料罐 （請參見第 126 頁上的 「移除材料罐」），然後按下一步按鈕繼續執行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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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取出材料罐之後，印表機將清除材料絲管內的剩餘材料絲。多餘的材料會堆積在空的材料罐
艙中；丟棄該材料，然後按下一步按鈕繼續執行精靈。

注意事項： 丟棄從印表機中拉出的材料。請勿嘗試在材料罐中倒回材料。如果材
料絲被塞入材料罐，則 有可能產生交叉捲繞，使整個材料罐變得不可用。

注意： 已卸載材料罐的材料狀態圖示將更新以反映其現在的空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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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確認顯示的所選材料和噴嘴正確無誤，然後按下一步按鈕繼續執行精靈。 

注意： 請注意與您的選擇關聯的警告。噴嘴更換和 / 或材料類型變更需要執行校

準。如果您越過該頁面，結束精靈而不執行 「XYZ 噴嘴偏差校準」，就不會校準

印表機。執行 「XYZ 噴嘴偏差校準」校準印表機之後，才能建構零件。 

注意： 如果印表機的列印噴頭目前不在服務位置，就會顯示一個螢幕，簡要通知
您列印噴頭正移動到服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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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此時會暫時顯示一個螢幕，表明印表機正在準備更換其噴嘴。執行必要的步驟以更換模型和 / 或
支撐噴嘴。請參見第 162 頁上的 「更換頂蓋內的噴嘴」以瞭解更換噴嘴的詳細說明。

如果移除可能在以後重新安裝的噴嘴，則確保記錄該噴嘴的計量表讀數 （下圖中的物品 4），並

隨移除的噴嘴一起儲存該讀數。安裝新的模型和 / 或支撐噴嘴後，按下一步按鈕繼續執行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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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對於新安裝的模型和支撐噴嘴，會自動填充預設的計量表值 0.0 （立方英吋）；依據需要更新噴

嘴計量表資訊。

• 如果正在使用全新的 （未使用的）噴嘴，則無需執行設定。只需接受預設值，按下一步按鈕，然後
繼續步驟 13。 

• 如果使用以前用過的噴嘴，則遵循下面列出的子步驟。對於該範例，我們使用一個以前用過的噴嘴
（支撐）和一個全新的噴嘴 （模型）。因此，我們將更新支撐噴嘴的計量表資訊，以反映以前用過該
噴嘴，同時接受模型噴嘴的預設計量表值。 

注意： 下圖會依據您是否更換一個還是兩個噴嘴而有所不同。如果僅更換一個噴
嘴，則只會顯示該噴嘴之計量表的欄位 （即，如果僅更換支撐噴嘴，則不會顯示

Model （模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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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 Model （模型）欄位內的任意位置按觸控螢幕。選取的欄位將變為藍色。

B. 使用鍵盤輸入對應於模型噴嘴的計量表值；如果需要，使用刪除鍵清除欄位的預設值。對於
該範例，我們將接受預設值 0.0 （立方英吋）。

C. 依據需要重複步驟 A. 和 B. 以更新支撐噴嘴的計量表資訊。對於該範例，我們將使用鍵盤輸

入支撐噴嘴的值 15.5 （立方英吋）。

D. 確認輸入的噴嘴計量表資訊正確無誤，然後按下一步按鈕繼續執行精靈。 

注意： 依據印表機的目前烘箱溫度，在執行該步驟後，烘箱溫度可能需要保持穩定。 

刪除鍵



144

13. 材料和 / 或噴嘴更換操作將會儲存，並且在前面步驟中輸入的計量表值將顯示在儀錶板的噴嘴狀

態圖示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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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執行必要的步驟以準備噴嘴校準。

A. 安裝建構膠板 - 確保建構膠板盡可能位於 Z 平臺中央。

B. 驗證真空狀態 - 在大約 5 分鐘內，印表機應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以將建構膠板固定到 Z 平
臺上。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後，真空狀態指示器頂部的紅色 X 圖示將消失 （請參見第 47 頁

上的 「資訊列」）。 

C. 安裝材料罐 （請參見第 121 頁上的 「材料罐安裝」），然後將材料罐的材料絲預載入到驅動

輪 （請參見第 123 頁上的 「將材料絲預載入到驅動輪」）。安裝印表機之後大約五秒鐘，讀

取材料罐的記憶體晶片，材料罐的資訊會顯示在儀錶板的材料狀態圖示內。 

D. 結束之後，按下一步按鈕繼續執行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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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按觸控螢幕上的對應行，選取要在校準期間載入的模型和支撐材料罐 （如果預設未選取）。選取
的行將變為藍色。選取的材料罐透過包圍材料罐圖示的白色輪廓指示。按下一步按鈕繼續執行精
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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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此時會顯示一個螢幕，用於在開始建構零件之前選取校準零件在建構膠板上的位置。該螢幕包含
一個表示印表機 Z 平臺的圖形以及一個藍色週框方塊圖形 （圍繞零件的虛構框）。透過在觸控螢

幕上拖放週框方塊來選取校準零件的建構位置；週框方塊不能置於 Z 平臺限定區域之外。按下一

步按鈕繼續執行精靈。 

注意： 不論如何設定印表機的 Enable Part Placement （啟用自選建構位置）設

定，都會顯示 Select Calibration Part Location（選取校準零件位置）頁面（請參

見第 88 頁上的 「Enable Part Placement （啟用自選建構位置）」以瞭解詳細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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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印表機將開始建構校準零件的過程。該過程包括讓烘箱溫度穩定 （請參見表 5-3 以瞭解穩定時

間）、執行 Z 噴嘴間校準、載入模型材料、載入支撐材料，然後建構校準零件。螢幕上會指示每

項任務的狀態。任務完成後，就會顯示一個綠色核取記號，並且頁首會更新以反映目前執行的任
務。

頁面的中心位置會顯示兩部分徑向進度圖形。該圖形顯示整個過程完成之前的剩餘時間量 （在此
是 18 分鐘）。完成百分比透過沿順時針方向徑向填充該圖形的外部進度環表示。每項任務完成

時，進度圖形就會更新。 

執行中任

務的名稱

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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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烘箱溫度穩定時間 （小時）

A. 在印表機執行如下操作時，螢幕將會更新：

• 執行 Z 噴嘴間校準。

目前烘箱溫度

安裝的材料類型

ABS-M30 
ABS-M30i ABS-ESD7 ASA Nylon 12

PC
PC-ISO
PC-ABS

室溫 2 2 2 2 3

ABS-M30、ABS-M30i
自動降溫

--- --- --- --- 2

ABS-ESD7 --- --- --- --- 2

ASA --- --- --- --- 2

Nylon 12 --- --- --- --- 2

PC/PC-ISO/PC-ABS 2 2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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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入模型材料，然後載入支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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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除了螢幕更新之外，資訊列和建構狀態按鈕會更新以指示印表機何時建構校準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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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校準零件完成之後，就會提示使用者從印表機中取出零件。取出已完成的零件，然後按下一
步按鈕繼續執行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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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Adjust XYZ Calibration （調整 XYZ 校準）頁面將開啟；該頁面會依據為其設定印表機的單位類

型而稍有不同 （請參見第 89 頁上的 「Units （單位）」以瞭解詳細資料）。該頁面中的按鈕和圖

示用於基於校準零件的分析執行 XYZ 噴嘴偏差調整。Material Thickness （材料厚度）欄位顯示

安裝在印表機上的模型噴嘴的切片高度。步驟 19 和步驟 20 中的資訊將指導您完成分析校準零件

並依據需要執行 XYZ 噴嘴偏差糾正的過程 （請參見第 188 頁上的 「XYZ 噴嘴偏差校準」以瞭解其他

資訊）。

19. 確定印表機所需的 XY 偏差調整。

A. 使用放大鏡（包含在歡迎包中）檢視支撐校準路徑與對齊指示器之間的關係，從而確定 X 與 
Y 軸校準。

• 將建構膠板靠近燈、色彩對比鮮明的牆或一張高對比色的紙可更容易檢視該路徑。

Adjust XYZ Calibration （調整 XYZ 校準）頁面 - 英制單位 Adjust XYZ Calibration （調整 XYZ 校準）頁面 - 公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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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確定支撐路徑在每個軸上的哪個位置可以實現 X-Y 對齊指示器之間 準確的居中 （請參見圖

5-9 和圖 5-10 以瞭解英制單位，參見圖 5-11 和圖 5-12 以瞭解公制單位）。校準零件上的數

字代表一英吋的千分之幾 （例如，4 = 0.1 公厘 （0.004 英吋））。

圖 5-9： 校準零件 - 無需調整 （英制單位）

圖 5-10： 校準零件 - 需要調整 （英制單位）

校準零件

對齊指示器

支撐工具
路徑

校準零件放大後的單面，其中讀數為 0。

在 0 位置

準確地居中

校準零件

支撐工具路

徑，在 4 位
置 準確地

居中

未在 0 位
置居中

支撐路徑在讀數為 4 的對齊指示器之間 準確地居中，

這表明 +X 的調整值 = 0.004

對齊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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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校準零件 - 無需調整 （公制單位）

圖 5-12： 校準零件 - 需要調整 （公制單位）

校準零件

對齊指示器

支撐工具

路徑

校準零件放大後的單面，其中讀數為 0。

在 0 位置

準確地居中

校準零件

支撐工具路

徑，在 0.1 
位置 準確

地居中

未在 0 位
置居中

支撐路徑在讀數為 4 的對齊指示器之間 準確地居中，

這表明 +X 的調整值 = 0.1

對齊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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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 Adjust XYZ Calibration （調整 XYZ 校準）頁面內，滑動螢幕上的縮放圖示以匹配支撐路

徑在對齊指示器之間實現 準確居中的位置。Delta X 和 Delta Y 欄位將反映所做的調整。

 

• 如果支撐路徑在 2 （0.05 公厘）或更小值的位置處實現 準確的居中（如圖 5-9 和圖 5-11 所
示），則針對該軸校準印表機，並且無需執行調整。下圖顯示的是無需調整的 XY 偏差。如果校準

零件的支撐路徑在 2 （0.05 公厘）或更小值的 X 和 Y 軸位置實現 準確的居中，則繼續步驟 20。

圖 5-13： XY 偏差 - 無調整

注意： 只可以為每個軸選取一個偏差值（即不容許 +X 的調整值 = 2 （0.05 公厘

（0.002 英吋））和 -X 的調整值 = 4 （0.1 公厘 （-0.004 英吋）））。

欲在容差範圍內，校準零件上的 X 和 Y 值必須是 2 或 0.05 公厘（0.002 英吋），

或者小於該值。因此，0 到 2 （0 到 0.05 公厘）範圍內的任何軸讀數均可接受，

但是讀數為 0 更為可取。 

英制單位 公制單位

縮放圖示（上下滑動） 縮放圖示 （左右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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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支撐路徑在 2 （0.05 公厘）或更小值的位置處不居中 （如圖 5-10 和圖 5-12 所示），則需要

執行偏差調整。下圖顯示的是 4 或 0.1 公厘 （0.004 英吋）的 +X 調整值。+X 縮放圖示已向下移

動到 4 (0.1) 位置，並且 Delta X 值已反映該調整 （0.100 公厘 /0.0040 英吋）。 

圖 5-14： XY 偏差 - +X 調整值

D. 如果每個軸均需要調整值，則需要重新建構校準零件。方法是：

• 在輸入調整值之後，按 Adjust XYZ Calibration （調整 XYZ 校準）螢幕內的下一步按鈕。 

• 此時會顯示 Select Option （選取選項）螢幕，按該螢幕內的 XYZ Tip Offset Calibration （XYZ 
噴嘴偏差校準）按鈕。 

• 此時會顯示 Prepare for Calibration （準備校準）螢幕 （請參見步驟 14）。執行螢幕上指示的步

驟，並且確保安裝建構膠板，然後按下一步按鈕。 

• 在 Select Calibration Part Location （選取校準零件位置）螢幕 （請參見步驟 16）內，選取校準

零件在建構膠板上的位置，然後按下一步按鈕。 

注意： 請勿按 X （取消）按鈕，因為這會關閉該精靈。如果在適當校準印表機的

噴嘴之前就關閉該精靈，請參見第 188 頁上的「XYZ 噴嘴偏差校準」以瞭解關於

完成校準過程的說明。在校準印表機的噴嘴之後才可以在該印表機上建構零件。 

縮放圖
示設定

為 4

縮放圖
示設定

為 0.1

英制單位 公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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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會顯示 Build Calibration Part （建構校準零件）螢幕 （請參見步驟 17 B.），並且將開始建構

校準零件。兩部分徑向進度圖形顯示建構工作的剩餘時間以及建構零件的完成百分比。校準零件
完成之後，將會提示使用者從印表機中取出零件 （請參見步驟 17C.）。取出完成的零件，然後按

下一步按鈕。

• 重複執行步驟 19 中說明的操作。繼續檢查並調整 XY 偏差值。重新調整，直至校準路徑在 X 與 Y 
軸的 0 位置處居中更為可取。然而，重新調整直至 X 和 Y 軸的校準路徑在容差範圍內，即在軸的 
2 或 0.05 公厘 （0.002 英吋）或者小於該值的位置處居中，這也可以接受。 

E. X 和 Y 軸的校準路徑在容差範圍內後，繼續 Z 偏差調整 （步驟 20）。 

20. 確定 Z 偏差調整值。

A. 從校準零件的內部方形處剝除支撐層。

B. 使用卡尺或測微計測量方形每一面上支撐層的厚度。在每一面的中心執行測量；在靠近角落
的位置測量會產生不準確的值。

C. 取四次測量的平均值；該值是作為 Z 偏差調整值輸入的數字。 

圖 5-15： 取出並測量支撐層

注意： 直至校準零件顯示 X 與 Y 軸的 XY 偏差是 2（0.05 公厘）或更小的值，才

開始測量 Z 軸 （請參見步驟 19 以瞭解詳細資料）。 

在此剝除支撐層

在此測量支撐層

（在所有 4 個面上測量）



159

D. 請參閱表 5-4 並確定安裝在印表機上之模型噴嘴的切片高度。

表 5-4： 模型噴嘴切片高度

E. 如果在步驟 C 中測量的值在模型噴嘴切片高度的 ±0.01 公厘 （0.0005 英吋）範圍內 （請參

見表 5-4），針對 Z 軸校準印表機，並且無需執行調整。繼續執行步驟 21。

F. 如果在步驟 C 中測量的值不在模型噴嘴切片高度的 ±0.01 公厘 （0.0005 英吋）範圍內 （請

參見表 5-4），您將需要使用 Adjust XYZ Calibration （調整 XYZ 校準）頁面內的上、下按鈕

輸入 Z 偏差調整值。每次按下按鈕等同於調整一英吋的千分之十。 

• 如果在步驟 C 中獲得的值小於噴嘴的切片高度，則使用下按鈕輸入該值。例如，如果測量噴嘴的

平均值為 0.203 公厘（0.008 英吋），而該噴嘴的切片高度為 0.254 公厘（0.010 英吋），則按下

按鈕直至在 Material Thickness （材料厚度）欄位中顯示 0.203 (0.0080)。 

圖 5-16： Z 偏差調整值 

模型噴嘴 切片高度 （英吋） 切片高度 （公厘）

T10 0.005 0.127

T12 0.007 0.178

T16 0.010 0.254

T20 0.013 0.330

用於調整 Z 偏
差值的下按鈕 

英制單位 公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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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步驟 C 中獲得的值大於噴嘴的切片高度，則使用上按鈕輸入該值。例如，如果測量噴嘴的

平均值為 0.305 公厘（0.012 英吋），而該噴嘴的切片高度為 0.254 公厘（0.010 英吋），則按上

按鈕直至在 Material Thickness （材料厚度）欄位中顯示 0.305 (0.0120)。 

圖 5-17： Z 偏差調整值 

G. 如果必須執行 Z 偏差值調整，則需要重新建構校準零件。方法是：

• 在輸入調整值之後，按 Adjust XYZ Calibration （調整 XYZ 校準）螢幕內的下一步按鈕。 

• 此時會顯示 Select Option （選取選項）螢幕，按該螢幕內的 XYZ Tip Offset Calibration
（XYZ 噴嘴偏差校準）按鈕。

• 此時會顯示 Prepare for Calibration （準備校準）螢幕 （請參見步驟 14）。執行螢幕上指示的步

驟，並且確保安裝建構膠板，然後按下一步按鈕。 

• 在 Select Calibration Part Location （選取校準零件位置）螢幕 （請參見步驟 16）內，選取校準

零件在建構膠板上的位置，然後按下一步按鈕。 

注意： 請勿按 X （取消）按鈕，因為這會關閉該精靈。如果在適當校準印表機的

噴嘴之前就關閉該精靈，請參見第 188 頁上的「XYZ 噴嘴偏差校準」以瞭解關於

完成校準過程的說明。在校準印表機的噴嘴之後才可以在該印表機上建構零件。 

英制單位 公制單位

用於調整 Z 偏
差值的上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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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時會顯示 Build Calibration Part （建構校準零件）螢幕 （請參見步驟 17 B.），並且將開始建構

校準零件。兩部分徑向進度圖形顯示建構工作的剩餘時間以及建構零件的完成百分比。校準零件
完成之後，將會提示使用者從印表機中取出零件 （請參見步驟 17C.）。取出完成的零件，然後按

下一步按鈕。

• 重複執行步驟 20 中說明的操作。繼續檢查並調整 Z 偏差值，直至支撐層匹配模型噴嘴切片高度

的 ±0.01 公厘 （0.0005 英吋）。

21. 完成 XY 偏差值的調整之後，按下一步按鈕。此時會暫時顯示一個螢幕，您的校準調整值將會儲

存。

22. 校準完成之後，螢幕上將顯示類似於如下的螢幕。在此螢幕中，您有以下多種選擇：

• 透過按下 X （取消）按鈕結束精靈。在結束精靈時，印表機的材料 / 噴嘴設定資訊將反映精靈中

做出的所有變更。 

• 透過按下下一步按鈕，直接繼續執行 Tip Wipe Adjust Wizard （噴嘴擦調整精靈）。建議您繼續執

行精靈並立刻為模型和支撐噴嘴調整噴嘴擦高度，因為不適當的噴嘴高度會嚴重影響零件品質。
請參見第 165 頁上的 「調整噴嘴擦高度」以瞭解詳細說明。 

XYZ 噴嘴偏差校

準按鈕 （用於重

新建構校準零件）

下一個按鈕以
繼續執行 Tip 
Wipe Adjust 
Wizard （噴嘴

擦調整精靈）

取消按鈕（用於結束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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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頂蓋內的噴嘴

每次變更印表機的材料類型時，都必須同時更換噴嘴。如果遵循 「使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

中概述的步驟，則完成下面的步驟以更換噴嘴，然後返回到第 141 頁上的步驟 11 並繼續執行精靈。 

1. 開啟頂蓋。

2. 將列印噴頭置於列印噴頭維護支架。請參閱第 33 頁上的 「列印噴頭維護支架」以瞭解說明。

圖 5-18： 維護支架中的列印噴頭

警告： 在操作位於頂蓋下方的元件時，務必使用經過批准的扶梯或梯凳。

手套標誌： 液化器噴嘴可能過熱。在更換噴嘴時，必須佩戴安全手套 （在歡迎包
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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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 9/64 六角球端螺絲起子噴嘴更換工具 （在歡迎包中提供），鬆開將液化器噴嘴固定到位的兩

顆 (2) 液化器固位螺絲。 

4. 從列印噴頭移除所需的噴嘴，方法是輕握噴嘴的防護罩並將噴嘴向下拉出印表機。如果移除可能
在以後重新安裝的噴嘴，則記錄該噴嘴的計量表讀數，並隨移除的噴嘴一起儲存該讀數。計量表
資訊顯示在儀錶板的兩個噴嘴狀態圖示內 （請參見第 50 頁上的 「材料 / 噴嘴狀態」）。

圖 5-19： 噴嘴移除

5. 在列印噴頭中安裝新的噴嘴 （請參見第 41 頁上的 「噴嘴相容性和選擇」以瞭解噴嘴 / 材料相容

性資訊），然後使用 9/64 六角球端螺絲起子噴嘴更換工具擰緊兩顆 (2) 液化器固位螺絲。

注意： 加熱器部件內的噴嘴通路中存在一個小的凹陷，其可能會阻礙噴嘴插入。
確保噴嘴完全插入加熱器部件，然後再擰緊液化器固位螺絲 （圖 5-20）。正確插

入之後，噴嘴防護罩應與加熱器部件的底部平齊。 

液化器固位螺絲
（支撐側）

液化器固位螺絲
（模型側）

支撐噴嘴模型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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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 噴嘴安裝

6. 如果需要更換額外的噴嘴，則重複步驟 3 - 5。

7. 從列印噴頭維護支架中取出列印噴頭，並放回至其初始位置。使用兩顆 (2) 含有凹面的列印噴頭

安裝緊固件將列印噴頭固定到列印噴頭裝配平臺。請參閱第 33 頁上的 「列印噴頭維護支架」以

瞭解說明。

8. 關閉頂蓋。 

9. 更換一個或兩個噴嘴之後，必須手動調整噴嘴擦高度，以確保相對於噴嘴 / 噴嘴防護罩適當放置

印表機的墊片 / 清潔刷部件。依據需要調整噴嘴擦高度，請參見第 165 頁上的 「調整噴嘴擦高

度」以瞭解相關說明。 

注意： 確保材料絲管、臍帶纜線和空氣軟管沒有纏繞，並且佈線正確。 

噴嘴應與加熱器部件的底
部平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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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噴嘴擦高度

噴嘴擦部件包含兩個墊片 / 清潔刷部件，其用於保持噴嘴和噴嘴防護上沒有清除的材料碎屑，並且無堆積物。墊

片用於清潔噴嘴的開口，而清潔刷用於清潔噴嘴的防護罩。更換一個或兩個噴嘴之後，必須手動調整噴嘴擦高
度，以確保相對於噴嘴 / 噴嘴防護罩適當放置墊片 / 清潔刷部件。 

1. 開啟材料罐艙門並站在正面面對印表機的位置，這樣就可以透過廢料槽檢修平臺的窗戶看到噴嘴
擦部件。

2. 開啟 Tip Wipe Adjustment （噴嘴擦調整）頁面 （請參閱第 79 頁上的 「Tip Wipe Adjustment
（噴嘴擦調整）」）。

• 如果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內操作，按精靈 Select Options （選取選項）頁面

內的下一步按鈕，將自動開啟 Tip Wipe Adjust Wizard （噴嘴擦調整精靈）頁面（請參閱第 161 
頁上的步驟 22 以瞭解詳細資訊）。 

• 如果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外操作，則按 Tips （噴嘴）頁面內的 Tip Wipe 
Adjustment （噴嘴擦調整）按鈕 （請參閱第 75 頁上的表 4-13）。 

3. 按 Go to Purge Position （前往清理位置）按鈕；列印噴頭將移動到清理位置。

4. 按 Wipe Tips （擦噴嘴）按鈕。幾秒之後，列印噴頭將開始前後移動，緩慢地讓模型和支撐噴嘴

經過墊片 / 清潔刷部件。 

• 列印噴頭將來回經過 4 次。每次經過時，列印噴頭會逐漸水平穿過墊片，從而確保適當的調整和均勻
的磨損。

5. 透過廢料槽檢修平臺的窗戶觀察放置，並且使用噴嘴擦高度調整輪調整已更換噴嘴的噴嘴擦高
度。 

• 頂部的調整輪對應模型噴嘴，而底部的調整輪對應支撐噴嘴。

• 向下捲動調整輪會將對應的墊片 / 清潔刷部件向下移動 （遠離噴嘴 / 噴嘴防護罩），反之亦然。 

圖 5-21： 噴嘴擦高度調整輪的位置

注意： 建議首先向上移動墊片 / 清潔刷部件，直至與噴嘴防護罩緊密接觸。然後，

逐漸向下移動墊片 / 清潔刷部件，直至實現適當的放置。 

模型噴嘴擦高度調

整輪

支撐噴嘴擦高度調

整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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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確信已實現適當的放置 （如圖 5-22 所示）後，按 Wipe Tips （擦噴嘴）按鈕並透過廢料槽檢修

平臺的窗戶觀察放置。適當調整之後：

• 噴嘴的開口應稍微輕擦墊片的上邊緣。墊片不應接觸噴嘴防護罩。 

• 如果放置過高，噴嘴經過墊片上方時將產生極限阻力，從而造成墊片 / 清潔刷部件損壞。 

圖 5-22： 適當放置噴嘴擦

7. 如果需要進一步調整，則使用噴嘴擦高度調整輪重新調整高度。完成調整之後，關閉材料罐艙
門。 

注意： 依據需要再次按 Wipe Tips （擦噴嘴）按鈕以啟動列印噴頭額外的 4 次經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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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作業建構任務

建構前

欲建構作業，必須首先從工作站 PC 上安裝的 Control Center 應用程式將作業檔案傳送到印表機。作業以 CMB 
格式傳送並置於 Job Queue （作業佇列）中 （儲存在印表機的硬碟中）。CMB 檔案的標題包含已處理作業的基

本資訊 （材料類型、完成建構大約需要的材料量、噴嘴大小等）。該資訊用於驗證作業與印表機現存設定的相容
性。 

關於使用 Insight 的資訊，請參見 Insight 應用程式內關聯的說明檔案。

準備印表機

欲準備用於建構的印表機：

1. 開啟印表機的電源 （請參見第 117 頁上的 「開啟印表機電源」以瞭解相關說明）。

2. 安裝新的建構膠板。

A. 去除建構膠板兩側的塑膠包裝。

B. 開啟烘箱門並在 Z 平臺上放置建構膠板。 

• 確保建構膠板盡可能位於 Z 平臺中央。

• 如果烘箱過熱，建構膠板放置在 Z 平臺上時會捲曲。隨著建構膠板的升溫，其會變平並粘附到 Z 
平臺上。可能需要對建構膠板執行一些調整，以使其緊貼在 Z 平臺上。

• 在大約 5 分鐘內，印表機應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以將建構膠板固定到 Z 平臺上。達到足夠的真

空狀態後，真空狀態指示器頂部的紅色 X 圖示將消失 （請參見第 47 頁上的 「資訊列」）。此時 
建構狀態按鈕將保持為黃色。 

3. 確保噴嘴擦部件的清潔刷以及印表機的噴嘴已清潔，並且廢料箱為空。 

警告： 處理烘箱內部物品時，穿戴適當的安全裝備。建構室的表面溫度極高。 

注意： 執行建構作業時，務必使用新的建構膠板；建構膠板僅供一次性使用。請
勿翻轉建構膠板並將其放置到 Z 平臺上。膠板上的材料殘留會粘附到 Z 平臺，或

影響建構膠板的真空。

注意： 使用非 Stratasys 提供的建構膠板會影響零件品質和印表機可靠性。

注意： ABS、ASA 和 PC 零件應使用透明建構膠板。

Nylon 12 零件應使用淡綠色的建構膠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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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要建構的作業

1. 選取導航列內的 Queue （佇列）按鈕。Queue （佇列）頁面將會開啟，並且預設已選取 Job 
Queue （作業佇列）標籤 （請參見第 63 頁上的圖 4-19）。 

2. 在 Job Queue （作業佇列）中選取要建構的作業，方法是觸摸清單中的相應條目；該作業所在的

行將變為藍色。選取作業之後，建構狀態按鈕將變為綠色。

• 如果想要從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中選取一個作業，可透過觸摸 Queue （佇列）頁面中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的標題來切換到該佇列，然後觸摸清單中的相應條目來選取要建構的作
業。 

3. 透過選取導航列中的 Build （建構）按鈕返回到 Build （建構）頁面。所選作業的詳細資料將顯

示在列印作業選取面板中。（請參見第 55 頁上的 「檢視列印作業資訊」。）

4. 將所選作業的材料 / 噴嘴要求與印表機的目前設定執行比較。確保已載入的材料符合所選作業的

材料要求，並且安裝的噴嘴匹配所選作業需要的噴嘴。 

• 如果印表機中已載入的模型和 / 或支撐材料不匹配完成建構所需的材料，您就會收到一條警告 （請參
見第 241 頁上的 「阻止建構啟動的錯誤」）。依據需要變更材料類型 / 更換噴嘴 （請參見第 41 頁上
的 「噴嘴相容性和選擇」以瞭解材料相容性資訊，並且參見第 129 頁上的 「更換噴嘴或變更材料類
型」以瞭解關於更換材料 / 噴嘴的說明）。

5. 確保使用中的模型和支撐材料罐艙已將材料絲載入到列印噴頭 （材料罐狀態 LED 穩定顯示綠色，

材料狀態圖示為藍色且帶有白色高亮邊框）。（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 「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

嘴」以瞭解詳細資料）。還要確保印表機包含完成建構所需的充足模型和支撐材料 （請參見第 58
頁上的 「Materials Status Display （材料狀態顯示）」）。 

• 如果印表機中沒有載入完成建構所需的充足材料，您就會收到一條警告 （請參見第 241 頁上的 「阻
止建構啟動的錯誤」）。 

6. 按 Build （建構）頁面內的建構 （開始）按鈕以開始建構。依據印表機的自選建構位置設定的設

定，可能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 （請參見第 88 頁上的 「印表機設定」）。

• 如果 Enable Part Placement （啟用自選建構位置）設定設為 OFF （關閉）（這是預設設定），則不
會顯示對話方塊，並且將在建構平臺的中央部分自動建構作業。

• 如果將 Enable Part Placement （啟用自選建構位置）設定設為 ON （開啟），則會顯示一個對話方
塊，用於選取作業的建構位置。該對話方塊包含一個表示印表機 Z 平臺的圖形以及一個藍色週框方塊
圖形 （圍繞零件的虛構框）。透過在觸控螢幕上拖放週框方塊來選取作業的建構位置。結束時，按下
一步按鈕確認選擇的建構位置並開始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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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3： Part Placement （自選建構位置）對話方塊

7. 資訊列內會顯示 "Heating Oven and Tips" （正在加熱烘箱和噴嘴）。烘箱將開始加熱到設定點溫

度，該溫度由為該作業指定的材料類型確定。請耐心等待。 

8. 烘箱和液化器噴嘴達到該溫度之後，資訊列內會顯示 "Finding Z Zero" （正在尋找 Z 軸平臺零

位），並且印表機執行 「Z 軸平臺零位校準」。 

9. 完成 「Z 軸平臺零位校準」之後，印表機開始建構作業。資訊列內會暫時顯示 "Starting Part 
Build" （開始零件建構）。在建構零件時，資訊列內會顯示 "Building" （正在建構），並且在 
Build （建構）頁面內會顯示建構進度 （請參見第 170 頁上的 「建構期間的可用資訊」）。 

10. 完成建構之後，資訊列內會顯示 "Build Complete - Remove Part" （建構完成 - 取出零件），表明

可以從印表機取出完成的零件 （請參見第 174 頁上的 「建構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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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期間的可用資訊

在建構期間，Build （建構）頁面的兩個區域內會顯示建構相關資訊：

列印作業資訊面板顯示作業的詳細資訊，該資訊從工作站 PC 提交到印表機。此資訊是靜態的，僅供參考。請參

見第 55 頁上的 「檢視列印作業資訊」以瞭解詳細資訊。 

圖 5-24： 列印作業資訊面板 - 正在建構

該面板中顯示的所選作業的資訊包括：

• 作業的名稱。

• 與該作業關聯的模型和支撐材料。

• 估計作業建構時間。

• 提交該作業的使用者名稱。

• 與該作業關聯的噴嘴大小。

• 作業中的層數。

Build （建構）頁面的列印作業狀態部分包含一個分為兩部分的圖形，該圖形提供建構中作業的資訊。請參見第

57 頁上的 「建構狀態顯示」以瞭解詳細資訊。 

• 該圖形的建構狀態部分顯示建構的完成百分比、相比於總層數的已完成層數、相比於總建構時間的已
經過建構時間、預期的建構完成資訊以及建構進度環。 

• 該圖形的材料狀態部分顯示模型和支撐材料的詳細材料狀態資訊，因為該資訊與選取的作業有關。

圖 5-25： 列印作業狀態概述

建構狀態

材料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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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警告

如果印表機偵測到可能會影響建構的問題，其會在儀錶板中給出指示。依據警告的嚴重性，建構狀態按鈕將變為
黃色或紅色。按建構狀態按鈕將開啟一個對話方塊，其中表明產生警告 / 錯誤的原因。該對話方塊的主體將包含

與警告 / 錯誤的成因相關的資訊。依據警告的類型，顯示在 Tips （噴嘴）頁面的材料狀態圖示下方的材料罐載

入狀態文字也會提供指明警告 / 錯誤成因的資訊 （請參見第 72 頁上的 「材料罐載入狀態」）。 

• 載入和卸載材料時，您可能遇到載入相關的警告，在開始建構之前需要解決這些警告。 

• 在開始建構時，您可能遇到與印表機的目前材料和噴嘴設定相關的各種警告。如果尚未校準印表機的
噴嘴、安裝在印表機內的材料 / 噴嘴不符合建構的要求或者印表機不包含完成建構所需的充足材料，
您就會收到一條警告，指示您解決該問題。 

• 在某些情況下，警告將阻止您開始建構，並且需要糾正，之後印表機才可以建構零件。 

• 在印表機建構零件時，可能會顯示各種暫停和中止相關的警告。其中一些警告的成因可能是手動的暫
停或中止，而其他警告可能是印表機自動暫停或中止建構的結果。依據警告的嚴重性，您可能恢復建
構，但也可能無法恢復。 

請參見第 239 頁上的 「警告和錯誤」以瞭解可能遇到的警告的詳細清單，以及關於如何糾正這些警告的說明。 

注意： 您可以選擇忽略警告並繼續建構，但是零件建構品質將無法預測。由於模
型 / 支撐材料不匹配或低 / 無真空而產生的警告無法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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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建構

在建構期間，Build （建構）頁面內的暫停按鈕會變為可選取狀態 （請參見第 62 頁上的 「暫停按鈕」以瞭解詳

細資料）。印表機可以自動暫停，也可以使用該按鈕手動暫停：

• 當材料罐用光材料、偵測到故障等情況出現時，就會發生自動暫停。

• 當按暫停按鈕時，就會發生手動暫停。 

當印表機收到暫停指示時： 

1. 目前路徑完成，Z 軸平臺稍微降低，然後列印噴頭停止。資訊列內會在 "Build Paused" （暫停建

構）後顯示 "Pausing" （正在暫停）。

• 如果發生自動暫停，按建構狀態按鈕將開啟一個表明暫停狀態原因 （即材料罐已空）的對話方塊。
糾正該狀態，然後按核取記號按鈕離開對話方塊。（請參見第 245 頁上的 「建構暫停警告」以瞭解暫
停相關警告 / 錯誤的清單以及解決方法的說明。）

2. 欲恢復建構，可按 Build （建構）頁面內的建構 （開始）按鈕。一條恢復指令將傳送到印表機，

指示其恢復建構。  

3. 資訊列內會顯示 "Resuming" （正在恢復），並且暫停按鈕會依照其選取狀態顯示 （請參見第 62
頁上的表 4-7）。恢復建構之後，資訊列內顯示 "Building" （正在建構），並且暫停按鈕會還原為

其未選取狀態 （請參見第 62 頁上的表 4-7）。 

中止建構

在印表機暫停時，可以選擇中止建構。方法是：

1. 如果印表機未就緒，則按 Build （建構）頁面內的暫停按鈕來暫停印表機。如果印表機自動暫停，

則繼續步驟 3.

2. 一條暫停指令會傳送到印表機，並且使用者介面將變更為指示暫停狀態。資訊列內會顯示 "Build 
Paused" （暫停建構）。

3. Build （建構）頁面內的中止按鈕會變為可選取狀態 （請參見第 62 頁上的 「中止按鈕」以瞭解

詳細資料），按中止按鈕。 

4. 此時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用於確認或取消中止；按該對話方塊內的核取記號按鈕確認中止。

注意： 印表機不會立刻恢復建構，請耐心等待。

如果烘箱門或頂蓋開啟，或者不存在真空，則零件不會立刻恢復建構。按建構狀
態按鈕檢查錯誤，從而對該情況執行故障排除。



173

圖 5-26： 中止確認對話方塊

5. 一條中止指令會傳送到印表機，且該對話方塊將關閉。

6. Z 軸平臺將移動到其行程末端，且資訊列內會顯示 "Aborting" （正在中止）。

7. Z 軸平臺到達其行程末端後，資訊列內就會顯示 "Build Aborted - Remove Part"（建構中止 - 取出

零件），提示您移除中止建構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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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完成後

建構完成後，印表機執行如下操作：

• Z 軸平臺降低，列印噴頭停止。

• 依據印表機的自動冷卻設定，烘箱可能需要 （也可能不需要）開始冷卻 （請參見第 90 頁上的
「Auto Cooldown （自動冷卻）」以瞭解詳細資料）。

• 資訊列內會顯示 "Build Complete - Remove Part" （建構完成 - 取出零件）。 

• 建構狀態顯示圖形會顯示建構的完成百分比為 100%，並且外部進度環完全填滿 （請參見第 57 頁上
的 「建構狀態顯示」）。

• 建構狀態按鈕變為黃色，以表明存在警告。按該按鈕將顯示一個對話方塊，提示您移除成品零件
（圖 5-27）。

圖 5-27： 移除零件對話方塊

注意： 如果建構異常終止，按建構狀態按鈕檢視終止原因。請參見第 247 頁上的

「建構中止警告」以瞭解中止相關警告 / 錯誤的清單以及解決方法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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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印表機中移除零件

要從印表機移除零件：

1. 開啟烘箱門。

2. 向上推建構膠板的邊緣以釋放真空吸盤。真空狀態指示器的頂部將顯示紅色 X 圖示。 

3. 將建構膠板從 Z 平臺上移除。

4. 移除可能落到 Z 平臺上的碎屑 - 使用真空或 Z 平臺除塵刷 （包括在歡迎包中）。

5. 小心地將零件從建構膠板上剝離。

• 如果零件無法輕鬆剝離，應使用金屬刮刀仔細地將零件從建構膠板上撬開。

6. 從完成的零件上移除支撐材料 （材料相關資訊和說明可在 Stratasys 網站和客戶外聯網上找到）。

• PC 和 PC-ISO 材料使用稱為 BASS 的手動剝除性支撐材料。該支撐材料必須手動移除；材料應該可
以較為輕鬆地剝除。如有必要，使用尖嘴鉗或鑷子 （包括在歡迎包中）移除支撐材料。 

• 可溶性支撐材料可與 ABS-M30/ABS-M30i、ABS-ESD7、ASA、PC、PC-ABS 和 Nylon 12 材料結合
使用。建構零件後，您可以使用超聲池或流通池 （包含水和 WaterWorks 可溶性溶液的混合溶液）
移除支撐材料。有關 WaterWorks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Stratasys 客戶外聯網上的 WaterWorks 使用
者指南。

警告： 處理烘箱內部物品時，穿戴適當的安全裝備，因為烘箱的內表面可能非常熱。 

注意： 如果印表機的 Auto Cooldown（自動冷卻）設定設為 Always（始終），則

讓烘箱冷卻到待機溫度，然後再移除零件 （參見第 90 頁上的 「Auto Cooldown
（自動冷卻）」）。

注意事項： 當建構膠板位於 Z 平臺上時，切勿嘗試將零件從建構膠板上移除。這

可能會損壞 Z 平臺或 Z 平臺手柄。 

注意事項： 清潔 Z 平臺時，請格外小心。使用清潔刷時，從 Z 平臺中央部分的真

空口向外擦拭。如果碎屑掉入真空口，則會造成失去真空狀態，進而造成建構膠
板的粘連不佳。（請參見第 226 頁上的 「清潔 Z 平臺」以瞭解清潔相關說明。）



176

變更印表機預設設定

出廠預設可以透過 Settings （設定）頁面變更。欲存取該頁面，可按導航列內的 Settings （設定）按鈕。

顯示單位

預設情況下，印表機設定為顯示英制單位 （英吋）。然而，可以依據需要調整該設定，讓印表機顯示公制單位。 

Units （單位）設定確定印表機設定的單位類型，即 English （英制）或 Metric （公制）。欲設定該設定，可使

用滑桿圖形在 English （英制）和 Metric （公制）單位之間選取。 

圖 5-28： Units （單位）

作業儲存

Keep Previous Job （保留上一作業）設定確定在建構完成之後是否在 Job Queue （作業佇列）中儲存印表機的

上一作業 （請參見第 88 頁上的 「Keep Previous Job （保留上一作業）」）。如果擔心印表機的其他使用者看到

您所建構的零件，使用該設定可在建構完成後阻止其他人存取印表機的上一作業。預設情況下，該設定設為 On
（開啟），這意味著印表機的上一作業檔案儲存在 Job Queue （作業佇列）內，從而可以在建構完成後重新選取

該作業。 

該設定設為 Off （關閉）時，就會在建構完成後從 Job Queue （作業佇列）刪除印表機的上一作業檔案。作業

的檔案將需要重新傳送到印表機，以重新建構。 

欲設定該設定，可依據需要使用滑桿圖形將設定設為 On （開啟）和 Off （關閉）。 

圖 5-29： Keep Previous Job （保留上一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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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溫度控制

烘箱成型溫度由載入到印表機中的材料類型 （模型和支撐）決定。該溫度受印表機軟體的控制，不可修改；然
而，可以控制某些烘箱溫度功能。Auto Cooldown （自動冷卻）設定用於設定印表機的自動冷卻功能 （請參見

第 88 頁上的 「Enable Part Placement （啟用自選建構位置）」）。 

印表機的烘箱設計為逐漸冷卻，直至達到印表機控制的待機溫度。該功能可省電。Auto Cooldown （自動冷卻）

可設定為：

• Never （永不） - 印表機不會自動冷卻。每個作業完成之後，烘箱溫度將保持為材料的建構溫度。此
為預設設定。

• Always （始終） - 印表機始終自動冷卻。每個作業完成並自動冷卻之後，烘箱溫度將保持為材料的待
機溫度。

• Next Build Only （僅限下一次建構） - 在下一個作業完成且自動冷卻之後，自動冷卻模式將自動重設
為 Off （關閉）。

欲設定該設定，可按 Settings （設定）頁面的 Auto Cooldown （自動冷卻）行內的右箭頭圖形，開啟 Auto 
Cooldown （自動冷卻）詳細資料頁面。

圖 5-30： Auto Cooldown （自動冷卻） 

在 Auto Cooldown （自動冷卻）詳細資料頁面內，觸摸所要選取的自動冷卻選項 （Never （永不）、Always
（始終）或 Next Build Only （僅限下一次建構））的對應行，該行在選定時將變為藍色。按頁面標題內的 
Settings （設定）按鈕以離開 Auto Cooldown （自動冷卻）詳細資料頁面並返回到 Settings （設定）頁面。 

圖 5-31： Auto Cooldown （自動冷卻）詳細資料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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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建構位置

Enable Part Placement （啟用自選建構位置）設定確定在開始建構零件之前是否可以選取作業在建構膠板上的

建構位置 （請參見第 91 頁上的 「網路設定」）。預設情況下，該設定設為 Off （關閉），在建構膠板的中央部

分建構單個零件作業，同時依據其在 Control Center 內選取的建構位置建構包裝。

該設定設為 On （開啟）時，就可以在開始建構零件之前選取作業在建構膠板上的位置（請參見第 168 頁上的

「選取要建構的作業」）。在開始建構時，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要求您選取零件的建構位置（請參見圖 5-23）。
該對話方塊將包含一個表示印表機 Z 平臺的圖形以及一個藍色週框方塊圖形（圍繞零件的虛構框）。透過在觸控

螢幕上拖放週框方塊來選取零件的建構位置；週框方塊不能置於 Z 平臺限定區域之外。按核取記號按鈕將確認您

選取的建構位置並開始建構。 

欲設定該設定，可依據需要使用滑桿圖形將設定設為 On （開啟）和 Off （關閉）。 

圖 5-32： Enable Part Placement （啟用自選建構位置）

觸控螢幕顯示亮度

Adjust Brightness （調整亮度）設定用於調整觸控螢幕顯示的亮度 （請參見第 94 頁上的 「Adjust Brightness
（調整亮度）」）。預設情況下，觸控螢幕顯示設定為比暗光稍微亮一些。 

依據需要使用滑桿圖形調整亮度；向右滑動 （朝向 Bright （亮光））將增加亮度，而向左滑動 （朝向 Dim （暗

光））將減弱亮度。 

圖 5-33： Adjust Brightness （調整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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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表機狀態

使用者介面的各種頁面顯示以下資訊：

• 計量表狀態

• 材料狀態

• 溫度狀態

• 軟體版本

• 其他印表機資訊

噴嘴計量表狀態

印表機跟蹤並顯示自上一次更換液化器噴嘴以來透過該噴嘴擠出的材料總量。噴嘴計量表值可以透過兩種方法確
定：

1. 儀錶板包含兩個噴嘴狀態圖示，一個對應於印表機的模型噴嘴，另一個對應於印表機的支撐噴嘴
（請參見第 50 頁上的 「材料 / 噴嘴狀態」以瞭解詳細資料）。這些圖示顯示噴嘴大小 （如 
T16），後跟噴嘴的目前計量表值 （如 2467.9 立方公分 /150.6 立方英吋）。 

2. 按導航列內的 Tips （噴嘴）按鈕會開啟 Tips （噴嘴）頁面。該頁面顯示區域的上半部分包含兩

個圖示，一個圖示對應於印表機的模型噴嘴，另一個圖示對應於印表機的支撐噴嘴 （請參見第
69 頁上的 「噴嘴 / 材料狀態」以瞭解詳細資料）。這些圖示顯示噴嘴大小 （如 T16），後跟噴嘴

的目前計量表值 （如 2467.9 立方公分 /150.6 立方英吋）。 

圖 5-34： 噴嘴計量表狀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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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嘴壽命狀態

除了顯示的計量表狀態資訊，在 Tips （噴嘴）頁面中還可以找到噴嘴近似壽命的資訊。噴嘴壽命是可以透過噴

嘴擠出的 大材料量。噴嘴近似壽命資訊顯示在兩個噴嘴圖示內，位於噴嘴目前計量表值的正下方 （如 15,080 
立方公分 /920 立方英吋）。該資訊與材料相關，並且基於使用特定材料類型噴嘴擠出的材料量來確定。請參見

第 42 頁上的表 3-3 以瞭解噴嘴近似壽命資訊。

當噴嘴的相關材料量低於 10% 或已達到其計量表限制時，您將會收到一條警告，並且噴嘴的圖示將變為黃色

（儀錶板和 Tips （噴嘴）頁面內的對應圖示）。您可以繼續使用該噴嘴建構，但是零件品質將無法預測。 

當噴嘴超出其相關材料量的計量表限制時，您將會收到一條警告，並且噴嘴的圖示將變為紅色 （儀錶板和 Tips
（噴嘴）頁面內的對應圖示）。不能使用已超出計量表限制的噴嘴繼續建構。應立刻更換噴嘴 （請參見第 129 頁

上的 「更換噴嘴或變更材料類型」以瞭解相關說明）。 

圖 5-35： 噴嘴壽命狀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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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狀態

可以透過兩種方法尋找安裝 / 插入到印表機中的每個材料罐的目前狀態：

1. 儀錶板包含兩個材料狀態圖示，一個對應於印表機的模型材料罐 (M)，另一個對應於印表機的支

撐材料罐 (S)。（請參見第 50 頁上的 「材料 / 噴嘴狀態」以瞭解詳細資料）。每個圖示顯示材料

的相關材料罐艙 （如 M）、目前安裝在艙中的材料名稱 （如 ABS-M30）以及材料罐中的目前材

料容量 （如 1509.2 立方公分 /92.1 立方英吋）。 

2. 從導航列中選取 Tips （噴嘴）按鈕會開啟 Tips （噴嘴）頁面。頁面的下半部分顯示兩個材料狀

態圖示，一個對應於印表機的模型材料罐 (M)，另一個對應於印表機的支撐材料罐 (S) （請參見

第 69 頁上的 「噴嘴 / 材料狀態」以瞭解詳細資料）。每個圖示均顯示材料的相關材料罐艙 （如 
M）、目前安裝在艙中的材料名稱 （如 ABS-M30）以及材料罐中的目前材料容量 （如 1509.2 立
方公分 /92.1 立方英吋）。 

圖 5-36： 材料狀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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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在儀錶板還是 Tips （噴嘴）頁面中檢視這些圖示，圖示都會依據其狀態呈現各種色彩

（請參見第 50 頁上的表 4-2 以瞭解詳細的狀態說明）： 

• 藍色 - 藍色圖示指示有效的材料罐插入到對應的材料罐艙中；材料罐的材料類型和目前容量顯示在圖
示內。帶有白色高亮邊框的藍色圖示指示將材料罐中的材料載入到列印噴頭中，並且選取該材料用於
建構。 

• 黃色 - 黃色圖示指示材料罐相關的問題 / 警告 （請參見第 239 頁上的 「警告和錯誤」以瞭解更多資
訊）。帶有白色高亮邊框的黃色圖示指示已選取對應的材料罐用於建構。 

• 當黃色圖示內顯示 "- -" 時，這表明材料罐未載入到對應的材料罐艙中。 

• 伴有材料名的材料罐容量 0 立方公分 /0 立方英吋表示對應的材料罐已耗盡其中的材料，目前為

空。

• 其他黃色圖示指示有效的材料罐已安裝到對應的材料罐艙中，但該材料罐中的材料不符合印表機
的目前設定。

• 紅色 - 紅色圖示指示對應材料罐艙中存在無效或無法辨認的材料罐。為解決該狀態對應的問題，應移
除材料罐並更換為有效的材料罐。

詳細的材料罐載入狀態資訊以及該資訊的圖形表示也可以在 Tips （噴嘴）頁面中找到：

• 各種材料罐載入狀態訊息會顯示在每個材料狀態圖示的正下方，指示每個材料罐及其材料絲的目前活
動。這些狀態將在材料載入和卸載過程中頻繁更新，為使用者提供進度指示 （請參見第 72 頁上的
「材料罐載入狀態」以瞭解更多資訊）。 

• 在載入和卸載材料時，材料和噴嘴狀態圖示之間的通路將變為藍色並帶有白色高亮邊框，同時以材料
罐中材料絲的行進方向執行填充 （請參見圖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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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狀態

烘箱和液化器噴嘴的目前溫度資訊以及設定點溫度資訊可以在 Tips （噴嘴）和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中找

到。 

OVEN TEMPERATURE （烘箱溫度）

欲在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中檢視烘箱的溫度資訊：

1. 按導航列內的 Maintenance （維護）按鈕；此時會顯示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 

2. 定位到該頁面的 Chamber （室內）部分。Oven Temperature （烘箱溫度）行顯示印表機的目前

烘箱溫度和設定點烘箱溫度。 

圖 5-37：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中的烘箱溫度 

欲在 Tips （噴嘴）頁面中檢視烘箱的溫度資訊：

1. 按導航列內的 Tips （噴嘴）按鈕；此時會顯示 Tips （噴嘴）頁面。 

2. 按 Tip Wipe Adjustment （噴嘴擦調整）按鈕；此時會顯示 Tip Wipe Adjust Wizard （噴嘴擦調整

精靈）頁面。Chamber Temperature （室內溫度）欄位顯示印表機相比於其設定點溫度的目前烘

箱溫度。 

圖 5-38： Tips （噴嘴）頁面中的烘箱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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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嘴溫度

欲在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中檢視模型和支撐噴嘴相關的溫度資訊：

1. 按導航列內的 Maintenance （維護）按鈕；此時會顯示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 

2. 定位到該頁面的 Head （列印噴頭）部分。Model Temperature （模型溫度）行顯示模型噴嘴的

溫度資訊，而 Support Temperature （支撐溫度）行顯示支撐噴嘴的溫度資訊。 

圖 5-39：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中的噴嘴溫度

欲在 Tips （噴嘴）頁面中檢視模型和支撐噴嘴相關的溫度資訊：

1. 透過選取導航列內的 Tips （噴嘴）按鈕開啟 Tips （噴嘴）頁面。此時會顯示代表印表機目前設

定的螢幕。

2. 該頁面上半部分內的兩個大圖示代表印表機的噴嘴 （左邊是模型噴嘴，右邊是支撐噴嘴）。圖示
的下半部分中顯示該噴嘴相對於其設定點溫度的目前溫度。 

圖 5-40： Tips （噴嘴）頁面中的噴嘴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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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還可以在 Tip Maintenance （噴嘴維護）頁面中找到噴嘴溫度資訊：

A. 欲開啟該頁面，可按 Tips （噴嘴）頁面內的 ? 嘴清理 / 疏通按鈕。該頁面劃分為兩個分組，

一個分組用於模型噴嘴，另一個分組用於支撐噴嘴。 

B. 分組的底部顯示該噴嘴相對於其設定點溫度的目前溫度。 

圖 5-41： Tip Maintenance （噴嘴維護）頁面中的噴嘴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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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版本

可以透過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存取用於控制印表機的軟體 (Controller Software) 的版本資訊： 

1. 欲存取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可按導航列內的 Maintenance （維護）按鈕。 

2. 定位到該頁面內的 System （系統）部分。 

3. Software Version （軟體版本）行顯示印表機的 Controller Software 版本資訊。 

圖 5-42： Controller Software 版本資訊

注意： Controller Software 安裝在印表機的硬碟上，不應將其與 Insight 軟體混淆，

後者安裝在工作站 PC 上。 

注意： 請參見第 215 頁上的 「Controller Software」以瞭解更新印表機軟體版本

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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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校準

本章描述 380mc 的基本校準過程。本章中描述的按鈕 / 頁面可透過 Calibration （校準）頁面存取 （請參見

第 81 頁上的 「操作 Calibration （校準）頁面」）。 

欲開啟 Calibration （校準）頁面，可按下導航列中的 Calibration （校準）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圖 6-1 的螢

幕。印表機的校準狀態將顯示在頁面頂部。 

圖 6-1： Calibration （校準）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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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 噴嘴偏差校準

噴嘴偏差值是 X、Y 和 Z 方向中模型噴嘴與支撐噴嘴之間的距離。準確的噴嘴偏差值可確保依據模型路徑精確定

位支撐路徑。不準確的噴嘴偏差值可能造成零件品質問題，例如支撐材料嵌入到零件中或零件支援不當。 

「XYZ 噴嘴偏差校準」可對正與模型噴嘴相應的支撐噴嘴。該校準要求在建構校準零件後立刻執行分析，並且依

據需要為印表機提供更正值。每次更換印表機的噴嘴時，都必須執行 「XYZ 噴嘴偏差校準」。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包括執行該校準的步驟；然而，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之外，可以

使用以下步驟校準印表機的噴嘴。 

「XYZ 噴嘴偏差校準」作為精靈提供，其可指導您瞭解校準印表機噴嘴所需的步驟。在該精靈內工作時，螢幕的

底部會顯示三個按鈕來代替導航列 （在該精靈內工作時，導航列會隱藏）。這些按鈕具有以下功能：

表 6-1： Tip Calibration Wizard （噴嘴校準精靈）控制

1. 按下導航列內的 Calibration （校準）按鈕，開啟 Calibration （校準）頁面。

2. 按下 Calibration （校準）頁面內的 XYZ 噴嘴偏差校準按鈕。 

圖 6-2： XYZ 噴嘴偏差校準按鈕的位置

圖示 名稱 說明

 

上一步 當以彩色顯示（可選取）時 - 用於返回到精靈

的上一頁。 

當以灰色顯示（停用）時，不提供任何功能。

 

停止 當以彩色顯示（可選取）時 - 用於停止和結束

精靈。 

當以灰色顯示（停用）時，不提供任何功能。

 

下一步 當以彩色顯示（可選取）時 - 用於前進到精靈

的下一頁。
 
當以灰色顯示（停用）時，不提供任何功能。

或

或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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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此時會顯示 Tip to Tip Calibration （噴嘴間校準）頁面。在該頁面內，可以選擇執行 「Z 噴嘴間

校準」和 / 或建構校準零件；每個選項的對應核取方塊預設已選中。觸摸螢幕上的核取方塊，即

可根據需要選取和取消選取這些選項。確保已選取這兩個選項，然後按下一步按鈕繼續執行精
靈。 

圖 6-3： Tip to Tip Calibration （噴嘴間校準）頁面

注意： 無論何時選取 "Perform Z Tip-to-Tip Calibration"（執行 Z 噴嘴間校準）選

項，都會啟動新的 Z 噴嘴間校準，並且會重設之前儲存的 Z 偏差更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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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行必要的步驟以準備噴嘴校準，然後按下一步按鈕繼續執行精靈。

A. 安裝建構膠板 - 確保建構膠板盡可能位於 Z 平臺中央。

B. 驗證真空狀態 - 在大約 5 分鐘內，印表機應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以將建構膠板固定到 Z 平
臺上。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後，真空狀態指示器頂部的紅色 X 圖示將消失 （請參見第 47 頁

上的 「資訊列」）。

圖 6-4： Prepare for Calibration （準備校準）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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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此時會顯示一個螢幕，用於在開始建構零件之前選取校準零件在建構膠板上的位置。該螢幕包含
一個表示印表機 Z 平臺的圖形以及一個藍色週框方塊圖形 （圍繞零件的虛構框）。透過在觸控螢

幕上拖放週框方塊來選取校準零件的建構位置；週框方塊不能置於 Z 平臺限定區域之外。按下一

步按鈕繼續執行精靈。 

圖 6-5： Select Calibration Part Location （選取校準零件位置）頁面

注意： 不論如何設定印表機的 Enable Part Placement （啟用自選建構位置）設

定，都會顯示 Select Calibration Part Location（選取校準零件位置）頁面（請參

見第 88 頁上的 「Enable Part Placement （啟用自選建構位置）」以瞭解詳細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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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印表機將開始建構校準零件的過程。在步驟 3 中已同時選取兩個選項，因此該過程包括執行 Z 噴
嘴間校準以及然後建構校準零件。螢幕上會指示每項任務的狀態。任務完成後，就會顯示一個綠
色核取記號，並且頁首會更新以反映目前執行的任務。顯示的任務會依據在 Tip to Tip Calibration
（噴嘴間校準）頁面 （圖 6-3）中選取 / 取消選取的校準選項而改變。

頁面的中心位置會顯示兩部分徑向進度圖形。該圖形顯示整個過程完成之前的剩餘時間量 （在此
是 9 分鐘）。完成百分比透過沿順時針方向徑向填充該圖形的外部進度環表示。每項任務完成

時，進度圖形就會更新。 

圖 6-6： Z Tip-to-Tip Calibration （Z 噴嘴間校準）頁面

執行中任

務的名稱

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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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除了螢幕更新之外，資訊列和 Build State （建構狀態）按鈕會更新以指示印表機何時建構校

準零件。 

圖 6-7： Build Calibration Part （建構校準零件）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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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校準零件完成之後，就會提示使用者從印表機中取出零件。從 Z 平臺取出建構膠板並讓其冷

卻，然後按下一步按鈕繼續執行精靈。

圖 6-8： 移除校準零件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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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djust XYZ Calibration （調整 XYZ 校準）頁面將會開啟。該頁面中的按鈕用於基於校準零件的

分析執行 XYZ 噴嘴偏差調整。Material Thickness （材料厚度）欄位顯示安裝在印表機上之模型

噴嘴的切片高度 （請參見表 6-2 以瞭解切片高度資訊）。 

圖 6-9： Adjust XYZ Calibration （調整 XYZ 校準）頁面

8. 確定印表機所需的 XY 偏差調整。

A. 使用放大鏡（包含在歡迎包中）檢視支撐校準路徑與對齊指示器之間的關係，從而確定 X 與 
Y 軸校準。

• 將建構膠板靠近燈、色彩對比鮮明的牆或一張高對比色的紙可更容易檢視該路徑。

Adjust XYZ Calibration（調整 XYZ 校準）頁面 - 英制單位 Adjust XYZ Calibration （調整 XYZ 校準）頁面 - 公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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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確定支撐路徑在每個軸上的哪個位置可以實現 X-Y 對齊指示器之間 準確的居中 （請參見

圖 6-10 或圖 6-11 以瞭解英制單位，參見圖 6-12 和圖 6-13 以瞭解公制單位）。校準零件上

的數字代表一英吋的千分之幾 （例如，4 = 0.004 英吋）。

圖 6-10： 校準零件 - 無需調整 （英制單位）

圖 6-11： 校準零件 - 需要調整 （英制單位）

校準零件

對齊指示器

支撐工具
路徑

校準零件放大後的單面，其中讀數為 0。

在 0 位置

準確地居中

校準零件

支撐工具路
徑，在 4 位
置 準確地
居中

未在 0 位
置居中

支撐路徑在讀數為 4 的對齊指示器之間 準確地居中，

這表明 +X 的調整值 = 0.004

對齊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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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2： 校準零件 - 無需調整 （公制單位）

圖 6-13： 校準零件 - 需要調整 （公制單位）

校準零件

對齊指示器

支撐工具

路徑

校準零件放大後的單面，其中讀數為 0。

在 0 位置

準確地居中

校準零件

支撐工具路

徑，在 0.1 
位置 準確

地居中

未在 0 位
置居中

支撐路徑在讀數為 .1 的對齊指示器之間 準確地居中，

這表明 +X 的調整值 = 0.1

對齊指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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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 Adjust XYZ Calibration （調整 XYZ 校準）頁面內，滑動螢幕上的縮放圖示以匹配支撐路

徑在對齊指示器之間實現 準確居中的位置。Delta X 和 Delta Y 欄位將反映所做的調整。

 

• 如果支撐路徑在 2 （0.05 公厘）或更小值的位置處實現 準確的居中（如圖 6-10 和圖 6-12 所
示），則針對該軸校準印表機，並且無需執行調整。下圖顯示的是無需調整的 XY 偏差。如果校準

零件的支撐路徑在 2 （0.05 公厘）或更小值的 X 和 Y 軸位置實現 準確的居中，則繼續步驟 9。

圖 6-14： XY 偏差 - 無調整

注意： 只可以為每個軸選取一個偏差值（即不容許 +X 的調整值 = 2 （0.05 公厘

（0.002 英吋））和 -X 的調整值 = 4 （0.1 公厘 （-0.004 英吋）））。

欲在容差範圍內，校準零件上的 X 和 Y 值必須是 2 或 0.05 公厘（0.002 英吋），

或者小於該值。因此，0 到 2 （0 到 0.05 公厘）範圍內的任何軸讀數均可接受，

但是讀數為 0 更為可取。 

英制單位 公制單位

縮放圖示（上下滑動） 縮放圖示 （左右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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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支撐路徑在 2 （0.05 公厘）或更小值的位置處不居中 （如圖 6-11 和圖 6-13 所示），則需要

執行偏差調整。下圖顯示的是 4 或 0.1 公厘 （0.004 英吋）的 +X 調整值。+X 縮放圖示已向下移

動到 4 (0.1) 位置，並且 Delta X 值已反映該調整 （0.100 公厘 /0.0040 英吋）。 

圖 6-15： XY 偏差 - +X 調整值

D. 如果每個軸均需要調整值，則需要重新建構校準零件。方法是：

• 在輸入調整值之後，按 Adjust XYZ Calibration （調整 XYZ 校準）頁面內的下一步按鈕。校準調

整值將會儲存。

• 此時會顯示 Select Option （選取選項）頁面 （請參見圖 6-19），按該頁面內的 XYZ 噴嘴偏差校

準按鈕。 

• 此時會顯示 Prepare for Calibration （準備校準）頁面 （圖 6-4）。執行螢幕上指示的步驟，並且

確保安裝建構膠板，然後按下一步按鈕。 

注意： 請勿按 X （取消）按鈕，因為這會關閉該精靈。

如果在適當校準印表機的噴嘴之前就關閉該精靈：
- 按 Calibration（校準）頁面內的 XYZ 噴嘴偏差校準按鈕以重新開啟該精靈（請

參見步驟 2）。

- 確保僅在 Tip to Tip Calibration （噴嘴間校準）頁面內選取 "Build Calibration
Part" （建構校準零件）選項 （請參見圖 6-3），然後按下一步按鈕。如果同時選

取 "Perform Z Tip-to-Tip Calibration" （執行 Z 噴嘴間校準）選項，則會啟動新的

Z 噴嘴間校準，並且會重設之前輸入的更正值。

- 從步驟 4 開始繼續執行精靈。 

縮放圖
示設定

為 4

縮放圖
示設定

為 0.1

英制單位 公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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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Select Calibration Part Location （選取校準零件位置）頁面 （圖 6-5）內，選取校準零件在建

構膠板上的位置，然後按下一步按鈕。 

• 此時會顯示 Build Calibration Part （建構校準零件）螢幕 （圖 6-7），並且校準零件將開始建構

（不會執行 Z 噴嘴間校準）。 

• 校準零件完成之後，將會提示使用者從印表機中取出零件 （圖 6-8）。取出完成的零件，然後按

下一步按鈕。

• 重複執行步驟 7 中說明的操作。繼續檢查並調整 XY 偏差值。重新調整，直至校準路徑在 X 與 Y 
軸的 0 位置處居中更為可取。然而，重新調整直至 X 和 Y 軸的校準路徑在容差範圍內，即在軸的 
2 或 0.05 公厘 （0.002 英吋）或者小於該值的位置處居中，這也可以接受。 

E. X 和 Y 軸的校準路徑在容差範圍內後，繼續 Z 偏差調整 （步驟 9）。 

9. 確定 Z 偏差調整值。

A. 從校準零件的內部方形處剝除支撐層。

B. 使用卡尺或測微計測量方形每一面上支撐層的厚度。在每一面的中心執行測量；在靠近角落
的位置測量會產生不準確的值。

C. 取四次測量的平均值，該值是作為 Z 偏差調整值輸入的數字。 

注意： 直至校準零件顯示 X 與 Y 軸的 XY 偏差是 2（0.05 公厘）或更小的值，才

開始測量 Z 軸 （請參見步驟 7 以瞭解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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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6： 取出並測量支撐層

D. 請參閱表 6-2 並確定安裝在印表機上之模型噴嘴的切片高度。

表 6-2： 模型噴嘴切片高度

E. 如果在步驟 C 中測量的值在模型噴嘴切片高度的 ±0.01 公厘 （0.0005 英吋）範圍內 （請參

見表 6-2），針對 Z 軸校準印表機，並且無需執行調整。繼續執行步驟 10。

F. 如果在步驟 C 中測量的值不在模型噴嘴切片高度的 ±0.01 公厘 （0.0005 英吋）範圍內 （請

參見表 6-2），則需要使用 Adjust XYZ Calibration （調整 XYZ 校準）頁面 （圖 6-9）內的

上、下按鈕輸入 Z 偏差調整值。每次按下按鈕等同於調整一英吋的千分之十。 

• 如果在步驟 C 中獲得的值小於噴嘴的切片高度，則使用下按鈕輸入該值。例如，如果測量噴嘴的

平均值為 0.203 公厘（0.008 英吋），而該噴嘴的切片高度為 0.254 公厘（0.010 英吋），則按下

按鈕直至在 Material Thickness （材料厚度）欄位中顯示 0.203 (0.0080)。 

模型噴嘴 切片高度 （英吋） 切片高度 （公厘）

T10 0.005 0.127

T12 0.007 0.178

T16 0.010 0.254

T20 0.013 0.330

在此剝除支撐層

在此測量支撐層

（在所有 4 個面上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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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Z 偏差調整值 

• 如果在步驟 C 中獲得的值大於噴嘴的切片高度，則使用上按鈕輸入該值。例如，如果測量噴嘴的

平均值為 0.305 公厘（0.012 英吋），而該噴嘴的切片高度為 0.254 公厘（0.010 英吋），則按上

按鈕直至在 Material Thickness （材料厚度）欄位中顯示 0.305 (0.0120)。 

圖 6-18： Z 偏差調整值 

用於調整 Z 偏
差值的下按鈕 

英制單位 公制單位

用於調整 Z 偏
差值的上按鈕 

英制單位 公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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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如果必須執行 Z 偏差值調整，則需要重新建構校準零件。方法是：

• 輸入 Z 偏差調整值之後，按 Adjust XYZ Calibration （調整 XYZ 校準）頁面內的下一步按鈕。Z 
偏差調整值將會儲存。

• 此時會顯示 Select Option （選取選項）頁面 （請參見圖 6-19），按該頁面內的 XYZ 噴嘴偏差校

準按鈕。 

• 此時會顯示 Prepare for Calibration （準備校準）頁面 （圖 6-4）。執行螢幕上指示的步驟，並且

確保安裝建構膠板，然後按下一步按鈕。 

• 在 Select Calibration Part Location （選取校準零件位置）頁面 （圖 6-5）內，選取校準零件在建

構膠板上的位置，然後按下一步按鈕。 

• 此時會顯示 Build Calibration Part （建構校準零件）螢幕 （圖 6-7），並且校準零件將開始建構

（不會執行 Z 噴嘴間校準）。 

• 校準零件完成之後，將會提示使用者從印表機中取出零件 （圖 6-8）。取出完成的零件，然後按

下一步按鈕。

• 重複執行步驟 9 中說明的操作。繼續檢查並調整 Z 偏差值，直至支撐層匹配模型噴嘴切片高度的 
±0.01 公厘 （0.0005 英吋）。 

10. 完成 XY 和 Z 的偏差值調整之後，按 Adjust XYZ Calibration （調整 XYZ 校準）頁面內的下一

步）按鈕。此時會暫時顯示一個螢幕，您的校準調整值將會儲存。

注意： 請勿按 X （取消）按鈕，因為這會關閉該精靈。

如果在適當校準印表機的噴嘴之前就關閉該精靈：
- 按 Calibration（校準）頁面內的 XYZ 噴嘴偏差校準按鈕以重新開啟該精靈（請

參見步驟 2）。

- 確保僅在 Tip to Tip Calibration （噴嘴間校準）頁面內選取 "Build Calibration
Part" （建構校準零件）選項 （請參見圖 6-3），然後按下一步按鈕。如果同時選

取 "Perform Z Tip-to-Tip Calibration" （執行 Z 噴嘴間校準）選項，則會啟動新的

Z 噴嘴間校準，並且會重設之前輸入的更正值。

- 從步驟 4 開始繼續執行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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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校準完成後，會顯示 Select Option （選取選項）頁面。在此螢幕中，您有以下多種選擇： 

• 透過按下 X （取消）按鈕結束精靈。結束精靈後，會返回到 Calibration （校準）頁面，並且校準狀
態窗格中會顯示 "System is calibrated" （系統已校準）（圖 4-33）。 

• 透過按下下一步按鈕，直接繼續執行 Tip Wipe Adjust Wizard （噴嘴擦調整精靈）。建議您繼續執行
精靈並立刻為模型和支撐噴嘴調整噴嘴擦高度，因為不適當的噴嘴高度會嚴重影響零件品質。請參見
第 165 頁上的 「調整噴嘴擦高度」以瞭解詳細說明。 

圖 6-19： Select Option （選取選項）頁面

XYZ 噴嘴偏差校

準按鈕 （用於重
新建構校準零件）

下一個按鈕以繼

續執行 Tip Wipe 
Adjust Wizard
（噴嘴擦調整精
靈）

取消按鈕（用於結束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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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螢幕校準

可以選擇重新校準印表機的觸控螢幕顯示。在執行該校準時必須非常小心，因為未適當校準的觸控螢幕可能導致
按鈕準確性問題。 

欲重新校準觸控螢幕： 

1. 按下導航列內的 Calibration （校準）按鈕，開啟 Calibration （校準）頁面。

2. 按 Calibration （校準）頁面內的觸控螢幕校準按鈕。 

3. 此時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詢問您是否要重新校準觸控螢幕，按核取記號按鈕確認。 

圖 6-20： Recalibrate Screen （重新校準螢幕）確認頁面

注意事項： 在執行該校準時，應使用手寫筆以確保精確校準。請勿使用指尖執行
該校準。如果未提供手寫筆，可以使用鉛筆橡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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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這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其中包含重新校準觸控螢幕的說明。使用手寫筆，在所顯示校準點的中
心位置觸摸螢幕。對其他校準點 （螢幕的 4 個角落分別有 1 個校準點）重複該過程。

5. 完成校準之後，校準設定將儲存，並且對話方塊將關閉。此時會返回到 Calibration （校準）頁

面。 

圖 6-21： 觸控螢幕校準過程

注意： 對話方塊中間顯示的圖形表示在觸控螢幕校準超時之前的剩餘時間。黑色
部分將以順時針方向填充灰色圓的周長。必須觸摸顯示在螢幕內的校準點，之後
圖形的黑色部分才會完成一個完整的圓。對於顯示的 4 個校準點中的每一個，計

時器都會重設。如果想要離開頁面而不校準螢幕，只需等待直至圖形的黑色部分
完成一個完整的圓，此時該對話方塊將關閉，並且會返回到 Calibration （校準）

頁面。   

校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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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 歸位校準

印表機旨在將 XY 歸位校準作為其初始化和啟動過程的一部分自動執行。每次印表機通電時，其會自動執行該校

準。XY 歸位校準旨在尋找 X 和 Y 軸的原位。原位是一個設定位置，在執行所有移動時系統都會參考該位置。

「XY 歸位校準」無需使用者干預。在歸位 XY 時，印表機將：

• 尋找其 Z 原位限位開關

• 尋找其 X 和 Y 行程限位

• 返回至列印噴頭停放位置

Z 軸平臺零位校準

印表機自動啟動 Z Zero Calibration （Z 軸平臺零位校準），之後才開始建構每個作業；該過程發生時，資訊列內

會顯示 "Finding Z Zero" （正在尋找 Z 軸平臺零位）。該校準在模型噴嘴和建構膠板之間設定參考點，從而確保

適當定位所建構零件的第一層。 

該校準無需使用者干預。在執行 「Z 軸平臺零位校準」時，印表機將在行程的尾部尋找行程感測器的 Z 端，然

後使用模型噴嘴尋找噴嘴感測器。基於該定位，印表機可以瞭解到噴嘴感測器與建構膠板之間的參考距離。 

注意： 可以使用 XY Home （XY 歸位）按鈕手動執行該校準（請參見第 82 頁上

的 「校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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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 維護

本章節描述使用者需要對 380mc 定期執行的各種維護任務。

將印表機新增到 CONTROL CENTER

Control Center 軟體與 Insight 軟體打包在一起 （請參見第 44 頁上的 「軟體」），作為初始安裝和設定過程 （由

授權的服務代表執行）的一部分安裝在工作站 PC 上。在軟體安裝過程中，印表機的網路資訊應已在 Control 
Center 內設定，借助該資訊可將 CMB 檔案傳送到印表機。本部分旨在為您需要在 Control Center 內重新設定印

表機時提供說明。

1. 透過按導航列內的 Settings （設定）按鈕開啟 Settings （設定）頁面。

圖 7-1： Settings （設定）按鈕位置

2. 在該頁面的 Network （網路）部分內，可以找到包含網路位址資訊的一行。在該行內定位 
IP Address （IP 位址）欄位，記錄印表機的 IP 位址。 

圖 7-2： 定位 IP Address （IP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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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從工作站的 Start （開始）功能表中，導航到 All Programs （所有程式） > Insight （已安裝版

本） > Control Center （已安裝版本），或者按兩下 Control Center 捷徑 （如果存在）。 

圖 7-3： 開啟 Control Center

4. 在 Control Center 內，選取 Services （服務）標籤，然後按一下 Manage FDM Systems （管理 
FDM 系統）按鈕。 

圖 7-4： Manage FDM Systems （管理 FDM 系統）按鈕位置

5. 按一下所顯示對話方塊內的 Add Manually... （手動新增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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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時會顯示 Add FDM System （新增 FDM 系統）對話方塊。在該對話方塊內設定如下資訊：

• 在 Name: （名稱：）欄位中輸入唯一識別名稱。該欄位是可選項，但在已設定多台印表機的情況
下，其可以協助您快速定位印表機。 

• 在 Location: （位置：）欄位中輸入印表機的位置。該欄位是可選項。 

• 在 IP Address: （IP 位址：）欄位中輸入在步驟 2 內記錄的 IP 位址。

• 從 Type: （類型：）下拉功能表中選取 Fortus 380mc。

7. 結束時，按一下 Add System （新增系統）按鈕。此時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通知您 Control 
Center 正在驗證印表機的連線以及印表機類型。

圖 7-5： Add FDM System （新增 FDM 系統）對話方塊 

8. 驗證完成後，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通知您印表機已連線，且您的印表機將新增到顯示的清單
中。按一下 Close （關閉）按鈕。

9. 在 Control Center 內，選取 Services （服務）標籤，然後從下拉功能表中選取 380mc 印表機，

使其成為使用中的印表機 （請參見第 209 頁上的圖 7-4 以瞭解功能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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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 更新材料授權

印表機的材料授權確定可用於在印表機上建構零件的材料類型 （模型和支撐）（請參見可用材料以瞭解材料選項
的詳細資料）。作為初始安裝和設定過程 （由授權的服務代表執行）的一部分，印表機應已獲得授權。然而，如
果確定印表機未獲得適當的授權，本部分將指導您完成授權印表機的過程。同樣，如果發現印表機的材料選項設
定不再滿足您的需要，則可以購買不同的材料包並透過遵循以下步驟升級印表機的材料授權。 

執行如下步驟以安裝或更新印表機的材料授權。 

1. 將 380mc 授權檔案儲存到工作站 PC 上的已知位置。 

2. 透過按導航列內的 Maintenance （維護）按鈕開啟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 

3. 定位該頁面內的 Materials （材料）行，按該行內的向右箭頭圖形以開啟 Materials （材料）詳細

資料頁面。該頁面顯示設定為在印表機上使用的材料類型清單，在該頁面中可以將印表機置於
「授權升級模式」。

4. 按位於授權材料清單下方的 Add License （新增授權）按鈕。這會開啟一個新的頁面，並自動將

印表機置於 「授權升級模式」，同時容許印表機接受新的材料授權。

圖 7-6： Materials （材料）詳細資料頁面 - Add License （新增授權）按鈕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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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dd Material License （新增材料授權）頁面將會開啟。頁面的下半部分會顯示一個徑向進度圖

形，指示印表機處於 「授權升級模式」，等待接收材料授權升級。在執行授權升級期間，頁面該
部分中顯示的文字將會更新。 

圖 7-7： Add Material License （新增材料授權）頁面 - 授權升級模式

此處顯示授

權升級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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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從工作站的 Start （開始）功能表中，導航到 All Programs （所有程式） > Insight （已安裝版

本） > Control Center （已安裝版本），或者按兩下 Control Center 捷徑 （如果存在）。請參見

第 209 頁上的圖 7-3。

7. 在 Control Center 內，選取 Services （服務）標籤。確保從下拉功能表中選取 380mc 印表機，

然後按一下 Update License （更新授權）按鈕。（如果無法從下拉功能表中選取印表機，請參

見第 208 頁上的 「將印表機新增到 Control Center」。）

圖 7-8： Update License （更新授權）按鈕位置

8. Control Center 將開始建立與印表機的連線。建立連線後，工作站 PC 檔案的檔案總管就會開啟。 

9. 瀏覽至在步驟 1 中傳送的 380mc 授權檔案的位置。 

10. 選取該授權檔案，然後按一下 Open （開啟）。Control Center 將開始傳送新的材料授權到印表

機中；在觸控螢幕上將會依次顯示 "Downloading license" （正在下載授權）和 "Verifying license"
（正在驗證授權）。

11. 將材料授權成功下載到印表機上後，Control Center 視窗的底部就會顯示一個指示器。 

圖 7-9： 授權成功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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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收到授權更新後，觸控螢幕上就會顯示如下的對話方塊。按核取記號按鈕以結束安裝新的材料授
權；在觸控螢幕上會顯示 "Installing license" （正在安裝授權）。 

圖 7-10： 完成授權安裝對話方塊

13. 授權安裝完成後，就會返回到 Materials （材料）詳細資料頁面 （圖 7-6）；列出的已授權材料將

反映出材料授權升級。按頁首的 Maintenance （維護）按鈕以返回到 Maintenance （維護）頁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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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ER SOFTWARE

可以使用下面描述的任意一種方法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然而，Web 方法是首選的更新方法：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 WEB 方法 

執行如下步驟以更新印表機的 Controller Software 版本： 

1. 透過按導航列內的 Maintenance （維護）按鈕開啟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

圖 7-11： Maintenance （維護）按鈕位置

2. 定位到該頁面內的 Update Software （更新軟體）行。按該行內的向右箭頭圖形以開啟 Update 
Software （更新軟體）頁面。

注意：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會刪除 Job Queue（作業佇列）中的所有作業檔

案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中的檔案保留）。完成軟體更新之後，您需要

重新傳送作業到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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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Update Software （更新軟體）頁面會列出各種版本資訊。Controller Version 欄位列出目前安裝

在印表機上的 Controller Software 的版本。按 Upgrade System Software （升級系統軟體）按鈕，

這會開啟一個新的頁面，並自動將印表機置於 「軟體升級模式」，同時容許印表機接受軟體更
新。

圖 7-12： Update Software （更新軟體）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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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印表機處於 「軟體升級模式」時，觸控螢幕上顯示如下資訊。頁面的下半部分會顯示一個徑向
進度圖形，指示印表機處於 「軟體升級模式」，等待接收軟體升級。在執行軟體升級期間，頁面
該部分中顯示的文字將會更新。 

圖 7-13： 軟體升級模式

注意： 在軟體更新過程中，所有 近的校準資料 （即噴嘴偏差值）、印表機設定
/ 設定以及材料授權資訊會自動保留。傳送到 Job Queue （作業佇列）的檔案不

會保留。 

此處顯示軟

體升級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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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從工作站的 Start （開始）功能表中，導航到 All Programs （所有程式） > Insight （已安裝版

本） > Control Center （已安裝版本），或者按兩下 Control Center 捷徑 （如果存在）。請參見

第 209 頁上的圖 7-3。

6. 在 Control Center 內，選取 Services （服務）標籤。確保從下拉功能表中選取 380mc 印表機，

然後按一下 Check for System Updates （檢查系統更新）按鈕。（如果無法從下拉功能表中選

取印表機，請參見第 208 頁上的 「將印表機新增到 Control Center」。）

圖 7-14： Check for System Updates （檢查系統更新）按鈕位置

7. Stratasys Update Manager 應用程式將開啟並自動檢查 Controller Software 是否是 新版本。如

果有可用更新，螢幕上會指示該更新。

8. 按一下 Update （更新）按鈕以套用軟體更新。

圖 7-15： Stratasys Update Manager （Stratasys 更新管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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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該應用程式會開始傳送軟體到印表機。軟體下載完成之後，您將需要重啟印表機以完成更新。

圖 7-16： 軟體更新進度

10. 收到軟體更新後，觸控螢幕上就會顯示如下的對話方塊。按核取記號按鈕以安裝軟體更新並重啟
印表機。

圖 7-17： Upgrade （升級）確認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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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Controller Software 將在印表機上開始啟動。 軟體更新在印表機上啟動時，觸控螢幕上就會顯示

如下的內容。

圖 7-18： 印表機正在升級

12. 印表機重啟之後，其將執行常規啟動過程並自動執行 XY 歸位校準 （請參見第 117 頁上的 「開啟

印表機電源」以瞭解詳細資料）。 

注意： 該過程可能需要 15 分鐘，請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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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 CD 方法 

如果印表機的網路連線品質較差或不容許自動更新，可以透過執行如下步驟來手動下載 Controller Software 更
新：

1. 透過按導航列內的 Maintenance （維護）按鈕開啟 Maintenance （維護）頁面 （請參見第 215 
頁上的圖 7-11）。

2. 定位到該頁面內的 Update Software （更新軟體）行。按該行內的向右箭頭圖形以開啟 Update 
Software （更新軟體）頁面 （請參見第 215 頁上的圖 7-11）。 

3. 按 Update Software （更新軟體）頁面內的 Upgrade System Software （升級系統軟體）按鈕

（請參見第 217 頁上的圖 7-13）。這會自動將印表機置於 「軟體升級模式」，同時容許印表機接

受軟體更新。

4. 當印表機處於 「軟體升級模式」時，觸控螢幕上顯示如下資訊。 

圖 7-19： 軟體升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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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 Controller Software 更新 CD 插入工作站 PC，然後將 .upg 檔案傳輸到工作站硬碟上的已知位

置。 

6. 從工作站的 Start （開始）功能表中，導航到 All Programs （所有程式） > Insight （已安裝版

本） > Control Center （已安裝版本），或者按兩下 Control Center 捷徑 （如果存在）。請參見

第 209 頁上的圖 7-3。

7. 在 Control Center 內，選取 Services （服務）標籤。確保從下拉功能表中選取 380mc 印表機，

然後按一下 Update Software （更新軟體）按鈕。（如果無法從下拉功能表中選取印表機，請參

見第 208 頁上的 「將印表機新增到 Control Center」。）

圖 7-20： Update Software （更新軟體）按鈕位置

8. Control Center 將開始建立與印表機的連線。建立連線後，工作站 PC 檔案的檔案總管就會開啟。 

9. 瀏覽至在步驟 5 中傳送的 .upg 軟體更新檔案的位置。

10. 選取要下載的 .upg 檔案，然後按 Open （開啟）。Control Center 將開始傳送軟體到印表機。

Control Center 視窗的底部指示傳送進度。 

圖 7-21： 軟體下載進度

注意： 在軟體更新過程中，所有 近的校準資料 （即噴嘴偏差值）、印表機設定
/ 設定以及材料授權資訊會自動保留。傳送到 Job Queue （作業佇列）的檔案不

會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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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將軟體更新成功下載到印表機上後，Control Center 視窗的底部就會顯示一個指示器。 

圖 7-22： 軟體升級成功下載

12. 收到軟體更新後，觸控螢幕上就會顯示如下的對話方塊。按核取記號按鈕以安裝軟體更新並重啟
印表機。

圖 7-23： Upgrade （升級）確認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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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ontroller Software 將在印表機上開始啟動。 軟體更新在印表機上啟動時，觸控螢幕上就會顯示

如下的內容。

圖 7-24： 印表機正在升級

14. 印表機重啟之後，其將執行常規啟動過程並自動執行 XY 歸位校準 （請參見第 117 頁上的 「開啟

印表機電源」以瞭解詳細資料）。 

注意： 該過程可能需要 15 分鐘，請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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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時間表

維護任務必須定期執行，才能保證系統處於 佳工作狀態。表 7-1 概括了 380mc 的常規維護時間表。本章節其

他部分是每項任務的詳細說明。

表 7-2 列出了各種更換用易消耗物品的零件號。歡迎包中包括有限數量的更換用烘箱燈、墊片 / 清潔刷部件和廢

料塊 （請參見第 11 頁上的表 2-3）。更換件用完後，需要從 Stratasys 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處訂購額

外的更換用零件。在訂購更換用零件時，請使用該表中列出的零件號。

表 7-1： 維護時間表

表 7-2： 更換用易消耗物品

警告： 只有授權的服務代表才可以拆除右上部面板、右下部面板、左上部面板、左
下部面板以及後部的上、下面板。 

警告： 在烘箱內部工作時，務必穿著合適的隔熱服。 

每日 每週 每季度 依據需要 維護任務

X 第 226 頁上的「清潔 Z 平臺」

X 第 227 頁上的「清空廢料箱」

X 第 228 頁上的「將建構成型空間抽成真空」

X 第 228 頁上的「清潔 / 檢查噴嘴擦部件」

X 第 233 頁上的「清潔噴嘴感測器柱塞」

X 第 234 頁上的「更換烘箱燈」

X 第 235 頁上的「清潔印表機」

零件號 說明

310-05000 2 個一包的烘箱燈（請參見第 234 頁上的 「更換烘箱燈」）。

511-00200 4 個一包的墊片 / 清潔刷部件 （請參見第 228 頁上的「清潔 / 檢查噴嘴擦

部件」）。

511-00700 4 個一包的廢料塊（請參見第 228 頁上的 「清潔 / 檢查噴嘴擦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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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維護

清潔 Z 平臺

鋼制 Z 平臺提供在其上建構零件的水平表面 （請參見第 25 頁上的圖 3-5 以瞭解 Z 平臺概述）。建構膠板透過真

空源牢固地粘到 Z 平臺上。如果碎屑聚集在 Z 平臺上，則會對真空品質產生負面影響。

1. 將建構膠板從 Z 平臺上移除。

• 提起建構膠板的一角即可破壞將其固定在 Z 平臺上的真空。 

• 將建構膠板從 Z 平臺上滑出。

2. 小心清除掉入 Z 平臺管道中的排出材料碎屑。 

• 抽成真空或使用 Z 平臺除塵刷 （包括在歡迎包中）清潔 Z 平臺。

• 使用除塵刷時，從 Z 平臺中央部分的真空口向外刷出碎屑。

• 如果碎屑掉入真空口，則會造成失去真空狀態，進而造成建構膠板與 Z 平臺的粘連不佳，從而導致丟
失建構的零件。

注意： 切勿嘗試移除真空口擋片。這不是可由客戶更換的物品。如果過量的材料
碎屑掉入真空口，請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請

參見第 1 頁上的 「服務」以瞭解連絡資訊）。 



227

清空廢料箱

廢料箱位於材料罐艙內部。其可以接住從液化器或液化器噴嘴中排出或擦出的材料。廢料箱應每日清空，為此：

1. 開啟材料罐艙門。

2. 開啟廢料箱門。

3. 從印表機中拉出廢料箱。

4. 清空廢料箱中的廢料。

5. 重新安裝廢料箱，方法是將其插入開啟的廢料箱門。

6. 關閉廢料箱門，然後關閉材料罐艙門。 

圖 7-25： 廢料箱

廢料箱

廢料箱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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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維護

將建構成型空間抽成真空

廢料槽旨在擷取排出的材料碎屑，並將碎屑傳入廢料箱以便處理。然而，一些過量的材料碎屑可能掉入建構成型
空間的底部。不容許過量的材料碎屑在建構成型空間中堆積，因為這可能導致印表機損壞。每週一次將建構成型
空間抽成真空，以清除建構材料碎屑以及灰塵。

清潔 / 檢查噴嘴擦部件

應每週清潔一次噴嘴擦部件。清潔該部件時，檢查墊片 / 清潔刷部件和廢料塊是否有磨損，如果偵測到磨損，則

依據需要更換零件。 

墊片 / 清潔刷部件作為單個裝置更換。從噴嘴排出材料之後，墊片 / 清潔刷部件的墊片部分會穿過噴嘴的開口，

將排出的材料切割為多個小段。然後，墊片 / 清潔刷部件的刷子部分穿過噴嘴的開口，清潔噴嘴及其防護罩。因

此，墊片將在噴嘴接觸其表面的位置產生磨損， 終產生一個大到足以讓噴嘴完全穿過墊片的凹陷；產生凹陷的
墊片無法適當地切割排出的材料。同樣，材料可能嵌入在刷子的刷毛內，從而導致結塊；結塊的刷毛無法適當地
清潔噴嘴或其防護罩。產生嚴重的凹陷時，應更換墊片；而在刷毛結塊 （無法使用刷子清除）非常明顯時，應
更換刷子。

廢料塊作為單個裝置更換；不需要同時更換模型端和支撐端的廢料塊。由墊片從噴嘴開口處切割而成的多段排出
的材料會落入廢料塊。然後，排出的材料會在廢料塊上混亂堆積，並透過廢料槽傳輸到廢料箱。因此，材料會在
廢料塊的表面上堆積。廢料塊的表面堆積過多的材料時，應執行更換。 

欲清潔噴嘴擦部件並檢查其元件：

1. 確保印表機已停止 （閒置）且不在建構零件。

2. 開啟烘箱門。

3. 移除兩顆固定廢料槽檢修平臺的指旋螺絲。

4. 小心取出廢料槽檢修平臺，方法是將其從烘箱框內的插槽向上拉出。 

表面發熱標誌： 依據烘箱的容許冷卻時間，其元件可能會發燙。如果印表機的指
旋螺絲很燙，則應穿戴歡迎包中提供的安全手套執行所有剩下的步驟。 

注意： 廢料槽檢修平臺內的玻璃片較鬆，可能會損壞。移除廢料槽檢修平臺時務
必小心，以確保玻璃片不會從其插槽中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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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6： 廢料槽檢修平臺移除

5. 移除模型端的廢料塊，方法是將其向上抬起直至其穿過鎖銷。 

6. 重複步驟 5 以移除支撐端的廢料塊。 

圖 7-27： 廢料塊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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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移除模型端的墊片 / 清潔刷部件，方法是將其向上抬起直至其穿過鎖銷。 

8. 重複步驟 7 以移除支撐端的墊片 / 清潔刷部件。 

圖 7-28： 墊片 / 清潔刷部件移除

9. 清潔並檢查鎖銷周圍的表面。確保廢料塊和墊片 / 清潔刷部件可以在表面上穩穩站立。

10. 檢查廢料塊。清除面應沒有不規則形狀和過多材料堆積。 

• 清潔將要重新安裝的廢料塊。 

• 廢料塊的表面堆積過多的材料時，應執行更換。歡迎包中提供了更換用廢料塊。更換件用完後，需要
訂購額外的更換用廢料塊。

注意： 如果列印噴頭位於排出區域上方，其可能會阻礙墊片 / 清潔刷部件的移除。

開啟頂蓋，並將列印噴頭手動向後移到排出區域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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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檢查墊片 / 清潔刷部件的墊片部分。墊片上邊緣應豎直，且不能包含過多的凹陷 / 磨損。少量磨

損可以接受 （請參見圖 7-29）。

圖 7-29： 帶有不可接受磨損的墊片

12. 檢查墊片 / 清潔刷部件的刷子部分。清潔刷的刷毛不得存在明顯的磨損 （即刷毛無凹陷），且不

應包含嚴重的刷毛結塊。刷毛變形可以使用，只要所有刷毛的上邊緣齊平即可。

13. 如果存在過度磨損，則應更換一個或兩個墊片 / 清潔刷部件。歡迎包中提供了更換用部件。更換

件用完後，需要訂購額外的更換用部件。 

• 該部件的元件不能單獨更換。如果墊片或刷子上存在過度磨損，則必須更換整個墊片 / 清潔刷部件。

圖 7-30： 噴嘴擦部件詳細資料

墊片 / 清潔刷部件

墊片

清潔刷

廢料塊

清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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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重新安裝支撐端的墊片 / 清潔刷部件，方法是將該部件置於其鎖銷上，然後向下滑動部件。

15. 重複步驟 14 以重新安裝模型端的墊片 / 清潔刷部件。 

16. 重新安裝支撐端的廢料塊，方法是將廢料塊置於其鎖銷上，然後向下滑動廢料塊。

17. 重複步驟 16 以重新安裝模型端的廢料塊。 

18. 重新安裝廢料槽檢修平臺並使用兩顆指旋螺絲固定。 

19. 調整噴嘴擦部件高度以確保適當放置。請參見第 165 頁上的 「調整噴嘴擦高度」以瞭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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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季維護

清潔噴嘴感測器柱塞

材料碎屑有時會堆積在噴嘴感測器柱塞的頂部。過多堆積的碎屑會影響零件建構品質。欲清潔噴嘴感測器柱塞：

1. 輕輕向上拉柱塞，並將其拔出。

2. 移除柱塞頂部的材料殘留。 

3. 更換感測器支架中的柱塞，確保較大的平面向上。

圖 7-31： 噴嘴感測器移除

表面發熱標誌： 元件可能發燙；切勿直接用手觸摸噴嘴感測器柱塞。

建議在印表機關閉電源或容許徹底冷卻時移除 / 更換噴嘴感測器柱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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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需要維護

更換烘箱燈 

烘箱正面上部邊緣裝有四個懸掛式燈泡，每一側各有兩個燈泡，用於照亮烘箱。燈泡會定期燒毀而需要更換。燈
泡通常會成對燒毀。使用以下步驟更換烘箱燈泡：

1. 開啟烘箱燈，觀察哪個燈泡需要更換。 

2. 使用儀錶板內的烘箱燈控制按鈕關閉烘箱燈。

3. 開啟烘箱門。確保穿戴安全手套並移除燒毀的燈泡，方法是將燈泡輕輕拉出將其固定到烘箱邊緣
的夾具。

圖 7-32： 燈泡位置

4. 安裝更換用燈泡，方法是將其輕輕按入固定夾具內的適當位置。 

5. 如果需要更換額外的燈泡，則重複步驟 3 - 步驟 4。完成更換之後，關閉烘箱門。 

6. 使用烘箱燈控制按鈕開啟烘箱燈，確認新的燈泡可以正常使用。 

表面發熱標誌： 燈泡發燙；切勿直接用手觸摸燈泡。在更換燈泡時務必佩戴安全
手套 （在歡迎包中提供）。

建議在印表機關閉電源時移除 / 更換燈泡。 

注意： 歡迎包中提供了更換用燈泡套件。更換件用完後，需要訂購額外的更換用
燈泡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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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印表機

清潔印表機的外表面

印表機的外表面 （門和面板）可能堆積灰塵，需要定期清潔。可以使用稍微濕潤的超細纖維布 （在歡迎包中提
供）清潔外表面的門和面板 （烘箱玻璃窗和觸控螢幕顯示器除外）。纖維布應只稍微濕潤，以確保水滴不會進入
印表機。過多的水滴可能造成內部元件損壞。 

清潔烘箱門玻璃 / 玻璃窗

烘箱門窗戶由內部的玻璃片和外部的聚碳酸酯板組成 （請參閱第 23 頁上的 「烘箱門」以瞭解詳細資料）。外部

的聚碳酸酯板可移除，從而可以清潔板的兩個表面以及檢修玻璃片的兩個表面。執行如下步驟以移除聚碳酸酯板
並清潔板和玻璃片的表面：

1. 將電源開關旋至關閉 (O) 位置以關閉電源 （請參見第 118 頁上的 「關閉印表機電源」）。讓印表

機冷卻或穿戴手套，以執行如下剩餘步驟。 

2. 將交流電斷路器開關轉至關閉位置。（請參見第 15 頁上的圖 2-6 以瞭解交流電斷路器位置。）

3. 移除將聚碳酸酯板固定到烘箱門上的八顆 (8) 指旋螺絲 （請參見圖 7-33）。

4. 從烘箱門中輕輕抬起聚碳酸酯板並放在一邊。放在一邊的聚碳酸酯板應平躺放置，其外表面 （具
備防刮擦塗層）朝上。 

注意事項： 使用含氨水和 / 或酒精的清潔劑會損壞印表機的玻璃 / 玻璃窗，並且會

造成泛黃。只應使用合適的清潔溶液 (Novus 1) 和超細纖維布（包括在歡迎包中）

清潔烘箱門的聚碳酸酯板。

烘箱門的鋼化玻璃片可以使用含少量肥皂液的溫水溶液和超細纖維布 （包括在歡
迎包中）執行清潔。

注意事項： 聚碳酸酯外板的外表面具備防刮擦塗層。然而，某些材料仍然會損傷 /
擦傷該板的表面。在移除此板時請務必小心，避免可能擦傷聚碳酸酯板外表面的
任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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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3： 移除烘箱窗戶

5. 使用含少量肥皂液的溫水溶液和超細纖維布 （在歡迎包中提供）輕輕清潔鋼化玻璃片的外表面。

6. 開啟烘箱門並重複步驟 5，清潔鋼化玻璃片的內表面。完成清潔之後，關閉烘箱門。 

7. 在超細纖維布 （歡迎包中提供）上噴灑適量經過批准的清潔溶液 （Novus 1，在歡迎包中提

供），輕輕清潔聚碳酸酯板的內表面 （不具備防刮擦塗層的表面）。

8. 更換烘箱門內的聚碳酸酯板並使用八顆 (8) 指旋螺絲固定 （圖 7-33）。 

9. 在超細纖維布 （歡迎包中提供）上噴灑適量經過批准的清潔溶液 （Novus 1，在歡迎包中提

供），輕輕清潔聚碳酸酯板的外表面 （具備防刮擦塗層的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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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觸控螢幕顯示器

如果需要移除髒污痕跡和堆積物，可使用 LCD 清潔劑和歡迎包中提供的超細纖維布清潔觸控螢幕顯示器。

在提供的超細纖維布上噴灑適量的 LCD 清潔溶液，然後輕輕擦拭觸控螢幕顯示器的外表面以清潔其表面。建議

在超細纖維布上噴灑 LCD 清潔劑，而非將清潔劑直接塗於觸控螢幕顯示器，因為過度潮濕可能會損壞顯示器。 

清潔液化器噴嘴

印表機會在每次零件建構之前和期間自動使用噴嘴擦部件清潔噴嘴。然而，在自動清潔過程中無法移除的材料有
時可能堆積在噴嘴上。應使用銅質的木柄刷 （包括在歡迎包中）手動移除過多的材料。

清潔廢料槽

有時，排出的材料碎屑會卡在廢料槽內，阻礙排出的材料碎屑穿過廢料槽進入廢料箱。可以取出廢料槽檢修平臺
以清潔廢料槽。欲取出廢料槽檢修平臺執行清潔：

1. 將電源開關旋至關閉 OFF (O) 位置以關閉電源。（請參見第 118 頁上的 「關閉印表機電源」。）

2. 將交流電斷路器開關轉至關閉位置。（請參見第 15 頁上的圖 2-6 以瞭解交流電斷路器位置。）

3. 開啟烘箱門。

4. 移除兩顆 (2) 固定廢料槽檢修平臺的指旋螺絲。

5. 小心取出廢料槽檢修平臺，方法是將其從烘箱框內的插槽向上拉出（請參見第 229 頁上的圖 7-26）。 

6. 依據需要清潔廢料槽以移除堆積的材料碎屑。

7. 重新安裝廢料槽檢修平臺並使用兩顆 (2) 指旋螺絲固定。 

注意事項： 使用含氨水和 / 或酒精的清潔劑會損壞觸控螢幕。只應使用合適的 LCD
清潔溶液和超細纖維布 （包括在歡迎包中）清潔觸控螢幕顯示器。

表面發熱標誌： 依據烘箱的容許冷卻時間，其元件可能會發燙。如果印表機的螺
絲很燙，則應穿戴歡迎包中提供的安全手套鬆開和移除指旋螺絲。 

注意： 廢料槽檢修平臺內的玻璃片較鬆，可能會損壞。移除廢料槽檢修平臺時務
必小心，以確保玻璃片不會從其插槽中掉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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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故障排除

本章節描述故障排除的步驟，執行這些步驟可以更正 380mc 出現的基本問題。

獲取幫助

如果印表機或印表機的材料存在該指南未涉及的問題，或者您需要訂購更換用零件，請連絡所在區域的客戶支
援：

如果需要的話，可以寫信給北美客戶支援，其地址為：

Stratasys, Inc.
Customer Support
7665 Commerce Way
Eden Prairie, MN 55344 USA

在致電服務或供應部門之前，務必準備好以下資訊：

• 印表機的軟體版本 （請參見第 186 頁上的 「軟體版本」以瞭解獲得該資訊的說明）。

• 印表機的序列號 （請參見第 13 頁上的圖 2-5 以瞭解序列號標記的放置位置）。

• 存取 Insight 工作站，以在需要時提供診斷檔案。

地區 電話 電子郵件

北美洲 /
拉丁美洲

+1 800-801-6491
（上午 7:00 - 下午 5:00）

support@stratasys.com

亞太 +852 3944-8888
（上午 9:00 - 下午 6:00）

support.ap@stratasys.com

歐洲、中東地區與
非洲

+49 7229-7772-644
（上午 9:00 - 下午 5:00）

support.emea@stratas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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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和錯誤

如果印表機偵測到可能會影響建構的問題，其會在儀錶板中給出指示。依據警告 / 錯誤的嚴重性，建構狀態按鈕

將變為黃色或紅色。按建構狀態按鈕將開啟一個對話方塊，其中表明產生警告 / 錯誤的原因。該對話方塊的主體

將包含與警告 / 錯誤的成因相關的資訊。依據問題的類型，顯示在 Tips （噴嘴）頁面的每個材料罐狀態圖示下

方的材料罐載入狀態文字也會提供指明警告 / 錯誤成因的資訊 （請參見第 72 頁上的 「材料罐載入狀態」以瞭解

詳細資料）。 

建構開始時的警告

Run tip offset calibration（執行噴嘴偏差校準）

• 印表機的模型和支撐噴嘴在更換 （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內或以其他方式執行更
換）後未校準。 

• 更正狀態 - 透過執行 「XYZ 噴嘴偏差校準」來校準印表機的噴嘴。請參見第 188 頁上的 「XYZ 噴嘴
偏差校準」以瞭解說明。 

Insufficient model material for part build（模型材料不足以完成零件建構）

• 目前安裝在印表機中的模型材料量不足以完成選取的建構。

• 更正狀態 - 在印表機中安裝額外的模型材料，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以瞭
解相關說明。 

Insufficient support material for part build（支撐材料不足以完成零件建構）

• 目前安裝在印表機中的支撐材料量不足以完成選取的建構。

• 更正狀態 - 在印表機中安裝額外的支撐材料，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以瞭
解相關說明。 

Model material does not match selected job（模型材料不匹配選取的作業）

• 印表機中已載入的模型材料類型不匹配建構所選作業所需的模型材料。 

• 更正狀態 - 將載入到印表機中的模型材料變更為建構作業所需的模型材料類型。請參見第 129 頁上的
「更換噴嘴或變更材料類型」以瞭解說明。 

注意： 您可以選擇忽略警告並繼續建構，但是零件建構品質將無法預測。由於模
型 / 支撐材料不匹配或低 / 無真空而產生的警告無法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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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 material does not match selected job（支撐材料不匹配選取的作業）

• 印表機中已載入的支撐材料類型不匹配建構所選作業所需的支撐材料。 

• 更正狀態 - 將載入到印表機中的支撐材料變更為建構作業所需的支撐材料類型。請參見第 129 頁上的
「更換噴嘴或變更材料類型」以瞭解說明。 

Model tip does not match selected job（模型噴嘴不匹配選取的作業）

• 目前安裝的模型噴嘴不匹配所選作業的模型噴嘴設定。 

• 更正狀態 - 更換噴嘴，方法是移除不正確的模型噴嘴並安裝匹配作業噴嘴設定的模型噴嘴。請參見第
129 頁上的 「更換噴嘴或變更材料類型」以瞭解說明。

Support tip does not match selected job（支撐噴嘴不匹配選取的作業）

• 目前安裝的支撐噴嘴不匹配所選作業的支撐噴嘴設定。 

• 更正狀態 - 更換噴嘴，方法是移除不正確的支撐噴嘴並安裝匹配作業噴嘴設定的支撐噴嘴。請參見第
129 頁上的 「更換噴嘴或變更材料類型」以瞭解說明。

Model tip extrusion volume near limit（模型噴嘴擠壓量接近限制）

• 印表機的模型噴嘴接近其計量表限制 （請參見第 42 頁上的表 3-3 以瞭解噴嘴近似壽命資訊）。該限
制與材料相關，顯示在 Tips （噴嘴）頁面中的的兩個噴嘴狀態圖示內 （請參見第 69 頁上的 「噴嘴
狀態圖示」）。 

• 更正狀態 - 您仍然能夠使用該噴嘴建構，但是零件品質可能受到影響。達到噴嘴的計量表限制時，印
表機就會提示使用者更換噴嘴，並且使用者不再能夠使用該噴嘴建構 （請參見第 129 頁上的 「使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和第 162 頁上的 「更換頂蓋內的噴嘴」以更換噴嘴）。

Support tip extrusion volume near limit（支撐噴嘴擠壓量接近限制）

• 印表機的支撐噴嘴接近其計量表限制 （請參見第 42 頁上的表 3-3 以瞭解噴嘴近似壽命資訊）。該限
制與材料相關，顯示在 Tips （噴嘴）頁面中的的兩個噴嘴狀態圖示內 （請參見第 69 頁上的 「噴嘴
狀態圖示」）。 

• 更正狀態 - 您仍然能夠使用該噴嘴建構，但是零件品質可能受到影響。達到噴嘴的計量表限制時，印
表機就會提示使用者更換噴嘴，並且使用者不再能夠使用該噴嘴建構 （請參見第 129 頁上的 「使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和第 162 頁上的 「更換頂蓋內的噴嘴」以更換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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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建構啟動的錯誤

Close the door（關閉門）

• 指示烘箱門已開啟。 

• 更正狀態 - 關閉烘箱門。

Close the cover（關閉頂蓋）

• 指示頂蓋已開啟。

• 更正狀態 - 關閉頂蓋。 

Load model material（載入模型材料） 

• 模型材料未載入到印表機中。

• 更正狀態 - 載入模型材料。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 「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以瞭解說明。 

Load support material（載入支撐材料）

• 支撐材料未載入到印表機中。

• 更正狀態 - 載入支撐材料。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 「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以瞭解說明。 

Replace empty model canister（更換空的模型材料罐）

• 模型材料的材料罐已耗盡其中的材料。

• 更正狀態 - 移除空的材料罐並更換為新的材料罐。請參見第 126 頁上的 「移除空的材料罐」以瞭解
說明。 

Replace empty support canister（更換空的支撐材料罐）

• 支撐材料的材料罐已耗盡其中的材料。

• 更正狀態 - 移除空的材料罐並更換為新的材料罐。請參見第 126 頁上的 「移除空的材料罐」以瞭解
說明。 

Change model tip（更換模型噴嘴）

• 模型噴嘴已達到其計量表限制 （請參見第 42 頁上的表 3-3 以瞭解噴嘴近似壽命資訊）。不能使用該
噴嘴繼續建構，必須在開始建構之前更換該噴嘴。 

• 更正狀態 - 移除該噴嘴並更換為新的噴嘴 （請參見第 129 頁上的 「使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
更換精靈）」和第 162 頁上的 「更換頂蓋內的噴嘴」以更換噴嘴）。

Change support tip（更換支撐噴嘴）

• 支撐噴嘴已達到其計量表限制 （請參見第 42 頁上的表 3-3 以瞭解噴嘴近似壽命資訊）。不能使用該
噴嘴繼續建構，必須在開始建構之前更換該噴嘴。 

• 更正狀態 - 移除該噴嘴並更換為新的噴嘴 （請參見第 129 頁上的 「使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
更換精靈）」和第 162 頁上的 「更換頂蓋內的噴嘴」以更換噴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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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a job（選取作業）

• 指示未選取作業執行建構。

• 更正狀態 - 從 Job Queue （作業佇列）或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選取要建構的作業。請參見
第 168 頁上的 「選取要建構的作業」以瞭解說明。 

Remove part（移除零件）

• 指示上一次建構作業中已完成的零件仍然在印表機的烘箱中。

• 更正狀態 - 開啟烘箱並移除已完成的零件。請參見第 175 頁上的 「從印表機中移除零件」以瞭解說
明。 

Insert a build sheet（插入建構膠板）

• 指示建構膠板未置於 Z 平臺中。 

• 更正狀態 - 開啟烘箱門並在 Z 平臺上放置建構膠板 （請參見第 167 頁上的 「建構前」以瞭解更多資
訊）。 

• 如果建構膠板已置於 Z 平臺上，但是未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則原因通常是建構膠板放置不當。

確保 Z 平臺上沒有材料碎屑，然後在其上重新定位建構膠板。等待印表機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

如果仍然不能夠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則安裝新的建構膠板。如果在執行這些步驟之後仍然不能
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請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資訊）。 

Check dryer system（檢查乾燥器系統）

• 乾燥空氣壓力低於印表機執行的 低要求。

• 更正狀態 - 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 「獲取幫
助」以瞭解連絡資訊）。 

Tip sensor error（噴嘴感測器錯誤）

• 噴嘴感測器在不正確的時間感測噴嘴。

• 更正狀態 - 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 「獲取幫
助」以瞭解連絡資訊）。 

注意： 將建構膠板放入 Z 平臺之後，該警告就會持續顯示，直至印表機達到足夠

的真空狀態以將建構膠板牢固地粘到 Z 平臺上。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後，真空狀

態指示器 （位於資訊列內）頂部的紅色 X 圖示將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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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入錯誤 

Filament broken in head（材料絲在列印噴頭中損壞）

• 印表機顯示材料未載入到噴嘴中。 

• 更正狀態 - 卸載模型和支撐材料 （請參見第 124 頁上的 「卸載液化器噴嘴中的材料」），然後重新載
入這些材料 （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 「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完成載入之後，使用 Tip 
Maintenance （噴嘴維護）頁面內的 Purge （清理）按鈕手動清理每個噴嘴，以此驗證材料已從噴嘴
中清理 （請參見第 78 頁上的 「Purge （清理）」）。

Purge failed（清理失敗）

• 指示材料絲目前在列印噴頭中，但是載入失敗。 

• 更正狀態 - 卸載模型和支撐材料 （請參見第 124 頁上的 「卸載液化器噴嘴中的材料」），然後重新載
入這些材料 （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 「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完成載入之後，使用 Tip 
Maintenance （噴嘴維護）頁面內的 Purge （清理）按鈕手動清理每個噴嘴，以此驗證材料已從噴嘴
中清理 （請參見第 78 頁上的 「Purge （清理）」）。

Filament broken（材料絲損壞）

• 指示材料絲在材料罐驅動中已損壞。 

• 更正狀態 - 移除材料罐並清除材料絲管中的所有材料絲 （請參見第 126 頁上的 「移除材料罐」）。重
新載入材料罐 （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 「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如果錯誤仍然存在，請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
資訊）。 

Load timed out（載入超時）

• 指示在載入啟動後的 5 分鐘內未在列印噴頭中偵測到材料絲。 

• 更正狀態 - 取出材料罐並確保其已適當準備好安裝和載入 （也就是說，已經移除防旋轉栓塞等）。請
參見第 126 頁上的 「移除材料罐」和第 121 頁上的 「材料罐安裝」以瞭解詳細資料。重新載入材料
罐 （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 「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 

Load incomplete（載入未完成）

• 指示材料絲已到達列印噴頭，但是印表機顯示噴嘴未載入。 

• 更正狀態 - 移除材料罐並清除材料絲管中的所有材料絲 （請參見第 126 頁上的 「移除材料罐」）。重
新載入材料罐 （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 「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如果錯誤仍然存在，請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
資訊）。 

Filament detected in head too soon（在列印噴頭過早偵測到材料絲）

• 指示印表機的控制器在列印噴頭中過早偵測到材料絲，這可能是由於材料絲管中存在一條已損壞的材
料絲。 

• 更正狀態 - 移除材料罐 （請參見第 126 頁上的 「移除材料罐」）並重新載入該材料罐 （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 「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如果錯誤仍然存在，請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
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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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filament detected at canister bay（在材料罐艙中未偵測到材料絲）

• 指示材料罐驅動中的開關未偵測到材料絲。這可能表明材料罐已空或材料絲在載入過程中損壞。 

• 更正狀態 - 移除材料罐並清除材料絲管中的所有材料絲 （請參見第 126 頁上的 「移除材料罐」）。
重新載入材料罐（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如果錯誤仍然存在，請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
資訊）。 

Failed to load filament to head（未能將材料絲載入到列印噴頭）

• 指示材料絲未載入到列印噴頭，且印表機顯示噴嘴未載入。 

• 更正狀態 - 移除材料罐並清除材料絲管中的所有材料絲 （請參見第 126 頁上的 「移除材料罐」）。
重新載入材料罐（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如果錯誤仍然存在，請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
資訊）。 

Auto purge detection failed（自動清理偵測失敗）

• 指示印表機不能偵測到穩定的噴嘴溫度。 

• 更正狀態 - 卸載模型和支撐材料 （請參見第 124 頁上的 「卸載液化器噴嘴中的材料」），然後重新載
入這些材料 （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 「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完成載入之後，使用 Tip 
Maintenance （噴嘴維護）頁面內的 Purge （清理）按鈕手動清理每個噴嘴，以此驗證材料已從噴嘴
中清理 （請參見第 78 頁上的 「Purge （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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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暫停警告

Out of model material（模型材料耗盡）

• 印表機已耗盡模型材料。如果安裝了 2 個模型材料的材料罐，該警告就表明兩個材料罐都已空。

• 更正狀態 - 移除空的材料罐並依據需要執行更換。請參見第 126 頁上的「移除空的材料罐」和第 121
頁上的 「材料罐安裝」以瞭解說明。 

Out of support material（支撐材料耗盡）

• 印表機已耗盡支撐材料。如果安裝了 2 個支撐材料的材料罐，該警告就表明兩個材料罐都已空。

• 更正狀態 - 移除空的材料罐並依據需要執行更換。請參見第 126 頁上的「移除空的材料罐」和第 121
頁上的 「材料罐安裝」以瞭解說明。 

Model canister removed during build（在建構期間移除模型材料罐）

• 指示印表機未與材料罐的記憶體晶片接觸，或材料罐驅動被意外提起。

• 更正狀態 - 確保材料罐在材料罐驅動內正確放置。如果是這樣的話，則移除材料罐，然後重新安裝
（請參見第 126 頁上的 「移除材料罐」和第 121 頁上的 「材料罐安裝」）。如果該方法未能更正錯
誤，則移除材料罐，安裝新的材料罐。 

Support canister removed during build（在建構期間移除支撐材料罐）

• 指示印表機未與材料罐的記憶體晶片接觸，或材料罐驅動被意外提起。

• 更正狀態 - 確保材料罐在材料罐驅動內正確放置。如果是這樣的話，則移除材料罐，然後重新安裝
（請參見第 126 頁上的 「移除材料罐」和第 121 頁上的 「材料罐安裝」）。如果該方法未能更正錯
誤，則移除材料罐，安裝新的材料罐。 

Detected end of model filament（偵測到模型材料絲的尾端）

• 指示材料罐可能耗盡模型材料 （成為空材料罐）或材料絲可能已在材料絲管內損壞。

• 更正狀態 - 移除空的材料罐並依據需要執行更換。請參見第 126 頁上的「移除空的材料罐」和第 121
頁上的 「材料罐安裝」以瞭解說明。 

Detected end of support filament（偵測到支撐材料絲的尾端）

• 指示材料罐可能耗盡支撐材料 （成為空材料罐）或材料絲可能已在材料絲管內損壞。

• 更正狀態 - 移除空的材料罐並依據需要執行更換。請參見第 126 頁上的「移除空的材料罐」和第 121
頁上的 「材料罐安裝」以瞭解說明。 

注意： 對於所有暫停相關的警告，可在執行更正暫停狀態的步驟之前嘗試恢復建
構 （按 Build （建構）頁面內的建構 （開始）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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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r inserted pause（使用者插入暫停）

• 指示在作業檔案內插入暫停。 

• 更正狀態 - 可按 Build （建構）頁面內的建構 （開始）按鈕恢復建構。 

Model filament clogged in tip（模型材料絲在噴嘴中阻塞）

• 印表機已偵測到擠壓模型材料所需的扭矩過大。 

• 更正狀態 - 如果在建構的前幾層發生該錯誤，請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
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資訊）。如果在建構的中間或末尾發生該錯誤，
則檢查是否出現建構零件捲曲，並且確保未發生過量填充。 

Support filament clogged in tip（支撐材料絲在噴嘴中阻塞）

• 印表機已偵測到擠壓支撐材料所需的扭矩過大。 

• 更正狀態 - 如果在建構的前幾層發生該錯誤，請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
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資訊）。如果在建構的中間或末尾發生該錯誤，
則檢查是否出現建構零件捲曲，並且確保未發生過量填充。 

Vacuum pressure lost（真空壓力丟失）

• 印表機意外丟失真空狀態。 

• 更正狀態 - 通常是建構膠板放置不當的結果。確保 Z 平臺上沒有材料碎屑，然後在其上重新定位建構
膠板。等待印表機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時；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後，真空狀態指示器 （位於資訊列
內）頂部的紅色 X 圖示將會消失。如果仍然不能夠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則安裝新的建構膠板。如果
在執行這些步驟之後仍然不能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請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資訊）。

Dryer pressure lost（乾燥器壓力丟失）

• 印表機意外丟失乾燥器壓力。

• 更正狀態 - 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 「獲取幫
助」以瞭解連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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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中止警告

Z home failure（Z 歸位故障）

• 指示 Z 軸平臺未能找到其原位。

• 更正狀態 - 驗證噴嘴感測器柱塞存在且適當安裝，請參見第 233 頁上的 「清潔噴嘴感測器柱塞」以
瞭解相關說明。 

Move compiler failure（移動編譯器故障）

• 嘗試將 CMB 檔案翻譯為印表機的指令時發生錯誤。 

• 更正狀態 - 原因通常是 CMB 檔案已損壞或過時。確保印表機的軟體版本是 新的 （請參見第 215 頁
上的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 Web 方法」），並且您正在使用正確的 Insight 軟體版本。使用 
Insight 重新處理、重新定向作業檔案並將其重新傳送到印表機 （請參見第 44 頁上的 「Insight 軟
體」），然後重新啟動建構 （請參見第 167 頁上的 「基本作業建構任務」以瞭解相關說明）。

Toolpath data feed failure（路徑資料傳送失敗）

• 印表機在建構期間意外丟失作業資訊。 

• 更正狀態 - 使用 Insight 重新處理、重新定向作業檔案並將其重新傳送到印表機（請參見第 44 頁上的
「Insight 軟體」）。如果在使用重新處理的檔案再次建構時遇到相同的錯誤，可嘗試建構不同的檔案
以檢視錯誤是否再次發生。如果再次發生錯誤，請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資訊）。 

Canister removed（材料罐已移除）

• 指示印表機未與材料罐的記憶體晶片接觸，或材料罐驅動被意外提起。

• 更正狀態 - 確保材料罐在材料罐驅動內正確放置。如果是這樣的話，則移除材料罐，然後重新安裝
（請參見第 126 頁上的 「移除材料罐」和第 121 頁上的 「材料罐安裝」）。如果該方法未能更正錯
誤，則移除材料罐，安裝新的材料罐。

No job file（無作業檔案）

• 指示未選取作業檔案執行建構。

• 更正狀態 - 從 Job Queue （作業佇列）或 Sample Queue （範例佇列）選取要建構的作業。請參見
第 168 頁上的 「選取要建構的作業」以瞭解說明。 

Vacuum pressure lost（真空壓力丟失）

• 印表機意外丟失真空狀態。 

• 更正狀態 - 通常是建構膠板放置不當的結果。確保 Z 平臺上沒有材料碎屑，然後在其上重新定位建構
膠板。等待印表機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時；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後，真空狀態指示器 （位於資訊列
內）頂部的紅色 X 圖示將會消失。如果仍然不能夠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則安裝新的建構膠板。如果
在執行這些步驟之後仍然不能達到足夠的真空狀態，請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資訊）。

注意： 對於所有中止相關警告，可在執行更正中止狀態的步驟之前嘗試恢復建構
（請參見第 172 頁上的 「中止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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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yer pressure lost（乾燥器壓力丟失）

• 印表機意外丟失乾燥器壓力。

• 更正狀態 - 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 「獲取幫
助」以瞭解連絡資訊）。 

Unknown abort（未知的中止）

• 發生意外的錯誤，其中印表機不能將錯誤的成因對應到某個已知的中止原因。 

• 更正狀態 - 嘗試重新啟動建構，請參見第 167 頁上的 「基本作業建構任務」以瞭解相關說明。如果
錯誤仍然存在，請連絡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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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補救措施

下表所列為操作 380mc 時可能遇到的各種故障排除情況以及解決這些情況的方法。 

狀況 可能原因 補救措施

材料罐不能載入 未移除材料罐中的防旋轉栓塞。 移除栓塞 （請參見第 122 頁上的圖 5-5）。

未從手指輪門中移除橡膠手指輪
嵌件。

移除手指輪嵌件（請參見第 122 頁上的圖 5-5）。 

清空材料罐 （容量為零）。 移除並更換空的材料罐（請參見第 126 頁上的

「移除材料罐」和第 121 頁上的「材料罐安

裝」）。

材料絲卡在材料罐中。 將材料罐從印表機中取出，將材料拉出大約 2 公
尺 （8 英尺）。確保將材料絲完全拉出。請參見

第 124 頁上的 「卸載液化器噴嘴中的材料」和第

126 頁上的「移除材料罐」。

安裝的材料罐類型錯誤。 380mc 利用與其他 Fortus 材料罐不同的材料罐記

憶體晶片。因此，只有 380mc 材料罐可用於該印

表機上的零件建構。 

確保已安裝 380mc 材料罐 - 這些材料罐具有黑色

尾端和塑膠塞（請參見第 122 頁上的圖 5-5 以瞭

解所引用物品）。

材料罐驅動未完全低於材料罐。 將材料罐驅動重新放置在材料罐上（請參見第
121 頁上的「材料罐安裝」）。

材料罐記憶體晶片電路故障。 檢視儀錶板內的材料罐狀態。如果材料罐的圖示
為紅色，則可能存在與材料罐記憶體晶片有關的
問題。卸載材料罐，然後重新載入。如果錯誤仍
然存在，則使用新的材料罐更換現存材料罐。請
參見第 124 頁上的 「卸載液化器噴嘴中的材

料」、第 126 頁上的「移除材料罐」和第 119 頁

上的 「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

觸控螢幕上顯示不正確的噴嘴大
小 （位於噴嘴狀態圖示內） 

驗證已安裝的噴嘴是否匹配所選作業的噴嘴設定
（請參見第 55 頁上的「檢視列印作業資訊」）。

如果一個或兩個已安裝的噴嘴不匹配作業的噴嘴
設定，則更換噴嘴以匹配所選作業的要求（請參
見第 129 頁上的 「更換噴嘴或變更材料類型」）。

材料絲未到達列印噴頭 （載入超
時）。

移除材料罐並使用新的材料罐執行更換（請參見
第 126 頁上的 「移除材料罐」和第 119 頁上的

「將材料載入到液化器噴嘴」）。如果錯誤仍然存
在，請連絡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
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獲取幫助」以瞭解連

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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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壓力不足
（列印噴頭無法擠出材
料）

材料絲卡在材料罐中。 將材料罐從印表機中取出，將材料拉出大約 2 公
尺 （8 英尺）。確保將材料絲完全拉出。（請參見

第 124 頁上的 「卸載液化器噴嘴中的材料」和第

126 頁上的「移除材料罐」。）

材料罐驅動過慢。 驗證從材料罐載入到列印噴頭開關的時間是否短
於 5 分鐘。

噴嘴堵塞。 驗證安裝的噴嘴大小與儀錶板內指示的噴嘴大小
是否相符。請參見第 41 頁上的表 3-1。
驗證噴嘴壽命是否不超過噴嘴計量表 大值。請
參見第 42 頁上的表 3-3。
驗證噴嘴是否正確安裝。請參見第 162 頁上的

「更換頂蓋內的噴嘴」。
驗證材料是否清理，具體方法是使用模型和 / 或
支撐的疏通按鈕啟動清理操作。請參見第 77 頁上

的 「噴嘴清理 / 疏通」。

更換新噴嘴並重新校準。請參見第 129 頁上的

「使用 Tip Change Wizard （噴嘴更換精靈）」。

印表機未校準。 執行 「XYZ 噴嘴偏差校準」。請參見第 188 頁上

的 「XYZ 噴嘴偏差校準」。

低真空會造成建構膠板移動，並
且可能會堵塞噴嘴。

請參見該表中的「低真空」。

低真空 建構膠板未正確安裝。 移動建構膠板，直到其與 Z 平臺各邊平行。

Z 平臺有材料絲碎屑。 移除建構膠板並清潔 Z 平臺的上表面 （請參見第

226 頁上的「清潔 Z 平臺」。）

可能有小片的材料卡在真空管路
中。 

請連絡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

資訊）。 

真空口的碎屑擋片可能堵塞。 清潔碎屑擋片（請參見第 226 頁上的「清潔 Z 
平臺」）。切勿移除擋片 - 這不是可由客戶更換的

物品。

真空泵上的排氣口可能阻塞，或
者真空泵可能需要更換。

請連絡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

資訊）。 

低氣壓 這種情況無法由操作員調整。 請連絡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

資訊）。 

支撐材料難以從零件中
移除

支撐材料嵌在零件的垂直表面
中。

調整噴嘴間校準。請參見第 188 頁上的 「XYZ 噴
嘴偏差校準」。 

向下表面的模型材料表
面光滑度不佳

支撐材料極易移除

噴嘴間校準未正確設定。 重複噴嘴間校準。請參見第 188 頁上的 「XYZ 噴
嘴偏差校準」。

材料滲出 乾燥器故障。 請連絡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

資訊）。 

材料罐潮濕。 請連絡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

資訊）。 

狀況 可能原因 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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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無法保持溫度 加熱器故障。 請連絡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

資訊）。 

烘箱門開啟。 關閉烘箱門；門開啟時，加熱器關閉。

烘箱門未密封。 檢查烘箱門的密封狀態，同時驗證烘箱門牢固粘
到烘箱門框且沒有出現切口 / 裂縫。

如果檢視到過多的磨損，請連絡客戶支援或您所
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請參見第 238 頁上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連絡資訊）。 

狀況 可能原因 補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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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補充資訊

符合標準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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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和環境資訊

EMC A 類警告 

FCC 聲明 （美國）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 （在 47 cfr1 5.105 中）規定，必須將以下注意事項告知本產品的使用者。

本裝置遵循 FCC 規則第 15 部分。操作符合以下兩個條件：(1) 本裝置不會造成有害干擾，(2) 本裝置必須承受

接受到的一切干擾，包括可能會造成意外操作情況的干擾。

加拿大電磁相容性 (EMC)

NORMES DE SÉCURITÉ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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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加拿大）

本數位裝置不得超出加拿大通訊部門在無線電干擾規定中設定的數位裝置雜訊發射的 A 類限制。

MSDS （材料安全資料表）

您可以獲取有關印表機所用材料的目前的材料安全資料表：
http://www.stratasys.com/materials/material-safety-data-sheets。 

警告： 這是 A 類產品。在國內環境中操作本裝置很可能產生無線電干擾，在這種

情況下，使用者需要負責採取相應措施。

小心： 依據 FCC 規則第 15.21 部分，對本裝置作出任何非 Stratasys, ltd. 明確批

准的變更或修改都有可能造成有害干擾，並導致操作此裝置的 FCC 認證失效。

注意： 本裝置經過測試，符合 FCC 規則第 15 部分 A 類數位裝置的限制。設計這

些限制的目的是用於商業環境中時，可針對有害干擾提供合理的保護。本裝置產
生、使用並可輻射射頻能量，如果不依照說明執行安裝和使用，可能會對無線電
通訊產生有害干擾。在居民區操作本裝置很可能產生有害干擾，在這種情況下，
使用者需要承擔清除干擾的成本。

http://www.stratasys.com/materials/material-safety-data-sheets


254

丟棄歐盟國家私人家庭用戶所用的廢棄裝置 

產品或包裝上標有這一符號表示該產品不得與其他家庭垃圾一同丟棄。並且，需要由您負責處理
廢棄裝置，將其交給專門回收廢棄電子或電氣裝置的收集點。丟棄處理時，分開收集和回收廢棄
裝置有助於留存自然資源，確保回收方式是有益於人類健康和環境的。有關廢舊裝置丟棄回收點
的詳細資訊，請連絡當地城市的辦公室、家庭廢物處理服務或您購買本產品的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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