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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F123 系列印表機

Stratasys F123 系列 3D 印表機應用 新的技術，可以透過 CAD 設計為您提供精確的原型。

Stratasys 的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 技術所提供的原型零件 （包括內部特徵）可

用於對裝配、形狀及功能進行現場測試。而使用直接數碼生產 (DDM)，則可以直接透過 3D CAD 
資料創建出 終使用的定製部件。F123 系列印表機具有伺服傳動 / 皮帶傳動 XY 台架，能夠處理多

種建模材料。

元件 

• F123 系列印表機

• 材料包

• 歡迎包 （內含關於如何下載使用者指南及維護印表機所需的常用工具）

• GrabCAD Print 軟體套件

• 電腦工作站 （非 Stratasys 銷售）

F170 特點

• 成型空間大小：254 x 254 x 254 公厘 （10 x 10 x 10 英吋）

• 材料艙：1 個模型材料、1 個支撐材料

• 觸控螢幕圖形化使用者界面

• 無線上網功能

• 3 個 USB 連接埠 （2 個前置，1 個後置）

• 遠程監控相機

F270 特點

• 成型空間大小：304 x 254 x 304 公厘 （12 x 10 x 12 英吋）

• 材料艙：2 個模型材料，2 個支撐材料

• 觸控螢幕圖形化使用者界面

• 自動更換功能

• 無線上網功能

• 3 個 USB 連接埠 （2 個前置，1 個後置）

• 遠程監控相機

F370 特點

• 成型空間大小：356 x 254 x 356 公厘 （14 x 10 x 14 英吋）

• 材料艙：2 個模型材料，2 個支撐材料

• Insight 軟體套件

• 觸控螢幕圖形化使用者界面

• 自動更換功能

• 無線上網功能

• 3 個 USB 連接埠 （2 個前置，1 個後置）

• 遠程監控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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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指南

本指南將指導您使用 Stratasys 3D 生產、快速原型系統製作原型及 終用途部件。本指南可用

作學習及參考工具，其透過簡單易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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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導航菜單內的隊列按鈕。 

• 顯示的藍色文字表示參考內容，鏈接到特定的圖、表、標題或頁碼。

• 標準的粗體文字用於强調說明序列中的項目，或者指示導航路徑，必須遵循此路徑以定位 / 啟動軟體
應用程式、打開或保存工作站 PC 上的檔案，或者在使用 GrabCAD Print 時執行操作。> 字元用於分
隔導航路徑內的項目。例如，從主菜單中導航到檔案 > 打開。 

修訂記錄

修訂 日期 變更說明 

A 2017 年 1 月 本文件的首次發佈 

B 2017 年 2 月 手動噴嘴校正更新

C 2017 年 4 月 故障排除章節之警告及錯誤已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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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務及支援

本章提供 F123 系列的服務及支援方面的資訊，以及安全資訊及安全標簽位置。

服務

若您在使用印表機期間遇到此指南未涵蓋的問題，請聯繫 Stratasys 的客戶支援。請訪問以下 Stratasys 網站獲

得聯絡資訊：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ontact-customer-support。

致電尋求服務時，請務必準備好印表機的軟體版本 （請參閱第 128 頁上的 「軟體版本」）及硬體序列號

（請參閱第 12 頁上的 「識別印表機」）。您可能還需要訪問 GrabCAD Print 工作站以提供硬體的配置檔案

（請參閱第 147 頁上的 「正在導出系統配置 (.CFG) 檔案」）。

軟體支援

若您遇到此指南未涵蓋的軟體問題，請聯繫 Stratasys 的客戶支援。請訪問以下 Stratasys 網站獲得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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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電尋求服務時，請務必準備好印表機的軟體版本 （請參閱第 128 頁上的 「軟體版本」）及印表機序列號 （請

參閱第 12 頁上的「識別印表機」）。您可能還需要訪問 GrabCAD Print 工作站以提供硬體的配置檔案（請參閱

第 147 頁上的 「正在導出系統配置 (.CFG) 檔案」）。

安全說明

以下基本安全提示用以確保安全安裝、操作及維護 Stratasys 設備，不應將其視為綜合性安全問題。F123 系列印

表機是安全、可靠的快速建立原型印表機。檢修印表機區域具有潛在的危險。

危險類型

Stratasys 建議請有資質的人員履行所有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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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的以下危險分類的含義。

• 警告及注意事項位於其所指段落之前。

警告： 指示潛在的危險情况，如不避免，可能導致人身傷亡。 

注意： 指示如不避免會導致設備損壞的情形。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ontact-customer-support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ontact-customer-support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ontact-customer-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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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跟在相關段落之後。

產品安全標誌

Strata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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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溫及 /
或運動機械組件的印表機區域，此時可能會造成嚴重傷害。

附註：  指示與當前主題相關的額外資訊。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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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摘下所有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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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套標誌： 手套標誌指示，如果您進入該符號指示的區域，則必須戴上適用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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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烘箱安全標籤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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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後面板安全標簽位置

圖 1-3： 配電盤安全標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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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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軸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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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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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當烘箱門和 / 或頂蓋開啟時，印表機的伺服電機會停用。透過在成型時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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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印表機正在成型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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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能開始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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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軸平台伺服電機會造成嚴重傷害。透過在 Z 軸平台移動時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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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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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鎖

聯鎖開關用於向印表機傳達烘箱門以及兩個頂蓋的狀態。出於安全原因，在 X、Y 及 Z 電機開始工作之前，必須

關閉烘箱門及頂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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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需求

• F123 系列印表機僅限室內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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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系統操作溫度應介於 15°C 到 30°C （59°F 到 86°F）範圍之間，相對濕度範圍應為 30% 到 70%
（非冷凝）。

• 系統儲存溫度應介於 0°C 到 35°C （32°F 到 95°F）範圍之間，相對濕度範圍應為 20% 到 90%
（非冷凝）。

• 海拔不應超過 2000 公尺 （6561.68 英呎）。

• 材料存儲的溫度應在 15°C 到 30°C（59°F 到 86°F）的範圍內，相對濕度在 30% 到 70% 的範圍內。 

• 噪音排放 （聲響）：

• <32dBA （閑置時）

• <46dBA （成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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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烘箱內部工作時，務必穿戴安全手套和長套袖。元件很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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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印表機設置

本章節描述 F123 系列的基本設置。

一般資訊

歡迎包內容 

本印表機的歡迎包中包含歡迎插頁及維護印表機所需的常用工具。使用下面的圖表確認歡迎包中的內容。 

圖 2-1： 歡迎包的內容 - 檔案及纜線

表 2-1： 圖 2-1 的說明

1
歡迎插頁 包含關於下載 F123 系列使用者指南 （本檔案）的說明。 

2
RJ45 纜線 此纜線用於在 F123 系列及乙太網路之間建立網路連線。請參見第 12 頁上的 「連線網

路」。

3 USB 隨身碟 本印表機具有 3 個 USB 連接埠 （請參閱第 21 頁上的圖 3-3 瞭解連接埠位置）。此隨身

碟是透過 GrabCAD Print 將作業檔案傳送到印表機的備用方法，可用於存儲經常成型的已

處理作業檔案 （請參閱第 50 頁上的 「向作業隊列添加作業」）。

4 交流電線
（美式或歐式）

此纜線可向印表機提供電源連線。請參見第 12 頁上的「連線電源線」。連線纜線時，

請選擇與您所在地區適配的纜線 （美式纜線或歐式纜線）。

1 2
3

4

或

美式纜線

歡迎插頁

歐式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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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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高。為防止灼傷或其他傷害，只要在此檔案中看到手套安全標誌，就應戴上

該等手套。請參見第 2 頁上的 「產品安全標誌」。

2 尖嘴鉗
（極細型）

有時，您可能需要使用鉗子輔助清除積聚在列印頭及 / 或噴嘴上的碎屑（請參見第 150 頁上的「清

潔 / 檢查噴嘴擦部件」）。

3 尖嘴鉗 

(7 1/8)

有時，您可能需要使用鉗子輔助清除積聚在列印頭及 / 或噴嘴上的碎屑（請參見第 150 頁上的「清

潔 / 檢查噴嘴擦部件」）。請注意，F170 印表機不包括此項目。 

4 5” 刀具 在從印表機卸載及移除材料時，該等刀具用於裁剪材料捲軸的材料絲。請參見第 108 頁上的「卸載

材料」。

5 小型放大鏡 提供此工具的目的是協助執行手動噴嘴校正，此種校準需要查看細小的工具路徑關係。請參見
第 133 頁上的「手動噴嘴校正」。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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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 歡迎包內容 - 清潔用品及儲存材料

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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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就需要進行清潔。在清潔觸控螢幕時，僅使用合適

的 LCD 清潔劑。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清潔觸控螢幕顯示器」以瞭解清潔相關說明。 

2 超細纖維布 印表機的各種元件都可能變髒，有時就需要進行清潔。僅使用合適的超細纖維布清潔該等元
件。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清潔印表機的外表面」以瞭解使用該纖維布清潔的說明。

3 可再次密封袋 （6 個） 卸載時，非空模型及支撐材料捲軸應存放在該等袋中，以防止水分接觸捲軸的材料絲 （請參

見第 111 頁上的 「處理 / 儲存材料」）。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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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其他組件 - 啟動材料

以下物項並不包括在歡迎包中。該等物項放置於烘箱室及儲藏抽屜內。在打開印表機電源之前，必須移除烘箱室
內的物項。 

表 2-4： 圖 2-4 的說明

1 托盤 （16 個） 托盤是用來成型部件的表面。包括 PLA 在內的所有模型材料都使用相同托盤。請參見第 114 頁上的 「準

備印表機」以瞭解更多資訊。 

2 ASA 模型材料捲軸

（自然色）

材料捲軸，內含 984 立方厘米 （60 立方英吋）的 ASA 模型材料 （請參見第 33 頁上的「所用材料」）。 

3 QSR 支撐材料捲軸 材料捲軸，內含 984 立方厘米（60 立方英吋）的 QSR 支撐材料（請參見第 33 頁上的「所用材料」）。 

4 PLA 材料捲軸 材料捲軸，內含 984 立方厘米 （60 立方英吋）的 PLA 材料 （請參見第 33 頁上的 「所用材料」）。

5 PLA 模型列印頭 列印頭，僅限用於 PLA 模型材料（請參見第 32 頁上的 「列印頭」）。

6 PLA 冷卻組件 冷卻組件，將結合 PLA 模型列印頭使用（請參見第 32 頁上的 「列印頭」）。

1
2-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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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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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場地準備指南中的 「拆包印表
機」一節部分之前，請勿繼續執行以下各節內容。安裝完成時，執行以下設置任務。

• 請確認已從烘箱室中移除了啟動材料。如還未移除，請移除該等物項。請參見第 10 頁上的 「其他
組件 - 啟動材料」，瞭解有關啟動材料的詳情。 

• 打開頂蓋，確保橙色夾子已從 X 皮帶上移除，且橙色束帶已從 X 電機上移除。如還未移除，請移除
用來固定該等組件的橙色夾子及 / 或橙色束帶。

穩定印表機

若要穩定印表機：

1. 使印表機滾動至其目標操作位置，然後確認達到了 低空間要求。

2. 向下旋緊穩定墊起重螺釘，直到穩定墊與地板接觸 （請參見圖 2-5）。

3. 向下多擰起重螺釘 1-2 圈，使自鎖螺母緊緊抵住框架下方構件 （請參見圖 2-5）。

4. 重複步驟 2 及步驟 3，設置剩餘的全部穩定墊。 

圖 2-5： 穩定墊起重螺釘調整

注意： 穩定墊用於在印表機移動到目標操作位置後穩定印表機。在印表機操作之
前，須先設置穩定墊。

側面預留空間 每邊 少 10.16 厘米（4 英吋）

後部預留距離 少 15.24 厘米（6 英吋）

前部預留距離 少 50.80 厘米（20 英吋）

頂部預留距離 少 50.80 厘米（20 英吋）

說明： 理想情况下，每個脚輪仍與地面略微接觸，且用力達到 輕，能夠旋轉。

起重螺釘

自鎖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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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印表機

使用以下標記識別您的印表機：

• 序列號標記 - 請求服務時請參閱此號碼。您還可透過使用者介面的維護頁面尋找印表機序列號 （請參
見第 91 頁上的 「序列號」，瞭解更多資訊）。 

• 型號標記 - 此標記上提供印表機的型號、部件號及電源要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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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使用該等標記上的資訊。

圖 2-6： ID 標記位置

連線網路

經過處理的作業檔案可透過設備的乙太網路從 GrabCAD Print 傳輸到 F123 系列印表機。RJ45 網路連線器位於

印表機背面的右上角 （從背面檢視時）。請參見圖 2-7 以瞭解網路連線位置。

連線電源線

若需連線電源線：

1. 請將所提供的 （美式或歐式）電力插座插頭端直接接入接地電源插座。

2. 請將電力插座插孔端直接接入印表機背面的插槽內 （請參見圖 2-7）。 

說明： 歡迎包中附有隨印表機提供的一根 7.6 公尺（25 英呎）的網路跳接纜

線。若提供的纜線不夠長，無法從印表機連線到工廠的網路連線點，則工廠應
負責采購適當的纜線。 

警告： 電力插座可用作斷開設備。插槽插座必須便於連線。 

型號標記

序列號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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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背部連線

配置網路

本部分用於在您需要更改網路設置時提供說明。在網路頁面內，可以將印表機的位址類型設為靜態、動態 
(DHCP)，或無線上網；預設選擇動態。

• 靜態位址 - 必須為印表機輸入 IP 位址、子網掩碼，以及網關位址 （由系統管理員提供）。輸入以後，
位址便無法更改。

• 動態位址 (DHCP) - 網路伺服器或 PC 將為印表機生成 IP 位址。伺服器或 PC 有時會生成不一樣的 IP 
位址。

• 無線上網位址 - 印表機會掃描且允許您連線到可用的無線上網網路 （若安裝有無線上網接收裝置）。

網路位址配置

要配置印表機的網路位址設置：

1. 打開印表機的電源，請參見第 102 頁上的 「開啟印表機電源」。

2. 透過按導航菜單內的工具按鈕打開工具頁面 （請參見第 38 頁上的表 4-1）。

3. 透過按工具頁面內的網路按鈕打開網路頁面 （請參見第 74 頁上的圖 4-34）。

4. 在連線類型行中，您可以選擇有線或無線網路。所選選項將决定網路頁面內顯示的可配置設置。 

• 若選擇有線選項，便可以選擇動態或靜態網路模式。

• 若選擇無線選項，將需要配置印表機使用無線上網網路。您需要掃描無線網路，並輸入所選網路的安
全設置 （若需要）來完成配置。請注意，無線選項的可用性取决於您購買的印表機配置。 

5. 在選擇與您想使用的連線類型 （有線或無線）對應的單選按鈕之後，按頁面左上角的返回按鈕，
返回到網路頁面。 

6. 對於有線網路：

A. 此時將顯示網路模式行。按下此行內任意一處。

B. 選擇靜態或動態單選按鈕，啟用該網路位址類型。根據所選選項，可能需要在網路頁面內配
置其他資訊。

圖 2-8： 有線網路選擇

乙太網路網路連線 
(RJ45)

電源線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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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啟用了靜態選項，則須配置 IP 位址、子網掩碼，以及網關位址字段。如需配置此資訊，只需在

螢幕上觸摸字段並選中，然後使用此時顯示的鍵盤輸入位址資訊即可。

• 在鍵盤位置以外觸摸螢幕上的任意一處，可退出並關閉鍵盤。

圖 2-9： 靜態網路配置

• 完成後，請滾動到頁面底部，按下套用按鈕以保存網路配置。 

• 按頁面左上角的返回按鈕以返回到網路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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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套用變更按鈕

• 若啟用動態選項，則無需額外配置，因為網路伺服器或 PC 將自動為印表機生成一個 IP 位址。

伺服器或 PC 有時會生成不一樣的 IP 位址；生成的 IP 位址將顯示在網路頁面的 IP 位址字段內，

並且對應的子網掩碼及網關位址資訊亦會顯示。 

• 按返回按鈕，退出該頁面並返回工具頁面。

圖 2-11： 動態網路配置

7. 對於無線網路：

A. 此時將顯示可用網路行 （必須安裝無線上網接收裝置）。按下此行內任意一處。

B. 按下掃描按鈕；印表機將掃描可用無線 （無線上網）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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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掃描無線網路

C. 此時將顯示一個可用網路列表；在該行內任意一處按下，便可選擇您想連線的無線網路。

D. 此時將顯示一個頁面，該頁面含有所選擇的無線上網網路的詳情。在此頁面中，使用鍵盤輸
入連線到網路時所需的密碼及 / 或使用者名稱。

圖 2-13： 輸入無線上網網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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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完成後，在鍵盤位置以外觸摸螢幕上的任意一處，可退出並關閉鍵盤。

F. 滾動到頁面底部，按下連線按鈕以保存網路配置。 

圖 2-14： 連線按鈕

G. 按返回按鈕，退出該頁面並返回網路頁面。所選無線網路的名稱將顯示在可用網路行中。 

H. 按返回按鈕，退出該頁面並返回工具頁面。網路按鈕將刷新，且將出現一個藍色指示器，指
示印表機已配置為使用無線上網網路。

圖 2-15： 輸入網路設置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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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GRABCAD PRINT

請在設備工作站安裝 GrabCAD Print 軟體。請導航到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7-sign-up-download-
and-install，並遵循螢幕說明操作。

連線到 F123 系列印表機

將 F123 系列印表機添加到 GrabCAD Print 應用程式。請導航到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8-connect-
your-printers，並遵循螢幕說明操作。

設置印表機的日期及時間

為確保準確的成型時間，必須正確設置印表機的時鐘。若您發現印表機的日期及 / 或時間有誤，可使用 
GrabCAD Print 更新日期及 / 或時間。為此，請導航到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6-printer-firmware-
management，並遵循 「更改印表機時鐘時間」步驟。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版本

必要時，請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請參見第 144 頁上的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調整噴嘴擦高度

必要時，請調整噴嘴擦高度。請參見第 142 頁上的 「噴嘴擦高度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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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節描述 F123 系列的元件。本章還提供印表機可使用的材料及噴嘴的資訊。

印表機概述

檢修門及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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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 檢修門及面板 - 前視圖

警告： 後面板未固定到位時，請勿通電。 

頂蓋

材料艙

抽屜

烘箱門

介面面板

前部側面板

（左側與右側）

儲存抽屜

後部側面板

（左側與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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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檢修門及面板 - 後視圖

頂蓋

用於檢修台架及列印頭組件。 

烘箱門

用於檢修 Z 平台、噴嘴擦部件、清理區域，以及可移除的已完成部件。印表機的相機亦容納在烘箱門內。 

材料艙抽屜

用於檢修材料艙元件 （材料艙、材料捲軸，以及材料驅動器控制器）。

儲存抽屜

提供內置區域，該區域根據需要可用於備件、工具等物的其他儲藏。

右側及左側面板 

經由右側及左側面板可檢修烘箱室風扇。 

REAR PANEL

經由後面板可檢修電子元件艙。

後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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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面板

介面面板容納了印表機的觸控螢幕使用者介面、電源按鈕，以及 USB 連接埠。 

圖 3-3： 介面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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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訪問各種螢幕以選擇成型的作業、在成型過程中控制作
業、更換材料、執行校準以及配置印表機的設置及維護選項。觸控螢幕還會直觀顯示印表機的運行情况以及任何
警告資訊。 

請參見第 37 頁上的 「4 使用者介面」以瞭解關於使用者介面的組件及頁面的詳細資訊。

電源按鈕

可以打開及關閉印表機電源 （請參見第 102 頁上的 「開啟印表機電源」及第 104 頁上的 「關閉印表機電

源」，瞭解更多資訊）。 

USB 連接埠

透過印表機的 USB 連接埠，可輕鬆上傳作業檔案以進行成型。將 USB 隨身碟插入任一 USB 連接埠後，便可透

過隊列頁面訪問該隨身碟內容 （請參見第 49 頁上的 「操作隊列頁面」瞭解詳情）。 

觸控螢幕使用者介電源按鈕

前置 USB 連接埠，後部額外增加 1 個連接埠



22

烘箱元件

烘箱由烘箱門及透過烘箱門窗戶看到的所有元件組成，該等元件包括 Z 平台、噴嘴擦部件、廢料槽，以及烘箱

加熱器。印表機的相機容納在烘箱門框架內。 

圖 3-4： 烘箱元件 

烘箱門

烘箱門 （請參見圖 3-4）使用了電磁鎖與光學感測器。烘箱門在印表機執行部件成型期間保持鎖定，而在可以安

全地檢修烘箱組件時會自動解鎖。烘箱門在印表機執行部件成型期間不能打開。頂蓋在連線烘箱門時會自動解
鎖，以便您可以手動打開頂蓋。打開頂蓋之前，必須先打開烘箱門。密封墊圍繞烘箱門框架周邊鋪設，有助於在
烘箱門關閉時提供氣密。 

烘箱門窗戶由 2 個鋼化玻璃片組成。 

噴嘴擦部件
（模型在左

側、支撐在右
側） 

Z 平台

烘箱

門

相機

烘箱燈

廢料槽

烘箱門
密封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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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

印表機的相機收藏在烘箱門框架內，可在部件成型期間提供遠程監控功能。使用安裝在工作站 PC 上的 
GrabCAD Print 應用程式，您可以檢視正在成型的部件，從而遠程監控部件成型的品質。GrabCAD Print 可按設

定間隔自動拍攝照片。請注意，所顯示的相機圖像將包括由烤箱門玻璃產生的一些反射。 

圖 3-5： 相機位置



24

烘箱燈

烘箱正面上部邊緣裝有一個燈管，用於照亮烘箱 （圖 3-6）。該燈管由九個高溫 LED 組成，每個 LED 額定功率

為 1 瓦特。烘箱燈由 12 伏直流電供電。 

工具頁面內的燈按鈕表示烘箱燈的當前狀態，可用於手動打開或關閉烘箱燈 （請參見第 101 頁上的 「燈」）。

圖 3-6： 烘箱燈位置

烘箱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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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平台

鋼制 Z 平台提供在其上執行部件成型的水平表面。使用托盤彈射把手將托盤牢固粘在 Z 平台上。將托盤放在 Z 
平台上之後，提舉托盤彈射把手可將托盤鎖定在其成型位置；按下把手將從 Z 平台釋放並移除托盤。 

噴嘴偏差校準目標位於 Z 平台的背面中心部位。該等目標可在更換任一列印頭之後 （在自動噴嘴偏差校準期

間）確定模型與支撐噴嘴之間的 Z 偏差時使用。 

圖 3-7： Z 平台元件

Z 平台

 
噴嘴偏差校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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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嘴擦部件

有兩個噴嘴擦部件位於烘箱後部，一個用於模型，另一個用於支撐。每個部件由一個墊片及一個清潔刷組成。噴
嘴擦部件可清除印表機噴嘴及噴嘴防護上的所有廢料碎屑及堆積材料。噴嘴擦部件安裝在廢料槽背後，且穿過在
廢料槽外部鑿出的兩個槽穿過廢料槽。 

從噴嘴排出材料之後，噴嘴會穿過噴嘴擦部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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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廢料槽，廢料碎屑從噴嘴擦部件被向下引導至烘箱室底部。 

圖 3-8： 噴嘴擦部件

噴嘴擦部件 
模型在左側

支撐在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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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料槽

廢料槽位於烘箱背面。經由廢料槽，廢料碎屑從噴嘴擦部件被向下引導至烘箱室底部。材料碎屑經由廢料槽底部
的一個開口離開廢料槽，然後堆積在烘箱室底部。堆積的材料碎屑應每周清潔，或在堆積過量時按照需要清理，
請參見第 149 頁上的 「清潔烘箱室」瞭解相關說明。 

圖 3-9： 廢料槽位置

圖 3-10： 烘箱室清潔位置

廢料槽

廢料碎屑將

在此處堆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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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艙抽屜元件

打開印表機正面的材料艙抽屜，以檢修模型及支撐材料艙。材料艙抽屜不包含任何鎖定機構，因此可以在印表機
執行部件成型時打開。

圖 3-11： 材料艙抽屜元件

材料艙

F270 及 F370 印表機有四個材料艙 - 兩個模型材料艙及兩個支撐材料艙。 左側的兩個艙儲存模型材料，而

右側的兩個艙儲存支撐材料。F170 印表機有兩個操作材料艙 - 一個模型材料艙及一個支撐材料艙。 左側的艙

儲存模型材料，而 右側的艙儲存支撐材料。

在部件成型時，一個模型捲軸及一個支撐捲軸將處於活動狀態。活動捲軸將材料絲加載到列印頭，如同觸控螢幕
顯示器上的材料狀態圖標與對應的噴頭狀態圖標之間的純藍色路徑、純藍色的噴頭狀態圖標，以及材料狀態圖標
周圍的純藍色邊框所指示 （請參見第 126 頁上的 「材料狀態」以瞭解更多資訊）。對於可用的印表機型號，可

以在不暫停印表機的情况下更換不活動的捲軸。

附註：  若第一個捲軸在成型期間用完材料，則自動更換功能會自動加載第二個捲
軸 （請參見第 110 頁上的 「材料自動更換」）。自動更換功能僅適用於 F270 及
F370 印表機。 

材料艙 （2 個或 4 個，

根據印表機型號而定）

材料艙

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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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驅動器控制器

每個材料艙都有一個材料驅動器控制器。材料驅動器控制器會將材料絲從材料艙饋送至列印頭。材料驅動器控制
器位於材料艙背面，包含一個小型 12 伏直流電機，該電機將材料絲向上傳送至列印頭。材料驅動器控制器是不

可維護的物項，因此須在更換材料艙時一起更換。 

材料驅動器控制器包含一個機械材料絲存在開關，用於在加載及卸載過程期間偵測材料驅動器內是否存在材料。
此開關亦能偵測錯誤。若材料驅動器控制器偵測到材料絲在材料艙內斷裂，或已到達材料絲尾部，則印表機將暫
停，以便進行修復。

圖 3-12： 材料驅動器詳情

材料驅動器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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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抽屜

儲存抽屜位於材料艙抽屜的正下方，可用於根據需要儲存備件或工具。 

圖 3-13： 儲存抽屜

儲存抽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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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架 

要檢修台架或列印頭，必須首先打開頂蓋。頂蓋使用了機械鎖定機構。頂蓋在印表機執行部件成型期間保持鎖
定，而在烘箱門打開時自動解鎖。若頂蓋及 / 或烘箱門處於打開狀態，則印表機無法繼續成型操作。 

台架會在部件成型時沿 X 及 Y 方向移動列印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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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蔽烘箱的高溫。為移動列印頭，台架利用了與正時
皮帶相連的一個 X 伺服電機及兩個 Y 伺服電機。

圖 3-14： 台架部件

Y 伺服電機 （2 個）
X 驅動皮帶

模型列印頭組件
Y 驅動皮帶 （2 個）

X 伺服電機

切換 Z 平台組件

支撐列印頭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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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頭

F123 印表機使用兩個列印頭組件，一個用於模型材料，另一個用於支撐材料。一旦一個列印頭已用於模型材料

或支撐材料，此列印頭此後便只能用於指定材料 （模型或支撐）。列印頭的設計旨在用於各種建模材料。列印頭
用兩個完全相同的液化器擠壓模型材料及支撐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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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液化器入口。 

列印頭壽命與列印頭的成型時長直接相關。列印頭是可更換的消耗品，一旦列印頭計量表達到 1500 成型小時便

應更換 （請參見第 61 頁上的 「檢視列印頭詳情」，瞭解關於列印頭計量表的資訊）。列印頭的計量表達到 
1350 成型小時時，您將收到警告，提醒您訂購替換列印頭，因為當前列印頭將要到達其計量表限制。超過計量

表限制的列印頭亦可繼續使用，但强烈建議更換列印頭，因為部件品質將無法預測。相對應的噴頭狀態圖標將在
使用者介面上顯示警告狀態 （請參見第 60 頁上的表 4-6 瞭解圖標狀態）。整個模型或支撐列印頭組件可作為

單個裝置更換 （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瞭解相關說明）。列印頭分離杆將相關列印頭鎖定或解鎖

進出其放置位置。 

用 PLA 材料執行成型時，可使用專用 PLA 列印頭。PLA 列印頭是黑灰色，而標準列印頭是黑色。PLA 列印頭必

須安裝在台架內的模型列印頭位置。冷卻組件與 PLA 模型列印頭結合使用，且必須安裝至台架內的支撐列印頭

位置 （請參見第 10 頁上的表 2-4，獲得識別冷卻組件的幫助）。在用 PLA 材料進行成型時，PLA 模型列印頭

會擠壓模型材料及支撐材料。（請參見第 113 頁上的 「更換 PLA 列印頭」，瞭解關於更換 PLA 列印頭或相關冷

卻組件的說明。）

圖 3-15： 列印頭組件

支撐列印頭組件模型列印頭組件

列印頭分離杆 （每個列

印頭組件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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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材料

所用材料 

F123 系列可以使用各種顏色的多種模型材料。除了 PLA 以外，所有模型材料都結合使用了 QSR 可溶性支撐材料。

在用 PLA 材料進行成型時，PLA 同時用於模型及支撐材料（請參見表 3-3 瞭解模型及支撐材料兼容性資訊）。 

表 3-1 列出可用於每一印表機型號的材料類型。

表 3-2 按模型材料類型列出了顏色可用性。 

表 3-1： 可用材料

表 3-2： 顏色選項

印表機型號 可用材料 

F170 ABS、ASA、PLA

F270 ABS、ASA、PLA

F370 ABS、ASA、PLA、PC-ABS

材料類型 純色選項 半透明顏色選項

ASA 象牙白色、黑色、白色、深灰色、淺灰色、紅
色、藍色、橙色、綠色、黃色

ABS 象牙白色、黑色、白色、深灰色、紅色、藍
色、橙色、綠色、黃色

PLA 黑色、白色、中灰色、淺灰色、紅色、藍色 自然色、紅色、黃色、綠色、藍色

PC-ABS 黑色、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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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捲軸記憶體晶片

每個材料捲軸都有一個帶有記憶體晶片的軸；該記憶體晶片可識別捲軸的材料類型，並追踪捲軸的體積。F123 
系列使用的記憶體晶片不同於其他 Stratasys 材料，因此，只有與 F123 系列兼容的捲軸可用於印表機上的部件

成型。

圖 3-16： 材料捲軸記憶體晶片位置

安裝捲軸時，捲軸記憶體晶片被讀取，並將捲軸資訊被彙報至印表機。使用者介面的材料頁面內顯示捲軸材料類
型及體積 （請參見第 59 頁上的 「操作材料頁面」，瞭解更多資訊）。若安裝了不兼容的捲軸，使用者介面上會

顯示錯誤。 

每個成型檔案均包含完成成型所需的模型材料與支撐材料用量估計。啟動成型時，印表機將此估計與每個捲軸上
可用的材料量進行比較。若沒有完成成型所需的充足材料，印表機會向您發出警告，並且讓您選擇在開始成型之
前更換捲軸或安裝額外捲軸。

附註：  特定提示只有在偵測到捲軸體積的相關問題時才會顯示。請參見第 181 頁
上的 「警告及錯誤」以瞭解詳情。 

記憶體晶片

材料絲尾部捕捉位置

材料絲導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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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嘴及切片高度

F123 系列對所有模型及支撐材料使用 T14 噴嘴。噴嘴是相關列印頭組件中的元件，不能單獨更換。然而，整

個列印頭組件可作為單個裝置更換。 

表 3-3 列出了可用於印表機的模型材料的類型，以及該等類型對應的支撐材料。

表 3-4 列出了平均切片高度。

表 3-3： 可用材料類型

表 3-4： 切片高度

模型材料 支撐材料

ASA QSR

ABS QSR

PLA PLA

PC-ABS QSR

模型噴嘴 切片高度 （英吋） 切片高度 （公厘） 材料

T14 0.005 0.127 ABS、ASA、PC-ABS

0.007 0.178 ABS、ASA、PC-ABS

0.010 0.254 ABS、ASA、PC-ABS、PLA

0.013 0.330 ABS、ASA、PC-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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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 

CONTROLLER SOFTWARE

Controller Software 在製造過程中安裝，且能夠在新版本可用時進行更新 （請參見第 144 頁上的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以瞭解相關說明）。Controller Software 是用於控制印表機的軟體。 

GrabCAD PRINT 軟體

印表機透過將原始 CAD 或 STL 檔案處理到 Stratasys CMB 檔案中 （CMB 檔案隨後被下載到印表機）來執行部

件成型。GrabCAD Print 軟體用於處理檔案，然後將其傳送到印表機進行成型。作為初始安裝及設置過程的一部

分，必須下載並安裝 GrabCAD Print 軟體。您必須下載該軟體，然後才能在印表機上執行部件成型。要下載 
GrabCAD Print，請導航到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7-sign-up-download-and-install，並遵循螢幕步驟

操作。 

作業以 CMB 格式傳送到印表機，並置於作業隊列中 （請參見第 49 頁上的 「操作隊列頁面」，瞭解關於作業隊

列的資訊）。CMB 檔案的標題包含經過處理的作業的基本資訊。

GrabCAD Print 幫助文檔包括有關如何連線到印表機、處理部件、編輯作業隊列等的詳細資訊。可以從應用程式

的幫助菜單或直接從 GrabCAD 網站訪問該幫助檔案。 

INSIGHT 軟體

Insight 是一款用於處理 STL 檔案的軟體應用程式。Insight 為使用者提供了利用高級功能並操縱檔案中多項參數

的功能。在大多數應用程式中，GrabCAD Print 軟體提供的功能都足以應付。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 
Insight 的高級功能。

Insight 在用於 F123 系列時，請您執行以下流程：

1. 打開並處理 STL 檔案。

2. 完成後，將 CMB 檔案保存到已知位置。

3. 在 GrabCAD Print 中，導航到檔案 > 導入檔案，選擇希望導入的 CMB 檔案。

4. 使用 GrabCAD Print 繼續進行正常工作流程。

附註：  Insight 將僅處理 STL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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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使用者介面 

本章概述 F123 系列使用者介面 (UI)。特定的印表機運行資訊以及程序可以在第 102 頁上的 「5 操作印表機」

中找到。在使用觸控螢幕之前，必須打開印表機的電源 （請參見第 102 頁上的 「開啟印表機電源」以瞭解相

關說明）。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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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頁上的圖 3-1）。使用者介面的每一頁由兩個

主要功能區域組成；該等有四個主要的功能區域；圖 4-1 中高亮顯示了該等項目。 

圖 4-1： 使用者介面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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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存取材料加載、卸載及校準功能。

• 監控印表機狀態。

• 監控材料 / 噴頭狀態（已加載 / 安裝的類型、材料罐容量、噴頭使用量等），以及在必要時更換材料及 /
或噴頭。 

• 監控成型進度 （所成型作業的名稱、材料使用資訊、估計完成時間等）。

• 存取網路配置資訊以及更改印表機預設設置。

• 存取作業隊列及預設工作列 （內部儲存）。

導航菜單

顯示

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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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菜單

導航菜單提供對印表機的成型、隊列、材料及工具功能的單點觸摸存取（請參見圖 4-1 瞭解詳情）。使用者介面

分解為多個包含相關功能的頁面。從導航菜單中選擇一個按鈕將會打開該按鈕對應的頁面，您可在此頁面內執行
相關任務。若某個頁面包含子頁面，則對應該等項目的額外按鈕會在此頁面的顯示區域內顯示。

導航菜單內的按鈕互相排斥，表示一次只可以選擇一個按鈕。有時候，按鈕內將顯示通知徽章，表示與對應頁面
的功能相關的警告。該等按鈕可以顯示為如下狀態： 

表 4-1： 導航菜單 - 按鈕狀態 

從導航菜單中選擇一個按鈕後，沿按鈕中間偏左的邊緣處將顯示一個白色指示器圖形。此圖形表示當前選擇的導
航菜單項，便於您識別正在使用的使用者介面。 

圖 4-2： 使用者介面概述

附註：  導航菜單中 下方的按鈕沒有功能。 

按鈕名稱 已選擇狀態 未選擇狀態 警告狀態 錯誤狀態

成型按鈕

 
未選擇 已選擇

 
未選擇 已選擇

隊列按鈕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材料按鈕

未選擇 已選擇

不適用 不適用

工具按鈕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導航菜

單指示
器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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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區域

顯示區域包含使用者介面中每一頁的正文部分；您可在此選擇可用功能，並檢視當前狀態。選擇導航菜單內的按
鈕之後，顯示區域將刷新，並且會顯示與所選按鈕對應的主頁面。顯示在顯示區域中的資訊及按鈕 / 圖標將會根

據所選使用者介面的主頁面而改變。 

操作成型頁面

成型頁面由三個主要功能區域組成，在印表機上執行部件成型時必需該等功能；圖 4-3 已高亮顯示該等項目。在

成型頁面中，您可以啟動、暫停及中止作業，檢視所選作業的估計成型時間，檢視正在進行的作業的狀態及估計
操作點，並檢視已完成部件的可視化表示。請注意，您必須將作業檔案加載到印表機，並選擇要成型的檔案，然
後，成型頁面中會顯示作業詳情。

成型頁面亦包含通知顯示。根據印表機狀態，頁面的該區域內將顯示多種通知 / 警告。觸摸螢幕上的文字將打開

一個對話方塊，該對話方塊指出通知原因，且在一些情况下指出糾正通知內容的步驟 （請參見圖 4-4）。糾正所

有通知之後，按下對話方塊內的關閉按鈕退出對話方塊。 

若需存取成型頁面，可按下導航菜單中的成型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圖 4-3 的螢幕。 

圖 4-3： 成型頁面

通知顯示

列印作業資

訊面板

列印作

業控件

成型狀態
顯示



40

圖 4-4： 通知詳情

加載檔案

初始啟動後，列印作業資訊面板為空，且成型狀態顯示會反映其閑置狀態。作業隊列中沒有作業檔案可用時，
成型頁面內將顯示加載檔案按鈕。此按鈕的可視性取决於用來將作業檔案加載到印表機的方法。 

必須先選擇要成型的作業，然後作業詳情才能在成型頁面內顯示。為了執行作業成型，必須首先將作業的對應作
業檔案加載到印表機。可以使用工作站 PC 上的 GrabCAD Print 應用程式透過網路傳輸（乙太網路或無線上網）

來加載作業檔案，亦可以透過將 USB 隨身碟插入印表機的 USB 連接埠之一，然後透過隊列頁面導航到作業檔

案來加載作業檔案（請參見第 50 頁上的「向作業隊列添加作業」以瞭解詳情）。使用者希望成型的作業檔案必

須位列於作業隊列的第一條。作業檔案可以根據需要在隊列頁面中進行排序，使用者可從中選擇希望成型的作業
（請參見第 54 頁上的 「編輯作業隊列」以瞭解詳情）。 

• 若您使用 GrabCAD Print 透過網路傳輸將一個作業檔案傳送到印表機，則印表機接收到作業檔案後，
作業詳情將自動顯示在成型狀態顯示中，因為此作業將成為作業隊列中的唯一項目。一旦印表機透過
網路傳輸接收到作業檔案，則加載檔案按鈕將隱藏不可見。 

• 若您使用 GrabCAD Print 透過網路傳輸將兩個或更多作業檔案傳送到印表機，則一旦印表機接收到作
業檔案，所傳送的首個檔案的作業詳情將自動顯示在成型狀態顯示中，因為作業將按照傳送到印表機
的順序執行成型。一旦印表機透過網路傳輸接收到首個作業檔案，則加載檔案按鈕將隱藏不可見。 

附註：  必須將作業檔案加載到印表機，並選擇成型，然後，成型頁面中會顯示該
作業的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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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不使用 GrabCAD Print 將檔案傳送到印表機，而是將 USB 隨身碟插入印表機的其中一個 USB 連
接埠，則加載檔案按鈕將在成型頁面中可見。可使用此按鈕從隨身碟中直接選擇一個想要成型的作業
檔案。 

若需加載檔案：

1. 將 USB 隨身碟插入印表機前側的可用 USB 連接埠之一（請參見第 21 頁上的圖 3-3，瞭解 USB 
連接埠位置）。

2. 按下成型頁面內的加載檔案按鈕。

圖 4-5： 加載檔案按鈕

3. 此時會顯示加載檔案頁面；按此頁面內的 USB 按鈕。

圖 4-6： 加載檔案頁面 - USB 選項

附註：  可使用成型頁面中的加載檔案按鈕，從 USB 隨身碟中快速選擇單個檔案

進行成型。選擇的檔案將自動進入隊列以待成型。若您希望用多個作業檔案來填
充作業隊列，請遵循第 50 頁上的 「向作業隊列添加作業」內的說明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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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載檔案頁面將顯示 USB 隨身碟的內容。查找所需的作業，在螢幕上觸摸其所在行來將其選中；

此舉將打開其作業詳情頁面。 

5. 在作業詳情頁面中，按下按鈕新增至佇列；此舉會將作業加載到作業隊列。 

圖 4-7： 添加檔案到隊列

6. 按新增至佇列按鈕之後，會返回到成型頁面。加載檔案按鈕將不再可見。而所選作業的詳情將顯
示在列印作業資訊面板中。 

7. 按成型頁面內的列印按鈕，將開始執行成型。成型進度將顯示在成型狀態顯示內，請參見第 45 
頁上的 「成型狀態顯示」以瞭解詳情。 

附註：  若兩個 USB 連接埠都含有隨身碟，則螢幕上將顯示單獨的檔案夾圖形，

表示每個隨身碟及其內容。在螢幕上觸摸檔案夾圖形將進入檔案夾並顯示其內容。
若安裝了一個隨身碟，則位於隨身碟上的作業檔案將在單行內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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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顯示作業資訊的成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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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列印作業資訊

屬於所選作業的資訊顯示在成型頁面右半邊的列印作業資訊面板內。此資訊是靜態的，且展示作業檔案的詳情。

圖 4-9： 列印作業資訊面板

此面板中顯示的資訊被分為兩個部分：

上半部分直觀展示所選作業在成功成型之後的外觀。 

下半部分顯示屬於所選作業的各種資訊，包括：

• 作業的名稱。

• 作業的估計成型時間。

• 提交此作業的使用者名稱。

• 與此作業關聯的模型及支撐材料。

觸摸螢幕此部分內任意一處，將打開一個頁面，顯示屬於所選作業的額外詳情 （請參見第 55 頁上的 「檢視作

業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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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狀態顯示

成型頁面的成型狀態顯示部分是由包含兩部分的圖形組成的。中心部分提供所選及 / 或正在成型的作業的資訊，

而外部進度環則對應於所顯示的成型資訊；所顯示的資訊將根據印表機狀態而不同。 

圖 4-10： 成型狀態顯示概述

閑置

印表機閑置時，成型狀態顯示的中心處將顯示 「閑置」。此表示印表機正處於已就緒且可開始成型的狀態。外側
成型進度環不顯示進度，且剩餘時間顯示為零。

圖 4-11： 成型狀態顯示 - 閑置

成型狀態資訊

成型進度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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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成型

按列印按鈕開始成型之後，成型狀態顯示內簡明顯示 「準備」，而外部進度環以順時針方向全部灰顯。這表示印
表機準備啟用成型時所需的時長，包括進行 Z 軸平台零位校準所需的時長 （請參見第 142 頁上的 「Z 軸平台零

位校準」瞭解詳情）。

一旦成型準備完成，成型狀態顯示中心處將顯示 「正在列印」，以及直到成型完成所需的剩餘時長。隨著成型進
度步步推進，剩餘時長越來越短，直到到達零，表示成型已完成。成型的完成百分數亦以藍色按順時針方向徑向
填充外部進度環的方式顯示。

圖 4-12： 成型狀態顯示 - 正在成型

在部件成型時觸摸成型狀態顯示中心處的螢幕，將可切換顯示資訊。觸摸螢幕後，時間估計資訊將隱藏不可見，
而成型狀態顯示將換為顯示已完成層數與成型總層數的比較。再次觸摸螢幕，將切換回初始顯示的時間估計資訊。 

附註：  必須將作業檔案加載到印表機，並選擇成型，然後成型狀態顯示中才會顯
示成型資訊。請參見第 40 頁上的 「加載檔案」以瞭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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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作業控件

在成型頁面內顯示一個按鈕，正好位於成型狀態顯示下方。此按鈕用於開始、暫停及中止成型，具體根據印表機狀
態而定。執行加載檔案的所需步驟之後（請參見第 40 頁上的「加載檔案」），列印按鈕選項將顯示為可選擇，且

印表機處於已就緒可執行部件成型的狀態。當成型正在進行時，此按鈕將切換以顯示暫停或中止按鈕選項。

圖 4-13： 列印作業控件

列印按鈕

使用列印按鈕可開始成型 （請參見第 114 頁上的 「選取要執行成型的作業」，瞭解更多資訊）。列印按鈕可以

顯示為如下狀態：

表 4-2： 列印作業控件 - 列印按鈕狀態

按鈕狀態 說明

印表機處於可成型狀態，且可以選擇一個作業進行成型。 

選擇列印按鈕將開始成型。

列印按鈕被禁用，不可選擇。

印表機不處於可成型狀態，或作業不可選擇 / 不可用於成型

（即隊列為空）。 

若需對此問題進行故障排除，請在螢幕上觸摸通知顯示內顯
示的文本。這將打開一個對話方塊，從中可以檢視當前成型
狀態的成因，包括阻礙開始成型的任何問題（即沒有托盤，
等等）。請參見第 181 頁上的 「成型開始時的警告」及

第 182 頁上的 「阻止成型啟動的錯誤」以瞭解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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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按鈕

暫停按鈕用於暫停工作中的成型。暫停按鈕可以顯示為如下狀態：

表 4-3： 列印作業控件 - 暫停按鈕狀態

中止按鈕

中止按鈕可用於中止活動中的成型。中止按鈕可以顯示為如下狀態：

表 4-4： 列印作業控件 - 中止按鈕狀態

按鈕狀態 說明

印表機正在工作成型。選擇處於此狀態的暫停按鈕將暫停
成型。 

印表機暫停時，成型狀態顯示內將顯示「已暫停」。

暫停按鈕被禁用且不可選擇。

印表機正在準備執行成型，目前印表機上沒有正在成型的
作業。 

印表機已暫停。暫停按鈕可切換顯示開始按鈕。

選擇開始按鈕將繼續成型。

若由於發生錯誤而使成型自動暫停，則螢幕上將顯示通知。
觸摸所顯示的通知文本，將顯示關於當前成型狀態的更多詳
情。請參見第 116 頁上的「成型警告」和第 185 頁上的

「成型暫停警告」以瞭解更多資訊。 

按鈕狀態 說明

印表機正在工作成型。

按處於此狀態的中止按鈕將表示中止成型，且將顯示一個提
示，要求您確認中止。 
- 若接受，則將中止成型。 
- 若取消，則成型將不受影響（即還原之前的狀態）。

中止按鈕被禁用且不可選擇。

印表機上目前沒有正在成型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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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隊列頁面

隊列頁面包含已下載到印表機且進入隊列等待成型的檔案 （作業）列表；此列表被稱作作業隊列。預設情况下，
作業按照其透過 GrabCAD Print 及 / 或從 USB 隨身碟傳輸而傳送到印表機的順序添加到作業隊列中。各個作業

列在有編號的行中，第一行與作業隊列中的第一個作業相對應。每行均顯示作業的名稱、作業的估計成型時間，
以及提交作業的使用者姓名。可從隊列頁面中將檔案添加到作業隊列，選擇要成型的檔案，在作業隊列中排序作
業，檢視與所選作業相關的其他詳情，並存取預設工作列。

要存取隊列頁面，可按下導航菜單中的隊列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圖 4-14 中所示的螢幕。請注意，在初始啟

動後，作業隊列為空。

隊列頁面標題列出了當前加載到作業隊列中的作業數量。在任意給定時刻，作業隊列列表中 多會顯示三個作
業。若作業隊列包含的作業超過三個，則使用滾動條 （作業佇列的右側）上下滾動可用作業的列表。 

按頁面內的編輯按鈕，將顯示作業隊列控制按鈕；可按需使用該等按鈕對作業隊列內的作業進行排序及 / 或删

除。按頁面標題內的加載檔案按鈕可向作業隊列中添加更多檔案。觸摸作業隊列中列出的其中一行，將打開該作
業的作業詳情頁面；此頁面包含屬於所選作業的更多資訊 （材料配置，噴嘴尺寸，等等）。選擇該等按鈕之一或
打開作業的詳情頁面後，頁面標題將顯示 「返回」按鈕；按此按鈕可返回主隊列頁面。 

圖 4-14： 隊列頁面 

編輯按鈕 加載檔案按鈕



50

向作業隊列添加作業

作業隊列預設為空。要填充作業隊列，必須首先使用以下兩個方法中之一，向作業隊列加載各個作業檔案： 

1. 網路傳輸，透過工作站 PC 的 GrabCAD Print 應用程式進行。請參見第 50 頁上的 「GrabCAD 
Print 方法」以瞭解詳細說明。此方法是向作業隊列添加作業的首選方法。

2. USB 方法，透過將 USB 隨身碟插入印表機前側的可用 USB 連接埠之一來進行。請參見第 50 頁
上的 「USB 方法」以瞭解詳細說明。若無法透過乙太網路連線 （由於連線不良、網路中斷等）

或無線上網連線將作業檔案傳輸到印表機，則此方法可用作 GrabCAD Print 方法的備用方案。此

方法還為重新列印常見作業提供了便利的選項，因為您可以將已處理的作業檔案儲存在 USB 隨
身碟上，並重複存取。 

GRABCAD PRINT 方法

作為印表機安裝及設置過程的一部分，應將 GrabCAD Print 應用程式下載並安裝到工作站 PC 上（請參見第 36 
頁上的 「GrabCAD Print 軟體」，瞭解詳情）。GrabCAD Print 軟體用於處理作業檔案，然後將其傳送到印表機

（經由設備的乙太網路連線或無線上網連線）進行成型。 

作業以 CMB 格式傳送到印表機，並直接進入作業隊列中。經由 GrabCAD Print 將作業檔案直接傳送到印表機

時，無需額外布置來將作業添加到作業隊列中。將作業檔案傳送到印表機之後，透過按導航菜單內的隊列按鈕，
導航到隊列頁面。所傳輸的作業檔案將顯示在作業隊列中。作業將按照其從 GrabCAD Print 傳送到印表機的順

序添加到作業隊列。為成型特定檔案，必須將該作業列在作業隊列的第一條。可以根據需要在隊列頁面中對作業
進行排序，以選擇希望成型的作業 （請參見第 54 頁上的 「編輯作業隊列」以瞭解詳情）。

USB 方法

印表機具有三個 USB 連接埠。USB 隨身碟可以插入該等連接埠中任一連接埠，且包含在隨身碟上的作業檔案可

以添加到作業隊列中。請注意，作業檔案必須使用 GrabCAD Print 進行處理，然後才能放入隨身碟並隨後添加

到作業隊列中。一旦將隨身碟插入印表機的其中一個 USB 連接埠後，需要執行以下步驟將所需的作業檔案添加

到作業隊列中：

1. 將 USB 隨身碟插入印表機的可用 USB 連接埠之一（請參見第 21 頁上的圖 3-3，瞭解 USB 連接

埠位置）。

2. 透過按導航菜單內的隊列按鈕，導航到隊列頁面。 

3. 按觸控螢幕左上角的加載檔案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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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加載檔案按鈕位置

4. 此時會顯示加載檔案頁面；按此頁面內的 USB 按鈕。

圖 4-16： 加載檔案頁面 - USB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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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載檔案頁面將顯示 USB 隨身碟的內容。查找所需的作業，在螢幕上觸摸其所在行來將其選中；

此舉將打開其作業詳情頁面。 

圖 4-17： 選擇要加載的檔案

6. 在作業詳情頁面中，按下按鈕新增至佇列；此舉會將作業加載到作業隊列。 

圖 4-18： 添加檔案到隊列

附註：  若任一 USB 連接埠都含有隨身碟，則螢幕上將顯示單獨的檔案夾圖形，

表示每個隨身碟及其內容。在螢幕上觸摸檔案夾圖形將進入檔案夾並顯示其內容。
若安裝了一個隨身碟，則位於隨身碟上的作業檔案將在單行內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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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檔案將加載到作業隊列中。一旦加載完成，檔案將添加到作業隊列列表中。

圖 4-19： 檔案正在加載到作業隊列

圖 4-20： 檔案已在作業隊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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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作業隊列

預設情况下，作業以其在作業隊列中出現的相同順序成型。為成型特定檔案，必須將該作業列在作業隊列的第一
條。按隊列頁面內的編輯按鈕，將打開編輯隊列頁面。使用此頁面中找到的作業隊列控制按鈕，可以根據需要排
序及 / 或删除作業隊列中的作業，以確保要成型的作業位列作業隊列中的第一條。 

按返回按鈕，將可退出編輯隊列頁面並返回主隊列頁面。 

圖 4-21： 編輯隊列頁面

作業隊列

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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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隊列控件

打開編輯隊列頁面後，作業隊列列表每一行中將顯示三個作業隊列控制按鈕 （列表中每個條目有一組按鈕）。
透過該等按鈕，可以根據需要在作業隊列中重新安排作業。該等按鈕具有以下功能：

表 4-5： 作業隊列控制按鈕

檢視作業詳情

若需檢視關於作業隊列中特定作業的更多詳情，請在螢幕上觸摸其所在行，選擇該所需作業。此舉將打開其作業
詳情頁面；此頁面顯示如下：

• 時長：完成成型所需的時長。 

• 作者：提交此作業的使用者名稱。

• 材料：與此作業關聯的模型及支撐材料。

• 層數：作業中的層數。

• 切片高度：與此作業關聯的切片高度。

• 版本：用於編譯部件的 Insight 版本。

使用滾動條 （沿頁面右側），在頁面內上下滾動。要關閉該頁面並返回到主隊列頁面，可按頁面標題內的返回
按鈕。 

名稱 按鈕狀態 說明

上移 可選擇 可選擇時，則將所選作業在作業隊列列表中上移一位。

要將作業移動到作業隊列列表的頂部，請反復按此按
鈕，直到作業出現在列表的頂部。

沒有選項可以將作業直接移至列表頂部。 已禁用

下移 可選擇 可選擇時，則將所選作業在作業隊列列表中下移一位。

要將作業移動到作業隊列列表的底部，請反復按此按
鈕，直到檔案出現在列表的底部。 

沒有選項可以將作業直接移至列表底部。 已禁用

刪除 可選擇 從作業隊列列表中移除所選的作業。 

在從作業隊列删除作業之前，系統不會要求您確認此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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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檢視作業詳情

作業詳情頁面的左側部分顯示一個視覺呈示，呈現在成型完成後該部件的外觀。

按住該頁面此位置右上角的放大按鈕 ，將隱藏作業詳情資訊，並放大已完成部件的視覺呈示（如圖 4-23 

中所示）。 

按住放大視圖顯示右上角的縮小按鈕，關閉放大視圖，且返回作業詳情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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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 檢視作業詳情 - 放大視圖

關於預設工作列

本印表機附帶一些永久安裝到硬盤驅動器中的預設工作檔案。該等檔案可透過預設工作列來存取。該隊列由一些
預設部件檔案以及可幫助測試印表機的其他各種檔案組成。預設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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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存取預設工作列：

1. 透過按導航菜單內的隊列按鈕，導航到隊列頁面。 

2. 按觸控螢幕右上角的加載檔案按鈕 （請參見第 51 頁上的圖 4-15，瞭解按鈕位置）。

3. 此時會顯示加載檔案頁面；按此頁面內的內部儲存按鈕。此時將顯示預設工作列內包含的預設作
業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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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加載檔案頁面 - 內部儲存選項

從總體上來說，預設工作列的功能與作業隊列相同：

• 打開作業的作業詳情頁面，即可檢視該作業的更多詳情。

• 在作業詳情頁面中，可以檢視作業的具體資訊，包括成型時間、作者、材料要求、層數、切片高度，
以及用於編譯作業的 Insight 版本。

• 按下頁面中的放大按鈕，將提供成型成功之後的作業外觀的詳細視圖。按下縮小按鈕，則將關閉此視
圖，並返回作業詳情頁面。 

• 按下作業詳情頁面內的列印按鈕，將選擇要成型的作業。 

然而，預設工作列存在如下不同的功能：

• 作業隊列控件預設工作列禁用，因此不能删除該等作業檔案。

• 預設工作列中的作業不能排序 （如編輯作業隊列部分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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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材料頁面

材料頁面顯示關於印表機的當前材料配置的詳細說明。在此頁面中，可以檢視印表機的當前材料配置，包括材料
類型及顏色，檢視材料捲軸體積及加載狀態，加載及卸載材料，檢視當前及設定點列印頭溫度，並執行列印頭的
多種相關維護功能。 

若需存取材料頁面，可按下導航菜單中的材料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圖 4-25 中所示的螢幕。

圖 4-25： 材料頁面

顯示區域的上半部分內顯示兩個列印頭狀態圖標。該等圖標顯示加載狀態資訊，以及相較於每個印表機的列印頭
的設定溫度及當前溫度 （溫度是預定的，且基於加載到列印頭的材料類型）。 右側的圖標屬於印表機的支撐列
印頭，而 左側的圖標則屬於印表機的模型列印頭。在螢幕上觸摸該等圖標中之一個，將打開列印頭的列印頭詳
情頁面；此頁面包含屬於所選列印頭的更多資訊，以及啟動多個列印頭維護功能的按鈕。根據其狀態，該等圖標
將呈現純灰色或純藍色。 

根據印表機配置，顯示區域的下半部分內顯示兩個或四個材料狀態圖標。該等圖標表示印表機內加載 / 安裝的模

型及支撐材料。 右側的圖標指示印表機的支撐材料狀態，而 左側的圖標則指示印表機的模型材料狀態。根據
其狀態，該等圖標將呈現各種顏色及高亮狀態。選擇用於成型的材料捲軸以及加載到列印頭的材料以藍色邊框指
示。在螢幕上觸摸該等圖標中之一個，將打開材料的材料詳情頁面；此頁面包含屬於所選材料的更多資訊，以及
用於執行材料加載或卸載的按鈕。

選擇任何圖標或打開詳情頁面後，頁面標題將顯示 「返回」按鈕；按此按鈕可返回主材料頁面。 

材料狀態
圖標

列印頭狀態

圖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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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頭狀態圖標

材料頁面中的兩個列印頭狀態圖標顯示加載狀態資訊，以及相較於每個印表機列印頭的設定溫度及當前溫度。
右側的圖標屬於印表機的支持列印頭，而 左側的圖標屬於印表機的模型列印頭。在螢幕上觸摸該等圖標之一，
除非表 4-6 中另有指示，否則將打開列印頭的列印頭詳情頁面。根據列印頭狀態，列印頭狀態圖標的左側部分

中將顯示各種圖形。列印頭狀態圖標可以顯示為如下狀態 （色彩使用、高亮及描述同時適用於兩種圖標）：

表 4-6： 列印頭狀態圖標 - 圖標狀態

圖標狀態 說明

空 （灰色虛線邊框）

表示關聯的列印頭未安裝。

使用者需要執行操作以安裝列印頭。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以瞭解相關說明。

觸摸此狀態中的圖標將不會顯示列印頭的列印頭詳情頁面。 

無效 （紅色虛線邊框）

表示關聯的列印頭無效。

使用者需要執行操作以將該列印頭更換為有效列印頭。請參

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以瞭解相關說明。

觸摸此狀態中的圖標將不會顯示列印頭的列印頭詳情頁面。 

正在初始化

表示印表機正在初始化列印頭。在安裝新列印頭之後，將顯

示此狀態，直到初始化過程完成為止。 

觸摸此狀態中的圖標將不會顯示列印頭的列印頭詳情頁面。 

已卸載 （純灰色）

表示材料未加載到列印頭。 

使用者需要執行操作以加載材料。請參見第 105 頁上的「加

載材料」以瞭解相關說明。

已加載 （純藍色）

表示材料已加載到列印頭。 

若成型已經啟動，則當前溫度將增加，直至達到加載材料的

設定溫度。一旦達到溫度，則噴嘴將噴出少量的材料，且印
表機將開始成型。 

活動中 （純藍色，白色邊框）

表示列印頭正在主動執行除成型以外的任務。

當列印頭正在清洗或從列印頭卸載材料時，將顯示此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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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列印頭詳情

要檢視關於印表機的模型或支撐列印頭的更多詳情，請在螢幕上觸摸列印頭狀態圖標，選擇所需列印頭。此舉將
打開其列印頭詳情頁面。若列印頭處於警告或錯誤狀態，則會在頁面中顯示有關警告 / 錯誤的更多資訊 （請參見

第 188 頁上的 「列印頭警告」及第 188 頁上的 「列印頭錯誤」瞭解詳情）。

螢幕右側部分顯示屬於所選列印頭的狀態資訊：

• 狀態：顯示對應列印頭的加載狀態。 

• 上次的材料：顯示上次加載到列印頭中的材料類型。 

• 加載日期：顯示上次將材料加載到列印頭時的日期。 

• 計量表：顯示所選列印頭的成型時長。此值十分重要，因為列印頭將根據列印頭的成型時長而顯示不
同錯誤。 

• 當列印頭的計量表達到 1350 個成型小時數時，列印頭狀態圖標將顯示處於警告狀態，且提醒使

用者訂購更換用列印頭。 

• 當列印頭的計量表達到 1500 個成型小時數 （計量表極限）時，列印頭狀態圖標將顯示處於錯誤

狀態，且提醒使用者訂購更換列印頭。您可以繼續使用該列印頭，但是部件品質將無法預測。建
議立即更換超過計量表極限的列印頭 （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瞭解相關說明）。

• 序列號：顯示列印頭的唯一序列號。 

• 製造日期：顯示列印頭的製造日期。

警告 （列印頭已卸載）

黃色顯示及相關通知徽章表示列印頭相關警告 （請參見
第 188 頁上的 「列印頭警告」）。

打開相關列印頭的列印頭詳情頁面，會顯示有關警告的更多
資訊及可能的糾正資訊 （請參見第 61 頁上的「檢視列印頭

詳情」）。

列印頭計量表達到 1350 成型小時時，您將收到警告，提醒您

訂購更換用列印頭，因為當前列印頭接近其計量表極限。

警告 （列印頭已加載）

錯誤 （列印頭已卸載）

紅色顯示及相關通知徽章表示列印頭相關錯誤 （請參見
第 188 頁上的 「列印頭錯誤」）。 

打開相關列印頭的列印頭詳情頁面，會顯示有關錯誤的更多
資訊及可能的糾正資訊 （請參見第 61 頁上的「檢視列印頭

詳情」）。

列印頭計量表達到 1500 成型小時時，將顯示錯誤。印表機仍

然可以使用此列印頭成型，但在開始每次成型之前，印表機
會提醒使用者已達到列印頭的計量表限制值，列印品質可能
受到負面影響。使用者需要執行操作以更換列印頭。請參見
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以瞭解相關說明。

若相關列印頭與其安裝位置不兼容，則將顯示錯誤 （即，若

模型列印頭安裝在支撐列印頭位置上，將顯示錯誤）。

錯誤 （列印頭已加載）

圖標狀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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螢幕左側部分顯示的列印頭狀態圖標與材料頁面顯示的圖標相同（請參見第 59 頁上的圖 4-25）。此圖標顯示相

較於列印頭設定溫度及當前溫度。位於列印頭狀態圖標下的維護按鈕將顯示一個菜單，可用於執行多種列印頭維
護功能。 

要關閉該頁面並返回到主維護頁面，可按頁面標題內的返回按鈕。 

圖 4-26： 列印頭詳情頁面

列印頭維護

按列印頭詳情頁面內的維護按鈕，將打開列印頭維護頁面。此頁面內的按鈕將可用於執行多種列印頭維護功能。
螢幕右半邊的菜單中顯示的按鈕將根據是否按下啟用按鈕而改變。按下維護按鈕後，按鈕將切換並轉為顯示詳情
按鈕。按下詳情按鈕，將關閉列印頭維護頁面，並返回列印頭詳情頁面。 

啟用

當頂蓋打開時，按啟用按鈕會使對應的列印頭進入維護狀態。在執行列印頭維護頁面內任何可用的列印頭維護功
能之前，必須先透過按啟用按鈕使列印頭進入此狀態。按啟用按鈕之後，菜單將刷新並顯示對應於此頁面內可用
的額外列印頭維護功能的按鈕。啟用按鈕將切換並轉為顯示禁用按鈕。當列印頭未使用時，隨時按下禁用按鈕將
可使列印頭離開維護狀態。 

警告 / 錯誤

資訊在此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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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7： 列印頭維護頁面 - 主視圖

清理

按清理按鈕指示印表機執行長時間清理。按下此按鈕之後，列印頭將移動到清理位置，並將加熱到預先確定的設
定溫度。一旦列印頭的溫度達到此設定點，就會從噴嘴排出材料達大約 10 秒鐘之久。在更換為彩色材料或從彩

色材料進行更換時， 好執行多次清理，因為這將移除液化器噴嘴及 / 或管道中剩餘的所有材料，從而確保不會

出現混色。當清理按鈕是純藍色時，該按鈕是可選擇的 （即可啟動清理），當該按鈕是灰色時則為已禁用 （即
清理正在進行中，或無法啟動清理）。若存在任何阻止進行清理的先决條件，則按鈕內將顯示通知徽章。 

加載列印頭 /卸載列印頭

根據所選列印頭的加載狀態，將顯示加載列印頭或卸載列印頭按鈕。按加載列印頭按鈕，將指導印表機將材料加
載到對應列印頭；該按鈕將切換以顯示卸載列印頭按鈕。按卸載列印頭按鈕，將指導印表機將材料從對應列印頭
卸載；該按鈕將切換以顯示加載列印頭按鈕。若存在任何阻止加載 / 卸載的先决條件，則按鈕內將顯示通知徽章

（請參見第 184 頁上的 「加載 / 卸載錯誤」）。

加熱 /冷卻

根據所選印表機狀態，將顯示加熱按鈕或冷卻按鈕。按加熱按鈕，將指導印表機將對應噴嘴加熱到 270°C 但不超

過 2 分鐘時間；該按鈕將切換以顯示冷卻按鈕。按冷卻按鈕，將指導印表機開始冷卻對應噴嘴到 0 設定點；該按

鈕將切換以顯示加熱按鈕。若加熱選項超過 2 分鐘時間分配，而冷卻按鈕未被按下，則噴嘴亦將開始自動冷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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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列印頭維護頁面 - 菜單視圖

材料狀態圖標

材料頁面內的材料狀態圖標代表印表機中安裝 / 插入的模型及支撐材料捲軸。根據印表機的配置，將顯示兩個或

四個圖標。每個圖標顯示與材料艙對應的數字 （1-4 對應 F270 及 F370 型號，1-2 對應 F170 型號）、表示當前

安裝在材料艙中的材料的顏色的彩色條柱、當前安裝在材料艙中的材料名稱，以及表示該材料捲軸上當前材料體
積的百分數。在螢幕上觸摸該等圖標之一，除非表 4-7 中另有指示，否則將打開材料的材料詳情頁面。根據材

料艙狀態，材料狀態圖標中心部分將顯示各種圖形。材料狀態圖標可以顯示為如下狀態 （色彩使用、高亮及描
述同時適用於所有圖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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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材料狀態圖標 - 圖標狀態

圖標狀態 說明

 空材料艙（灰色虛線邊框）

表示材料捲軸未加載到對應的材料艙中，該材料艙為空。 

使用者需要執行操作以插入捲軸。請參見第 105 頁上的「加載材料」

和第 106 頁上的「材料捲軸安裝」以瞭解說明。 

觸摸此狀態中的圖標將不會顯示材料的材料詳情頁面。 

無法使用 （半實心紅色）

表示在檢查材料捲軸的記憶體晶片資料時發生錯誤。材料捲軸無法使
用。 

使用者需要執行操作以移除材料捲軸，並更換為有效的捲軸。請參見

第 109 頁上的「移除材料捲軸」及第 106 頁上的「材料捲軸安裝」以

瞭解說明。 

觸摸此狀態中的圖標將不會顯示材料的材料詳情頁面。 

無效 （紅色邊框）

表示材料捲軸無效。無效材料是未經許可或與相關列印頭類型不相容的
材料。 

來自無效材料捲軸的材料無法加載。使用者需要執行操作以移除無效材

料捲軸，並更換為有效的捲軸。請參見第 109 頁上的 「移除材料捲

軸」及第 106 頁上的「材料捲軸安裝」以瞭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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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卸載 （灰色邊框）

將有效材料捲軸加載至材料艙。已顯示材料名稱、顏色，以及當前體

積。

來自材料捲軸的材料絲已前進並接觸到了材料絲存在開關，但來自捲軸的
材料未加載到列印頭。請參見第 105 頁上的「加載材料」以瞭解說明。

已加載 （藍色邊框）

將有效材料捲軸加載至材料艙。已顯示材料名稱、顏色，以及當前體

積。 

來自捲軸的材料被加載到列印頭中，且選擇捲軸以用於成型。 

請參見第 114 頁上的「選取要執行成型的作業」，瞭解關於啟動成型的

說明。請參見第 108 頁上的「卸載材料」，瞭解關於卸載材料的說明。 

空捲軸 （純黃色）

材料捲軸為空 - 顯示體積為 0%。

使用者需要執行操作以移除空捲軸。請參見第 108 頁上的「卸載材料」

和第 109 頁上的「移除空材料捲軸」以瞭解說明。

圖標狀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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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材料詳情

要檢視關於特定材料的更多詳情，請透過在螢幕上觸摸材料狀態圖標來選擇所需材料。此舉將打開其材料詳情頁
面。若材料艙 / 捲軸處於警告或錯誤狀態，則會在頁面中顯示有關警告 / 錯誤的更多資訊（請參見第 184 頁上的

「加載 / 卸載錯誤」及瞭解詳情）。 

螢幕右側部分顯示關於材料捲軸的狀態資訊，其中包括：

• 狀態：材料艙的加載狀態。

• 類型：材料捲軸上的材料類型。若可用，則亦可指示材料顏色 （螢幕左側部分的材料狀態圖標中心
部分亦指示材料顏色）。

• 當前體積：材料捲軸上的當前材料體積，單位為立方英吋 （亦透過螢幕左側部分的材料狀態圖標內
顯示的百分數來表示）。 

• 總體積：材料捲軸初始安裝在印表機中時，可用材料的總體積，單位為立方英吋。 

位於此資訊下的按鈕可用於按需要加載或卸載材料，或取消正在進行中的加載 / 卸載（請參見第 69 頁上的「材

料加載控件」，瞭解詳情）。請注意，該等按鈕的功能及可視性將取决於材料捲軸的加載狀態。 

螢幕左側部分顯示的材料狀態圖標與材料頁面顯示的圖標相同（請參見第 59 頁上的圖 4-25）。圖標頂部顯示的

數字表示材料捲軸安裝 / 插入了哪個材料艙。彩色條柱 （圖標中心處顯示）及百分數 （圖標底部顯示）表示捲

軸上的當前材料體積及顏色。隨著材料用於部件成型，彩色條柱的數量及百分數將减少以表示消耗的材料量。圖
標底部會顯示捲軸上的材料類型名稱。

要關閉該頁面並返回到主維護頁面，可按頁面標題內的返回按鈕。 

錯誤 （純紅色）

表示無法與材料艙通訊。請注意，此狀態與不可用狀態不同，因為此狀

態下的圖標為紅色，且圖標中心的條柱不可見。 

若您遇到了此圖標狀態，請聯繫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

門 （請參見第 180 頁上的 「獲取幫助」，獲取聯絡資訊）。 

圖標狀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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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9： 檢視材料詳情

警告 / 錯
誤資訊在

此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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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加載控件

材料加載控制按鈕用於將材料加載及卸載到列印頭內的液化器，以及取消正在進行的材料加載或卸載。材料加載
控制按鈕顯示在材料詳情頁面右下部分；但該等按鈕的可視性取决於材料的加載狀態。下表中解釋了按鈕狀態。 

圖 4-30： 材料加載控制按鈕

材料絲已加載到對應列印頭的所有材料捲軸都將顯示卸載按鈕。按此按鈕將指示印表機開始處理卸載材料 （請
參見第 108 頁上的 「卸載材料」以瞭解詳細資訊）。

材料絲已接觸到材料驅動器內的材料絲存在開關但尚未加載到列印頭的所有捲軸都將顯示加載按鈕，前提是來自
另一捲軸的材料尚未加載到對應列印頭中。按此按鈕將指示印表機開始處理加載材料 （請參見第 105 頁上的

「加載材料」以瞭解詳細資訊）。若對應列印頭已加載材料，則加載按鈕將顯示處於禁用狀態。 

只有在捲軸的對應卸載或加載按鈕被按下之後，才會顯示取消按鈕。按此按鈕將指示印表機取消正在加載或卸載
材料 （請參見第 73 頁上的 「材料加載 / 卸載的取消」以瞭解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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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材料加載控制按鈕 - 加載按鈕狀態

表 4-9： 材料加載控制按鈕 - 卸載按鈕狀態

表 4-10： 材料加載控制按鈕 - 取消按鈕狀態

材料絲路徑狀態

根據加載相關材料捲軸的材料絲的狀態，材料狀態圖標與相應的列印頭狀態圖標之間的路徑將采用多種顏色，並
顯示各種形狀。對於具有兩個材料艙及兩個支撐艙 （F270 及 F370）的印表機，一次只有一個材料可加載到對

應列印頭，或從對應列印頭卸載。對應於材料捲軸為加載 / 卸載的材料艙的路徑將為純灰色或虛線灰色，具體取

决於材料的加載狀態而定。無論模型及支撐艙個數是多少，一次只有一個材料類型可加載 / 卸載 （即模型及支撐

卸載無法同時加載 / 卸載）。材料絲路徑可以顯示為如下狀態 （色彩使用、高亮顯示，及支撐）：

按鈕狀態 說明

一旦材料捲軸的材料絲已接觸材料驅動器中的材料絲存在開
關，但是尚未加載到列印頭時，加載按鈕才可選擇，前提是
另一個捲軸的材料尚未加載到列印頭。 

按下處於此狀態的加載按鈕，將指導印表機將材料加載到對
應列印頭。

加載按鈕被禁用，不可選擇。

按鈕狀態 說明

只有在材料捲軸的材料絲加載到對應列印頭後，卸載按鈕才
可選擇。

按下處於此狀態的卸載按鈕，將指導印表機從對應的列印頭
卸載材料。

卸載按鈕被禁用，不可選擇。

按鈕狀態 說明

只有按下了加載或卸載按鈕後，取消按鈕才可以選擇。 

按取消按鈕將取消正在進行的材料加載 / 卸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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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1： 材料絲路徑狀態

圖標狀態 說明

 空

表示材料捲軸未加載到對應的材料艙中，該材料艙為空。 

將材料捲軸安裝至對應的材料艙內之後，材料絲路徑將刷新且指示需要
將材料絲插入驅動器機構。 

 插入材料絲

表示有效材料捲軸已插入對應的材料艙，但材料絲存在開關仍未檢測到
捲軸的材料絲。 

讓材料絲在驅動器機構內前進足夠遠的距離，使材料絲接觸到材料絲存

在開關之後，材料絲路徑將刷新並顯示其卸載資料。 

已卸載

表示來自對應材料捲軸的材料絲已前進並接觸到了材料絲存在開關，
但來自捲軸的材料未加載到列印頭。

正在加載

表示來自對應材料捲軸的材料絲處於正在加載到列印頭的過程中。 

材料狀態圖標與列印頭狀態圖標之間的路徑將在材料捲軸的材料絲行進

的方向 （朝向列印頭）填充為藍色。

一旦加載過程完成，材料絲路徑將刷新並顯示其已加載狀態。 

已加載

表示來自對應材料捲軸的材料絲已加載到列印頭中，且被選擇以用於成
型。 

正在卸載

表示來自對應材料捲軸的材料絲處於正在從列印頭卸載的過程中。對應
的材料狀態圖標中心處亦將顯示黃色通知徽章。 

材料狀態圖標與列印頭狀態圖標之間的路徑將在材料捲軸的材料絲行進

的方向 （背離列印頭）填充為黃色。

一旦全部卸載，材料絲路徑將仍處於此狀態，直至對應材料捲軸從材料
艙移除。一旦移除了捲軸，材料絲路徑將刷新並顯示其處於空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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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材料加載及卸載時，材料狀態圖標與列印頭狀態圖標之間的路徑將變為彩色，且在材料捲軸的材料絲行進的方
向 （朝向列印頭或背離列印頭）填滿顏色。圖 4-31 描述當捲軸的材料絲正在加載到列印頭時顯示的功能，而

圖 4-32 描述正在從列印頭卸載捲軸的材料絲時顯示的功能。打開正在加載 / 卸載的材料的材料詳情頁面將實現

對加載 / 卸載的更多控制。取消按鈕將在此頁面內顯示，如有必要，您可選擇取消材料加載 / 卸載。 

材料加載進度將顯示同樣功能，無論正在加載的是模型捲軸還是支撐捲軸。一旦捲軸材料加載到了列印頭，材料
狀態圖標與對應的列印頭狀態圖標之間的路徑將變為純藍色，列印頭狀態圖標將變為純藍色，而材料狀態圖標將
顯示藍色邊框。這表示已選擇材料捲軸，並且其已就位，可用於在印表機上執行部件成型。卸載按鈕將在材料詳
情頁面內顯示，表示如有必要可卸載捲軸。對於具有兩個模型材料艙及兩個支撐材料艙的印表機而言 （F270 及 
F370 型號），一次只可以高亮顯示一個材料類型的一條路徑，因為一次只可以將一種材料類型加載到列印頭

（即一次只能高亮顯示型號 1 或型號 2 的路徑，而不能將兩者同時高亮顯示）。

圖 4-31： 材料加載進度 - 正在加載

材料卸載進度將顯示相同功能，無論正在卸載的是模型捲軸還是支撐捲軸。當材料正在從列印頭卸載時，列印頭
狀態圖標與材料狀態圖標之間的路徑將高亮顯示為黃色，而列印頭狀態圖標將變為純灰色，表示材料不再加載到
列印頭。材料狀態圖標中心部分將顯示黃色通知徽章，表示使用者需要執行操作來完成卸載過程。 

打開正在卸載的材料的材料詳情頁面將提供關於卸載過程的更多詳情。一旦捲軸材料絲已完全縮回，則加載按鈕
將在材料詳情頁面內顯示，表示如有必要可重新加載捲軸。

錯誤

紅色顯示及相關通知徽章表示加載相關錯誤。 

打開對應材料詳情頁面將提供關於錯誤狀態的更多資訊。 

圖標狀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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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材料全部卸載，材料絲路徑及材料狀態圖標顏色將仍處於卸載狀態，直至對應材料捲軸從材料艙中內移除。
一旦移除了捲軸，材料絲路徑及材料狀態圖標將刷新並顯示其處於空狀態。 

圖 4-32： 材料加載進度 - 正在卸載

材料加載 / 卸載的取消

取消按鈕將僅針對正在加載 / 卸載過程中的材料而在材料詳情頁面內顯示。此按鈕用於取消正在進行加載或卸載

材料的過程。根據印表機的配置，在選擇取消按鈕之後或會出現一條警告。倘若發生警告，螢幕上將顯示文本，
指出警告成因。 

圖 4-33： 取消按鈕

警告 / 錯誤

資訊在此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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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工具頁面

工具頁面中的選項包括 6 個類別：設置、校準、維護、網路、電源，以及燈。工具頁面的顯示區域含有對應於該

等類別中每一類別的按鈕。除了燈按鈕外，按對應於該等類別中每一類別的按鈕，將打開單獨頁面，該頁面含有
可檢視的印表機資訊，以及可針對特定類別進行配置的印表機設置及偏好設置。在工具頁面內選擇任何按鈕後，
頁面標題將顯示 「返回」按鈕；按此按鈕可返回主工具頁面。

在此頁面內，可以打開 / 關閉各種印表機設置 （包括部件成型位置、待機模式，等等），選擇印表機的位址類型

（動態、靜態或無線上網），調整觸控螢幕顯示器的亮度，以及開啟 / 關閉印表機或烘箱燈。作為初始安裝及設

置的一部分 （由授權的服務代表執行），將在此頁面中配置印表機的網路設置 （如第 13 頁上的 「配置網路」

中所述）。配置該等設置之後，您可能需要偶爾存取此頁面以調整印表機首選項。 

要存取工具頁面，可按下導航菜單中的工具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圖 4-34 的螢幕。 

圖 4-34： 工具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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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頁面菜單

工具頁面的顯示區域含有 6 個按鈕。除了燈按鈕外，按該等按鈕中每一按鈕均將打開單獨頁面，該等頁面含有可

檢視的印表機資訊，以及可進行配置的印表機設置及偏好設置。 

表 4-12： 工具菜單

圖標狀態 說明

 設置

按設置按鈕可打開設置頁面。在此頁面內可配置及調整印表機的數項預
設設置。請參見第 76 頁上的 「設置」以瞭解詳情。 

 校準

按校準按鈕可打開校準頁面。在此頁面可執行多種印表機維護程序。
請參見第 86 頁上的 「校準」以瞭解詳情。 

維護

按維護按鈕可打開維護頁面。在此頁面可執行多種印表機維護程序。
請參見第 88 頁上的 「維護」以瞭解詳情。 

網路

按網路按鈕可打開網路頁面。在此頁面內，可配置印表機的網路連線。
請參見第 92 頁上的 「網路」以瞭解詳情。 

電源

按電源按鈕可打開電源頁面。在此頁面內，可關閉或重啟印表機。請參

見第 98 頁上的 「電源」以瞭解詳情。 

燈

燈按鈕是工具頁內僅有的、按下後不會打開新頁面的選項。但燈按鈕可

開啟或關閉烘箱燈。按鈕左上角內的指示器可顯示烘箱燈的當前狀態

（打開或關閉）。請參見第 101 頁上的「燈」以瞭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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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概述

選擇工具頁面內的任一按鈕後，觸控螢幕將刷新並顯示所選頁面的詳情 （即選擇設置按鈕將打開設置頁面）。根
據所選頁面內可用的配置選項，頁面的顯示區域中可包含比一次性顯示內容更多的選項。在此情况下，沿著頁面
的右側會顯示一個滾動條。要在頁面中上下滾動，只需觸摸螢幕上顯示的滾動條，並向想要滾動的方向拉動該滾
動條即可。 

每個頁面頂部均顯示標題，表示該頁面的名稱。每個頁面都包含可以配置的各種設置及偏好設置。項目在此頁面
的顯示區域內按行分隔。待配置的設置 / 偏好設置的名稱以粗體顯示在行左側。對於一些項目，行內會直接在其

設置 / 偏好設置名稱下方顯示當前配置資訊 （以供參考）。 

該行右側中顯示的圖形將根據可用於該行的配置選項而改變。包含向右箭頭圖形的行將打開一個新的頁面，可用
於配置該行的設置 / 偏好設置。不包含向右箭頭圖形的行則不具有任何可配置選項。在對行的設置 / 偏好設置進

行必要的調整之後，按頁面左上角的返回按鈕退出該頁面。 

圖 4-35： 設置頁面內容列表

設置

在設置頁面內，可以打開 / 關閉各種印表機設置 （包括部件放置、等待模式，等等），配置印表機 / 使用者介面

的配置語言及單位，並調整觸控螢幕顯示器的亮度。 

要存取設置頁面，按下工具頁面內的設置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以下螢幕的螢幕。使用滾動條 （沿頁面右
側），上下滾動檢視可用選項列表。 

向右箭頭圖形

滾動條

返回按鈕 頁面標題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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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 設置頁面

等待部件

將作業檔案傳送到印表機後，通常需要在使用者介面中導航，才能從隊列中選擇作業並啟動成型。但等待部件設
置，則可在將作業檔案傳送到印表機後，印表機一旦接收到將立即開始成型。 

圖 4-37： 等待部件

按該行內任意一處，將打開等待部件頁面。打開此頁面後，印表機將自動進入等待接收作業檔案以立即成型的狀
態。印表機進入此狀態後，必須透過 GrabCAD Print 將已處理的作業檔案傳送到印表機。一旦印表機接收到了

作業檔案，該作業將自動開始成型。因此，請確保印表機已妥善準備就緒，可以開始成型 （請參見第 113 頁上

的 「成型前」及第 114 頁上的 「準備印表機」瞭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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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 等待部件

保留上一作業

為保護隱私，可以選擇是否在作業隊列中儲存印表機的上一作業。若擔心印表機的其他使用者看到您所成型的部
件，使用此設置可阻止其他使用者存取印表機的上一作業。將此設置設為開啟時，印表機會儲存其上一作業檔
案，從而可在作業隊列中重新選擇該作業檔案。此設置設為關閉時，就會在成型完成後從作業隊列删除印表機的
上一作業檔案。作業檔案將需要重新傳送到印表機，才能再次重新成型。 

圖 4-39： 保留上一作業

要配置此設置，請按該行內任意一處；此時會顯示保留上一作業頁面。根據需要使用該頁面內的單選按鈕開啟或
關閉設置；預設選擇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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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 配置保留上一作業

部件成型位置

啟用部件成型位置的設置允許使用者選擇作業在托盤上的位置。預設情况下，在托盤中心執行單個部件作業成
型，同時根據其在 GrabCAD Print 內選擇的成型位置執行打包成型。因此，當此設置設為關閉時，將在托盤中

央自動執行單個部件作業成型，同時根據其在 GrabCAD Print 內選擇的成型位置執行打包成型。要配置此設置，

請按該行內任意一處；此時會顯示部件成型位置頁面。根據需要，使用該頁面內的單選按鈕開啟或關閉設置。 

圖 4-41： 部件成型位置

此設置設為開啟時，您將能夠在開始部件成型之前選擇作業在托盤上的位置 （請參見第 114 頁上的 「選取要執

行成型的作業」）。在開始成型時，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要求您選擇部件的成型位置 （請參見圖 4-42）。該對

話方塊將包含一個表示印表機 Z 平台的圖形以及一個藍色邊界框圖形 （圍繞部件的虛構框）。 

可以透過在觸控螢幕上拖放邊界框來選擇部件的成型位置；邊界框不能置於 Z 平台限定區域之外。按列印按鈕

將確認您選擇的成型位置並開始執行成型。此時亦會顯示 「凖删除框」圖形；「凖删除框」代表之前部件成型的
位置。按一下清空歷史按鈕將清除顯示，移除所有 「凖删除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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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2： 部件成型位置對話方塊

首層材料

首層材料行顯示將用於第一成型層的材料類型，即模型或支撐。

圖 4-43： 首層材料

要配置此設置，請按該行內任意一處；此時會顯示首層材料頁面。使用該頁面內的單選按鈕在模型與支撐材料間
進行選擇；預設選擇支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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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 配置首層材料

單位

單位行顯示印表機配置的單位類型，即英制 （英吋）或公制。 

圖 4-45： 單位

要配置此設置，請按該行內任意一處；此時會顯示單位頁面。使用該頁面內的單選按鈕在英制與公制單位間進行
選擇；預設選擇英制單位。

圖 4-46： 配置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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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機模式

透過待機模式設置，能夠在成型完成後使印表機進入節能狀態。當選擇節能保護單選按鈕後 （即開啟待機模
式），印表機烘箱將在成型完成 2 小時後自動關閉，由此節能。當選擇快速啟動單選按鈕後 （即關閉待機模

式），印表機烘箱將在成型完成後持續開啟達 60 小時，且烘箱溫度將保持在材料成型溫度。

圖 4-47： 待機模式

要配置此設置，請按該行內任意一處；此時會顯示待機模式頁面。根據需要，使用該頁面內的單選按鈕在節能保
護與快速啟動選項中進行選擇。預設選擇快速啟動單選按鈕 （即預設將待機模式設定為關閉）。 

圖 4-48： 配置待機模式

語言

語言行顯示使用者介面的配置語言。語言選項包括英語 （預設）、西班牙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俄語、中
文 （繁體或簡體）及日語。 

圖 4-49： 語言

要配置此設置，請按該行內任意一處；此時會顯示語言頁面。使用滾動條 （沿頁面右側），檢視可用語言列表。
選擇與您所需語言對應的單選按鈕。

此外，印表機首次開機時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要求您選擇目標語言。一旦初次開機後設置了所需的語言，則此
選擇將保留，且只能透過導航到語言頁面並調整語言選項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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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0： 配置語言

螢幕亮度

調整亮度設置可用於調整觸控螢幕顯示器的亮度。此設置顯示為百分數形式，100% 表示可用的 大亮度。 

圖 4-51： 螢幕亮度

若需配置此設置，請按該行內任意一處；此時會顯示螢幕亮度頁面。在此頁面內，可使用滑塊圖形按需來調整亮
度。向右滑動將增加亮度，而向左滑動將减弱亮度。請注意，螢幕亮度無法設置到 0% （全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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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 配置螢幕亮度

UPnP

UPnP 允許印表機在整個網路中廣播其唯一設備名稱 (UDN) 位址。當此設置設為開啟時，印表機會在整個網路中

廣播其唯一設備名稱 (UDN) 位址，這就使 GrabCAD Print 可以自動檢測印表機的 IP 位址進行通訊。當此設置設

為關閉時，印表機不會在整個網路中廣播其 IP 位址，並且 GrabCAD Print 需要手動配置才可以與印表機通訊。

圖 4-53： UPnP

要配置此設置，請按該行內任意一處；此時會顯示 UPnP 頁面。根據需要使用該頁面內的單選按鈕開啟或關閉

設置；預設選擇開啟。 

圖 4-54： 配置 UP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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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上網

可透過無線上網設置控制印表機的無線上網功能。請注意，此設置的功能取决於是否使用了購買用於印表機的無
線上網接收裝置。當此設置設為開啟時，可配置印表機掃描並連線到可用的無線上網網路。然後，便能夠透過此
網路將部件檔案傳送到印表機。當設置為關閉時，無線上網功能將被禁用，您將需要透過設備的乙太網路連線或
透過使用 USB 隨身碟將部件檔案傳送到印表機 （請參見第 13 頁上的 「配置網路」瞭解詳情）。 

圖 4-55： 無線上網

若需配置此設置，請按該行內任意一處；此時會顯示無線上網頁面。根據需要使用該頁面內的單選按鈕開啟或關
閉設置；預設選擇開啟。 

圖 4-56： 配置無線上網

相機

可透過相機設置控制印表機的相機。此設置設為開啟時，印表機的相機將在部件成型時自動提供遠程監控功能。
此設置設為關閉時，相機將關閉，且遠程監控功能將禁用。 

圖 4-57： 相機

要配置此設置，請按該行內任意一處；此時會顯示相機頁面。根據需要使用該頁面內的單選按鈕開啟或關閉設
置；預設選擇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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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8： 配置相機

校準

校準頁面用於在印表機上執行各種校準程序，包括：

• 噴嘴校正

• 觸控螢幕校準

要存取校準頁面，按下工具頁面內的校準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以下螢幕的螢幕。

圖 4-59： 校準頁面

附註：  本節提供校準頁面及其功能的概述，但不會深入討論關於校準程序的詳細
資訊。請參見第 129 頁上的「6 校準及調整」以瞭解詳細的校準程序資訊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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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嘴校正

印表機的校準狀態將在噴嘴校正行內顯示。根據印表機的校準狀態，將顯示校準或未校準。 

按噴嘴校正行內任意一處將打開一個頁面，您可在此頁面的多個噴嘴校正選項中進行選擇。

圖 4-60： 噴嘴校正

噴嘴校正頁面中包含執行自動噴嘴校正的選項，以及執行手動噴嘴校正的選項。按下任一選項的開始按鈕，您便
能執行特定的校準程序。每個校準程序均以嚮導形式展開，它將引導您完成校準程序的執行過程。請參見第 131 
頁上的 「自動噴嘴校正」及第 133 頁上的 「手動噴嘴校正」以瞭解詳細資訊。 

圖 4-61： 噴嘴校正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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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螢幕校準

按觸控螢幕校準行內任意一處將打開一個對話方塊，可透過其重新校準觸控螢幕顯示器。請參見第 139 頁上的

「觸控螢幕校準」以瞭解詳細說明。 

圖 4-62： 觸控螢幕校準

維護

在此頁面中，可以在印表機上執行多種維護程序，並檢視診斷 / 印表機狀態資訊。請注意，高級維護任務只可以

由授權的服務代表執行。

要存取維護頁面，按下工具頁面內的維護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以下螢幕的螢幕。 

圖 4-63： 維護頁面

附註：  本節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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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的詳細資訊。請參見第 144 頁上的 「7 維護」以瞭解詳細的維護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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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架 / 平台

X、Y 及 Z 軸的位置資訊顯示在台架 / 平台行內。按台架 / 平台行內的任意一處將打開台架 / 平台頁面。

圖 4-64： X、Y、Z 位置

可透過台架：這部分的單向箭頭按鈕在 X 及 Y 軸上移動列印頭。按向前箭頭按鈕可將列印頭組件移向台架前側。

可透過平台：這部分的雙向箭頭按鈕上下移動 Z 平台。 

• 向上：按向上箭頭按鈕可將 Z 軸平台移向 Z 位置中間。

• 向下：按向下箭頭按鈕可將 Z 軸平台移向 Z 位置下方。

頁面的位置這部分顯示的資訊將透過更新來反映使用定向箭頭按鈕改變的 X、Y，以及 Z 定位。 

圖 4-65： 台架 / 平台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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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體

箱體行顯示相較於烘箱室設定點溫度的烘箱室當前溫度。

圖 4-66： 箱體溫度

更新軟體

軟體版本行顯示當前安裝在印表機上的 Controller Software 版本。 

圖 4-67： 更新軟體

按更新軟體行內的任意一處，將打開一個頁面，您可在此頁面中升級印表機的 Controller Software 版本 （請參

見第 144 頁上的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瞭解詳情）。

圖 4-68：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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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計量表

系統計量表行顯示印表機電源開啟的小時數以及印表機進行成型的小時數。

圖 4-69： 系統計量表

序列號

序列號行顯示印表機的唯一序列號。亦可以在印表機外表面的標簽上找到該數字（請參見第 12 頁上的圖 2-6 以

瞭解序列號標記標簽放置位置）。

圖 4-70： 序列號

開源許可證

按開源許可證行內任意一處將打開一個頁面，此頁面顯示印表機上所運行的開源軟體的所屬合法資訊。顯示的檔
案為唯讀。 

圖 4-71： 開源許可證

系統類型

系統類型行顯示印表機的型號類型資訊 （F170、F270，或 F370）。 

圖 4-72： 系統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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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

在網路頁面內，可以配置印表機的網路連線，選項包括靜態、動態 （預設），或無線上網。所選網路類型將决定
網路頁面內顯示的行及可配置設置。

要存取網路頁面，按下工具頁面內的網路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以下的螢幕。

圖 4-73： 網路頁面

在連線類型行中按任意一處，便可在有線 （靜態或動態）或無線 （無線上網）網路中進行選擇；預設為選擇有
線。使用靜態或動態單選按鈕，來選擇網路類型。選擇連線類型後，按返回按鈕退出並返回網路頁面；所選連線
類型將在連線類型行內顯示 （請參見圖 4-75 及圖 4-76 作為參考）。 

圖 4-74： 選擇連線類型

附註：  作為初始安裝及設置的一部分，印表機已根據網路進行配置（請參見第 13
頁上的「配置網路」）。此部分中的資訊用於幫助理解設置頁面內網路部分的功能。 

附註：  若已安裝了無線上網接收裝置，且無線上網設置已啟用，則將僅顯示無線
連線類型選項 （請參見第 85 頁上的 「無線上網」以瞭解詳情）。若接收裝置尚

未安裝，或若接收裝置已安裝但印表機的無線上網設置關閉，則此行將隱藏不可
見，無法選擇配置無線上網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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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所選連線類型 （有線或無線），網路頁面內顯示的第二行可能不同。 

• 若選擇有線連線類型，則此時將顯示網路模式行。

• 若選擇無線連線類型，則此時將顯示可用網路行。 

請參見以下部分內的詳細資訊，瞭解關於可用連線類型的具體資訊。 

圖 4-75： 網路頁面 - 網路模式行

圖 4-76： 網路頁面 - 可用網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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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選擇有線連線類型，則此時將顯示網路模式行 （請參見第 93 頁上的圖 4-75 作為參考）。按此行中按任意一

處，便可在靜態或動態網路模式中進行選擇；預設選擇動態。使用靜態或動態單選按鈕，來選擇網路模式。選擇
網路模式後，按返回按鈕退出並返回網路頁面；所選網路模式將在連線類型行內顯示。 

圖 4-77： 選擇有線網路模式

若選擇無線連線類型，則此時將顯示可用網路行 （請參見第 93 頁上的圖 4-76 作為參考）。按此行內任意一處

將打開一個頁面，可透過此頁面掃描並連線到可用的無線上網網路。選擇可用網路後，輸入連線到網路所需的密
碼及 / 或使用者名稱 （若可用），並保存網路配置，按返回按鈕退出並返回網路頁面；所選無線網路的名稱將顯

示在可用網路行中。 

圖 4-78： 選擇無線網路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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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網路配置

當啟用動態 (DHCP) 有線網路選項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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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址字段內，並且對應的子網掩碼、網關位址，及 MAC 位址資

訊亦會顯示。

完成後，按返回按鈕退出並返回工具頁面。 

圖 4-79： 動態網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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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網路配置

啟用了靜態有線網路時，必須手動配置印表機的 IP 位址、子網掩碼，以及網關位址字段 （由系統管理員提

供）。使用鍵盤來配置此資訊；只需觸摸螢幕上的字段進行選擇，然後使用顯示的鍵盤輸入網路資訊即可。在鍵
盤位置以外觸摸螢幕上的任意一處，可退出並關閉鍵盤。按套用按鈕，可保存已配置的網路資訊。一旦按了套用
按鈕，且保存了網路資訊，網路資訊將不會更改。

完成後，按返回按鈕退出並返回工具頁面。

圖 4-80： 靜態網路配置

附註：  若您不知道 IP 位址、子網掩碼或網關位址，請聯繫您的系統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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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上網網路配置

啟用無線網路選項時，可掃描並透過本地無線上網網路連線到印表機（請參見第 94 頁上的圖 4-78）。根據網路

安全要求，可能需要輸入密碼及 / 或使用者名稱才能連線到網路。使用鍵盤來配置此資訊；只需觸摸螢幕上的字

段進行選擇，然後使用鍵盤輸入網路安全資訊即可。在鍵盤位置以外觸摸螢幕上的任意一處，可退出並關閉鍵
盤。按連線按鈕，可保存已配置的網路資訊。一旦按下了連線按鈕，且保存了網路資訊，網路資訊將不會更改。

按返回按鈕退出頁面，並返回網路頁面；所選無線網路的名稱將顯示在可用網路行中。

圖 4-81： 無線上網網路頁面

按返回按鈕，退出該頁面並返回工具頁面。網路按鈕將刷新，且將出現一個藍色指示器，指示印表機已配置為使
用無線上網網路。

圖 4-82： 輸入網路設置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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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

在電源頁面內，可重啟印表機或關機。建議使用該頁面內的關機選項來關閉印表機電源，而不只是按下位於印表
機正面的打開 / 關閉電源按鈕。 

如需存取電源頁面，按下工具頁面內的電源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以下螢幕的螢幕。

圖 4-83： 電源頁面

重啟

按重啟行內任意一處將打開一個對話方塊，允許您手動重啟印表機。 

圖 4-84： 重啟 

按此對話方塊內的接受按鈕會導致印表機自動重啟。選擇此對話方塊中的關閉按鈕會關閉對話方塊。 



99

圖 4-85： 重啟確認對話方塊

關機

按關機行內任意一處將打開一個對話方塊，允許您關閉印表機電源。 

圖 4-86： 關機 

按此對話方塊內的接受按鈕會使印表機關閉電源。選擇此對話方塊中的關閉按鈕會關閉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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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7： 關機確認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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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

燈按鈕是工具頁內僅有的、按下後不會打開新頁面的選項。但燈按鈕可開啟或關閉烘箱燈。按鈕左上角內的指示
器可顯示烘箱燈的當前狀態 （打開或關閉）。燈按鈕可以顯示為如下狀態：

表 4-13： 燈按鈕 - 按鈕狀態 

按鈕狀態 說明

烘箱燈開啟。

選擇處於此狀態的燈按鈕將關閉烘箱燈。 

烘箱燈關閉。

選擇處於此狀態的燈按鈕將打開烘箱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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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操作印表機

本章節描述操作 F123 系列的基本步驟。

基本使用者作業

開啟印表機電源

欲開啟印表機的電源：

1. 請將所提供的電力插座插頭端直接接入接地電源插座。

2. 請將插座插孔端直接接入印表機背面的插槽內 （請參閱圖 2-7 瞭解位置）。 

3. 按下印表機正面的電源按鈕。 

圖 5-1： 電源按鈕位置

4. 印表機將開始啟動。觸控螢幕將打開，並開始初始化。 

5. 印表機首次開機時，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要求您選擇目標語言。透過觸摸螢幕上的行來選擇與
您所需語言對應的單選按鈕，然後確認選擇。 

電源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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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初始化啟動螢幕

6. 初始化及啟動過程完成之後，觸控螢幕將刷新並顯示成型頁面，且印表機將自動執行 XY 台架歸

位校準 （請參第 141 頁上的 「XY 台架歸位校準」瞭解詳情）。 

圖 5-3： 成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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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印表機電源

欲關閉印表機電源：

1. 確保印表機已停止 （空閑）且未執行部件成型。

2. 按下印表機正面的電源按鈕 （請參見圖 5-1，瞭解按鈕位置）。

3. 此時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請您確認關閉電源；按接受以關閉電源。 

圖 5-4： 確認關閉電源

4. 數分鐘後，印表機將關機。 

請注意，該操作僅是關閉該電子裝置。若要完全斷開印表機的電源，必須拔下位於印表機後部的插座 （請參閱
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瞭解詳情）。

附註： 若不使用時間較長、超過 72 小時，請卸載材料，將材料存放在氣密袋中，

然後關閉系統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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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載材料 
本節內的資訊將指導您完成將材料加載到模型及支撐列印頭的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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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捲軸的準備一節描述了準備材料捲軸以插入材料艙時的必需步驟，並突出强調了材料捲軸的元件。一旦材料
捲軸準備就緒可以使用，材料捲軸安裝一節內的步驟將引導您完成安裝材料捲軸及向列印頭加載材料的整個過
程。 

F270 及 F370 利用四個材料艙，兩個是模型，兩個是支撐，而 F170 使用兩個材料艙，一個是模型且另一個是支

撐。為執行成型，必須至少安裝一個模型及一個支撐捲軸。若知道作業需要比單個捲軸中可用材料更多的材料
量，則可以在對應的空材料艙中安裝第二個模型及 / 或支撐捲軸，以便利用自動更換功能 （若可用）（請參見

第 110 頁上的「材料自動更換」以瞭解詳情）。然而，建議妥善存放不使用的捲軸（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處

理 / 儲存材料」），以避免其暴露在潮濕環境中。

材料捲軸的準備

準備未開啟的新材料捲軸的過程與準備以前使用過的材料捲軸的過程稍有不同。準備 （未開啟的）新材料捲軸
時，需要先從其 Stratasys 包裝中移除捲軸。準備先前已開啟的材料捲軸時，需要從其 Stratasys 存放袋中移除

捲軸。一旦移除，則將捲軸的材料絲尾端拉出材料絲尾部捕捉位置。檢查材料絲尾部，確保材料絲未彎折。若彎
折，則將材料絲尾部切割平齊 （使用歡迎包中提供的 5 英吋刀具）。有關材料捲軸的詳情，請參閱圖 5-5。

圖 5-5： 材料捲軸詳情

材料捲軸已就緒，可安裝至材料艙內。遵循第 106 頁上的 「材料捲軸安裝」內的步驟，安裝材料捲軸，並向列

印頭加載材料。 

附註： 只有在印表機已停止 （空閑）且未在執行部件成型時才可以加載材料。

記憶體晶片

材料絲尾部捕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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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捲軸安裝

一旦已妥善備好材料捲軸，便可開始材料加載過程。將材料絲預加載到驅動器輪會將捲軸的材料絲放置到位，以
便加載到列印頭內的液化器噴嘴中。一旦材料絲存在開關偵測到材料絲，則材料絲可被全部加載到液化器噴嘴。 

若要安裝及加載材料捲軸：

1. 確保印表機已停止 （空閑）且未執行部件成型。

2. 從導航菜單中選擇材料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圖 5-6 的螢幕。其中顯示的資訊表示印表機的當

前配置。

3. 觀察每個材料狀態圖標顯示的狀態資訊。具有灰色虛線邊框的材料狀態圖標表示材料對應的材料
艙內不存在材料捲軸。全灰顯的噴頭狀態圖標表示材料未加載到列印頭內。 

圖 5-6： 當前配置 - 加載材料

4. 打開材料艙抽屜。 

5. 將想要加載的材料捲軸插入材料艙內的適當槽中。 

• 拉起閂 （此閂用來固定與想要加載的材料艙對應的蓋），便可將蓋解鎖。 

• 打開蓋可暴露材料捲軸將要插入的槽。 

• 將材料捲軸放入槽中，確保材料絲尾部面對材料艙背壁。 

• 一旦插入捲軸，材料狀態圖標便將刷新並顯示純黃色邊框，圖標上方直接顯示通知徽章。

6. 觸摸螢幕上的材料狀態圖標，打開對應於想要加載材料的材料艙的材料詳情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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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緩慢轉動材料捲軸，並透過材料絲開口將材料絲送入驅動器機構內。轉動選擇，並送入材料絲，
直到加載按鈕刷新並顯示處於可選擇狀態。

• 材料絲需要前進大約 50.8 公厘 （2 英吋）以到達材料絲存在開關。

• 送入材料絲時，確保材料絲不掉落在材料捲軸邊緣，避免交叉捲繞及 / 或加載錯誤。 

• 材料狀態圖標將刷新並顯示為純灰色的未加載狀態 （請參見表 4-7）。

圖 5-7： 插入材料捲軸

8. 一旦材料絲存在開關偵測到材料絲，按材料詳情頁面內的加載按鈕。

圖 5-8： 加載按鈕

9. 按材料詳情頁面內的返回按鈕，退出並返回材料頁面。

10. 材料開始加載到列印頭內的液化器噴嘴。材料狀態圖標與對應的列印頭狀態圖標之間顯示的路徑
高亮顯示，以表示加載進度 （請參見第 72 頁上的圖 4-31）。

• 材料驅動器控制器開始將材料絲推入液化器噴嘴。

• 當材料絲到達列印頭時，其會進入液化器噴嘴，並且開始加熱到材料操作溫度 （自動 - 根據材料捲軸
的記憶體晶片資料）。此步驟亦會將烘箱溫度設置為所加載材料的正確值。

附註： 一次只可以加載一種材料。 

材料絲開口

材料捲軸



108

• 一旦噴嘴達到設定點溫度三度以內，列印頭將移動到清理區域，並且噴嘴會排出少量材料。

11. 一旦材料加載後，材料狀態圖標與對應的列印頭狀態圖標之間的材料絲路徑將變為純藍色，列印
頭狀態圖標將從灰色變為藍色，材料狀態圖標將顯示純藍色邊框。 

12. 一旦材料加載完成，關閉對應於加載材料艙的蓋子，然後關閉材料艙抽屜。

現在可選擇作業進行成型了，請參見第 113 頁上的 「基本作業成型任務」以瞭解關於選擇及啟動作業的資訊。 

卸載材料 

執行以下步驟，以卸載材料： 

1. 確保印表機已停止 （空閑）且未執行部件成型。

2. 從導航菜單中選擇材料按鈕；此時會顯示類似於圖 5-9 的螢幕。其中顯示的資訊表示印表機的當

前配置。

3. 觀察每個材料狀態圖標顯示的狀態資訊。若已加載材料，則材料狀態圖標與相應的列印頭狀態圖
標之間的路徑將為純藍色，列印頭狀態圖標將為藍色，且材料狀態圖標將顯示純藍色邊框。 

圖 5-9： 當前配置 - 卸載材料

4. 觸摸螢幕上的材料狀態圖標，打開對應於想要卸載的材料艙的材料詳情頁面。

5. 按下材料詳情頁面內的卸載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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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0： 卸載按鈕

6. 材料開始從列印頭卸載。卸載過程將需要幾分鐘時間；請耐心等待。

• 材料狀態圖標與對應的列印頭狀態圖標之間顯示的路徑高亮顯示，以表示卸載進度 （請參見第 72 頁
上的圖 4-31）。

• 列印頭狀態圖標將刷新並變為純灰色，表示材料不再加載到列印頭內。 

• 材料狀態圖標將刷新並顯示純黃色邊框，圖標中心上直接顯示通知徽章。圖標將保持此狀態，直至重
新加載材料捲軸或完全移除材料捲軸。 

此時，可以選擇重新加載剛才卸載的材料選擇 （請參見第 105 頁上的 「加載材料」以瞭解詳細說明），或從材

料艙中移除該材料選擇 （請參見第 109 頁上的 「移除材料捲軸」以瞭解詳細說明）。

移除材料捲軸

與移除部分使用的材料捲軸相比，移除空材料捲軸的過程稍有不同。

移除空材料捲軸

1. 確保材料艙抽屜是打開的。

2. 拉起閂 （此閂用來固定與含有空捲軸的材料艙對應的蓋子）；打開蓋子，露出空材料捲軸。 

3. 將材料捲軸從材料艙的槽中舉起並取出。一旦從材料艙移除了材料捲軸，則材料狀態圖標便將刷
新並顯示灰色虛線邊框，表示對應材料艙已空。 

4. 會有一片長度約為 50.8 公厘 （2 英吋）的材料絲伸出材料絲退出孔。 

5. 丟弃空捲軸，因為其不再可用。 

移除已部分使用的材料捲軸

1. 從列印頭中卸載材料絲 （請參見第 108 頁上的 「卸載材料」）。 

2. 一旦卸載，材料的材料狀態圖標將顯示純黃色邊框，圖標中心上會顯示通知徽章。 

3. 確保材料艙抽屜是打開的。

4. 拉起閂（此閂用來固定與含有想要移除的材料捲軸的材料艙對應的蓋子）；打開蓋子，露出材料捲軸。 

5. 緩慢翻轉材料捲軸，從驅動器機構中移除材料絲。材料絲將重新捲繞至捲軸上。翻轉捲軸，直到
材料絲尾部離開材料絲開口。

附註： 一次只可以卸載一種材料。 

附註： 空捲軸中可能具有少量無法使用的殘餘材料。殘留材料保證了製造公差，
確保自動更換可以正常工作。

附註： 翻轉捲軸時，確保材料絲牢固地重新捲繞在捲軸上。若材料絲掉落在捲軸
側面，則可能發生交叉捲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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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將材料捲軸從材料艙的槽中舉起並取出。一旦從材料艙移除了材料捲軸，則材料狀態圖標便將刷
新並顯示灰色虛線邊框，表示對應材料艙已空。 

7. 使用 5 英吋刀具 （包括在歡迎包中）裁剪材料絲，以使材料絲尾部齊平。

8. 將材料絲尾部塞入沿材料捲軸邊緣的捕獲位置之一內 （請參見第 105 頁上的圖 5-5，瞭解捕獲位置）。 

9. 將材料捲軸放入存放袋 （歡迎包中提供），確保存放袋嚴密密封。（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處理 /
儲存材料」以瞭解存放規範）。 

10. 根據需要安裝另一個材料捲軸，請參見第 106 頁上的 「材料捲軸安裝」以瞭解相關說明。

材料自動更換

自動更換可實現長期無人干預的部件成型。若知道成型需要比單個材料捲軸中可用材料更多的材料量，則可以從
第二捲軸中預先加載材料，以利用自動更換功能。自動更換功能僅可用於 F270 及 F370 型號。 

當活動的材料捲軸變空時：

1. 印表機會暫停，驅動器電機自動取回印表機中的殘留材料。

2. 將更換用材料捲軸中的材料加載到列印頭。作業自動恢復。 

3. 在執行更換時，使用者介面將更新並指示該過程正在發生。無需使用者干預。

4. 若在自動更換期間按暫停按鈕，印表機將在更換完成後保持暫停。

• 按暫停按鈕之後，使用者介面將更新以指示產生暫停狀况的原因。

• 按螢幕上的接受對話方塊以返回成型頁面。

• 在成型頁面內，按開始按鈕恢復成型。 

5. 若在自動更換過程中發生錯誤，則印表機將保持暫停。

• 透過按導航菜單內的材料按鈕，導航到材料頁面。 

• 觀察每個材料的加載狀態。對應於正在發生加載錯誤的材料捲軸的材料狀態圖標將顯示紅色邊框。
材料絲路徑內的通知徽章圖標亦將顯示；按螢幕上的此圖標可打開對應材料的材料詳情頁面。

• 材料詳情頁面內將顯示文本，指出加載錯誤的原因。在螢幕上觸摸此文本，可顯示一個對話方塊，對
話方塊中具有關於該錯誤的更多資訊。第 184 頁上的 「加載 / 卸載錯誤」提供了您可能遇到的各種
加載錯誤的詳細描述，以及糾正錯誤狀况的相關說明。 

• 解決錯誤後，就會返回到成型頁面。

• 按開始按鈕以恢復成型，或者按中止按鈕取消成型。

附註： 在進行自動更換之前，必須從自動更換材料捲軸預先加載材料 （即捲軸的
材料狀態圖標必須處於卸載狀態，並呈現純灰色邊框）。若未預先加載材料，則自
動更換將不會執行，且印表機將暫停。

附註： 若待加載的材料與其正在替換的材料不同，則會發生材料不匹配加載錯誤
（請參見第 181 頁上的「警告及錯誤」以瞭解詳細資料）。自動更換將不會執行，

並且印表機將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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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 / 儲存材料

若根據建議的步驟進行處理及儲存，Stratasys FDM 熱塑性材料就將在較長時間內維持適當的產品性能。類似於

其他熱塑料，材料絲在暴露於潮濕環境時會吸收濕氣。Stratasys 材料選擇的設計旨在當未打開及已打開時都盡

可能减少暴露在潮濕環境中的時間。捲軸的材料絲吸收濕氣之後，成品部件的表面品質、接縫品質及整體部件美
觀度就會受到影響。應格外小心，確保材料絲保持乾燥。

可提供兩種模型材料捲軸尺寸。標準的模型材料捲軸可容納 984 立方厘米 （60 立方英吋）的材料絲，而大型捲

軸可容納 1475 立方厘米 （90 立方英吋）。可提供一種支撐材料捲軸尺寸。支撐材料捲軸可容納 984 立方厘米

（60 立方英吋）的材料絲。 

材料捲軸還包含乾燥劑材料；乾燥劑旨在維持未打開捲軸的適當濕度水平。一旦乾燥劑暴露在環境空氣中，其將
飽和，並且無法控制濕度。在打開捲軸後對其進行適當處理是盡可能延長捲軸使用壽命的關鍵所在。塑料袋可提
供氣密密封，保持濕氣不會進入存儲的材料捲軸。

若從印表機中移除材料捲軸，而該捲軸上殘留有材料，則應將其存放在歡迎包中提供的一個氣密袋中。在將材料
捲軸放入袋子之前，確保捲軸的材料絲牢固地卡在捲軸邊緣上的一個材料絲尾部捕獲位置內。 

列印頭更換

當印表機達到 1500 個成型小時數 （計量表極限）時，使用者介面上將顯示警告，且印表機的噴頭狀態圖標將在

材料頁面上以紅色高亮顯示。超過計量表限制的列印頭亦可繼續使用，但强烈建議更換列印頭，因為部件品質將
無法預測。

更換標準列印頭

本節內的資訊旨在指導您完成更換標準列印頭的整個過程。雖然以下說明描述了模型列印頭的更換，但是同一程
序亦適用於模型及支撐列印頭。更換 PLA 列印頭的過程略不同於更換標準列印頭的過程；第 113 頁上的「更換 
PLA 列印頭」中强調了兩種更換程序之間的不同。 

1. 從要更換的列印頭卸載材料 （請參見第 108 頁上的 「卸載材料」瞭解相關說明）。

2. 開啟印表機電源，打開頂蓋 （請參見第 19 頁上的圖 3-1）。 

3. 壓下分離片並鬆開將要更換的列印頭的列印頭功能區纜線 （模型列印頭在左側，支撐電源頭在右側）。 

4. 從要更換的列印頭斷開材料管。 

5. 使要更換的列印頭的列印頭分離杆解鎖。

注意： 材料存儲的溫度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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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捲軸留在密封容器外的時間不應超過 1 分鐘。例如箔襯袋或材料艙便

是可接受的容器。

附註： 在印表機電源打開時更換列印頭，將確保在更換過程完成後執行自動噴嘴
校正。

當頂蓋打開時，列印頭及所有電機的電源將自動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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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列印頭連線

6. 將列印頭組件從其在台架內的位置拉出，將其從印表機中移除。 

圖 5-12： 移除列印頭

7. 將新的列印頭組件插入印表機內的空位。

8. 用列印頭分離杆將列印頭鎖定到位。將分離杆壓到牢固閉合，確保列印頭妥善放置到位。 

9. 將材料管連線到新的列印頭組件。 

列印頭分
離杆

材料管

列印頭功能區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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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將列印頭功能區纜線連線器插入新的列印頭組件，確保其完全固定在列印頭中，且連線器固位閂
接合。 

11. 關閉頂蓋。 

12. 列印頭更換之後，將自動執行自動噴嘴校正，然後才開始下一次成型，請參見第 131 頁上的「自

動噴嘴校正」瞭解詳情。請注意，必須先打開印表機電源，才能進行校準。

更換 PLA 列印頭

更換 PLA 列印頭的過程略不同於更換標準列印頭的過程。PLA 列印頭必須安裝在台架內的模型列印頭位置。冷

卻組件與 PLA 模型列印頭結合使用，且必須安裝至支撐列印頭位置。PLA 列印頭會擠壓模型材料及支撐結構。 

要更換 PLA 列印頭或相關的冷卻組件，請執行上述步驟 1-11。在 PLA 列印頭更換期間，不執行自動噴嘴校正。

執行步驟 3 及 7 時，請記住，PLA 列印頭必須安裝在模型列印頭位置 （左側），且冷卻組件必須安裝在支撐列

印頭位置 （右側）。 

基本作業成型任務

成型前

要執行作業成型，必須使用以下兩個方法中之一，首先將作業檔案下載到印表機，然後將各個作業檔案加載到作
業隊列中： 

1. 網路傳輸，透過工作站 PC 的 GrabCAD Print 應用程式進行。此方法是向作業隊列添加作業的首

選方法。請參見第 50 頁上的 「GrabCAD Print 方法」以瞭解詳細說明。

2. USB 方法，透過將 USB 隨身碟插入可用 USB 連接埠之一來進行。請參見第 50 頁上的 「USB 
方法」以瞭解詳細說明。 

透過 GrabCAD Print 選項，可使用工作站 PC 上的 GrabCAD Print 應用程式選擇已處理過的作業，並將該作業

傳送到印表機 （透過設備的乙太網路連線或無線上網連線）。作業以 CMB 格式傳送並直接進入作業隊列中 （存

儲在印表機的硬盤中）。CMB 檔案包含已處理作業的基本資訊；此資訊用於驗證作業與印表機現有配置的兼容

性。關於使用 GrabCAD Print 的資訊，請參見 GrabCAD Print 應用程式內的相關幫助檔案。

透過 USB 選項，可透過將 USB 隨身碟插入可用 USB 連接埠之一 （請參見第 21 頁上的圖 3-3，瞭解連接埠位

置）。若無法透過網路連線 （由於連線不良、網路中斷等）或無線上網連線將作業檔案傳輸到印表機，則此方法
可用作 GrabCAD Print 方法的備用方案，並為重新列印常見作業提供了便利的選項。或者，您可以選擇從 USB 
隨身碟中選擇單個作業檔案，並直接在成型頁面中列印該作業。此選項僅適用於作業隊列為空的情况。請參見
第 40 頁上的 「加載檔案」以瞭解詳情。 

附註： 若在印表機電源關閉時更換了列印頭，關閉頂蓋後不會執行自動噴嘴校正，
必須手動啟動校準。請參見第 131 頁上的 「自動噴嘴校正」以瞭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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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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頁上的 「開啟印表機電源」以瞭解相關說明）。

2. 開啟烘箱門。

3. 將新托盤放在 Z 平台上，並透過提舉托盤彈射把手，將托盤鎖定在其成型位置。

4. 確保噴嘴擦部件的清潔刷以及印表機的噴嘴已清潔，並且清理區域已清空廢料碎屑。 

選取要執行成型的作業

1. 按照第 113 頁上的 「成型前」中的描述填充作業隊列。 

2. 按導航菜單內的隊列按鈕；此時會打開隊列頁面，顯示作業隊列。 

3. 在作業隊列內查找想要成型的作業，在螢幕上觸摸其所在行來將其選中；此舉將打開該作業的作
業詳情頁面。 

4. 在作業詳情頁面中，按下列印按鈕；此舉會使作業進入隊列等待列印。根據印表機的部件成型位
置設置的配置，可能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 （請參見第 79 頁上的 「部件成型位置」）。

• 若啟用部件成型位置的設置設為關閉 （預設設置），則不會顯示對話方塊，且作業將在托盤中央自動
成型。

• 若將啟用部件成型位置的設置設為開啟，則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用於選擇作業的成型位置 （請參
見第 123 頁上的圖 5-21）。該對話方塊包含一個表示印表機 Z 平台的圖形以及一個藍色邊界框圖形
（圍繞部件的虛構框）。透過在觸控螢幕上拖放邊界框來選擇作業的成型位置。完成後，按對話方塊
內的列印按鈕確認選擇的位置並開始成型。

5. 成型頁面會打開，且烘箱會開始加熱到為此作業指定的材料類型確定的設定點溫度。請耐心等待。 

6. 烘箱及液化器噴嘴達到此溫度之後，印表機會執行 Z 軸平台零位校準。執行此校準時，成型狀態

顯示內將顯示 「準備」。

7. 完成 Z 軸平台零位校準之後，印表機開始執行作業成型。部件在成型時，成型狀態顯示內將顯示

「正在成型」（請參見第 115 頁上的 「成型期間的可用資訊」）。 

8. 成型完成後，觸控螢幕上會顯示文本，表示已完成的部件可從印表機移除（請參見第 119 頁上的

「成型完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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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成型作業時，切勿在托盤上的同一位置列印超過一次。

使用非 Stratasys 提供的托盤會影響部件品質及印表機可靠性。

附註： 作業以其在作業隊列中出現的相同順序成型。為成型特定檔案，必須將該
作業列在作業隊列的第一條。根據需要，使用作業隊列控制按鈕排序作業檔案（請
參見第 54 頁上的 「編輯作業隊列」以瞭解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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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期間的可用資訊

在成型期間，成型頁面的兩個區域內會顯示成型相關的資訊：

列印作業資訊面板顯示作業詳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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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頁上的 「檢視列印作業資訊」以瞭解詳細資訊。 

圖 5-13： 列印作業資訊面板 - 正在成型

此面板中顯示的所選作業的資訊包括：

• 作業的名稱。

• 估計作業成型時間。

• 提交該作業的使用者名稱。

• 與此作業關聯的模型及支撐材料。

成型頁面的成型狀態顯示部分由一個分為兩部分的圖形組成，該圖形提供關於正在成型的作業的資訊。請參見
第 45 頁上的 「成型狀態顯示」以瞭解詳細資訊。 

• 此圖形的成型狀態資訊部分提供關於已選擇及 / 或正在成型的作業的資訊。與成型的當前狀態相關的
文本顯示在圖形的上半部分內，而剩餘成型時長顯示在圖形的下半部分內。 

• 外部成型進度環對應於所顯示的成型資訊。印表機正在成型時，透過沿順時針方向用藍色徑向填充外
部進度環來顯示成型的完成百分比。

• 在部件成型時觸摸成型狀態顯示中心處的螢幕，將可切換顯示資訊。觸摸螢幕後，時間估計資訊將隱
藏不可見，而成型狀態顯示將換為顯示已完成層數與成型總層數的比較。再次觸摸螢幕，將切換回初
始顯示的時間估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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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4： 列印作業狀態概述

成型警告

若印表機偵測到可能會影響成型的問題，則會在成型頁面的通知顯示中給出指示。根據警告 / 錯誤的嚴重程度，

將顯示黃色或紅色通知徽章圖標，以及指示警告原因的文字。觸摸螢幕文字將打開一個對話方塊，該對話方塊中
會指出通知原因，且在一些情况下指出糾正通知內容的步驟 （請參見第 40 頁上的圖 4-4）。 

根據警告類型，通知徽章圖標亦可在材料頁面的材料狀態圖標內顯示。觸摸螢幕上的通知徽章圖標將打開對應材
料的材料詳情頁面，並提供指出警告 / 錯誤成因的資訊。

• 加載及卸載材料時，可能遇到加載的相關警告，在開始成型之前需要解决該等警告。 

• 在開始成型時，可能遇到與印表機的當前材料配置相關的各種警告。若印表機尚未得到校準，安裝在
印表機內的材料不符合成型的要求，或者印表機不包含完成成型所需的充足材料，您將會收到一條警
告，指導您解决此問題。 

• 在某些情况下，警告將阻止您開始執行成型，並且需要糾正，之後印表機才可以執行部件成型。 

• 在印表機執行部件成型時，可能會顯示各種暫停及中止相關的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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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的結果。根據警告的嚴重性，您可恢復
成型，但亦可能無法恢復。 

請參見第 181 頁上的 「警告及錯誤」以瞭解可能遇到的警告的詳細列表，以及關於如何糾正該等警告的說明。 

附註： 您可以選擇忽略警告並恢復執行成型，但是部件成型品質將無法預測。
由於模型 / 支撐材料不匹配而生成的警告不能忽略。

成型狀態資訊

成型進度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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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停成型

在成型期間，成型頁面內的暫停按鈕會處於可選擇狀態 （請參見第 48 頁上的 「暫停按鈕」以瞭解詳情）。

印表機可以自動暫停，或者可以使用此按鈕手動暫停：

• 當材料捲軸用光材料、偵測到故障等情况出現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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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工具路徑已完成，Z 軸平台稍微降低，然後列印頭組件停止。成型狀態顯示內將顯示 「已暫

停」（请参见圖 5-15）。

• 若發生自動暫停，則成型頁面底部的通知顯示部分內將顯示文本。在螢幕上觸摸該文本將打開一個對
話方塊，指出暫停狀態的原因 （即材料捲軸已空）。糾正此狀態，然後按關閉按鈕退出對話方塊。
（請參見第 185 頁上的 「成型暫停警告」以瞭解暫停相關警告 / 錯誤的列表以及解决方法的說明。）

2. 暫停按鈕將切換並轉為顯示開始按鈕。要恢復成型，可按開始按鈕。一條恢復命令將傳送到印表
機，指導印表機恢復成型 （請參見圖 5-15）。 

圖 5-15： 成型暫停

3. 恢復成型之後，成型狀態顯示內將顯示 「正在成型」，且暫停按鈕將顯示處於未選擇狀態 （請參
見第 48 頁上的表 4-3）。 

附註： 印表機不會立刻恢復成型，請耐心等待。

若烘箱門打開，則部件不會立刻恢復成型。按成型頁面的通知顯示部分內顯示的
文本，檢查是否存在任何錯誤，從而對此情况進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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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止成型

當印表機正在成型時，可以選擇中止成型。為此：

1. 成型頁面內的中止按鈕會變為可選擇狀態 （請參見第 48 頁上的 「中止按鈕」以瞭解詳情），

按中止按鈕。 

2. 此時會顯示一個對話方塊，可用於確認或取消中止；按此對話方塊內的接受按鈕確認中止。

圖 5-16： 中止確認對話方塊

3. 一條中止命令會傳送到印表機，且該確認對話方塊將關閉。 

4. Z 軸平台將移動到其行程末端。一旦 Z 軸平台到達其行程末端，成型頁面將會刷新並顯示對中止

成型的確認；成型狀態顯示內將顯示 「已取消」（请参见圖 5-17）。 

5. 列印作業控制按鈕將被隱藏，而成型頁面的此部分中將顯示 「列印已中止」。在螢幕上觸摸此文
本，將打開一個對話方塊，給出關於如何移除已中止成型及如何準備下一次成型的資訊 （請參見
圖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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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7： 成型頁面成型已中止 

成型完成後

成型完成後，印表機執行如下操作：

• Z 軸平台降低，列印頭組件停止。

• 成型狀態顯示內將顯示 「已完成」（请参见圖 5-18）。 

• 列印作業控制按鈕將被隱藏，而成型頁面的此部分中將顯示 「列印成功」。在螢幕上觸摸此文本，
將打開一個對話方塊，給出關於如何準備下一次成型的資訊。 

• 成型按鈕將顯示  綠色對勾圖標，表示成型已成功完成。

附註： 若成型异常終止，螢幕上將顯示警告指示器。請參見第 186 頁上的「成

型中止錯誤」以瞭解中止相關警告 / 錯誤的列表以及解决方法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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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列印成功對話方塊

從印表機中移除部件

要從印表機移除部件：

1. 開啟烘箱門。

2. 向下推動托盤彈射把手，使其離開托盤。 

3. 將托盤從 Z 平台上移除。

4. 仔細地從托盤上移除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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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托盤位於 Z 平台上時，切勿嘗試將部件從托盤上移除。這可能會損壞 Z
平台或 Z 平台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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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印表機預設設置

可透過工具頁面內的選項更改數項出廠預設。要存取此頁面，可按導航菜單內的工具按鈕。

工具頁面中的選項包括 6 個類別：設置、校準、維護、網路、電源，以及燈。可透過設置頁面存取以下說明中規

定的預設項。要打開此頁面，可按工具頁面內的設置按鈕。 

在對預設設置進行必要的調整之後，按頁面左上角的返回按鈕退出並返回主設置頁面。 

作業存儲

保留上一作業設置確定在成型完成之後是否在作業隊列中存儲印表機的上一作業 （請參見第 77 頁上的 「等待

部件」）。若擔心印表機的其他使用者看到您所成型的部件，使用此設置可在成型完成後阻止其他人訪問印表機
的上一作業。預設情况下，此設置設為開啟，這意味著印表機的上一作業檔案存儲在作業隊列內，從而可以在成
型完成後重新選擇該作業。

此設置設為關閉時，就會在成型完成後從作業隊列删除印表機的上一作業檔案。作業檔案將需要重新傳送到印表
機，才能再次重新成型。 

要配置此設置，請按保留上一作業行內任意一處；此時會顯示保留上一作業頁面。根據需要使用該頁面內的單選
按鈕開啟或關閉設置。 

圖 5-19： 保留上一作業

部件成型位置

啟用部件成型位置設置確定在開始部件成型之前是否可以選擇作業在托盤上的成型位置 （請參見第 79 頁上的

「部件成型位置」）。 

要配置此設置，請按部件成型位置行內任意一處；此時會顯示部件成型位置頁面。根據需要使用該頁面內的單選
按鈕開啟或關閉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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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0： 配置部件成型位置

預設情况下，此設置設為開啟，這意味著使用者能夠在開始部件成型之前選擇作業在托盤上的位置 （請參見
第 114 頁上的「選取要執行成型的作業」）。在開始成型時，會顯示部件成型位置對話方塊，要求您選擇部件的

成型位置 （請參見圖 5-21）。該對話方塊將包含一個表示印表機 Z 平台的圖形以及一個藍色邊界框圖形 （圍繞

部件的虛構框）。可以透過在觸控螢幕上拖放邊界框來選擇部件的成型位置；邊界框不能置於 Z 平台限定區域之

外。按列印按鈕將確認您選擇的成型位置並開始執行成型。 

此時亦會顯示 「凖删除框」圖形；「凖删除框」代表之前部件成型的位置。按清空歷史按鈕將清除顯示，移除所
有 「凖删除框」項目。 

此設置設為關閉時，在開始成型之前將不顯示部件成型位置對話方塊。將在托盤中央執行單個部件作業成型，
同時根據其在 GrabCAD Print 內選擇的成型位置執行打包成型。



123

圖 5-21： 部件成型位置對話方塊

顯示單位

預設情况下，使用者介面配置為顯示英制單位 （英吋）。但是，可以根據需要調整此設置，讓使用者介面顯示公
制單位。 

單位設置確定印表機配置的單位類型，即英制還是公制。要配置此設置，請按單位行內任意一處；此時會顯示單
位頁面。使用該頁面內的單選按鈕在英制與公制單位間進行選擇。

圖 5-22： 配置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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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箱溫度控制

烘箱建模溫度由加載到印表機中的材料類型 （模型及支撐）决定。該溫度受印表機軟體的控制，不可修改；
然而，可以控制一些烘箱溫度功能。 

透過待機模式設置，能夠在成型完成後使印表機進入節能狀態 （請參見第 82 頁上的 「待機模式」）。當選擇節

能保護選項後 （即開啟待機模式），印表機烘箱將在成型完成 2 小時後自動關閉，由此節能。當選擇快速啟動單

選按鈕後 （即關閉待機模式），印表機烘箱將在成型完成後持續開啟達 60 小時，且烘箱溫度將保持在材料成型

溫度。

要配置此設置，請按待機模式行內任意一處；此時會顯示待機模式頁面。使用該頁面內的單選按鈕開啟或關閉節
能保護選項。

圖 5-23： 配置待機模式

觸控螢幕顯示亮度

螢幕亮度設置可用於調整觸控螢幕顯示器的亮度 （請參見第 83 頁上的 「螢幕亮度」）。預設情况下，觸控螢幕

顯示器亮度配置為接近 80%。 

要配置此設置，請按螢幕亮度行內任意一處；此時會顯示螢幕亮度頁面。根據需要使用滑塊圖形調整亮度；向右
滑動將增加亮度，而向左滑動將减弱亮度。請注意，螢幕亮度無法設置到 0% （全暗）。退出螢幕亮度頁面後，

配置的亮度將在螢幕亮度行內顯示為百分數。 

圖 5-24： 調整螢幕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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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語言

使用者介面內的文本預設為顯示英文。但是，可以根據需要調整此設置，讓使用者介面顯示其他語言。除了英語
外，顯示語言可設置為西班牙語、法語、德語、意大利語、俄語、中文，以及日文。 

語言設置確定使用者介面的配置語言。要配置此設置，請按語言行內任意一處；此時會顯示語言頁面。使用滾動
條 （沿頁面右側），檢視可用語言列表。選擇與您所需語言對應的單選按鈕。

圖 5-25： 配置語言

印表機狀態

使用者介面的各種頁面顯示了如下每個狀態：

• 列印頭計量表狀態

• 材料狀態

• 溫度狀態

• Controller Software 版本

• 其他印表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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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頭計量表狀態

印表機追踪並顯示自從上次更換列印頭起，透過列印頭擠出的材料總量。可透過列印頭的列印頭詳情頁面確定列
印頭計量表值。要尋找此資訊，請按導航菜單內的材料按鈕，此時會顯示材料頁面。頁面顯示區域的上半部分顯
示兩個列印頭狀態圖標，一個對應於列印頭，另一個對應於支撐列印頭。在螢幕上觸摸該等圖標之一，將打開列
印頭的列印頭詳情頁面 （請參見第 61 頁上的 「檢視列印頭詳情」）。所選列印頭的計量表資訊在列印頭詳情頁

面的右半邊內顯示 （請參見第 62 頁上的圖 4-26）。 

根據列印頭的計量表，列印頭狀態圖標可變為黃色或紅色 （請參見第 60 頁上的表 4-6）。由於計量表相關資

訊，而使列印頭處於警告或錯誤狀態中時，材料頁面內將顯示伴隨的警告 / 錯誤通知 （請參見第 188 頁上的

「列印頭警告」及第 188 頁上的 「列印頭錯誤」）。呈現黃色的圖標表示警告，提醒使用者列印頭接近其計量表

極限。呈現紅色的圖標表示錯誤，提醒使用者列印頭已超出其計量表極限。超過計量表限制的列印頭亦可繼續使
用，但强烈建議更換列印頭，因為部件品質將無法預測。警告及錯誤狀態將在使用者介面上顯示，直到更換列印
頭，且必須先確認該等狀態的相關通知，然後才能開始每一成型。 

材料狀態

可透過材料頁面檢視已安裝 / 插入印表機的每一材料捲軸的當前狀態。要查找此資訊：

1. 按導航菜單內的材料按鈕；此時會顯示材料頁面。 

2. 此頁面的顯示區域包含兩個或四個材料狀態圖標，具體取决於印表機型號。 

• 對於 F170 印表機，此時會顯示兩個圖標。左側的圖標屬於印表機的模型材料，而右側的圖標則屬於
印表機的支撐材料。圖標頂部顯示的數字表示材料捲軸安裝 / 插入了哪個材料艙 （1 或 2）。彩色條
柱 （圖標中心處顯示）及百分數 （圖標底部顯示）表示捲軸上的當前材料體積。圖標底部會顯示捲
軸上的材料類型名稱。

• 對於 F270 及 F370 印表機，此時會顯示四個圖標。兩個 左側的圖標屬於印表機的模型材料，而兩
個 右側的圖標則屬於印表機的支撐材料。圖標頂部顯示的數字表示材料捲軸安裝 / 插入了哪個材料
艙 （從左到右是從 1 到 4）。彩色條柱 （圖標中心處顯示）及百分數 （圖標底部顯示）表示捲軸上
的當前材料體積。圖標底部會顯示捲軸上的材料類型名稱。

3. 在螢幕上觸摸該等圖標之一，將打開材料的材料詳情頁面 （請參見第 67 頁上的 「檢視材料詳情」）。 

圖 5-26： 材料狀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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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其狀態，該等圖標及材料絲路徑將呈現各種顏色及高亮狀態 （請參見第 65 頁上的表 4-7，
瞭解詳細的狀態說明）。以下顏色屬於模型及支撐材料狀態圖標： 

• 藍色邊框 - 表示有效材料捲軸插入了對應的材料艙，藍色材料絲路徑表示來自捲軸的材料已加載到了
列印頭，且被選用於進行成型。 

• 灰色 （無邊框） - 純灰色圖標，表示有效材料捲軸插入了對應的材料艙，灰色材料絲路徑表示來自捲
軸的材料未加載到列印頭。

• 灰色（虛線邊框） - 中心為黑色，具有灰色虛線邊框的圖標，且灰色虛線材料絲路徑表示材料艙為空。

• 黃色 - 黃色圖標表示問題 / 警告 （請參見第 181 頁上的 「警告及錯誤」以瞭解更多資訊）。 

• 顯示 0% 體積與純黃色表示材料捲軸為空。

• 黃色邊框與材料絲路徑內的通知徽標表示有效材料捲軸已插入對應的材料艙，但材料絲存在開關

未偵測到捲軸的材料絲。 

• 黃色邊框與圖標中心的通知徽章以及動畫顯示的材料絲路徑表示來自對應材料捲軸的材料絲正處

於從列印頭卸載的過程中。 

• 紅色 - 紅色圖標表示材料錯誤 （請參見第 181 頁上的 「警告及錯誤」以瞭解更多資訊）。

• 紅色邊框與圖標中心的通知徽章表示材料捲軸無效 （即未經許可或不兼容相關列印頭類型）。

• 紅色邊框與材料絲路徑中心的通知徽章表示發生了加載相關錯誤。 

• 半實心紅色圖標表示在檢查材料捲軸的記憶體晶片資料時發生錯誤，且捲軸不可用。 

• 純紅色圖標表示無法與材料艙通信。 

溫度狀態

烘箱溫度

可透過維護頁面檢視烘箱的溫度。要查找此資訊：

1. 按導航菜單內的工具按鈕；此時會顯示工具頁面。 

2. 按工具頁面內的維護按鈕；此時會顯示維護頁面。

3. 查找到該頁面內的箱體行。此行內顯示印表機的當前及設定點烘箱室溫度。 

圖 5-27： 維護頁面中的烘箱室溫度 

列印頭溫度

要在材料頁面中檢視屬於模型及支撐列印頭的溫度資訊：

1. 按導航菜單內的材料按鈕；此時會顯示材料頁面。 

2. 此頁面的顯示區域中包含兩個噴頭狀態圖標，一個對應於模型列印頭，而另一個對應於支撐列印
頭。（請參見第 60 頁上的「列印頭狀態圖標」以瞭解詳情）。圖標的下半部分顯示該列印頭相較

於其設定點溫度的當前溫度。 



128

3. 在螢幕上觸摸該等圖標之一，便將打開列印頭的列印頭詳情頁面。模型及支撐列印頭在該頁面中
顯示相同的溫度資訊。

圖 5-28： 材料頁面中的列印頭溫度 

軟體版本

可以透過維護頁面訪問用於控制印表機的軟體 (Controller Software) 的版本資訊： 

1. 要訪問維護頁面，請按工具內面內的維護按鈕 （請參見第 74 頁上的 「操作工具頁面」）。

2. 在該頁面內尋找更新軟體行 （請參見第 88 頁上的 「維護」）。 

3. 印表機的 Controller Software 版本資訊顯示在更新軟體行內。 

圖 5-29： Controller Software 版本資訊

附註： Controller Software 安裝在位於控制器板上的隨身碟上，不應將其與

GrabCAD Print 軟體混淆，後者安裝在工作站 PC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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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校準及調整

本章描述 F123 系列的基本校準及調整步驟。可透過校準頁面訪問本章中描述的按鈕 / 頁面。 

若需打開校準頁面，可按下導航菜單中的工具按鈕；此時會顯示工具頁面 （請參閱第 74 頁上的 「操作工具頁

面」）。在工具頁面內，選擇校準按鈕；此時會顯示校準頁面。 

圖 6-1： 校準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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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嘴校正

印表機的校準狀態將在噴嘴校正行內顯示。根據印表機的校準狀態，將顯示校準或未校準。 

按噴嘴校正行內任意一處將打開一個頁面，您可在此頁面的多個噴嘴校正選項中進行選擇。在校準印表機的噴嘴
之後才可以在此印表機上執行部件成型。 

圖 6-2： 噴嘴校正

噴嘴校正頁面中包含執行自動噴嘴校正的選項，以及執行手動噴嘴校正的選項。按下任一選項的開始按鈕，您便
能執行特定的校準步驟。每個校準步驟均以精靈形式提供，它將引導您完成校準步驟的執行过程。 

圖 6-3： 噴嘴校正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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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噴嘴校正

噴嘴偏差值是 X、Y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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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模型工具路徑精確

定位支撐工具路徑。不準確的噴嘴偏差值可能造成部件質量問題，例如支撐材料嵌入到部件中或部件支撐不當。 

自動噴嘴校正可相對於模型噴嘴對正支撐噴嘴，以此在成型期間確保列印頭及 Z 軸於模型及支撐材料之間更換

時定位正確。每當更換印表機的列印頭時，都會自動執行此校準；請注意，印表機必須打開電源才能進行校準。
校準將在更換列印頭之後、下一次成型開始之前進行。若解開任一個列印頭接線，並將接線從對應的列印頭拆
下，則將觸發自動噴嘴校正。校準將在接線重新連線到列印頭之後及在下一成型開始之前進行。 

如需執行自動噴嘴校正，請：

1. 將新托盤放在 Z 平台上，並透過提舉托盤彈射把手，將托盤鎖定在其成型位置。

2. 導航到工具 > 校準 > 噴嘴校正，可打開噴嘴校正頁面。

此時會顯示與圖 6-4 類似的頁面。 

3. 按下自動噴嘴校正選項的開始按鈕。 

圖 6-4： 自動噴嘴校正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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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列印頭將執行自動噴嘴校正。該過程將需要幾分鐘時間，請耐心等待。 

圖 6-5： 正在校正噴嘴偏差

5. 螢幕上將會顯示校準過程的完成情况；完成時，請按下該頁面標題內的完成按鈕。

圖 6-6： 自動噴嘴校正選項完成

附註： 若校準失敗，螢幕上將顯示 「校準噴嘴偏差失敗」。在校準噴嘴之後才能
在印表機上執行部件成型。確保沒有堵塞噴嘴或覆蓋校準目標，然後重試自動噴
嘴校正。若校準再次失敗，請執行手動噴嘴校正 （請參閱第 133 頁上的 「手動

噴嘴校正」獲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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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噴嘴校正

噴嘴偏差值是 X、Y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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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模型工具路徑精確

定位支撐工具路徑。不準確的噴嘴偏差值可能造成部件質量問題，例如支撐材料嵌入到部件中或部件支撐不當。 

在手動噴嘴校正中，請設置模型與支撐噴嘴之間的 X、Y、Z 距離。此種校準要求在校準部件成型後立刻進行分

析，並且根據需要手動為印表機提供糾正值，以便校準印表機。 

如需執行手動噴嘴校正，請：

1. 列印校準部件；分析此部件，以便確定糾正值。

A. 將新托盤放在 Z 平台上，並透過提舉托盤彈射把手，將托盤鎖定在其成型位置。

B. 導航到工具 > 校準 > 噴嘴校正。按下手動噴嘴校正選項的開始按鈕 （請參見圖 6-3，瞭解按

鈕位置）。

C. 此時會顯示列印校準部件頁面 （如圖 6-7 中所示），且印表機將針對配置自動選擇正確的校

準部件。按開始按鈕。 

圖 6-7： 列印校準部件頁面

D. 若開啟印表機的部件放置設置 （請參見第 79 頁上的 「部件成型位置」），則將顯示部件放

置頁面。校準部件位置是固定的，無法移動。按下列印按鈕 （按清除按鈕將清除顯示，移除
所有 「凖删除框」項目）。 

E. 校準部件將開始列印。使用者界面上將依序顯示 「準備」及 「正在成型」。 

F. 一旦校準部件完成，使用者介面上就會顯示 「已完成」。從 Z 平台上移除托盤，對托盤上的

部件進行分析，以便確定糾正值。

附註： 印表機在 「準備」狀態下停留的時長可能根據當前烘箱室溫度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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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按頁面右上角的下一個按鈕；此時會顯示手動噴嘴校正頁面。

圖 6-8： 手動噴嘴校正頁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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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支撐校準工具路徑與對齊指示器之間的關係，從而確定 
X 與 Y 軸校準。

B. 確定支撐工具路徑在各側（X1、X2、Y1，以及 Y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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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或圖 6-10）。校準部件上的數字代表一英寸的千分之幾

（例如，4 = 0.004 英寸）。



135

圖 6-9： 校準零件

圖 6-10： 校準部件

C. 在手動噴嘴校正頁面內，滑動螢幕上的全部四個縮放圖標，以匹配支撐工具路徑在對齊指示
器之間實現 準確居中的位置。Delta X 及 Delta Y 字段將變更以反映所做的調整。 

附註： 必須為每一側 （X1、X2、Y1，以及 Y2）選擇一個偏差值。

校準部件

對齊指示
器

支撐工具

路徑

校準部件放大後的單面，其中讀數為 0。

在 0 位置

準確地
居中

校準部件

支撐工具路

徑，在 4 位
置 準確地

居中

未在 0 位
置居中

支撐工具路徑在讀數為 4 的對齊指示器之間 準確地居中，

此表明 X1 的調整值 = 0.004

對齊指示
器



136

• 若 Delta X 及 Delta Y 的值都在 -0.002 到 +0.002 英寸範圍內，請校準印表機，並且無需進行調

整。下圖所示的 XY 偏差在容差範圍內，無需調整。繼續執行步驟 3。

圖 6-11： XY 偏差 - 無需調整

• 若 Delta X 及 Delta Y 的值都在 -0.002 到 +0.002 英寸範圍外，則印表機需要進行調整。下圖所示

的 Delta X 值為 0.0050 英寸，Delta Y 值為 -0.0030 英寸，皆不在可接受範圍內。 

圖 6-12： XY 偏差 - 需要調整

滑動縮放圖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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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若必須進行調整，則需要重新執行校準部件成型。為此：

• 在輸入調整值之後，按手動噴嘴校正頁面內的套用按鈕 （請參見圖 6-8，瞭解按鈕位置）。您的

校準調整值將會保存。

• 按下手動噴嘴校正頁面右上角的完成按鈕 （請參見圖 6-8，瞭解按鈕位置）。 

• 重複步驟 1，執行校準部件成型。 

• 重複執行步驟 2 中說明的操作。繼續檢查並調整 XY 偏差值。重新調整，直至 Delta X 及 Delta Y 
的值都符合 -0.002 到 +0.002 英寸的容差範圍。 

E. 一旦 X 及 Y 軸的校準工具路徑在容差範圍內，就繼續 Z 偏差調整 （步驟 3）。 

3. 確定 Z 偏差調整值。

A. 從校準部件的內部方形物中剝除支撐層。

B. 使用卡尺或測微計測量方形物每一面上支撐層的厚度。在每一面的中心進行測量；在靠近角
落的位置測量會導致測量的值不準確。

C. 取四次測量的平均值，該值就是將作為 Z 偏差調整值輸入的數字。 

圖 6-13： 移除並測量支撐層

D. 請以表 6-1 為參考，瞭解安裝在印表機上的模型噴嘴的切片高度。比較該值與在步驟 C 中獲

得的平均值。

表 6-1： 模型噴嘴切片高度

附註： 清除按鈕可用於重置在按下套用按鈕之前輸入的調整值。一旦按下套用按
鈕，值將被保存，且印表機的校準設置將反應輸入的調整值。輸入調整值時請謹
慎確保正確無誤，然後再按下套用按鈕。

模型噴嘴 切片高度 （英吋） 切片高度 （公厘）

T14 0.010 0.254

在此剝除支

撐層

在此測量支撐層

（在所有 4 個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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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若在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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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針對 Z 軸校準印表機，並且無需進行調整。繼續執行步驟 4。

F. 若在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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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您將需要使用手動噴嘴校正頁面內的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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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在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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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測得噴嘴的平均

值為 0.2032 公厘 （0.0080 英吋），而該噴嘴的切片高度為 0.254 公厘 （0.010 英吋），則按下

按鈕直至在切片高度字段中顯示 0.2032 (0.0080)。 

圖 6-14： Z 偏差調整值 

• 若在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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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測得噴嘴的平均

值為 0.3048 公厘 （0.0120 英吋），而該噴嘴的切片高度為 0.254 公厘 （0.010 英吋），則按上

按鈕直至在切片高度字段中顯示 0.3048 (0.0120)。 

圖 6-15： Z 偏差調整值 

英制單位 公制單位

用於調整 Z 偏
差的下按鈕 

英制單位 公制單位

用於調整 Z 偏
差值的上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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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若必須進行 Z 偏差值調整，則需要重新執行校準部件成型。為此：

• 在輸入 Z 偏差調整值之後，按手動噴嘴校正頁面內的套用按鈕 （請參見圖 6-8，瞭解按鈕位

置）。您的校準調整值將會保存。

• 按下手動噴嘴校正頁面右上角的完成按鈕 （請參見圖 6-8，瞭解按鈕位置）。 

• 重複步驟 1，執行校準部件成型。 

• 重複執行步驟 3 中說明的操作。繼續檢查並調整 Z 偏差，直至支撐層匹配模型噴嘴切片高度的 
±0.01 公厘 （0.0005 英吋）。 

4. 一旦完成 XY 及 Z 的調整，請按手動噴嘴校正頁面內的套用按鈕。此時會暫時顯示一個螢幕，

您的校準調整值將會儲存。按下手動噴嘴校正頁面右上角的完成按鈕，退出該頁面。 

觸控螢幕校準

可以選擇重新校準印表機的觸控螢幕顯示器。在執行此校準時必須非常小心，因為未適當校準的觸控螢幕可能會
導致按鈕準確性問題。 

若要重新校準觸控螢幕： 

1. 透過在工具頁面內選擇校準按鈕，打開校準頁面。

2. 按下觸控螢幕校正行內任意一處。

圖 6-16： 觸控螢幕校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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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接受按鈕確認。 

附註： 清除按鈕可用於重置在按下套用按鈕之前輸入的調整值。一旦按下套用按
鈕，值將被保存，且印表機的校準設置將反應輸入的調整值。輸入調整值時請謹
慎確保正確無誤，然後再按下套用按鈕。

注意： 在執行此校準時，應使用手寫筆以確保精確校準。請勿使用指尖執行該校
準。若未提供手寫筆，可以使用鉛筆橡皮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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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7： 重新校準觸控螢幕確認頁面

4. 此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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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複此過程。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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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會返回到校準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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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校準之後，校準設定將儲存，並且對話方塊將關閉。此時會返回到校準頁面。 

圖 6-18： 觸控螢幕校準步骤

XY 台架歸位校準

本印表機旨在將 XY 台架校準作為其初始化及啟動過程的一部分自動執行。此校準移動台架，以確保其能夠在整

個成型空間中正確行進，並確定台架與 Z 平台相關的參考關係。每次打開印表機電源時，印表機會自動執行此

校準。XY 台架校準負責找出 X 及 Y 軸的原位。原位是一個固定位置，印表機的所有移動皆以此位置為參考。

執行 XY 台架校準時，印表機將在 X 及 Y 軸的全部行程內低速移動列印頭。歸位過程中結合了機械硬停點與命

令運動控制，同時在發生錯誤之後主動監控伺服電機。XY 台架歸位完成後，將 X 及 Y 軸的行程與上限及下限進

行比較，如果行程超出該等限制，則會產生錯誤。

用於確定所有四個台架硬停點位置的命令運動是相同的。控制器為每個硬停點位置設置時間及距離上限。該等限
制用於確保發生符合預期參數的硬停點接合。 

校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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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軸平台零位校準

印表機自動啟動 Z 軸平台零位校準，之後才開始執行每個作業成型；在此過程中，使用者介面內的成型狀態顯

示內將顯示 「正在準備」（請參見第 45 頁上的 「成型狀態顯示」）。必須在 Z 軸平台零位校準成功完成之後，

再開始執行成型。此校準無需使用者干預，它在模型噴嘴與托盤之間設置參考點，從而確保正確定位成型部件的
第一層。

執行 Z 軸平台零位校準時，也將執行模型噴嘴的清理。然後，列印頭定位在 Z 平台的背面上，且 Z 軸平台將向

上移動，直到模型噴嘴偏轉；此偏轉可用於校準切換傳感器。隨後，印表機可將模型噴嘴冷卻到 200°C
（392°F）以下。一旦冷卻，印表機便執行四次噴嘴碰觸，成型托盤的四個象限中每個象限執行一次，方法是在

對應象限內向上移動 Z 軸平台，直到模型噴嘴偏轉為止。然後，根據四次噴嘴碰觸的平均 Z 軸平台位置，確定 Z 
軸平台零位；印表機將設置 Z 軸平台零位位置。

噴嘴擦高度調整

所需工具

• 3 公厘內六角扳手

調整噴嘴擦高度

1. 關閉印表機電源。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

2. 打開前部頂蓋。

3. 開啟烘箱門。

4. 在模型噴嘴擦部件 （左側）上方手動來回移動模型列印頭 （左側）。確認清潔刷及墊片均可接觸
噴嘴防護。

5. 必要時，請調整噴嘴擦高度。

A. 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擰松烘箱外殼背面的噴嘴擦安裝螺釘。請參見圖 6-19。

B. 調整噴嘴擦的高度，使清潔刷及墊片的頂部剛好接觸列印頭噴嘴防護的底部。

C. 擰緊噴嘴擦部件的安裝螺釘。

D. 手動來回移動列印頭，確認清潔刷及墊片接觸噴嘴防護時不產生極大阻力。

6. 對支撐列印頭 （右側）及支撐噴嘴擦部件 （右側）重複步驟 4 及 5。

附註： 若用於確定 Z 軸平台零位的四次噴嘴碰觸中任何一次與平均位置距離超過

0.01 英吋，則歸位失敗，且部件成型將由於 「托盤不平」錯誤而中止。

手套標誌： 在烘箱外殼內或其他高溫區域內執行維護時，請務必佩戴手套。

附註： 確認 / 調整支撐噴嘴擦部件的高度時，確保切換杆處於較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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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噴嘴擦詳情
                                                            

噴嘴防護

墊片

清潔刷

調整螺釘

模型列印頭

支撐列印頭

模型噴嘴擦

支撐噴嘴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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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7 維護

本章描述使用者需要對 F123 系列定期執行的各種維護任務。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透過使用 Insight 軟體應用程式，或自動使用透過 GrabCAD Print 傳送的更新通知，可以手動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手動更新過程完成後，可讓印表機進入升級模式 （請參見第 90 頁上的 「更新軟體」），然後導航到

工作站 PC 中保存升級檔案的位置，並安裝該檔案。自動更新過程完成後，您將收到來自 GrabCAD Print 的通

知，告知您可進行軟體升級。然後，請按照螢幕上的提示及說明安裝升級。您可以透過該等方法中任一方法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但是，GrabCAD Print 方法是首選。

GrabCAD PRINT 方法

若需透過 GrabCAD Print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請導航到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6-printer-
firmware-management，並遵循 「更新印表機韌體」的程序操作。

INSIGHT 軟體方法

若印表機的網路連線不良或不允許自動更新，可以透過執行如下步驟來手動下載 Controller Software 更新：

1. 按工具頁面內的維護按鈕，可打開維護頁面 （請參見第 74 頁上的圖 4-34）。

2. 查找到該頁面內的更新軟體行。按該行內的任意一處，可打開更新軟體頁面 （請參見第 90 頁上

的圖 4-67）。

3. 此時將打開升級系統軟體頁面，且印表機將自動進入軟體升級模式，由此可接受軟體升級。當印
表機處於軟體升級模式時，觸控螢幕上顯示如下資訊。

附註：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 會删除作業隊列中的所有作業檔案 （預設工作

列 （內部儲存）中的檔案保留）。完成軟體更新之後，需要重新傳送作業到印表
機。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6-printer-firmware-management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6-printer-firmware-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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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 印表機處於軟體升級模式

4. 在工作站 PC 的開始菜單中，導航到所有程式 > Insight （已安裝版本） > 控制中心 （已安裝版本），

或者雙擊控制中心快捷方式 （若存在）。 

5. 在控制中心內，選擇服務標籤頁。確保在下拉菜單中選中 F370 系列印表機，然後按一下更新軟

體按鈕。

圖 7-2： 控制中心更新軟體

附註：  在軟體升級過程中，所有近期的校準資料（即噴嘴偏差值）以及印表機設
置及配置均會自動保留。透過乙太網路或無線上網連線傳送到作業隊列的檔案，
或從 USB 隨身碟傳輸到印表機的檔案都不會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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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控制中心將開始建立與印表機的連線。一旦建立連線，工作站 PC 的檔案資源管理器就會打開。 

7. 瀏覽至 .upg 軟體升級檔案的位置。

8. 選擇要下載的 .upg 檔案，然後按一下打開。控制中心將開始傳送軟體到印表機。控制中心視窗的

底部及觸控螢幕上都會顯示傳送進度。

圖 7-3： 軟體下載進度

9. 一旦將軟體升級成功下載到印表機上，控制中心視窗的底部就會顯示一個指示器。

圖 7-4： 軟體升級成功下載

10. 觸控螢幕將刷新，顯示印表機正在確認升級檔案。 

附註：  確認過程將需要幾分鐘時間；請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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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正在確認軟體升級

11. 一旦確認過程結束，印表機將自動重新啟動，並開始安裝升級檔案。安裝過程中，觸控螢幕上會
顯示各種輸出內容。 

12. 一旦安裝了 Controller Software 升級，印表機將執行常規啟動過程，並自動執行 XY 台架校準

（請參見第 102 頁上的 「開啟印表機電源」以瞭解詳情）。 

正在導出系統配置 (.CFG) 檔案

若系統正在接收故障確定代碼，則可能需要從系統導出配置 (.cfg) 檔案並傳送至客戶支援。

GrabCAD PRINT 方法

關於導出系統配置檔案的詳細說明，請導航到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6-printer-firmware-
management, 並遵循 「導出印表機配置」的程序操作。

INSIGHT 軟體方法

1. 在工作站 PC 的開始菜單中，導航到所有程式 > Insight （已安裝版本） > 控制中心 （已安裝版

本），或者按兩次控制中心快捷方式 （若可用）。 

2. 在控制中心內，選擇服務標籤頁。確保在下拉菜單中選中 F370 系列印表機，然後按一下導出配

置按鈕。

附註：  安裝過程將需要幾分鐘時間；請耐心等待。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6-printer-firmware-management
http://help.grabcad.com/article/196-printer-firmware-management


148

圖 7-6： 控制中心導出配置

3. 瀏覽至希望保存配置檔案的目錄。

4. 按一下保存按鈕。

5. 關閉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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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23 系列的常規維護時間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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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號。在從 Stratasys 或您所在區域的 Stratasys 部門訂購更換用部件

時，請使用此表中列出的部件號。 

表 7-1： 維護時間表

警告： 在烘箱內部工作時，務必穿著合適的隔熱服。 

每週 每月 依據需要 維護任務

X 第 149 頁上的 「清潔烘箱室」

X 第 149 頁上的 「清潔 Z 平台」
X 第 150 頁上的 「清潔 / 檢查噴嘴擦部件」

X 第 152 頁上的 「清潔印表機的外表面」
X 第 152 頁上的 「清潔觸控螢幕顯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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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更換用易消耗物品

每週維護

清潔烘箱室

廢料槽的設計旨在將廢料碎屑從噴嘴擦部件向下引導至烘箱室底部進行處理。然後，廢料碎屑聚集在烘箱室底部，
Z 平台下方。不允許過量的材料碎屑在烘箱室中堆積，因為這可能導致印表機損壞。每周一次清潔烘箱室，清除成

型材料碎屑及灰塵。若需要，可使用標準真空來清潔此區域。若出現過量堆積，則按需要將烘箱室抽真空。 

清潔 Z 平台

鋼制 Z 平台提供在其上執行部件成型的水平表面（請參見第 25 頁上的圖 3-7 以瞭解 Z 平台概述）。使用托盤彈

射把手將托盤牢固粘在 Z 平台上。若碎屑聚集在 Z 平台上，則會對托盤粘附產生負面影響。

1. 將托盤從 Z 平台上移除。

• 向下推動托盤彈射把手，使其離開 Z 平台。 

• 將托盤從 Z 平台上滑離。

2. 小心移除掉入 Z 平台開口中的廢料碎屑。 

• 可使用標準真空來清潔 Z 平台。

部件號 說明

123-00300 模型列印頭 （標準）

123-00300 支撐列印頭 （標準）

123-00307 PLA 模型列印頭 
123-00301 PLA 冷卻組件

123-00302 F170 托盤，1 盒共 16 個
123-00303 F270 托盤，1 盒共 16 個
123-00304 F370 托盤，1 盒共 16 個
123-00305 噴嘴防護材料包，4 組
123-00306 2 個一包的噴嘴擦部件（請參見第 150 頁上的「清潔 / 檢查噴嘴擦部

件」）。

警告： 在烘箱內部進行清潔時，請務必穿戴安全手套及長套袖。元件很燙，且可
能具有尖銳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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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維護一次

清潔 / 檢查噴嘴擦部件

噴嘴擦部件應該每個月清潔一次。清潔部件時，檢查墊片 / 清潔刷部件是否有磨損，若偵測到磨損，則根據需要

更換。 

從噴嘴排出材料之後，噴嘴擦部件的墊片部分會穿過噴嘴的開口，將排出的材料切割為小段。然後，噴嘴擦部件
的刷子部分穿過噴嘴的開口，清潔噴嘴及其防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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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部件的墊片部分內產生嚴重的凹
陷，或只要部件的刷子部分內出現明顯的刷毛結塊 （且無法用刷子移除），就應更換噴嘴擦部件。噴嘴擦部件作
為單個裝置更換。

要清潔噴嘴擦部件並檢查其元件：

1. 確保印表機已停止 （閑置）且未執行部件成型。

2. 開啟烘箱門。

3. 移除模型側的噴嘴擦部件，方法是將其向上抬起直至其脫離定位銷。

圖 7-7： 移除噴嘴擦部件

表面發熱標誌： 根據烘箱的允許冷卻時間，其元件可能會發燙。請戴上歡迎包中
提供的安全手套執行所有剩下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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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複步驟 3 以移除支撐側的噴嘴擦部件。

5. 清潔並檢查定位銷周圍的表面。確保噴嘴擦部件可以平齊地立在表面上。

6. 檢查噴嘴擦部件的墊片部分。墊片上邊緣應筆直，不能有過多的凹陷 / 磨損。 

7. 檢查噴嘴擦部件的刷子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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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若存在過度磨損，則應更換一個或兩個噴嘴擦部件。請參見表 7-2，瞭解有關訂購更換用部件的資訊。 

• 該部件的組件不能單獨更換。若墊片或刷子上存在過度磨損，則必須更換整個噴嘴擦部件。

圖 7-8： 噴嘴擦部件詳情

9. 重新安裝支撐側的噴嘴擦部件，方法是將該部件置於其定位銷上，然後向下滑動部件。

10. 重複步驟 9 以重新安裝模型側的噴嘴擦部件。 

附註：  若列印頭位於清理區域上方，則其可能會阻礙使用者移除噴嘴擦部件的能
力。打開頂蓋，並將列印頭手動移到清理區域之外。 

噴嘴擦部件

墊片

清潔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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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需要維護

清潔印表機的外表面

印表機的外表面 （門及面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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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外表面的門及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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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可更換裝置

以下服務程序概括了 F123 系列印表機的客戶可更換裝置的更換說明。 

關閉電源

關閉印表機電源

1. 按下電源按鈕 （請參見第 102 頁上的圖 5-1，瞭解按鈕位置）。

2. 按觸控螢幕顯示器上的接受。

3. 等待約 25 秒，印表機可關機。

4. 從系統後部移除交流電插座。

圖 7-9： 交流電插座位置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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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 確保斷開了印表機的交流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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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板

所需工具

• 3 公厘內六角扳手

拆除後面板

1. 關閉印表機的電源，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

2. 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移除後面板安裝螺釘 （16 個）。請參見圖 7-10。

3. 後面板有支架，可讓後面板懸挂在印表機框架上。透過向上舉起並拉離印表機，可移除後面板。

圖 7-10： 後面板安裝螺釘位置

安裝後面板

1. 將後面板懸架插入側面板的凹陷處。請參見圖 7-10。

2. 將後面板與框架中的安裝孔對齊。請參見圖 7-10。

3. 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較松地安裝後面板安裝螺釘 （16 個）。請參見圖 7-10。

4. 擰緊後面板安裝螺釘 （16 個）。

如要移除後面板，需移除交流電插座。請勿在移除後面板的情况下安裝交流電插

座。

安裝螺釘懸挂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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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及左側面板

所需工具

• 5 公厘內六角扳手

移除側面板

1. 關閉印表機的電源，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

2. 移除後面板。請參見第 153 頁上的 「拆除後面板」。

3. 使用 5 公厘內六角扳手移除側面板安裝螺釘 （每個面板上 6 個）。請參見圖 7-11。

圖 7-11： 側面板安裝螺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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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僅限後部側面板：可用固定在印表機框架內的螺柱將後部側面板固定到位。將面板滑動離開印表機，
以使固位螺柱分離。請參見圖 7-12。

圖 7-12： 後部側面板固位螺柱詳情

5. 從印表機中移除側面板。

安裝側面板

1. 將側面板固位螺柱插入印表機框架中的孔，並將面板滑動到位，直到面板與安裝螺孔對齊。請參
見圖 7-12。

2. 使用 5 公厘內六角扳手重新安裝安裝螺釘 （6 個）。請參見圖 7-11。

前側頂蓋

所需工具

• 2 公厘內六角扳手

移除前側頂蓋

1. 關閉印表機電源。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

2. 打開烘箱門，鬆開前側頂蓋閂。

3. 打開前側頂蓋。

4. 使用 2 公厘內六角扳手從橫閂上移除鉸鏈安裝螺釘 （4 個）。請參見圖 7-13。

固位螺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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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3： 前側頂蓋鉸鏈安裝螺釘位置

5. 向上提起前側頂蓋，將其從印表機取下並移除。

安裝前側頂蓋

1. 將前側定下鉸鏈與橫閂上的安裝位置對齊。請參見圖 7-13。

2. 使用 2 公厘內六角扳手重新安裝鉸鏈安裝螺釘 （4 個）。請參見圖 7-13。

3. 關閉前側頂蓋。

後部頂蓋

所需工具

• 2.5 公厘內六角扳手

移除後部頂蓋

1. 關閉印表機電源。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

2. 打開烘箱門，鬆開頂蓋閂。

3. 打開前側頂蓋。

4. 使用 2.5 公厘的內六角扳手移除將後部頂蓋固定到橫閂上的螺釘 （2 個）。

5. 將後部頂板向後滑動，從印表機上將其移除。請參見圖 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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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4： 後部頂蓋移除

安裝後部頂蓋

1. 將後部頂蓋與橫閂中的安裝孔 （2 個）對齊。

2. 使用 2.5 公厘的內六角扳手安裝螺釘（2 個），該等螺釘將後部頂蓋固定到橫閂上。請參見圖 7-14。

3. 關閉前側頂蓋。

4. 關閉烘箱門。

3.3/5/12 伏直流 ATX 電源

所需工具

• 3 公厘內六角扳手

移除 3.3/5/12 伏直流 ATX 電源

1. 關閉印表機的電源，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

2. 移除後面板，請參見第 153 頁上的 「拆除後面板」。

3. 從電源斷開輸入電源線。

4. 從 I/O 板 （J16、J19、J20、J29）上斷開電源纜線。

5. 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移除電源支架安裝螺釘。請參見圖 7-15。

6. 旋轉並稍微舉起支架，從電子元件艙中移除電源。

7. 從支架中移除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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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5： 3.3/5/12 伏直流 ATX 電源安裝位置

安裝 3.3/5/12 伏直流 ATX 電源

1. 將安裝支架轉移到新電源。

2. 將電源支架底片插入電子元件艙面板的槽孔中。旋轉電源到其安裝方向。

3. 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在電源支架頂部重新安裝一個安裝螺釘。 

4. 將電源纜線連線到 I/O 板 （J16、J19、J20、J29）。

5. 將輸入電源線重新連線到 3.3/5/12 伏直流 ATX 電源。

6. 確保電路上的開關位於開啟位置。

7. 重新安裝後面板。請參見第 153 頁上的 「安裝後面板」。

烘箱熱敏電阻

所需工具

• 3 公厘內六角扳手

移除烘箱熱敏電阻

1. 關閉印表機電源。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

2. 移除後面板。請參見第 153 頁上的 「拆除後面板」。

3. 移除後部右側面板。請參見第 154 頁上的 「右側及左側面板」。

4. 從 I/O 板 (J36) 上斷開熱敏電阻纜線。

5. 使用 3 公厘的內六角扳手移除將熱敏電阻固定到烘箱壁上的螺釘 （1 個）。請參見圖 7-16。

6. 從印表機上移除熱敏電阻。請參見圖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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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6： 熱敏電阻詳情

安裝烘箱熱敏電阻

1. 將烘箱熱敏電阻與其安裝位置對齊，並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重新安裝安裝螺釘 （1 個）。請參

見圖 7-16。

2. 將烘箱熱敏電阻穿過印表機並重新連線到 I/O 板 (J36)。

3. 重新安裝後部右側面板。請參見第 155 頁上的 「安裝側面板」。

4. 重新安裝後面板。請參見第 153 頁上的 「安裝後面板」。

材料艙

所需工具

• 2.5 公厘內六角扳手

移除材料艙

1. 卸載材料。請參見第 108 頁上的 「卸載材料」。

2. 打開材料艙抽屜。

3. 解開閂並打開材料艙蓋。

4. 從材料艙移除現有材料捲軸。

5. 將使用過的材料捲軸放入氣密袋，並密封。

6. 關閉材料艙蓋。

7. 關閉材料艙抽屜。

8. 關閉印表機電源。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

9. 移除後面板。請參見第 153 頁上的 「拆除後面板」。

10. 從相應的材料艙後部按住鎖定片，以分離材料管。

11. 斷開材料管與材料艙，然後分離鎖定片。請參見圖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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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7： 斷開材料管

12. 斷開纜線與材料驅動器控制器板的連線器。請參見圖 7-17。

13. 打開材料艙抽屜。

14. 使用 2.5 公厘內六角扳手移除材料艙安裝螺釘 （2 個）。請參見圖 7-18。

15. 輕柔地傾斜並舉起從材料艙，將其從打開的抽屜中移除。請參見圖 7-18。

圖 7-18： 材料艙移除

安裝材料艙

1. 輕柔地將材料艙安裝到打開的抽屜。請參見圖 7-18。

2. 使用 2.5 公厘的內六角扳手緊固安裝螺釘，該等螺釘將材料艙固定在抽屜頂部。請參見圖 7-18。

3. 關閉材料艙抽屜。

4. 從印表機背面將纜線連線到材料驅動器控制器板的連線器。請參見圖 7-17。

注意： 請當心不要損壞材料艙側面的捲軸介面板。

鎖定片 材料驅動器控制
器板的連線器



161

5. 按住鎖定片，將材料絲管安裝到材料艙後部。請參見圖 7-17。

6. 打開材料艙抽屜，此印表機後部檢視材料絲管。確保材料絲管妥善鋪設，沒有干擾。

7. 將材料捲軸安裝到材料艙。

8. 關閉材料艙並插上閂。

9. 關閉材料艙抽屜。

10. 安裝後面板。請參見第 153 頁上的 「安裝後面板」。

11. 開啟印表機電源。請參見第 102 頁上的 「開啟印表機電源」。

12. 加載材料。請參見第 105 頁上的 「加載材料」。

更換列印頭

當印表機達到 1500 個成型小時數 （計量表極限）時，使用者介面上將顯示警告，且印表機的噴頭狀態圖標將在

材料頁面上以紅色高亮顯示。超過計量表限制的列印頭亦可繼續使用，但强烈建議更換列印頭，因為部件品質將
無法預測。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更換標準列印頭」，瞭解關於更換模型或支持列印頭的說明。 

更換 PLA 列印頭的過程略不同於更換標準列印頭的過程。用 PLA 材料執行成型時，可使用專用 PLA 列印頭。

PLA 列印頭必須安裝在台架內的模型列印頭位置。冷卻組件與 PLA 模型列印頭結合使用，且必須安裝至台架內

的支撐列印頭位置。PLA 模型列印頭會擠壓模型材料及支撐材料。請參見第 113 頁上的 「更換 PLA 列印頭」，

瞭解關於更換 PLA 列印頭或相關冷卻組件的說明。

列印頭功能區纜線

所需工具

• 3 公厘內六角扳手

移除列印頭功能區纜線

1. 開啟印表機電源時，打開頂蓋。

2. 將 X 橋移到台架外殼正面。

3. 從材料及支撐列印頭頂部斷開列印頭功能區纜線連線器 （2 個）。請參見圖 7-19。

4. 關閉印表機電源。

5. 移除後面板。請參見第 153 頁上的 「拆除後面板」。

6. 從 I/O 板 （J6 及 J7）上斷開列印頭功能區纜線連線器 （2 個）。請參見圖 7-19。

附註：  確保在印表機電源打開時斷開列印頭功能區纜線，以確保在重新安裝後自
動校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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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19： 列印頭功能區纜線連線

7. 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移除切換組件背面的前側功能區纜線支架的安裝螺釘 （3 個）。保留螺釘，

以進行重新安裝。請參見圖 7-20。

圖 7-20： 前側功能區纜線支架的安裝螺釘位置

8. 舉起後部功能區纜線支架，並使其與印表機框架背面頂部分離。請參見圖 7-21。

模型列印頭 J6 支撐列印頭 J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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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1： 後部功能區纜線支架的安裝詳情

9. 從印表機上移除列印頭功能區纜線及纜線支架。請參見圖 7-22。

圖 7-22： 列印頭功能區纜線及支架

安裝列印頭功能區纜線

1. 將後部功能區纜線支架安裝到印表機框架背面頂部的切口。請參見圖 7-21。

2. 使用 3 公厘的內六角扳手安裝安裝螺釘 （3 個），將前側功能區纜線支架緊固到切換組件背面。

請參見圖 7-20。

3. 將列印頭後部功能區纜線連線器 （2 個）連線到 I/O 板 （J6 及 J7）。請參見圖 7-19。

4. 將列印頭前側功能區纜線連線器 （2 個）連線到材料及支撐列印頭。請參見圖 7-19。

5. 安裝後面板。請參見第 153 頁上的 「安裝後面板」。

6. 關閉頂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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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控螢幕顯示器

所需工具

• 3 公厘內六角扳手

移除觸控螢幕顯示器

1. 關閉印表機電源。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

2. 使用 3 公厘的內六角扳手移除將觸控螢幕固定到顯示前面板支架上的安裝螺釘 （1 個）。請參見

圖 7-23。

3. 輕柔地略微提起觸控螢幕，使螺柱緊韌體 （4 個）與顯示前面板支架分離。請參見圖 7-23。

4. 支撐著觸控螢幕，將其傾斜離開支架，以從顯示器背面斷開觸控螢幕纜線延長器及顯示器纜線。

5. 輕柔地移離觸控螢幕，將其從印表機中移除。請參見圖 7-23。

圖 7-23： 觸控螢幕的安裝螺釘位置

注意： 觸控螢幕顯示器的連線器及纜線是易碎品。用力過猛可能損傷連線器閂或接
線。

附註：  平面顯示器的纜線連線器是易碎品。同時將連線器的兩角直接拉出，切勿
前後搖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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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觸控螢幕顯示器

1. 將觸控螢幕纜線延長器及顯示器纜線重新連線到觸控螢幕顯示器背面。

2. 將觸控螢幕的螺柱緊韌體 （4 個）與安裝板上的對應槽對齊，並輕輕向下按壓，直到完全放置到

位。請參見圖 7-24。

圖 7-24： 安裝板槽及對齊

3. 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重新安裝觸控螢幕的安裝螺釘 （1 個）。請參見圖 7-23。

附註：  使連線器的亮面背對顯示器。

平面顯示器的纜線連線器是易碎品。同時將連線器的兩角直接拉入，切勿前後搖
晃。

附註：  若四個螺柱緊韌體都未正確安裝，則支架頂部的安裝螺孔將無法對齊。

附註：  應在確認了正確的觸控螢幕操作之後，執行觸控螢幕校準。請參見第 139 
頁上的 「觸控螢幕校準」。

安裝板槽

螺柱緊固件

安裝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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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側及左側烘箱鼓風機

所需工具

• 2.5 公厘內六角扳手

• 3 公厘內六角扳手

移除烘箱鼓風機

1. 關閉印表機電源。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

2. 移除後面板。請參見第 153 頁上的 「拆除後面板」。

3. 移除側面板。請參見第 154 頁上的 「右側及左側面板」。

4. 僅限右側烘箱鼓風機：使用 2.5 公厘的內六角扳手移除用來固定中心側斜面的安裝螺釘 （2 個），

然後將其從印表機中移除。

圖 7-25： 中心側斜面的安裝螺釘位置

5. 斷開烘箱鼓風機電機連線器與 I/O 板 （J39 - 右側鼓風機，J37 - 左側鼓風機）。

6. 使用 3 公厘的內六角扳手移除將鼓風機組件固定到烘箱框架上的安裝螺釘（5 個），請參見圖 7-26。

7. 從印表機中移除鼓風機組件。請參見圖 7-26。

附註：  記錄線路鋪設配置，以便安裝。

附註：  僅限右側烘箱鼓風機。左側鼓風機的程序與右側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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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6： 右側鼓風機組件的安裝螺釘位置

安裝烘箱鼓風機組件

1. 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重新安裝鼓風機組件的安裝螺釘 （5 個）。請參見圖 7-26。

2. 確保鼓風機電機纜線妥善鋪設，並用束帶固定。

3. 將風扇鼓風機電機連線器重新連線到 I/O 板 （J39 - 右側鼓風機，J37 - 左側鼓風機）。

4. 僅限右側烘箱鼓風機：使用 2.5 公厘的內六角扳手重新安裝安裝螺釘 （2 個），該等螺釘將側斜

面固定到印表機。

5. 重新安裝側面板。請參見第 155 頁上的 「安裝側面板」。

6. 重新安裝後面板。請參見第 153 頁上的 「安裝後面板」。

烘箱門密封墊

所需工具

• 螺絲刀或類似器具

移除烘箱門密封墊

1. 關閉印表機電源。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

2. 打開烘箱門。

3. 將密封墊閂從烘箱外殼入口周圍的孔中取出。請參見圖 7-27。

4. 將密封墊的各端從烘箱外殼入口下方的孔中拉出。請參見圖 7-27。

5. 從印表機中移除烘箱密封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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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7： 烘箱門密封墊詳情 （為清晰起見，門已移除）

安裝烘箱門密封墊

1. 將密封墊閂插入烘箱外殼入口周邊的孔中。

2. 使用螺絲刀或類似器具，將密封墊的各端戳入烘箱外殼入口下方的孔中。

3. 關閉烘箱門。

Z 驅動皮帶

所需工具

• 3 公厘內六角扳手

• 小平頭螺絲刀

移除 Z 驅動皮帶

1. 關閉印表機電源。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

2. 移除後部頂蓋。請參見第 156 頁上的 「移除後部頂蓋」。

3. 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從台架入口內擰松 Z 電機的安裝螺釘 （4 個）。請參見圖 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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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8： Z 電機的安裝螺釘位置

4. 使用小平頭螺絲刀，將 Z 電機張力支架輕輕撬離壓縮彈簧，以此放鬆皮帶張力。請參見圖 7-29。

圖 7-29： 放鬆 Z 皮帶張力

5. 皮帶張力放鬆的同時，將 Z 驅動皮帶從其滑輪中移除，並將其抽離印表機。

安裝 Z 驅動皮帶

1. 使用小平頭螺絲刀，將 Z 電機張力支架輕輕撬離壓縮彈簧，以此放鬆皮帶張力。請參見圖 7-29。

2. 將 Z 驅動皮帶安裝到 Z 電機滑輪。

3. 將 Z 驅動皮帶安裝到 Z 軸導螺杆滑輪。

4. 從張力支架中移除平頭螺絲刀，恢復 Z 皮帶的正常張力。

5. 使導螺杆滑輪旋轉兩圈，在兩個滑輪上對齊 Z 驅動皮帶。

6. 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擰緊 Z 電機的安裝螺釘 （4 個）。請參見圖 7-28。

7. 重新安裝後部頂蓋。請參見第 157 頁上的 「安裝後部頂蓋」。

8. 關閉前側頂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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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風箱

所需工具

• 3 公厘內六角扳手

移除 Y 風箱

1. 關閉印表機電源。

2. 打開前側頂蓋。

3. 移除前側 Y 風箱組件。請參見圖 7-30。

A. 移除夾子 （4 個），該等夾子將前側風箱固位器固定在烘箱框架前側。

B. 移除夾子 （4 個），該等夾子將前側風箱固位器固定在 X 橋組件托盤前側。

C. 從台架入口移除前側 Y 風箱及固位器。

D. 保留 Y 風箱固位器，以進行重新安裝。

4. 移除背面的 Y 風箱組件。請參見圖 7-30。

A. 移除夾子 （4 個），該等夾子將背面風箱固位器固定在烘箱框架後部。

B. 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移除螺釘 （3 個），該等螺釘將背面的風箱固位器固定在 X 橋組件托

盤背面。

C. 從台架入口移除背面 Y 風箱及固位器。

D. 保留 Y 風箱固位器，以進行重新安裝。

圖 7-30： Y 風箱詳情

附註：  按需移動 X 橋，來檢修 Y 風箱安裝夾子及螺釘。

前側 Y 風箱背面 Y 風箱 夾子 （12 個）

固位器
（4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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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Y 風箱

1. 將 Y 風箱固位器轉移到新的 Y 風箱。

2. 將 X 橋移到台架外殼正面。

3. 安裝前側與後部的夾子 （8 個），該等夾子將前側 Y 風箱組件固定在 X 橋及烘箱框架上。請參見

圖 7-30。

4. 安裝後部夾子 （4 個），該等夾子將背面 Y 風箱組件固定在烘箱框架後部。請參見圖 7-30。

5. 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安裝螺釘 （3 個），該等螺釘將背面的風箱固位器固定在 X 橋組件托盤背面。

請參見圖 7-30。

烘箱燈

所需工具

• 3 公厘內六角扳手

• 小平頭螺絲刀

移除烘箱燈

1. 關閉印表機電源。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

2. 打開烘箱門。

3. 移除烘箱外殼上方的烘箱燈兩側的頂部密封墊閂。暫時移開烘箱燈密封墊頂部，以便檢修烘箱燈。 

4. 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移除烘箱燈安裝螺釘 （2 個）及固位支架。請參見圖 7-31。

5. 將烘箱燈移開一小段距離，以便檢修烘箱燈纜線連線器。

6. 斷開烘箱燈纜線連線器，並將其從印表機移除。如有必要，可使用小平頭螺絲刀分離纜線連線器
片。請參見圖 7-31。

圖 7-31： 烘箱燈詳情

纜線

連線
器片

烘箱燈 固位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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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烘箱燈

1. 將鬆散的纜線連線器連線到烘箱燈。定向纜線，使綠線朝向燈中心。請參見圖 7-32。

圖 7-32： 烘箱燈纜線詳情

2. 將過長纜線擠入斜面開口，並將烘箱燈推入其安裝位置。如有必要，從台架內側拉動纜線，减少
鬆散情况。

3. 將烘箱燈插入烘箱外殼上方的開口中。

4. 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安裝固定支架和烘箱燈固定螺釘 （2 個）。請參見圖 7-31。

5. 關閉烘箱門。

6. 開啟印表機電源。

烘箱門相機

所需工具

• 3 公厘內六角扳手

移除烘箱門相機

1. 關閉印表機電源。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

2. 打開烘箱門。

3. 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移除相機組件的安裝螺釘 （1 個），此螺釘穿過烘箱門頂部的孔。請參見

圖 7-33。

4. 將相機組件輕輕移出一小段距離，並斷開相機背面的纜線。

5. 從印表機中移除相機組件。請參見圖 7-33。

圖 7-33： 相機組件的安裝螺釘位置

附註：  切勿觸摸相機鏡頭。如有需要，請用潔淨的超細纖維布擦拭相機鏡頭。

記錄綠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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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從安裝支架上仔細地移除相機。保留安裝支架。請參見圖 7-34。

圖 7-34： 相機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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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烘箱門相機

1. 將相機安裝在安裝支架上。請參見圖 7-34。

2. 將相機纜線連線到相機背面的連線器。

3. 使用 3 公厘的內六角扳手，透過烘箱門頂部的孔安裝安裝螺釘，來固定相機組件。請參見圖 7-33。

烘箱門閂

所需工具

• 2.5 公厘內六角扳手

• 4 公厘套筒扳手

移除烘箱門閂

1. 關閉印表機電源。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

2. 打開烘箱門。

3. 使用 2.5 公厘內六角扳手移除內側門面板的安裝螺釘 （11 個）。請參見圖 7-35。

4. 旋轉並從門組件中移除內側門面板。輕輕按壓樞軸臂，將其從門組件中分離。請參見圖 7-35。

圖 7-35： 內側門面板的安裝螺釘位置

5. 斷開門閂組件的電磁閥纜線連線器。

6. 斷開門閂組件的感測器纜線連線器 （2 個）。

7. 使用 4 公厘套筒扳手移除門閂組件的安裝螺母 （2 個）。請參見圖 7-36。

8. 從烘箱門移除門閂組件。請參見圖 7-36。

附註：  切勿觸摸相機鏡頭。如有需要，請用潔淨的超細纖維布擦拭相機鏡頭。

樞軸臂
（2 個）

內側門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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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6： 門閂組件的安裝螺母位置

9. 使用 2.5 公厘內六角扳手移除感測器支架的安裝螺釘 （2 個）。請參見圖 7-37。

10. 從閂組件中移除感測器及支架，並保留用於重新安裝。請參見圖 7-37。

圖 7-37： 門閂感測器的安裝支架詳情

安裝烘箱門閂

1. 使用 2.5 公厘的內六角扳手安裝感測器支架的安裝螺釘 （2 個），將感測器安裝支架固定到烘箱

門閂組件。請參見圖 7-37。

2. 使用 4 公厘套筒扳手安裝門閂組件的安裝螺母 （2 個），將門閂組件固定到烘箱門組件內側。

請參見圖 7-36。

3. 連線門閂組件的感測器纜線連線器 （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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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內側門面板安裝到門組件中。請參見圖 7-38。

A. 輕微調整內側門目標角度，並將樞軸螺母插入門框兩側下方的凹陷處。

B. 輕輕向下按壓門面板，直到樞軸螺母完全裝入門框內。

C. 使門面板頂部向門組件方向旋轉。輕按樞軸臂，將其插入門框兩側上方的凹陷處。

D. 關閉門面板，確定面板及框架安裝孔對齊。

圖 7-38： 內側烘箱門面板詳情

5. 使用 2.5 公厘內六角扳手安裝內側門面板的安裝螺釘 （11 個）。請參見圖 7-35。

6. 關閉烘箱門。

Y 模組

所需工具

• 3 公厘內六角扳手

移除程序

1. 卸載材料。

2. 關閉印表機的電源，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

3. 透過鬆開壓縮接頭並向外拉動管子，可斷開 Y 模組的材料管。請參見圖 7-39。

附註：  兩個 Y 模組的移除是相同的。此程序中描繪了模型材料 Y 模組的移除。

樞軸螺母
凹陷處

樞軸臂凹
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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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9： 從 Y 模組斷開材料管

4. 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移除 Y 模塊的安裝螺釘 （2 個）。請參見圖 7-40。

5. 移除 Y 模組。

圖 7-40： Y 模組的安裝螺釘位置

鬆開壓縮接頭，

向外拉動材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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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Y 模組

1. 將 Y 模組與安裝座對齊，並使用 3 公厘內六角扳手重新安裝安裝螺釘 （2 個）。請參見圖 7-40。

2. 推動材料管穿過鬆散的壓縮接頭直到觸底，從而將材料管重新連線到 Y 模組。擰緊壓縮接頭，

且使材料管完全放置到位。請參見圖 7-39。

3. 開啟印表機電源。

4. 將材料從第一模型及支撐材料艙加載到列印頭。 

5. 從列印頭卸載材料。

6. 將材料從第二模型及支撐材料艙加載到列印頭。

頂蓋聯鎖感測器及致動器

所需工具

• 2 公厘內六角扳手

• 2.5 公厘內六角扳手

移除頂蓋聯鎖感測器

1. 關閉印表機電源。請參見第 152 頁上的 「關閉電源」。

2. 打開前側頂蓋。

3. 在中途接頭分開頂蓋感測器纜線。

4. 移除三個線束，該等線束將纜線固定到感測器的安裝支架上。

5. 使用 2 公厘內六角扳手移除感測器的安裝螺釘 （2 個）。請參見圖 7-41。

6. 從安裝支架上移除頂蓋。

圖 7-41： 頂蓋感測器的安裝螺釘位置

附註：  確認材料管將前往正確對應的模型及支撐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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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 2.5 公厘內六角扳手移除頂蓋致動器的安裝螺釘 （2 個）。請參見圖 7-42。

8. 移除頂蓋致動器。

圖 7-42： 頂蓋致動器的安裝螺釘位置

安裝頂蓋聯鎖感測器

1. 使用 2 公厘的內六角扳手重新安裝安裝螺釘 （2 個），該等螺釘將聯鎖感測器固定到安裝支架上。

請參見圖 7-41。

2. 在中途接頭連接頂蓋感測器纜線。

3. 安裝三個線束，以將感測器纜線固定到安裝支架上。

4. 使用 2.5 公厘的內六角扳手重新安裝安裝螺釘 （2 個），該等螺釘將聯鎖致動器固定到頂蓋上。

請參見圖 7-42。

5. 關閉頂蓋。

6. 開啟印表機電源。

7. 透過打開再關閉頂蓋來驗證操作。 

8. 若觸控螢幕顯示錯誤，且該等錯誤表示機蓋未關閉，則請調整致動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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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故障排除

本章描述故障排除的步驟，執行該等步驟以糾正 F123 系列出現的基本問題。

獲取幫助

若印表機或印表機的材料存在此指南未涉及的問題，或者您需要訂購更換用部件，請聯繫所在區域的客戶支援。
請訪問以下 Stratasys 網站獲得聯絡資訊：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ontact-customer-support。

若需要的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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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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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頁上的圖 2-6 或第 91 頁上的 「序列號」以瞭解關於尋找印表機序列
號的資訊）。

• 訪問 GrabCAD Print 工作站，以在需要時提供配置檔案（請參見第 147 頁上的「正在導出系統配置 
(.CFG) 檔案」，瞭解關於獲取此資訊的說明）。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ontact-customer-support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ontact-customer-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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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及錯誤

若印表機偵測到可能會影響成型的問題，則會在成型頁面的通知顯示中給出指示。根據警告 / 錯誤的嚴重程度，

將顯示黃色或紅色通知徽章圖標，以及指示警告原因的文字。觸摸螢幕上的文字將打開一個對話方塊，該對話方
塊指出通知原因，且在一些情况下之處糾正通知內容的步驟 （請參見第 40 頁上的圖 4-4）。 

根據警告 / 錯誤類型，通知徽章圖標亦可在材料頁面內顯示。材料按鈕將在導航菜單內顯示其警告狀態，以此表

示警告 （請參見第 38 頁上的表 4-1）。在材料頁面內，通知徽章圖標將在發生警告 / 錯誤的材料狀態圖標中心

顯示 （請參見第 65 頁上的表 4-7）。觸摸螢幕上的通知徽章圖標將打開對應材料的材料詳情頁面，並提供指出

警告 / 錯誤成因的資訊 （請參見第 68 頁上的圖 4-29）。

成型開始時的警告

模型材料不匹配選取的作業

• 當前安裝的模型材料與所選作業的模型材料配置不匹配。 

• 糾正狀態 - 卸載錯誤的模型材料，並為所選作業加載正確的模型材料。請參見第 108 頁上的 「卸載
材料」及第 105 頁上的 「加載材料」以瞭解說明。

支撐材料不匹配選取的作業

• 當前安裝的支撐材料與所選作業的支撐材料配置不匹配。 

• 糾正狀態 - 卸載錯誤的支撐材料，並為所選作業加載正確的支撐材料。請參見第 108 頁上的 「卸載
材料」及第 105 頁上的 「加載材料」以瞭解說明。

模型材料不足以完成部件成型

• 當前安裝在印表機中的模型材料量不足以完成選擇的成型。

• 糾正狀態 - 在印表機中安裝額外的模型材料，請參見第 105 頁上的 「加載材料」以瞭解相關說明。
在安裝額外的材料時，可以安裝第二個材料捲軸以便利用自動更換功能，或者安裝包含充足材料以完
成成型的全新捲軸。請注意，自動更換功能僅適用於 F270 及 F370 印表機。 

支撐材料不足以完成部件成型

• 當前安裝在印表機中的支撐材料量不足以完成選擇的成型。

• 糾正狀態 - 在印表機中安裝額外的支撐材料，請參見第 105 頁上的 「加載材料」以瞭解相關說明。
在安裝額外的材料時，可以安裝第二個材料捲軸以便利用自動更換功能，或者安裝包含充足材料以完
成成型的全新捲軸。請注意，自動更換功能僅適用於 F270 及 F370 印表機。 

訂購新模型列印頭

• 模型列印頭已達到 1350 個成型小時數，接近其計量表極限。列印頭的列印頭詳情頁面中可提供成型
小時數 （請參見第 61 頁上的 「檢視列印頭詳情」）。 

• 糾正狀態 - 您仍然可以使用該列印頭，但是部件品質可能受到影響。一旦列印頭計量表達到極限，
將會提示使用者更換列印頭 （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

訂購新支撐列印頭

• 支撐列印頭已達到 1350 個成型小時數，接近其計量表極限。列印頭的列印頭詳情頁面中可提供成型
小時數 （請參見第 61 頁上的 「檢視列印頭詳情」）。 

• 糾正狀態 - 您仍然可以使用該列印頭，但是部件品質可能受到影響。一旦列印頭計量表達到極限，
將會提示使用者更換列印頭 （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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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模型列印頭

• 模型列印頭已達到 1500 個成型小時數 （計量表極限）。列印頭的列印頭詳情頁面中可提供成型小時
數 （請參見第 61 頁上的 「檢視列印頭詳情」）。 

• 糾正狀態 - 您可以繼續使用此列印頭執行成型，但建議更換列印頭再開始執行新成型（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

更換支撐列印頭

• 支撐列印頭已達到 1500 個成型小時數 （計量表極限）。列印頭的列印頭詳情頁面中可提供成型小時
數 （請參見第 61 頁上的 「檢視列印頭詳情」）。 

• 糾正狀態 - 您可以繼續使用此列印頭執行成型，但建議更換列印頭再開始執行新成型（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

阻止成型啟動的錯誤

印表機忙碌中

• 表示印表機正處於完成另一任務的過程中，在該任務完成之前，無法開始執行新成型。 

• 糾正狀態 - 等待幾分鐘時間，然後嘗試重啟成型。 

關閉門

• 指示烘箱門已打開。 

• 糾正狀態 - 關閉烘箱門。

關閉頂蓋

• 指示頂蓋已打開。

• 糾正狀態 - 關閉頂蓋。 

移除部件

• 指示上一次成型作業中已完成的部件仍然在印表機的烘箱室中。

• 糾正狀態 - 打開烘箱門並移除已完成的部件。請參見第 120 頁上的 「從印表機中移除部件」以瞭解
相關說明。 

選取作業

• 指示未選擇作業進行成型。

• 糾正狀態 - 從作業隊列中選擇要成型的作業。請參見第 114 頁上的 「選取要執行成型的作業」以瞭
解相關說明。

插入模型材料列印頭

• 表示模型列印頭尚未安裝在印表機中。

• 糾正狀態 - 安裝模型列印頭。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以瞭解相關說明。 

插入支撐材料列印頭

• 表示支撐列印頭尚未安裝在印表機中。

• 糾正狀態 - 安裝支撐列印頭。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以瞭解相關說明。 

模型列印頭無法通訊

• 表示模型列印頭未啟用 / 通訊。此通知只有在頂蓋關閉時才會顯示。 

• 糾正狀態 - 打開頂蓋，從模型列印頭上鬆開列印頭纜線。等候幾秒鐘時間，然後將列印頭纜線重新連
線到模型列印頭，並關閉頂蓋 （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瞭解詳情）。若錯誤仍然存
在，則可能是列印頭或列印頭纜線問題；請聯繫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獲取更多幫助 （請參見第 180 頁上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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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列印頭無法通訊

• 表示支撐列印頭未啟用 / 通訊。此通知只有在頂蓋關閉時才會顯示。 

• 糾正狀態 - 打開頂蓋，從支撐列印頭上鬆開列印頭纜線。等候幾秒鐘時間，然後將列印頭纜線重新連
線到支撐列印頭，並關閉頂蓋 （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瞭解詳情）。若錯誤仍然存
在，則可能是列印頭或列印頭纜線問題；請聯繫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獲取更多幫助 （請參見第 180 頁上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聯絡資訊）。 

模型列印頭未初始化

• 表示列印頭資料未就緒。此通知僅在印表機初始化新安裝的列印頭時顯示，或在初始化進程失敗時
顯示。 

• 糾正狀態 - 首次顯示錯誤之後，等候至少 60 秒時間。若錯誤仍然存在，則打開頂蓋，從模型列印頭
上鬆開列印頭纜線。等候幾秒鐘時間，然後將列印頭纜線重新連線到模型列印頭，並關閉頂蓋 （請
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瞭解詳情）。若錯誤仍然存在，則可能是列印頭或列印頭纜線問
題；請聯繫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獲取更多幫助 （請參見第 180 頁上
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聯絡資訊）。 

支撐列印頭未初始化

• 表示列印頭資料未就緒。此通知僅在印表機初始化新安裝的列印頭時顯示，或在初始化進程失敗時
顯示。 

• 糾正狀態 - 首次顯示錯誤之後，等候至少 60 秒時間。若錯誤仍然存在，則打開頂蓋，從支撐列印頭
上鬆開列印頭纜線。等候幾秒鐘時間，然後將列印頭纜線重新連線到支撐列印頭，並關閉頂蓋 （請
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瞭解詳情）。若錯誤仍然存在，則可能是列印頭或列印頭纜線問
題；請聯繫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獲取更多幫助 （請參見第 180 頁上
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聯絡資訊）。 

加載模型材料

• 表示模型材料尚未載入印表機中。

• 糾正狀態 - 加載模型材料。請參見第 105 頁上的 「加載材料」以瞭解相關說明。 

加載支撐材料

• 表示支撐材料尚未載入印表機中。

• 糾正狀態 - 加載支撐材料。請參見第 105 頁上的 「加載材料」以瞭解相關說明。 

更換無效的模型捲軸

• 表示材料捲軸無效。無效材料是未經許可或與相關列印頭類型不相容的材料。 

• 糾正狀態 - 移除無效的材料捲軸並更換有效的捲軸。請參見第 109 頁上的 「移除材料捲軸」及
第 106 頁上的 「材料捲軸安裝」以瞭解說明。 

更換無效的支撐捲軸

• 表示材料捲軸無效。無效材料是未經許可或與相關列印頭類型不相容的材料。 

• 糾正狀態 - 移除無效的材料捲軸並更換有效的捲軸。請參見第 109 頁上的 「移除材料捲軸」及
第 106 頁上的 「材料捲軸安裝」以瞭解說明。 

更換空的模型捲軸

• 表示材料捲軸已耗盡材料。

• 糾正狀態 - 移除空材料捲軸並更換新捲軸。請參見第 109 頁上的 「移除空材料捲軸」及第 106 頁上
的 「材料捲軸安裝」以瞭解說明。 

更換空的支撐捲軸

• 表示材料捲軸已耗盡材料。

• 糾正狀態 - 移除空材料捲軸並更換新捲軸。請參見第 109 頁上的 「移除空材料捲軸」及第 106 頁上
的 「材料捲軸安裝」以瞭解說明。 



184

偵測到模型材料絲尾端

• 表示材料驅動器中的材料絲存在開關未檢測到材料捲軸中的材料絲。

• 糾正狀態 - 緩慢翻轉材料捲軸，並將材料絲饋送至驅動器機構內。材料絲需要前進大約 50.8 公厘
（2 英吋）以到達材料絲存在開關。請參見第 105 頁上的 「加載材料」以瞭解相關說明。 

偵測到支撐材料絲尾端

• 表示材料驅動器中的材料絲存在開關未檢測到材料捲軸中的材料絲。

• 糾正狀態 - 緩慢翻轉材料捲軸，並將材料絲饋送至驅動器機構內。材料絲需要前進大約 50.8 公厘
（2 英吋）以到達材料絲存在開關。請參見第 105 頁上的 「加載材料」以瞭解相關說明。 

未安裝冷卻器組件

• 表示相關 PLA 材料列印頭未安裝焊道冷卻器。 

• 糾正狀態 - 安裝焊道冷卻器。

加載 / 卸載錯誤 

超時

• 表示在加載啟動後的 5 分鐘內未在列印頭中檢測到材料絲。 

• 糾正狀態 - 移除材料捲軸，確保其已妥善就緒，可以進行安裝及加載。請參見第 109 頁上的 「移除
材料捲軸」及第 106 頁上的「材料捲軸安裝」以瞭解詳細資訊。重新加載材料捲軸（請參見第 105 
頁上的 「加載材料」）。 

加載失敗

• 指示材料絲當前在列印頭中，但是加載失敗。 

• 糾正狀態 - 卸載模型及支撐材料 （請參見第 108 頁上的 「卸載材料」），然後重新加載該等材料
（請參見第 105 頁上的 「加載材料」）。完成加載之後，使用噴嘴維護頁面內的清理按鈕手動清理每
個噴嘴，以此驗證將材料從每個噴嘴清理出去 （請參見第 62 頁上的 「列印頭維護」）。

資源不可用 

• 表示印表機正處於完成另一任務的過程中，在該任務完成之前，無法開始執行新成型。 

• 糾正狀態 - 等待幾分鐘時間，然後嘗試加載 / 卸載材料。 

任務已在運行

• 表示印表機正處於加載 / 卸載另一材料艙的過程中。一次只可以加載或卸載一個材料艙。

• 糾正狀態 - 等候直到進行中的加載 / 卸載完成，然後再嘗試將材料加載到另一材料艙，或從該另一材料
艙卸載材料。

插入材料絲

• 表示材料驅動器控制器中的感測器未檢測到材料絲。這可能表示材料捲軸已空，或材料絲在加載過程
中斷裂。 

• 糾正狀態 - 移除材料捲軸並清除材料絲管中的所有材料絲 （請參見第 109 頁上的 「移除材料捲
軸」）。重新加載材料捲軸 （請參見第 105 頁上的 「加載材料」）。若錯誤仍然存在，請聯繫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180 頁上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聯絡
資訊）。 

插入捲軸

• 表示材料捲軸未安裝到材料艙中，為此，可嘗試加載材料。 

• 糾正狀態 - 安裝材料捲軸。請參見第 106 頁上的 「材料捲軸安裝」以瞭解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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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無效

• 表示所安裝的材料未經許可，不可用於印表機。

• 糾正狀態 - 如需調整印表機的材料許可，請聯繫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180 頁上的 「獲取幫助」獲取聯絡資訊）。 

無法將模型加載至支撐列印頭

• 表示您將模型捲軸安裝到了材料艙內的錯誤位置。 

• 糾正狀態 - 從材料艙內的當前位置移除模型捲軸，並將其插入模型材料艙。在具有兩個操作材料艙的
印表機中，模型材料艙是左側材料艙。在具有四個操作材料艙的印表機中，模型材料艙是 左側的兩
個材料艙。請參見第 28 頁上的圖 3-11 以瞭解詳情。 

無法將支撐加載至模型列印頭

• 表示您將支撐捲軸安裝到了材料艙內的錯誤位置。 

• 糾正狀態 - 從材料艙內的當前位置移除支撐捲軸，並將其插入支撐材料艙。在具有兩個操作材料艙的
印表機中，支撐材料艙是右側材料艙。在具有四個操作材料艙的印表機中，支撐材料艙是 右側的兩
個材料艙。請參見第 28 頁上的圖 3-11 以瞭解詳情。 

無法在成型期間變更材料類型

• 表示印表機正處於成型過程中，而您正在成型期間嘗試更改模型或支撐材料。 

• 糾正狀態 - 印表機處於部件成型過程中時，不能更改材料類型。請等候直到成型完成，然後再更改
材料。 

成型暫停警告

使用者已要求

• 表示操作員發起了暫停，或在作業檔案內插入了暫停。

• 糾正狀態 - 可按下成型頁面內的開始按鈕來繼續成型（請參見第 48 頁上的表 4-3，瞭解按鈕詳情）。

無法變更材料

• 表示在自動更換期間加載或卸載過程失敗。 

• 糾正狀態 - 移除材料捲軸 （請參見第 109 頁上的 「移除材料捲軸」）並檢查材料是否可以在捲軸上
自由移動，方法是拉出幾英吋的材料。 

• 若材料可以自由移動，則重新安裝並重新加載材料捲軸（請參見第 105 頁上的「加載材料」，瞭

解相關說明）。若再次發生材料加載錯誤，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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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聯絡資訊）。 

• 若材料無法自由移動，請聯繫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請參見第 180 
頁上的 「獲取幫助」，獲取聯絡資訊）。

模型材料耗盡

• 印表機已耗盡模型材料。若安裝了 2 個模型材料捲軸，此警告就表示兩個捲軸都已空。

• 糾正狀態 - 移除空的材料選擇，並根據需要進行更換。請參見第 109 頁上的 「移除空材料捲軸」
及第 106 頁上的 「材料捲軸安裝」以瞭解說明。 

附註：  任何並非由操作員發起的暫停將顯示警告，該警告須在使用者介面上得到
確認，然後印表機才能繼續執行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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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撐材料耗盡

• 印表機已耗盡支撐材料。若安裝了 2 個支撐材料捲軸，此警告就表示兩個捲軸都已空。

• 糾正狀態 - 移除空的材料選擇，並根據需要進行更換。請參見第 109 頁上的 「移除空材料捲軸」及
第 106 頁上的 「材料捲軸安裝」以瞭解說明。 

已移除使用中的模型捲軸

• 表示印表機與材料捲軸的記憶體晶片或被意外提起的材料驅動器控制器失去接觸。

• 糾正狀態 - 確保材料捲軸在材料驅動器內正確放置。若是如此，則移除捲軸，然後重新安裝捲軸 （請
參見第 109 頁上的「移除材料捲軸」及第 106 頁上的「材料捲軸安裝」）。若此方法未能糾正錯誤，
則移除捲軸，並安裝新捲軸。

已移除使用中的支撐捲軸

• 表示印表機與模型材料捲軸的記憶體晶片或被意外提起的材料驅動器控制器失去接觸。

• 糾正狀態 - 確保材料捲軸在材料驅動器內正確放置。若是如此，則移除捲軸，然後重新安裝捲軸 （請
參見第 109 頁上的「移除材料捲軸」及第 106 頁上的「材料捲軸安裝」）。若此方法未能糾正錯誤，
則移除捲軸，並安裝新捲軸。 

模型列印頭已移除

• 表示印表機與模型列印頭失去接觸。

• 糾正狀態 - 確保列印頭在台架內正確放置。若是如此，則移除列印頭，然後重新安裝列印頭 （請參見
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若此方法未能糾正錯誤，則移除列印頭，並安裝新列印頭。

支撐列印頭已移除

• 表示印表機與支撐列印頭失去接觸。

• 糾正狀態 - 確保列印頭在台架內正確放置。若是如此，則移除列印頭，然後重新安裝列印頭 （請參見
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若此方法未能糾正錯誤，則移除列印頭，並安裝新列印頭。

成型中止錯誤

已由使用者中止

• 表示由操作員發起了中止。

• 糾正狀態 - 從印表機移除中止的成型操作，請參見第 120 頁上的 「從印表機中移除部件」以瞭解相
關說明。 

無法找到 Z 軸

• 表示 Z 軸平台未能找到其原位。

• 糾正狀態 - 確認 Z 平台上的校準目標未受阻礙，請參見第 149 頁上的「清潔 Z 平台」以瞭解相關說
明。 

無法處理該部件

• 嘗試將 CMB 檔案轉譯為印表機的命令時發生錯誤。 

• 糾正狀態 - 原因通常是 CMB 檔案已損壞或過時。請確保印表機的軟體版本是 新的（請參見第 144 
頁上的 「更新 Controller Software」），並且您正在使用正確的 GrabCAD Print 軟體版本。使用 
GrabCAD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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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頁上的
「GrabCAD Print 軟體」），然後重新啟動成型 （請參見第 113 頁上的 「基本作業成型任務」以瞭解
相關說明）。

附註：  所有中止相關錯誤均必須在使用者介面上得到確認，然後印表機才能進入
中止狀態。 



187

無法加載路徑

• 印表機在成型期間意外丟失作業資訊。 

• 糾正狀態 - 使用 GrabCAD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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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頁上的 「GrabCAD Print 軟體」）。若在使用重新處理的檔案再次成型時遇到相同的錯誤，可
嘗試執行不同的檔案成型以檢視錯誤是否再次發生。若再次發生錯誤，請聯繫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
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180 頁上的 「獲取幫助」，獲取聯絡資訊）。

無法校正噴嘴偏差

• 表示印表機未能校準噴嘴偏差。

• 糾正狀態 - 執行自動噴嘴校正（第 131 頁上的「自動噴嘴校正」）。若校準失敗，請執行手動噴嘴校
正 （第 133 頁上的 「手動噴嘴校正」）。若校準再次失敗，請聯繫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
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180 頁上的 「獲取幫助」，獲取聯絡資訊）。

已移除使用中的捲軸

• 表示活動的材料捲軸已移除。只有當印表機正在準備進行成型時才會顯示此通知。 

• 糾正狀態 - 安裝材料捲軸，並加載模型材料。請參見第 106 頁上的 「材料捲軸安裝」及第 105 頁上
的 「加載材料」以瞭解說明。 

模型列印頭已移除

• 表示印表機與模型材料捲軸的記憶體晶片或被意外提起的材料驅動器控制器失去接觸。

• 糾正狀態 - 確保材料捲軸在材料驅動器內正確放置。若是如此，則移除捲軸，然後重新安裝捲軸 （請
參見第 109 頁上的「移除材料捲軸」及第 106 頁上的「材料捲軸安裝」）。若此方法未能糾正錯誤，
則移除捲軸，並安裝新捲軸。

支撐列印頭已移除

• 表示印表機與支撐材料捲軸的記憶體晶片或被意外提起的材料驅動器控制器失去接觸。

• 糾正狀態 - 確保材料捲軸在材料驅動器內正確放置。若是如此，則移除捲軸，然後重新安裝捲軸 （請
參見第 109 頁上的「移除材料捲軸」及第 106 頁上的「材料捲軸安裝」）。若此方法未能糾正錯誤，
則移除捲軸，並安裝新捲軸。

找不到檔案

• 表示印表機無法定位被選擇進行成型的作業檔案。此錯誤僅屬於透過 USB 隨身碟加載的作業檔案。

• 糾正狀態 - 確保包含所選作業檔案的 USB 隨身碟安全插入了介面面板內的 USB 連接埠之一 （請參
見第 21 頁上的圖 3-3，瞭解連接埠位置）。一旦隨身碟安全插入了印表機的 USB 連接埠之一，請選
擇希望成型的檔案，將其加載到作業隊列 （請參見第 50 頁上的 「USB 方法」）。

未知的錯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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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糾正狀態 - 嘗試重新啟動成型，請參見第 113 頁上的 「基本作業成型任務」以瞭解相關說明。若錯
誤仍然存在，請聯繫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請參見第 180 頁上的「獲
取幫助」以瞭解聯絡資訊）。 

附註：  下列警告及錯誤在列印頭詳情頁面的通知區域內顯示。請參見第 61 頁上

的 「檢視列印頭詳情」以瞭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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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頭警告
未初始化

• 表示列印頭資料未就緒。此通知僅在印表機初始化新安裝的列印頭時顯示，或在初始化進程失敗時
顯示。 

• 糾正狀態 - 首次顯示錯誤之後，等候至少 60 秒時間。若錯誤仍然存在，則打開頂蓋，鬆開連線到對
應列印頭的列印頭纜線。等候幾秒鐘時間，然後將列印頭纜線重新連線到列印頭，並關閉頂蓋 （請
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瞭解詳情）。若錯誤仍然存在，則可能是列印頭或列印頭纜線問
題；請聯繫 Stratasys 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獲取更多幫助 （請參見第 180 頁上
的 「獲取幫助」以瞭解聯絡資訊）。 

訂購新模型列印頭

• 表示模型列印頭已達到 1350 個成型小時數，接近其計量表極限。此警告的顯示旨在提醒使用者訂購
更換用列印頭，以更換接近計量表極限的列印頭。列印頭的列印頭詳情頁面中可提供成型小時數
（請參見第 61 頁上的 「檢視列印頭詳情」）。 

• 糾正狀態 - 您仍然可以使用該列印頭，但是部件品質可能受到影響。一旦列印頭計量表達到極限，
將會提示使用者更換列印頭 （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

訂購新支撐列印頭

• 表示支撐列印頭已達到 1350 個成型小時數，接近其計量表極限。此警告的顯示旨在提醒使用者訂購
更換用列印頭，以更換接近計量表極限的列印頭。列印頭的列印頭詳情頁面中可提供成型小時數
（請參見第 61 頁上的 「檢視列印頭詳情」）。 

• 糾正狀態 - 您仍然可以使用該列印頭，但是部件品質可能受到影響。一旦列印頭計量表達到極限，
將會提示使用者更換列印頭 （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

列印頭錯誤

更換模型列印頭

• 表示模型列印頭已達到 1500 個成型小時的計量表極限。此錯誤消息的顯示旨在提醒使用者應更換列
印頭，然後再開始執行另一成型。列印頭的列印頭詳情頁面中可提供成型小時數 （請參見第 61 頁上
的 「檢視列印頭詳情」）。 

• 糾正狀態 - 您可以繼續使用此列印頭執行成型，但建議更換列印頭再開始執行新成型（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

更換支撐列印頭

• 表示支撐列印頭已達到 1500 個成型小時的計量表極限。此錯誤消息的顯示旨在提醒使用者應更換列
印頭，然後再開始執行另一成型。列印頭的列印頭詳情頁面中可提供成型小時數 （請參見第 61 頁上
的 「檢視列印頭詳情」）。 

• 糾正狀態 - 您可以繼續使用此列印頭執行成型，但建議更換列印頭再開始執行新成型（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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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求補救措施

下表所列為操作印表機時可能遇到的各種故障排除情况以及解决該等情况的方法。 

狀况 可能原因 補救措施

材料捲軸不能加載 空材料捲軸 （容量為零）。 移除並更換空材料捲軸（請參見第 109 頁上的「移除材料

捲軸」及第 106 頁上的 「材料捲軸安裝」）。

安裝的材料捲軸類型不正確。 F123 系列利用了不同於其他 Stratasys 印表機的材料捲軸記

憶體晶片。因此，只有 F123 系列材料捲軸可用於在此印表

機上進行部件成型。 

確保已安裝 F123 系列的材料捲軸。

材料捲軸記憶體晶片電路故障。 請在材料頁面內檢視捲軸相關的材料狀態圖標。若圖標為紅

色，則可能存在與材料捲軸記憶體晶片有關的問題。卸載捲
軸，然後重新加載。若錯誤仍然存在，則使用新捲軸更換現
有捲軸。請參見第 108 頁上的 「卸載材料」、第 109 頁上

的 「移除材料捲軸」和第 105 頁上的「加載材料」。

材料絲未到達列印頭
（加載超時）。

移除材料捲軸並使用新捲軸進行更換（請參見及第 109 頁
上的 「移除材料捲軸」及第 105 頁上的「加載材料」）。 

若錯誤仍然存在，請聯繫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180 頁上的「獲取幫助」，

獲取聯絡資訊）。 

擠壓力不足
（列印噴頭無法擠出材
料）

噴嘴堵塞。 驗證材料是否清理，方法是使用模型及 / 或支撐清理按鈕啟
動清理操作。請參見第 62 頁上的 「列印頭維護」。

將當前列印頭更換為新列印頭，並重新校準。請參見第 111 
頁上的 「列印頭更換」。

印表機未校準。 執行噴嘴偏差校準。請參見第 130 頁上的 「噴嘴校正」。

支撐材料難以從部件中

移除

支撐材料嵌在部件的垂直表面

中。

調整噴嘴偏差校準。請參見第 133 頁上的 「手動噴嘴校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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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噴嘴偏差校準請參見第 133 頁上的 「手動噴嘴校正」。

材料滲出 材料捲軸潮濕。 請聯繫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請參見第 

180 頁上的「獲取幫助」，獲取聯絡資訊）。 

烘箱無法保持溫度 加熱器故障。 請聯繫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請參見第 

180 頁上的「獲取幫助」，獲取聯絡資訊）。 

烘箱門打開。 關閉烘箱門；門打開時，加熱器會關閉。

烘箱門未密封。 檢查烘箱門的密封狀態，同時確認烘箱門是否牢固粘到烘箱
門框且沒有呈現切口 / 裂縫。

若觀察到過多磨損，請聯繫客戶支援或您所在地區的 

Stratasys 部門 （請參見第 180 頁上的「獲取幫助」，

獲取聯絡資訊）。 



190

9 補充資訊

符合標準聲明

請訪問以下 Stratasys 網站獲得符合標準聲明資訊：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ustomer-
resource-center/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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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操作須遵循以下兩個條件：(1) 本裝置不可造成有害干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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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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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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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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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support/contact-customer-support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ustomer-resource-center/documentation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ustomer-resource-center/documentation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ustomer-resource-center/documentation
http://www.stratasys.com/customer-support/customer-resource-center/docu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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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電磁相容性 (EMC)

（NORMES DE SÉCURITÉ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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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加拿大）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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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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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tratasys.com/materials/material-safety-data-sheets
http://www.stratasys.com/materials/material-safety-data-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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