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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本指南

本使用者指南提供關於如何安裝、操作和維護 Objet500 3D 列印系統的說
明。其中說明了系統功能的使用方式，並提供實際範例以引導您使用系統。

本指南中的文字和插圖是以 Objet500 3D 印表機、印表機軟體版本 58.2、
Objet Studio 軟體版本、9.2 為基礎。

本指南假設 —

• 您的系統上所有的硬體、軟體和網路元件 Objet500 皆已正確安裝、設定
以及運作。

• 操作者了解如何使用 Windows® PC 平台。

如需更多資訊

請造訪 http://www.stratasys.com/ 並下載關於本印表機的更多文件，包括其
他語言的文件。本網站亦提供：關於耗材和支援聯絡人的訊息。

如果您對本文件中呈現資訊的方式有任何疑問或評論，或是對未來文件的編
輯有任何建議，請將您的意見傳送至 c-support@stratasys.com。

http://www.stratasys.com/
mailto:c-support@stratas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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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使用的術語

成型托盤 在 Objet Studio 軟體中：畫面上顯示的表面代表印表機中的實
際成型托盤。

在印表機中：在此表面上產生模型。

清潔液 用以沖洗材料輸送管和列印模組的清洗劑，用途是在印表機中
載入另一種材料前以及長期關機前，將系統中的模型和支撐材
料完全清除乾淨。清潔液已包含在標準材料中盒。

用戶端/使用者工作站 這是指安裝有軟體的工作站，用以在 PolyJet 印表機上準備生
產模型用的成型托盤。（在本機網路上並不限制用戶端工作站
的數目。）

Connex™ 此為藉由列印頭同時噴射出多種材料以列印模型的技術。本技
術讓 Objet500 印表機可在數位材料模式中進行列印。

數位材料 這是指藉由所安裝的基本模型材料，在印表機中形成的組合模
型材料。

數位材料模式 此印表機模式可用於列印使用了兩種不同模型材料的作業。
（在僅使用單種模型材料進行列印時，亦可使用本模式來跳過
材料更換步驟。）

主機/伺服器工作站 這是指直接與 Objet500 印表機有互動的工作站，通常就位於
印表機旁。

作業管理器™ 這是在列印作業傳送至 PolyJet 印表機前負責管理生產作業的  
Objet Studio 軟體。

混合部件 這是指使用了超過一種模型材料來印製其部件的模型。

 

混合托盤 這是指包含物件的成型托盤，每一個都設計為使用一種不同的
模型材料以列印出來。

模型材料 用來讓模型成型的材料。

 

Objet Studio™ 用以準備檔案在 Stratasys PolyJet 印表機上列印的軟體。

 

OBJDF 這是一種檔案的副檔名，該檔案含有關於某物件的幾何資訊以
及其所需列印材料的資訊。objdf 檔案是由 Objet Studio 所產
生。

 

OBJTF 這是一種檔案的副檔名，該檔案包含所有在 PolyJet 3D 印表
機上進行模型列印作業所需要的資訊。一種 objtf 由 Objet 
Studio  用來傳送列印作業至 PolyJet 3D 印表機的檔案。

OBJZF 一種壓縮「包裝」檔案的副檔名，含有成型托盤需要 Objet 
Studio 用到的所有檔案。使用 objzf 檔案，讓您可將列印作業
存為單一檔案，以便儲存和傳輸。

Objet™ 印表機 本指南中提到的 Stratasys 3D 印表機。

印表機電腦 位在 Objet500 印表機內負責其運作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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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形化使用者介面     
印表機介面 GUI（圖形化使用者介面）是用來控制 Objet500 印表機的介

面。

 

印表機軟體 在 Objet500 印表機內的電腦上運作的軟體，用於控制所有的
印表機操作。

樹脂 用於製作可在 Stratasys PolyJet 印表機上使用的感光高分子
列印材料的基本物質。在 Objet Studio 和印表機應用程式畫面
上，「樹脂」指的是盒模型和支撐材料。

SLC Objet Studio 使用的檔案類型，包含物件個別切片的點陣圖。

 

STL 一種使用於 Objet Studio 軟體的檔案類型。

 

支撐材料 在生產時用於支撐模型結構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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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功能

Stratasys 3D 印表機設計符合 CE 和 FCC 標準。其具備下列安
全功能：  

封蓋聯鎖開關  封蓋打開時，供給紫外線燈、托盤加熱器和運動馬達的電力就
會切斷。

警告

切勿強行打開聯鎖開關。 這樣做可能導致人員受重傷。如果
聯鎖開關未正確運作，請勿使用印表機，並聯絡您的服務供
應商。

安全鎖 印表機正在運作時，封蓋應保持鎖上。如果您在印表時運作時
打開封蓋，紫外線燈與運動馬達就會關閉。

警告

請勿強行打開安全鎖。 這樣做可能導致人員受重傷。如果安
全鎖未正確運作，請勿使用印表機，並聯絡您的服務供應
商。

紫外線遮蔽托架 封蓋的透明部分會遮擋有害的紫外線輻射，讓操作者能在列印
時檢視模型。

 

圖  2-1 印表機的  Objet500 前視圖

斷路器 發生電流過載情形時，印表機的電力就會切斷。

說明：斷路器只能由服務人員接觸處理。

紫外線燈過熱防護 如果燈附近的溫度達到 90°C (194°F)，供給紫外線燈和運動
馬達的電力就會切斷。紫外線燈燈罩上有標誌可指示溫度是否
已超過。

 

接地底座 印表機的底座已經接地以防止電擊。

說明：電力插座必須依照所在地電力標準妥當接地以提供防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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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Objet500 未按本指南使用此  3D 列印系統，其安全功能可能無法提
供適當防護。

符號和警告標誌

下表提供 Objet500 印表機上面或內部的警告標誌。

警告符號 意義 位置 評論

危險 ( 一般 ) 標誌 在印表機背面的名牌

上。

操作印表機前請閱讀本

文件中的說明。

表面發熱標誌 列印模組上。 燙傷風險標誌  列印後

請勿接觸此面。

高壓標誌 靠近紫外線燈連接器。

靠近電源供電箱。

電殛風險標誌。

紫外線輻射標誌 靠近紫外線燈。 紫外線輻射受傷風險標

誌。

零散部件標誌 當您打開列印材料室

的前門時可見的面板

上。

零件散落受傷風險標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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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方針

下列的一般性方針，連同本使用者指南中提供的說明，可在進行系統的操作
與維護時確保使用者的安全。如果未按說明操作本系統，使用者的安全可能
會受到危害。

印表機的安
裝

➢ 只有合格的服務人員可以進行印表機的安裝和移除。

➢ 請使用符合安全規格的電線將印表機（與不間斷電源）連接到電力插座
上。

➢ 電力插座應該處於靠近印表機並易於連接的位置。

➢ 切勿將電力插頭連接至沒有接地線的插座，並且切勿拔除接地線。這樣做
可能會令操作者曝露於遭電殛的高風險中。

➢ 依照所在地法規的要求，下列安全聲明後還有芬蘭語、挪威語、瑞典語和
丹麥語的譯文：

〈本機必須連接至有接地的電力插座。〉

❒ FI: Laite on liitettävä suojakoskettimilla varustettuun 
pistorasiaan.

❒ NO: Apparatet må tilkoples jordet stikkontakt.

❒ SE: Apparaten skall anslutas till jordat uttag.

❒ DK: Apparatets stikprop skal tilsluttes en stikkontakt med jord, 
som giver forbindelse til stikproppens jord.

➢ 請在通風口和牆壁或其他物體之間保留最少 15 公分的空間。

印表機操作 ➢ 本印表機只應經由接受過 Stratasys 客服代表培訓的人員進行操作。

➢ 所有操作或維護印表機的人員都應知道急救和緊急設備的所在處及其使用
方法。切勿阻斷取得本設備的通道。

➢ 在關上印表機封蓋時請小心手指及其他部位。

➢ 在印表機運作時切勿嘗試打開其封蓋。

➢ 切勿強制打開聯鎖安全開關。

➢ 如果聯鎖安全開關失靈，請勿使用印表機。

➢ 印表機有多個部件在停止運作後溫度仍然非常高。請避免接觸紫外線燈與
列印模組。

紫外線輻射 印表機所用的紫外線燈會釋放出有害的輻射。

➢ 如果印表機打開時紫外線燈仍為開啟狀態，請勿直視紫外線光。請關閉印
表機並聯絡您的 Stratasys 服務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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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表機的維
護

➢ 只能由熟悉相關安全措施的合格人員來進行維修操作。

➢ 請在開始進行非定期的維護作業前，Objet500 先行通知同事和有權使用系
統的人。

請向您的安全督導員或其他適當的專員報告任何潛在的危險和攸關安
全的事故。

模型和支撐
材料

模型與支撐材料為化學物質所構成。雖然在直接處理這些材料時需要注意，
系統使用的所有模型和支撐材料 Objet500 都是封在密封的盒材料盒中。通
常來說，印表機的操作者應不會直接曝露於危險材料之中。萬一發生材料洩
露或灑出情況，請遵守包含在所使用的列印材料中的說明盒 進行處理。

➢ 將模型和支撐材料存放於室內一個乾燥並且有良好通風處，且溫度在 15-
25°C 之間 (59-77°F 之間)。切勿讓材料曝露於火焰、高溫、火星或直接
曝曬下。

➢ 請將模型與支撐材料存放在遠離飲食的存放處、 準備處或食用處。

➢ 未固化的列印材料屬於危害性物質，並且在直接處理時需要特別注意。為
了防止發生皮膚不適的情形，請戴上氯丁橡膠或 丁腈手套。如果模型和
支撐材料有可能灑入眼部，請戴上安全護目鏡。與列印材料直接接觸時間
過長可能引起過敏反應。

➢ 在處理表面可能未完全固化的紫外線固化模型時，戴上一般的橡膠手套就
可以了。

➢ 為了防止發生呼吸道不適的情形，請在使用模型和支撐材料處進行通風。 
如果印表機未裝備排氣管，則應使用室內通風系統來進行換氣，每小時至
少要換氣 20 次。

➢ 使用一次性抹布或其他具吸收性且不可重複使用的材料，如木屑或活性
碳，清理灑出的模型材料與支撐材料。使用變性醇或異丙醇 (IPA) 將有
灑出物質區域清洗過後，再以肥皂與水清潔一次。請依照所在地法規處置
該擦拭物。

➢ 請勿在家中清洗受污染的衣物；衣物應進行專業洗衣處理。

➢ 請依照任何適用的法規處置受污染的鞋、腰帶和其他皮革類穿著物。使用
者再穿上該穿著物時，可能再度接觸到被吸收的列印材料。

紫外線燈 印表機用來令列印材料固化的紫外線燈含有少量的汞。萬一紫外線燈損壞，
請避免吸入汞蒸氣，並將房間通風。如果燈在操作時發生炸裂情況，請離開
房間並讓其徹底通風約 30 分鐘。

請戴上防護手套以避免接觸汞和其他燈的元件。請使用能避免產生汞蒸氣的
方法將洩出的汞仔細清除，如使用針筒、封裝膠帶或紙等。

將損壞的燈、汞以及受污染的物品置入氣密的非金屬容器中。請依照適用法
規棄置該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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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列印材料的急救措施

一般來說，請避免直接接觸未固化的列印材料。如果皮膚或眼部與其接觸，
請立即以清水徹底沖洗患處，並按照這些急救說明進行處理。

隨列印材料附上的物質安全資料表  (MSDS) 中包含重要的安全資訊。
請將本資料表保存在材料的使用處及存放處。

皮膚接觸 如果未固化的列印材料接觸到皮膚，請立即以肥皂和冷水徹底沖洗接觸部
位，然後移除受污染的衣物。請特別注意沖洗頭髮、耳、鼻和其他不易清洗
的身體部位。

➢ 用冷水避免皮膚毛孔張開，以確保液態的材料不會輕易透入皮膚。

➢ 請勿使用溶劑來清洗皮膚。

➢ 如果有大範圍皮膚接觸到列印材料，或長時間接觸導致水泡產生，請就
醫。無論發生何種情形，如果不適症狀持續請就醫。

➢ 請防止列印材料從手上再意外沾到身體其他部位，特別是眼部。

➢ 如果使用了防護乳霜，請在皮膚已完全清洗完畢後再重新使用。

眼部接觸 如果眼部接觸到未固化的材料，請立即以大量清水沖洗眼部 15 分鐘並且就
醫。

➢ 請避開陽光、螢光和其他紫外線輻射源。

不建議在處理液態列印材料時戴著隱形眼鏡。如果在戴著隱形眼鏡時遭液態
材料灑入眼內，請立即移除隱形眼鏡並以清水沖洗眼部。

➢ 請清洗並消毒遭污染的隱形眼鏡。

➢ 在眼部不適的症狀消退前，請勿戴上隱形眼鏡。

食入 如果吞入了列印材料，請參閱隨材料盒附上的說明。請立刻就醫。

吸入 列印材料的蒸氣可能令呼吸系統造成不適。如果呼吸道不適
的症狀持續，請立即讓患者呼吸新鮮空氣。

➢ 如果患者已停止呼吸，請進行人工呼吸或心肺復甦術。

➢ 請立刻就醫。

➢ 請為患者保暖，但切勿過熱。

➢ 切勿給失去意識的人餵食。

➢ 只能由授權人員來施用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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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料處置

已完全固化的印製模型可作為辦公室垃圾丟棄。但在處理印表機廢料時（未
固化的列印材料）必須特別小心。

列印材料 ➢ 從 Objet500 印表機上移除垃圾桶時，請戴上氯丁橡膠或丁腈手套。

➢ 請戴上安全護目鏡以避免液態廢料灑入眼部。

➢ 來自 Objet500 印表機的液態廢料是分類為危害性工業廢棄物。因此必須
將列印材料的廢料妥善包裝並丟棄，以防止他人接觸以及污染水源。

➢ 清空模型材料和支撐材料盒和含有殘餘材料的材料盒。殘餘的廢料可能由
破裂的盒 封裝處漏出。因此請小心處理和存放盒空的材料盒。

➢ 請勿嘗試重新使用空的盒材料盒，或將其穿孔。

➢ 請依照所在地法規棄置使用過的盒材料盒與垃圾桶。

➢ 請依照所在地任何適用的法規棄置受污染的衣物、鞋和空的容器等。

紫外線燈 印表機用來令列印材料固化的紫外線燈含有少量的汞，一般認為是「通用性
廢物」。請依照適用的法規回收或棄置使用過的紫外線燈。

損壞的紫外線燈：
在將意外發生處通風後，戴上防護手套並使用能避免產生汞蒸氣的方法將洩
出的汞清除，如使用針筒、封裝膠帶或紙等。將損壞的燈、汞以及受污染的
物品置入氣密的非金屬容器中。請依照適用法規棄置該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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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使用 Connex™ 列印系統

Connex 列印系統的先進功能是來自 Stratasys 特別研發的技術，能同時以不
同的模型材料來列印模型。可用基本材料的組合（數位材料）來列印模型，
讓您能選擇多種機械性質—從彈性到硬性—以及色彩。

1

使用 Connex 印表機，您可在列印 3D 模型時取得下列成果：

• 您可在準備用二至三種特定的模型材料列印物件時，同時進行列印。這讓
您能為物件指定特定的機械和色彩性質。

• 您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同時列印同一個模型的個別部件（或組合的材
料1）。

• 您可以用不同的材料來列印物件的主體，和物件的「覆膜」。

因為 Connex 印表機可裝載不同的材料，所以您可簡化及經濟化生產模型的
過程：

• 在同一份列印作業下，於同一個成型托盤上列印由不同材料形成的模型
（「混合托盤」）時，可省去裝載另一種材料、沖洗系統並且傳送另一份
列印作業所花費的時間與成本。

• 您可使用任一種已裝載的模型材料（或不同組合的材料）來快速切換列印
作業，這又可為您節省更換材料的時間與成本。

Objet Studio 讓您能將模型切成個別的元件部件（「外殼」），以便對模型
的部件做個別操作及列印。再者，您可為外殼指定模型材料和其他性質。但
是您在將模型分為外殼時仍有最終控制權，也就是透過 CAD 軟體來準備stl
檔案時。

儲存為 VRML 檔案的模型設計可以在 Objet Studio 中開啟。當您準備在 
Connex3 印表機上進行列印時，可為各部件指定合適的材料組合以在列印的
模型中產生想要的色彩。

圖  3-1 Objet500 3D 印表機

1僅限於 Connex2 與 Connex3 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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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組態

本 Objet500 3D 列印系統可設定為單工作站系統或多工作站系統。當連上本
機電腦網路時，本系統可供多個用戶使用。在這種組態下，每個使用者工作
站（用戶端）可準備用以列印的檔案。通常來說，一個位在 3D 印表機旁的
伺服器可作為作業管理器，用來將生產作業傳送至印表機進行生產。

圖 3-2 顯示在多用戶組態下的設置。

圖  3-2 多用戶網路組態

在安裝時 Objet Studio，您可選擇將其作為用戶端工作站或是主（伺服器或
獨立）工作站進行安裝。

當傳送作業至印表機時，在伺服器電腦上的作業管理器會按照其優先等級、
模型材料類型及其他因素來安排作業。在多工作站的組態下，伺服器的操作
者—通常為生產管理者—對傳送至 3D 印表機的作業擁有完全控制權，並且
可以安排作業的優先順序、刪除作業、審視作業歷史以及重新列印作業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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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檔案

PolyJet 列印系統可生產由多數 CAD 工具以及一些其他 3D 應用程式所設計
的三維模型。支援的檔案格式：

• STL

• SLC

• VRML

Objet500 系統具有同時生產不同類型的模型檔案的功能。

STL 檔案 STL 是指 Standard Triangulation Language (標準三角語言)。該語言將任何
物件都視為一組表面，並且把物件的每一個表面作為一組三角形加以描繪。
例如，一個正方形可描繪為兩個三角形；一個正方體（六個正方形）可描繪
為 12 個三角形。彎曲的表面則需要更多的三角形來進行描繪。容忍值越高
（平滑表面所需要）就需要更多的三角形。結果為高質量物件需要極龐大的
檔案來進行描繪。

大多數的 CAD 軟體都可匯出 STL 檔案。本 Objet500 系統使用這些檔案來讓
模型成型（快速成型），並為大量生產項目直接製成模具。

STL 檔案可為 ASCII（文字）檔案或二進位檔案。ASCII 檔案的內容以
「solid」開始，並且以「end-solid」結尾（都是小寫）。在這些關鍵字之間
是一連串的三角形，用於描繪實心模型的表面。每一個三角形都定義了單個
從實心表面出發的法向量，並且還有它的 X-Y-Z 坐標。這些都是以笛卡兒坐
標來表示，並且為浮點數。所有三角形的坐標皆應為正值，並且在模型數值
的範圍之內。

SLC 檔案 SLC 是指 Stereo-Lithography Contour（立體光刻輪廓）。SLC 檔案描述的是
三維模型的二維輪廓。這些輪廓線條為折線。
SLC 檔案為 ASCII（文字）檔案，並將模型以一連串的切片的形式儲存起
來。這表示以 SLC 檔案為基礎的模型不可定位；只能控制其在成型托盤上的
比例（尺寸）和位置。因此，在儲存為 SLC 檔案前必須先確認模型的定位適
用於生產。因為 SLC 檔案的性質，模型在 Objet Studio 內的外觀可能與 
STL 檔案所顯示的實心物件影像不同。

VRML 檔案 VRML 是包含色彩和質地資訊的 3D 檔案格式。VRML 能讓您在 CAD 程式中設
計模型時，在模型上套用不同的色彩與質地。不需要進一步指定色彩 Objet 
Studio。
Objet Studio 可支援 VRML 97 和 VRML 2.0 格式。
當您在 CAD 軟體中建立 VRML 檔案時，會同時建立二個檔案：一個 wrl 檔
案，它含有包括質地在內的模型幾何資訊，還有一個圖檔（bmp、png、jpg 
或 tiff），它含有模型的色彩資訊。在成型托盤插入 VRML 檔案前，Objet 
Studio 將 VRML 檔案和其對應的圖檔放入同一個資料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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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

使用 PolyJet 列印系統，讓您在準備和列印模型檔案時充滿彈性。以下為主
要可用的工作流程。

關於如何執行所列出任務的詳細說明都在第 5-1 章（〈使用 Objet 
Studio〉）。

平臺 工作流程  A 工作流程  B 工作流程  C

CAD 程式 • 設計  3D 物件。

• 將其儲存為單個  stl 
檔案。

• 設計  3D 物件。

• 將其儲存為一組  stl 
檔案。

• 設計  3D 物件。

• 套用色彩在部件上 ( 僅
限於  Connex3) 。

• 將物件儲存為  
VRML/wrl 檔案。

 Objet Studio • 打開  Insert( 插入 ) 該  
stl 檔案。

• 將物件分解為其元

件 ( 「外殼」) 。
• 為其元件指定材

料。

• 打開  Insert( 插入 ) 將
一組  stl 檔案插入。

• 為此組元件指定材

料。

• 打開  Insert( 插入 )  objdf 
檔案。

( objdf 檔案含有關於

模型材料的資訊。)
• 打開  Insert( 插

入 ) VRML/wrl 檔案。

( wrl 檔案含有關於模

型材料及色彩的資

訊。)

l將物件儲存為  objdf 檔案 ( 選擇性 ) 。  

l儲存成型托盤  / 將成型托盤送至印表機。

Stratasys 印表機

模型是在印表機中產生。

 l從模型移除支撐材料。

完成模型

完成模型。

PolyJet 工作流程，從模型的設計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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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材料

Objet500 印表機是藉由在成型托盤上噴射出薄層的列印材料直至模型完全成
形，以生產模型。在此過程中使用了二種材料：

• 模型材料 — 用來製出完成的模型

• 支撐材料 — 在列印時用來填補模型的縫隙，並在列印後移除

如需關於  PolyJet 列印材料和其性質的最新資訊，請造訪  
http://www.stratasys.com/materials/polyjet。

存放
用於在印表機上列印模型的材料 Objet500 為樹脂所製成，而且是由活性單
體和寡聚物組成。雖然列印材料是封裝在防紫外線的盒中，在保存和處理時
仍必須小心。請遵守以下方針以保護操作者及環境，並確保最佳的結果。

• 為了確保產品的穩定性，請勿讓這些材料接觸到金屬。由可溶單體性物質
所製成的塑膠（如聚苯乙烯和聚氯乙烯）不適合用於存放 PolyJet 列印材
料。

• 未使用時，請將材料盒密閉以避免污染、曝露於紫外線輻射下和意外洩
露。

• 將材料存放於盒室內一個乾燥並且有良好通風處，且溫度在 15-25°C 之間
（59-77°F 之間）。如果曝露於高溫或火焰下，盒可能會爆炸或起火。

• 材料的過早聚合反應跡象包括盒包裝突起、洩露、發熱和散發異味。曝露
於高溫下可能導致樹脂在盒中凝結。

• 請確認材料盒是依照所在地的所有法規與其他適用的要求進行存放。

保存期限 用來生產模型的材料有保存期限。當材料在未被損壞或開啟的情況下獲得妥
善保存，其標籤上的保存期限為有效盒。請按日期排好您的庫存，盒 以確保
最早過期的庫存能最早使用。

曝露於光線
下

如果列印材料沒有在密封盒中，請確保不要讓它曝露在陽光和其他紫外線輻
射源下，如螢光燈和汞蒸氣燈。曝露在紫外線輻射下可導致其黏稠度升高，
並最終固化。

安全考量 在固化前，樹脂為危害性材料。為了防止可能的健康危害，請遵守下列關於
列印材料的預防措施：

• 請勿曝露於火焰、高溫、或火星下。

• 請勿接觸到皮膚和眼部。

• 在處理材料處進行通風。

• 將材料保存於遠離飲食的場所。

不過已固化的塑膠部件則為安全。可以無需採取預防措施進行處理與存放。

您可在此參閱更多關於樹脂的安全資訊：

 l 第  2-4 頁的〈安全方針〉

 l 第  2-6 頁的〈處理列印材料的急救措施〉

處置
模型及支撐材料的處置盒必須依照所有相關的法令與法規來進行。如有需
要，盒可進行拆解回收。

http://www.stratasys.com/materials/polyj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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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環境

高溫和高濕度狀況可能對 Objet500 3D 印表機的運作造成負面影響。如有需
要，請使用通風或空調系統將工作區域保持在下列環境條件範圍內：

• 18–25°C（64–77°F）
• 30%–70% 相對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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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站需求

下表列出的電腦元件需求為工作站，其執行的是 Objet Studio。

重要：請確定伺服器工作站是以管理員權限設定。

 需求

電腦類型 伺服器工作站：標準桌上型  PC1

處理器  Intel® Core™ i3 或以上

作業系統 Windows® 7 或  Windows® 8.1 64 位元 2

記憶體 8 GB 或以上2

顯卡 3 Open GL® 記憶體：1 GB( 最低 ) ；牙科應用程式建議使用  2 GB 
針對伺服器工作站：VGA 連接線 4

光碟機 CD/DVD ROM

硬碟 80 GB 或以上 ( 最低可用空間為  40 GB)

網卡 LAN TCP/IP
( 伺服器工作站需  2 張網卡；用戶端工作站需  1 張網卡 )

滑鼠 /鍵盤連線 伺服器工作站：USB1

顯示器纜線 VGA 連接線1

防毒軟體 5 已測試：趨勢科技、Eset NOD32、AVG 和卡巴斯基

 

1使用  KVM 切換器以便透過同一套鍵盤 -顯示器 -滑鼠組合同時控制內建的印表機電腦和伺服器工作站的系統：一體式電

腦，不能使用無線滑鼠和無線鍵盤。

2建議使用  64 位元作業系統，以便使用  8 GB 的記憶體。Objet Studio 在  32 位元應用程式上執行時，只能使用  4 GB 的記憶

體。

3以下顯卡已經過  Stratasys 實驗室測試：

• NVIDIA® Quadro® 系列  — FX570、FX1700
• NVIDIA® GeForce® 系列  — 6200 TurboCache™、7300 GT、GTX 285
• Intel® Express 晶片組  — 82915G/GV、82910GL、Q965、Q963、Q35、Q45、Q43、82852、82855
• ATI Radeon™ HD 5670、HD 5970
• AMD Radeon™ E6760

4針對使用  KVM 切換器的系統。如果伺服器工作站使用  DVI 視訊連接線，則需要  VGA 轉接器。

5大多數防毒軟體皆可使用在伺服器工作站上。上列防毒軟體已經過  Stratasys 實驗室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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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檔案以使用 PolyJet 3D 列印系統

在 Stratasys 3D 列印系統上使用設計檔案之前，請確認檔案為可用的檔案格
式。（如需關於這些檔案格式的說明，請見第 3-4 頁的〈原始檔案〉。）

將  CAD 檔案
轉換為  STL 
格式

視使用的 CAD 軟體而定，本步驟可能有些許不同，但下列說明大致說來都能
適用。

要將檔案轉換為  STL 格式( 在  CAD 程式中) ：

1.  從 File（檔案）功能表中，選擇 Save As（另存為）。

2.  在 Save As（另存為）對話框中，開啟 Save As Type（另存檔案類型）下
拉式選單並選擇 *.STL。

3.  點選 Options（選項）並設定下列參數：

❒ 整體品質 — 約 0.01 公釐（偏離容忍值 / 直線維度容忍值）

❒ 細節品質 — 約 5°（角度容忍值）

說明：降低這些數值可產生更精確的模型，但也會造成檔案龐大以及載
入和處理時間過長。因此通常不建議您調低這些數值。

4.  在檔案格式選項中，選擇 binary（二進位）或 ASCII。（二進位和 ASCII 
格式都可用在 Objet Studio。但是二進位檔案較小，因此建議這個選
項。）

5.  點選 OK（確定）或 Save（儲存）。

在轉換模型檔案後，建議您利用 STL-修復應用程式（例如 Materialise® 擁
有的 Magics™）來檢查檔案是否有瑕疵後，再於 Objet Studio 開啟檔案並生
產模型。

如需更多資訊，請在  www.stratasys.com 網站上搜尋「CAD to STL」。

將  CAD 檔案
轉換為  WRL 
格式

您可以將 CAD 設計儲存為 VRML 檔案（WRL 格式）以進行列印。如果您在 
CAD 設計中為外殼（部件）指定了 RGB 色彩值，並將 VRML 檔案匯出至Objet 
Studio，則數位材料會自動為外殼指定最佳的配色。印表機會以其中裝載的
基本材料來製出這些數位材料。

Objet Studio可支援 VRML 2 檔案（也稱為 VRML97 檔案）。

將  CAD 檔案
轉換為  SLC 
格式

在轉換檔案為 SLC 格式時，建議您將層厚度設定為 15 微米（0.015 公
釐）。因為 SLC 檔案不能在 Objet Studio 進行定位，先把模型做好定位再
儲存為 SLC 檔案是很重要的。有關合適的模型定位之相關考量事項，會在第 
5-31 頁之第 3 章的〈手動擺位〉一節中加以說明。

http://www.stratas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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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t Studio 軟體

用於 Objet Studio 3D 列印系統的 Objet500 程式包含二個主要畫面：

• 托盤設定 / 模型設定

• 作業管理器

托盤設定  / 模型設定

在 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和 Model Settings（模型設定）畫面中，您可
以準備要在 Objet500 3D 印表機上生產的原始檔案。Objet Studio 在檔案準
備方面提供了多種選項，不過總是以下列基本步驟為主：

1.  在成型托盤上放置一個或多個物件

2.  在托盤上將物件擺位

3.  設定物件和托盤的參數

4.  將托盤的組態儲存為 objtf（托盤格式）檔案

5.  將 objtf 檔案傳送至 Objet500 3D 印表機以進行生產

使用 Objet Studio 以執行第 5-1 章〈使用 Objet Studio〉所述的詳細內
容。

作業管理器

作業管理器的畫面在用戶端工作站上與直接連接到 Objet500 3D 印表機上的
電腦有所不同。

• 在直接連接的電腦上（伺服器）所安裝的 Objet Studio，作業管理器畫面
會顯示從伺服器以及網路上的用戶端電腦傳送至 3D 印表機的所有作業的
佇列和狀態。所有顯示的作業皆可進行編輯與操作。

• 在用戶端電腦上所安裝的 Objet Studio，作業管理器畫面僅會顯示從該電
腦傳送至 3D 印表機伺服器的作業的佇列和狀態。在用戶端電腦上僅能對
這些作業進行編輯與操作。

用戶端電腦可透過本機網路連接到  PolyJet 3D 印表機上，但是每次只
能連接一台。作業管理器畫面會顯示該用戶目前連接的  3D 印表機的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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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安裝 Objet Studio

在安裝印表機時，Objet Studio 軟體就已安裝。本部分內容用於當您需要重
新安裝 Objet Studio 或在遠端（用戶端）電腦上安裝時。

Objet Studio 設定精靈會引導您安裝本軟體。Objet Studio 安裝在印表機-伺
服器（「主機」）電腦上，但也可以安裝在遠端的「用戶端」電腦上，用來
準備列印模型檔案的電腦，或用於培訓和展示的目的。在安裝時，您可以選
擇安裝印表機-伺服器（「主機」）應用程式或用戶端應用程式。

要安裝  Objet Studio 軟體：

1.  將印表機隨附的 USB 隨身碟連接到 USB 連接埠。

2.  在 USB 隨身碟中找到 Objet Studio 安裝檔案並執行。

3.  如果您要安裝 Objet Studio 的更新，請檢查顯示清單以確認您的印表機
與其相容。

 

圖  4-1 Objet Studio 檢查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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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您必須先同意授權協議，才能安裝 Objet Studio。在閱讀協議內容後，按
一下 Yes( 是) 繼續，或 No( 否) 關閉精靈。

如果您選擇了 Yes( 是) ，就會出現畫面如下。

圖  4-2 Objet Studio 安裝精靈  — Welcome( 歡迎) 畫面

5.  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以開始安裝。

6.  在 Select Features（選擇功能）畫面中，選擇所需要的安裝選項。

選擇 Objet Studio 以選取伺服器電腦 —

❒ 如果您要安裝 Objet Studio 在伺服器（「主機」）電腦上 — 也就是
直接連接到 Objet500 印表機的電腦。

❒ 如果您要安裝 Objet Studio 到獨立（「離線」）電腦上。

選擇 Objet Studio 針對用戶端工作站如果您要安裝 Objet Studio 到「用
戶端」工作站上 — 一台準備列印作業然後傳送至伺服器電腦上的遠端電
腦。

圖  4-3 Objet Studio 組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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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 Select Installation Folder（選擇安裝資料夾）畫面裡，確認目的資
料夾後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建議您不要變更預設的目的資料夾。按一下  Disk Space( 硬碟空間) 檢
查目的資料夾的空間。

圖  4-4 Objet Studio 安裝資料夾選擇

8.  在 Confirm Installation（確認安裝）畫面，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以開
始安裝。

9.  在 Select Printer Type（選擇印表機類型）畫面裡，選擇要用來生產模
型的 3D 印表機並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圖  4-5 印表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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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安裝就會開始並出現進度列，以顯示安裝過程的進度。

圖  4-6 安裝進度列

安裝完成時，最終的 InstallShield 精靈畫面會出現。

圖  4-7 最終安裝畫面

10.  將電腦重開機以完成軟體的安裝。

當相關圖示出現在電腦桌面上就表示安裝已結束：

• Objet Studio

• 停止作業管理器（用於伺服器和獨立的工作站上）

如何移除 Objet Studio

如果需要移除 Objet Studio 軟體，請勿嘗試從 Windows 控制台中移除。
（這不會完全移除所有的軟體元件）而應該 —

➢ 從 Start（開始）功能表，選擇所有程式  > Objet Studio > 解除安裝  Objet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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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Objet Studio

在您安裝 Objet Studio 後，會在 Windows 桌面上出現     啟動圖示。
在圖示上按兩下以開啟應用程式，或是 Objet Studio 從 Start( 開始) 功能表
進行選取。

要開啟 Objet Studio 請按兩下桌面上的     圖示，或是 Objet Studio 
從 Start( 開始) 功能表選取。

Windows® 7 
安全性警告

視在 Windows® 7 內的使用者帳戶控制設定而言，您可能在開啟 Objet Studio 
時看到下列警告。

圖  5-1 安全性警告

如果您點選了 Yes( 是) ，Objet Studio 就會開啟。但除非您變更使用者帳戶
控制設定，否則當您每次開啟程式時，這個警告訊息就會出現。

要避免再次出現警告訊息：

1.  按一下在安全性警告對話框底部的連結（Change when these notifications 
appear( 當出現通知時進行變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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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User Account Control Settings（使用者帳戶控制設定）畫面內，將滑
桿移動到 Never notify( 不要再提示) 。

圖  5-2 變更使用者帳戶控制設定

3.  按一下 OK( 確定) 。
4.  在接下來的對話框中，按一下 Yes( 是) 。

圖  5-3 確認變更使用者帳戶控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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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t Studio 
介面

當 Objet Studio 開啟時，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畫面就會出現，並顯示
空的成型托盤。

圖  5-4 Objet Studio 開啟畫面

Objet Studio 介面是由二個主要畫面所組成：

• 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 讓您能安排模型和準備模型的列印。

• Job Manager（作業管理器）— 可監控並管理列印作業。

本畫面會在第 5-79 頁的〈監控並管理列印作業〉中加以說明。

每個畫面是透過其自身的功能區內的功能表與圖示來控制。另一個功能區為 
Model Settings（模型設定），則顯示了用來設定與操作選取的模型的控制項
目。

Objet Studio 則透過顯示和開啟與您目前的任務相關的選項來預測您的工作
流程。舉例來說，當您首次開啟 Objet Studio 時，在您將模型放置到成型托
盤之前，Model Settings（模型設定）功能區都會顯示為關閉。同樣來說，在
標準工具列的功能表上可用的選項會依照目前的工作流程顯示為可用或關
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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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表、使用的色彩與其他數項介面功能都可以自訂。如何變更介面的外
觀，會在第 5-65 頁的〈客製化 Objet Studio〉一節中加以說明。

關於如何使用可準備模型用以生產以及傳送作業至印表機的指令，會
在本章稍後出現。

圖  5-5 托盤設定功能區

圖  5-6 模型設定功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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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區指令 下列表格列出了 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 與 Model Settings（模型設
定）功能區中的指令群組，並且顯示了指令會何時開啟，以及會出現在何
處。

 

群組 用途 何時開啟 托盤設

定功能

區

模型設

定功能

區

設定顯示色彩。 一律開啟。   

選擇視角和放大比

率。

模型在成型托

盤上。

 

  

選取一個平面  ，元素

或元素群組 ( 組件 ) 。
模型在成型托

盤上。

 

  

要變更使用中窗格的

視角。

模型在成型托

盤上。

 

 

 

 

指派列印    材料。 成型托盤為

空。

未選取模型。

 

  

取消或重做動作。 在動作發生後

或物件選擇。

  

開啟及儲存檔案。 未選取模型。   

將模型檔案放置在成

型托盤上。

一律開啟。  

 

 

成型前 /成型指令。 模型在成型托

盤上。

 

 

 

 



Objet500 使用者指南 5 使用 Objet Studio

DOC-07027ZH-TW Rev. E 5-9

群組 用途 何時開啟 托盤設

定功能

區

模型設

定功能

區

 

設定模型維度。 選擇模型時。   

 

剪下、複製、貼上及刪

除模型。

選擇模型時。

 

   

移動、轉動及調整模

型尺寸。

選擇模型時。

 

  

• 為模型或外殼指派

材料。

• 將模型分割為外

殼。

選擇模型時。

 

  

指派模型處理並設定

支撐力度 /「中空」。

選擇模型時。

 

  

設定模型的測量單位

( 公釐或英吋 ) 。
選擇模型時。   

要快速辨認圖示，請將滑鼠游標移到圖示上，以顯示提示。「取消」和「重做」提示
會依照您的上一次  Objet Studio 動作而改變。

在開啟部分功能區的指令後( 按一下開啟) ，指令會一直維持開啟，直到您按了另
一個按鈕或按了  Escape 鍵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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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t Studio 
指令功能表 按一下位在左上角的     圖示 Objet Studio 就會開啟指令功能表。此功

能表顯示了基本的應用程式指令與選項。

圖  5-7 Objet Studio 指令功能表

Options（選項） 按鈕會開啟對話框以進行指令自訂 Objet Studio。

圖  5-8 Options( 選項) 對話框

模型樹窗格 Model Tree（模型樹）窗格中列出了成型托盤上的物件， 並且以親子階層方
式進行排列。窗格的預設模式為「懸浮式」— 這表示您可以在畫面中將其移
至另一個位置，並調整其尺寸。或者您也可以將其位置固定在應用程式視窗
左邊，或將其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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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隱藏物件
指派內容

為了讓您能對成型托盤顯示中隱藏的物件的某部分指派材料和其他內容，您
可以暫時關閉某些物件的顯示。

要防止物件的顯示：

1.  對位在成型托盤上或是模型樹中的物件上按右鍵。

2.  在開啟的功能表中，選取下列其中一項 —

❒ Hide( 隱藏) ，可讓選取的物件消失。

❒ Hide Others( 隱藏其他) ，可讓成型托盤上的所有其他物件消失，並且
只顯示選取的物件。

或是您可以在模型樹中，將位在物件名稱旁的核取方塊清空，就可以
讓物件消失。

 

圖  5-9 左：顯示所有物件；右：隱藏外部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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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生產用模型

模型的準備關係到下列基本步驟：

1.  將物件 或組件放置到成型托盤上。

2.  如有需要，操作物件的定位和擺位。

3.  選擇材料和模型處理。

Objet500 印表機可以用不同的材料生產在成型托盤上的不同模型，您也可以
使用不同材料來生產模型的元件。要達成上述目的，模型的每個部件必須為
分開的 stl 檔案。

如果未在 CAD 軟體中將模型元件部件儲存為分開的 stl 檔案，您可以使用 
Objet Studio 來將模型分開為元件的部件。（在第 5-21 頁的〈將物件切割
為元件〉一節，以及第 5-59 頁的〈分割物件〉一節中皆會加以說明。）

OBJDF 檔案：
概觀   

objdf 檔案描述了單個物件的幾何資訊，以及將其列印所需要的材料與處
理。objdf 檔案可代表由單個 stl 檔案形成的物件，或是以數個 stl 檔案為
元件組合起來的物件。

Objet Studio 可讓您將一個代表複雜物件的 stl 檔案切割為一組元件 stl 
檔案，並將該組件儲存為 objdf 檔案。每個部件（stl 檔案）是透過 objdf 
檔案進行描述，並且有擁有其自己的模型材料性質，讓 Objet500 印表機可
從特定材料生產元件部件。

objdf 檔案的另一個用途為將一組在成型托盤上為分開的物件儲存為一個單
元，並連同儲存其相對擺位和材料。這對於日後再度以同樣材料生產模型時
特別有用。事實上，當您儲存 objdf 檔案時，您是在未考慮裝載於印表機內
的盒情況下指定用來列印模型的材料。同樣的物件可在稍後放置於成型托盤
上進行列印。每次您將成型托盤傳送至印表機時，您須決定是否要允許以替
代材料列印，或是只以指定的材料列印。

Connex 版本的 Objet Studio 讓您能將儲存為 objdf 檔案的模型組件之元件
部件進行顯示、操作和列印，因為每個元件都是分開的 stl 檔案。這對於只
列印模型的特定部件來說很有用。

關於 objdf 檔案以及其功能，在本章內多有描述。

模型檔案 要生產模型，您可在 Objet Studio 開啟一個或多個模型檔案，並在成型托盤
上將物件擺位。您可以透過數種方式在成型托盤上放置物件：

• 插入獨立的 stl 檔案 （或是一組 stl 檔案）。

• 插入一個 objdf 檔案（一個組件）。

• 貼上您複製到 Windows 剪貼簿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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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型托盤
上放置物件

要在成型托盤上放置物件：

1.  開啟 Insert（插入）對話框—

❒ 從 Object（物件）功能表中，選擇 Insert( 插入) 。
或—

❒ 在 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功能區內，按一下   。

或—

❒ 在成型托盤上按右鍵，並從內容功能表中選擇 Insert ( 插入) 。
Insert（插入）對話框就會出現。

圖  5-10 Insert( 插入) 對話框

2.  在 Look in（從此尋找）欄位中，顯示適當的資料夾。

3.  在 Files of type（檔案類型）欄位中，選擇要顯示的檔案類型。

4.  選擇需要的檔案，並確定它出現在 File name（檔案名稱）欄位中。

如果 Preview（預覽）勾選方塊已經選取，物件就會顯示在 對話框中，
如圖 5-10所示。

說明：在選擇  VRML( wrl) 檔案時，只有在同一資料夾中有對應的  bmp 檔
案的情況下，物件才會顯示在對話框中。因此在  CAD 程式中儲存  
VRML 檔案時，組件的  bmp 檔案也應該儲存。

您可以開啟數個 stl 檔案（以及 VRML 檔案）以便在成型托盤上放置數個
模型。如果您選擇了多個構成同一組件的 stl 檔案，您可選擇所有或部
分部件。要列印整個模型，選擇組件的所有元件 stl 檔案，然後選擇 
Assembly（組件）勾選方塊。這會將部件以完整模型的方式進行擺位，而
非以獨立部件來擺位。選擇了 Assembly（組件）勾選方塊的效果—在模
型樹與成型托盤顯示中—已呈現在下列圖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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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Assembly( 組件) 勾選方塊已選取  — stl 檔案放置為  組件

圖  5-12 Assembly( 組件) 勾選方塊未選取  — stl 檔案放置為  部件

當物件放置在成型托盤上時，就會顯示 Model Settings（模型設定）功能
區。

5.  按需要選擇下列任一個選項：

❒ 物件的測量單位可以選擇 Units( 單位) — Millimeters（公釐）或 
inches（英吋）。

3D 檔案含有物件的比例，但不含其測量單位。因此在插入物件時，請
確認已正確選擇 millimeters( 公釐) 或 inches( 英吋) 。否則在成型托盤
上的物件尺寸可能會變得太大或太小。要變更已放置在托盤上的物件
測量單位，請見第 5-36 頁的〈測量單位〉一節。

❒ Number of copies( 物件數目) — 要放置多少份同樣的物件在成型托盤
上。

❒ Orient Automatically( 自動定位) — 自動定位在成型托盤上的物件以提
高模型成型的效率。

❒ Assembly( 組件) — 如果選擇了多個屬於同一個組件的 stl 檔案，請
選擇此勾選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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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顯示在  Insert( 插入) 對話框內的  Coordinates( 坐標) 部分裡的範圍
值，是代表物件在每個軸上的最高值。這些維度對應的是物件周圍的
虛擬「定界框」，請見第  5-44 頁的圖  5-52) 。

6.  按一下 Insert( 插入) 。
Objet Studio 在成型托盤上以及模型樹內放置物件。

圖  5-13 預設畫面版面

當物件放置在成型托盤上時，就會顯示 Model Settings（模型設定）功能
區。

如果物件超過了特定尺寸，Loading Placed Elements（載入放置的元件）
對話框就會出現。

 

圖  5-14 Loading Placed Elements( 載入放置的元件) 對話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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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藉由變更  Large Files( 大檔案) 設定以加快打開大檔案的速度—請見
第  5-49 頁的〈載入大檔案〉。

開啟 objdf 檔案

在將 objdf 檔案放置到成型托盤前，Objet Studio 必須先提取元件 stl 檔
案，以及關於其相對擺位和模型材料的資訊。為此，Objet Studio 會在同樣
的位置裡建立一個與 objdf 檔案同名的資料夾。

如果您要開啟  objdf 檔案，Insert( 插入) 對話框也會包括  Materials( 材料)
欄位以顯示物件的列印指派材料( 如下) 。

圖  5-15 Insert( 插入) 對話框( objdf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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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  Objet 托
盤檔案

您可以開啟儲存為 objtf 檔案的托盤。（儲存 objtf 會在第 5-64 頁的〈儲
存與匯入成型托盤〉一節中加以說明）。

要將儲存為  Objet 托盤檔案( objtf) 的物件放置到成型托盤上：

1.  從 File（檔案）群組中，按一下   。

或—

從 Objet Studio Commands menu（指令功能表）    中，選擇 Open( 開
啟) 。
會顯示 Open（開啟）對話框。

圖  5-16 Objet 托盤檔案  Open( 開啟) 對話框

2.  選擇需要的檔案，並確定它出現在 File name（檔案名稱）欄位中。

如果 Preview（預覽）勾選方塊已經選取，就會顯示物件。

3.  按一下 Open( 開啟) 。
Objet Studio 會開啟托盤檔案。

objtf 檔案實際上為已包含列印指示的檔案—像是要列印哪個  stl 檔案還
有它們在成型托盤上的擺位。因為  objtf 檔案參考了使用的  stl 檔案，它
們必須保留在儲存  objtf 檔案時的同一個檔案位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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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 檔案載入
偏好設定

如果在超過一個位置裡有同樣名稱的 stl 檔案，您就需要確定正確的元件 
stl 檔案已連結至 objtf 檔案。例如，如果在某個磁碟中和隨身碟上有同樣
名稱的 stl 檔案（如果您將原始檔案複製到工作資料夾時，就可能發生這種
情況），您可以設定要從哪裡載入檔案的預設位置。

要設定載入順序：

1.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Options( 選項) 。
或—

在 Objet Studio Commands menu（指令功能表）  中，按一下 Options
( 選項) 。

2.  在 Options（選項）對話框中，顯示 Settings（設定）標籤。

圖  5-17 Options( 選項) 對話框，Settings( 設定) 標籤

3.  在 Load Search Order（載入搜尋順序）下，選取一個選項：

❒ Local( 本機) — 從檔案上次儲存的位置載入檔案。

❒ Original( 原始) — 從檔案的原始位置載入檔案。

4.  按一下 OK( 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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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存取模
型指令

透過模型工具列和內容功能表，您可以利用常用的指令來對在成型托盤上的
物件進行作業。

模型工具列

選取在托盤上的物件，以顯示 Model Toolbar（模型工具列），其含有可執行
一般任務的圖示。

圖  5-18 模型工具列

下表描述了模型工具列的圖示。

圖示 說明

在模型上套用霧面處理。

在模型上套用光澤處理。

打開  Advanced Properties( 進階內容 ) 對話框以設定格線

風格與中空選項。

開啟拖曳物件的功能  ( 請見第  5-37頁 ) 。

打開  Transform( 轉化 ) 對話框以變更物件的擺位與比例

縮放。

切換鎖定模型定位設定。

允許您選擇列印材料。

讓您能將覆膜套用到模型上，或變更之前套用的覆膜。

按右鍵點選模型功能表

如果您在點物件後按滑鼠右鍵，就會出現彈出式內容功能表，您可從其中選
擇模型處理，變更其位置和縮放比例，以及設定 Grid Style（格線風格）與 
Hollow（中空）選項。

您也可以建立一個包含最常用的圖示群組的快速存取工具列。請見第  
5-65 頁的〈建立快速存取工具列〉一節。

複製並貼上
物件

如果您需要複製在成型托盤上的物件，您可以從檔案中再次插入同樣的物
件。但還有更容易的方式，就是複製並貼上物件。您可以複製成型托盤上或
是模型樹中的物件—獨立或數個部件或組件。複製的物件會留在 Windows 剪
貼簿中，直到您將它們貼到成型托盤上。

您也可以從一個托盤複製物件，再將其貼到另一個托盤上，就像您從一個文
件中複製文字並貼到另一個文件內。但是，Objet Studio 每次只能讓您開啟
一個托盤。對每一個您需要用到的成型托盤（同時用到）來說，您必須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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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開的 Objet Studio 視窗，也就是要再次執行應用程式（從 Windows 的 
Start（開始）功能表）。

當您需要在將物件插入生產成型托盤之前，再度操作或設置物件時，
開啟多個  Objet Studio 視窗是相當便利的。例如，如果您需要變更物件
的模型材料( 儲存為  objdf 檔案) 以符合已用在生產成型托盤上的模型材
料，您必須在插入物件  之前就這樣做—而且是在另一個托盤上。複製和
貼上功能也讓您能在新的專案中，在之前用到的成型托盤上使用已設
置的物件。

Copy（複製）和 Paste（貼上）指令的使用方式，就跟在其他 Windows 應用
程式中一樣：

• 按右鍵出現內容功能表。

• 使用鍵盤快速鍵（分別為 Ctrl+C 和 Ctrl+V）。

Paste Special（貼上特殊項目）指令（在物件上按右鍵出現的內容功能表
中）讓您能以更高效方式放置重複的物件：

• 您可以指定一次要在成型托盤上放置幾份重複的物件。

• 您可以在每個軸上設定重複物件之間的距離。

• 您可以操作原始物件的鏡像，並在選擇的軸上做反轉。

圖  5-19 Paste Special( 貼上特殊項目) 對話框



Objet500 使用者指南 5 使用 Objet Studio

DOC-07027ZH-TW Rev. E 5-21

表面處理 模型可以霧面或光澤表面處理進行列印。要建立霧面處理，印表機會將模型
表面覆蓋一層薄薄的支撐材料。

要設定模型處理：

1.  選擇模型。

2.  在下列其中一處選擇 Matte( 霧面)  或 Glossy( 光澤) ：

❒ Model Settings（模型設定）功能區，Options（選項）群組

❒ 模型工具列

❒ 在內容功能表上按右鍵（在選擇模型時）

您可以設定 Objet Studio 就可以靠色彩區別在成型托盤上的物件的表面處
理。要設定 Objet Studio 顯示物件的方式，請見第 5-49 頁的〈設定物件色
彩〉一節。

將物件切割
為元件

您可以將複雜的物件轉換為含有元件部件的組件。要這樣做的話，就將代表
物件的 stl檔案切割為一組含有分開的 stl 檔案，每個就代表一個元件。
（在 Objet Studio 介面中對此的描述為將物件分為外殼。）然後您就能為每
個 stl 檔案指派模型材料，並將新建立的組件儲存為 objdf 檔案。

要將物件分割為含有元件部件的組件：

1.  如果物件沒有顯示出來，就插入其 stl 檔案以放置在成型托盤上（請見
第 5-13 頁的〈在成型托盤上放置物件〉一節）。

物件就會出現—在成型托盤上以及模型樹窗格內—以單部件形式出現。預
設設定是為物件指派「主要的」模型材料。（如果 Objet Studio 設置了
第二種材料，您可以把它或是數位材料指派給整個物件這會在下一頁的
〈模型材料設定〉一節中加以說明。）

圖  5-20 從單個  stl 檔案放置到成型托盤上的物件

說明：此時不需要為成型托盤上的物件調整尺寸或安排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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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物件後：

❒ 從 Object（物件）功能表中，選擇 Separate into Shells( 分成外殼) 。
或—

❒ 在功能區上，按一下 。

然後對話框就會開啟，讓您能指定將元件 stl 檔案儲存到何處。（預設
的方式為，Objet Studio  會讓您將新檔案儲存到與原來的 stl 檔案同樣
位置的資料夾中。）

圖  5-21 在分割為外殼後，選擇儲存  stl 檔案的資料夾

3.  按一下 OK( 確定) 。
Objet Studio  會將物件分割為含有元件部件的組件，每個都是分開的 stl 
檔案（「外殼」）。

物件就會出現—在成型托盤上以及模型樹內—以含有部件（「外殼」）的
組件形式出現。您可以為每個部件指派不同的模型材料（這會在以下的
〈模型材料設定〉一節中加以說明）。

圖  5-22 在轉換為含有元件部件的組件後的物件

模型材料設
定

在 Objet Studio 內把物件放置在成型托盤上之前，您應先注意 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功能區內的材料選擇設定。

圖  5-23 Material Selection Settings( 材料選擇設定)
• 在預設的設定下，功能區內的材料選擇設定是對應到三種裝載於印表機內
的模型 盒。

• 顯示的材料為基本的模型材料。使用 Connex2 和 Connex3 印表機時，您
可以將這些材料任意組合以建立數位材料（請見第 5-25 頁的〈數位材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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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顯示的材料（上圖所示的 VeroBlack）被視為 主要的模型材料 
(“Model-1”)。當您將物件放置在成型托盤上時，如果尚未指派材料，就
會為物件指派這種材料。例如，因為 stl 檔案並不包含關於模型材料的
資訊，Objet Studio 會為物件指派主要的模型材料。還有，如果您嘗試插
入某些 objdf 檔案，而且其指派的材料無法在您的 Objet Studio 版本中
獲得辨識，您可以用主要模型材料來替代遺漏的材料，再插入該些檔案。

• 如果您只想用一種材料進行列印，選擇 Single Material( 單種材料) —含有
同樣材料的所有材料下拉式功能表。如果您決定要用多種材料進行列印，
在您選擇另一種材料前，頂部的下拉式功能表中的材料仍會指派給物件。

• 如果您在空的成型托盤上插入了 objdf 檔案，而且模型材料的指派並不
符合在 Tray Settings （托盤設定）功能區內的設定，這些設定就會自動
變更。但如果已經在成型托盤上的物件的材料不符合 objdf 檔案中的材
料指派，您就不能將新物件放到托盤上。要想列印此物件，您有以下選
擇：

❒ 不要在同一個成型托盤上進行列印，而是將新的物件分成另一個作業
來列印。

❒ 把指派給成型托盤上物件的材料做變更，以符合指派給新物件的材料
（請見第 5-23 頁的〈變更模型材料〉和第 5-26 頁的〈為物件指派模
型材料〉）。

❒ 在插入新物件前變更其指派的材料，以免它與 Tray Setting（托盤設
定）功能區內的設定產生衝突。

要在插入前變更指派給物件的材料：

1.  打開另一個 Objet Studio 視窗，也就是從 Windows 的 Start（開始） 功
能表中執行應用程式。

2.  在空的成型托盤插入新物件（objdf 檔案）。

3.  變更在 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功能區上的材料選擇設定，將其改為
其他成型托盤所使用的材料。

4.  為物件指派材料（請見第 5-26 頁的〈為物件指派模型材料〉）。

5.  選取並複製物件。

6.  顯示另一個 Objet Studio 視窗，並將物件貼到成型托盤上。

說明：您可以將指派了新材料的物件儲存為  objdf 檔案，或是儲存已做變更
的原始檔案。

變更模型材
料

當您在 Objet Studio 中設計成型托盤時，您可以使用目前尚未裝入印表機中
的模型材料。因為預設設定為顯示已安裝的材料，如有需要可在 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功能區中變更材料選擇的設定。

 

圖  5-24 選擇新的模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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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支撐材
料

要變更支撐材料的種類：

1.  在印表機應用程式，執行材料更換精靈（請見第 6-12 頁的〈變更列印材
料〉一節）。

2.  在 Objet Studio：

❒ 在變更為 SUP706 時，建議的 Grid Style（格線風格）為「輕」。

說明：要清潔以標準或重格線風格列印的模型，可能會阻塞位於  
DT3 和  CSIIP 清潔站的過濾器。如有需要，請用水槍清潔站來清潔
模型。

❒ 在變更為 SUP705 時，建議的 Grid Style（格線風格）為「標準」。

如需為目前的列印作業強制改變預設的格線風格設定，就到  Advanced 
Properties( 進階內容) 對話框中改變( 請見第  5-60 頁的〈選擇支撐力度〉
一節) 。

您可以在  User Preferences( 使用者偏好設定) 對話框中設定預設的格線
風格( 請見第  5-71 頁的〈設定使用者偏好設定〉一節) 。

當您將列印作業傳送至印表機時，在作業管理器畫面內的 Available 
Resources（可用資源）部分下會出現新的支撐材料。

圖  5-25 作業管理器中的可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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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材料 當功能區內出現不同的模型材料時，您可以使用任何一種來生產物件。使用 
Connex2 和 Connex3 印表機時，您可以將材料任意混合以生產物件—數位材
料。不同組合的模型材料讓您可以多種色彩和機械特性來列印物件。  

要檢視可用來列印物件的數位材料( 使用了三種基本模型材料) ：

1.  請確認您已選取適當的模型材料，而且 Multiple Materials( 多種材料) 也已
經選取。

圖  5-26 透過  三種基本模型材料來進行材料選擇

2.  按一下   。

材料選擇指南就會出現，並顯示基本的模型材料（在清單最頂部）以及可
用的數位材料（材料的組合）。

圖  5-27 材料選擇指南，顯示了數位材料  
基本模型材料可提供



Objet500 使用者指南 5 使用 Objet Studio

DOC-07027ZH-TW Rev. E 5-26

為物件指派
模型材料

您可以指派任何可用的材料給成型托盤上的物件。

要為物件指派模型材料：

1.  在成型托盤上選擇物件（請見第 1 頁的〈選擇物件〉）。

選取某個物件後，它的內容（包括模型材料）就會顯示在 Model Toolbar
（模型工具列）和功能區內。

圖  5-28    物件內容，在功能區和  Model Toolbar( 模型工具列) 內
2.  顯示材料的下拉式清單並選取想要的材料。

  

圖  5-29    為物件指派材料的功能表

當您取消選擇成型托盤上的物件時，預設的顯示方式為您所選取的材料色
彩。同樣來說，您可以為成型托盤上的每一個物件指派模型材料。

要將一個物件分為獨立的元件部件( 每個  stl 檔案) ，請見第  5-21 頁的
〈將物件切割為元件〉一節。

色彩選擇（Connex3 印表機）

如果有特定的材料組合可用的話，您可以透過色彩調色盤來為模型指派材
料。

 

圖  5-30 色彩調色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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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變更材料選擇的方法—色彩調整色或材料清單：

➢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Color material selection( 色彩材料選
擇) 。

圖  5-31 設定色彩材料選擇方法

物件加膜 您可以列印複合模型，也就是用不同的材料來列印表面層與內部。這可讓您
獲得獨特的機械與質地性質。本技術稱為「加膜」。

要用不同的模型材料為物件加膜：

1.  選取在成型托盤上的物件。

2.  在模型工具列或 Model Settings（模型設定） 功能區內，按一下   。

Coat with（以…加膜）對話框就會開啟。

3.  選擇 Coat With( 以…加膜) 然後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加膜材料。

圖  5-32 選取的加膜材料

4.  在 Thickness（厚度）欄位中，輸入介於 0.3 至 3 公釐之間的加膜厚
度。

說明： 加膜厚度不會影響物件的外部維度，其維度維持不變。加膜層替換
主要模型材料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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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 Apply( 套用) 。

說明： 當您為物件取消選擇時，預設顯示方式為以色彩代表模型材料。就
算在為物件加膜後，其色彩仍為主要材料的顏色，而非加膜材料的顏色。

要查看、改變或移除套用在物件上的加膜：

1.  在「模型工具列」或是 Model Settings（模型設定）功能區內，按一下  

。

Coat with（以…加膜）對話框就會開啟。

2.  執行下列操作之一—

❒ 變更加膜設定，並按一下 Apply( 套用) 。
❒ 要移除加膜，清空 Coat With（以…加膜）核取方塊然後按一下 Apply

( 套用) 。
❒ 要保留目前的加膜設定，按一下 Apply( 套用) 或是 Cancel( 取消) 。

在成型托盤上將物件擺位

要有效生產模型並以需要的方式做處理，將物件仔細在托盤上擺位是很重要
的。Objet Studio 可支援將物件自動擺位。但是您仍需按照在第 5-31 頁的
〈手動擺位〉的說明，檢查並確認物件已進行最佳定位以符合您的需求。

影響在托盤上將物件擺位的因素有兩個，就是定位和放置。您可以讓 Objet 
Studio 決定最佳的定位和擺位方式，或自行控制。

自動定位 在預設的設定下，把物件放置在成型托盤上時，Objet Studio 會將物件自動
定位以獲得最短的列印時間。（您可以稍後再手動變更定位）但是在成型托
盤上放置物件時，您可以取消自動定位。

要不透過自動定位在成型托盤上放置物件：

➢ 在 Insert（插入）對話框中，確認 Orient Automatically（自動定位）並
未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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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 Orient Automatically( 自動定位) 選項已關閉

您可以變更預設的設定，確保自動定位並未  套用，除非您每次在成型
托盤上放置物件時都選擇了  Orient Automatically( 自動定位) 核取方塊。
要這樣做的話，請見第  5-73 頁的〈預設設定〉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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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擺位 在成型托盤上放置數個模型後，您可以在列印前讓 Objet Studio 來安排模
型。這能確保物件獲得恰當擺位，而且能在最短時間內以最少的材料進行列
印。

要在成型托盤上自動安排物件：

➢ 在 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功能區內，按一下   。

或—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Automatic Placement( 自動放置) 。

下圖顯示了自動擺位的效果。

圖  5-34 在物件做恰當安排前的托盤

圖  5-35 在套用自動放置後的托盤安排

 l 要獲得最佳效果，利用  Automatic Placement( 自動放置 ) 來安排托盤，

它就在  TraySettings( 托盤設定 ) 功能表內，就算您是透過  Orient 
Automatically( 自動定位 ) 選項來插入物件。

 l 由於每種模型材料都具有其物理性質的關係，這可對托盤上的物件

擺位造成影響。因此要在選擇材料之後才執行  Automatic Placement
( 自動放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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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擺位 您可以變更成型托盤上的物件擺位—就算它們是透過 Orient Automatically
（自動定位）選項插入的物件也可以。關於如何使用變更物件擺位的工具，
請見第 5-33 頁的〈在托盤上操作物件〉一節。

模型在成型托盤上的擺位會影響印表機生產的速度及效率，支撐材料用在何
處和使用量，以及模型部件是否有光澤處理。因此您在決定如何於成型托盤
上將物件擺位時，需要考慮多種因素，請使用下列擺位規則。

X-Y-Z 規則

本規則考慮的是模型的外部維度。

➢ 因為列印頭是沿著 X 軸左右移動，與 Y 軸和 Z 軸相比之下，此軸上的列
印時間相對較短。以此來看，建議將物件的最大維度沿著 X 軸放置。

➢ 任何接觸到支撐材料的表面都會變為霧面。

➢ 因為模型是在 Z 軸上以 16 或 30 微米的層次（視列印模式而定）往上列
印，列印一個高的物件很花時間。以此來看，建議將物件的最小維度沿著 
Z 軸放置。

➢ 因為列印頭在 Y 軸上測量長度約為 2 英吋（5 公分），模型的維度如果
低於此（在 Y 軸上），就會一次列印完成。以此來看，建議將物件的中
等維度沿著 Y 軸放置。

高-左  規則

本規則考慮到的模型為，在按照其他考量因素於成型托盤上定位模型後，模
型有一邊高於另一邊。

➢ 因為列印頭是在 X 軸上從左向右移動，在列印頭到右側之前，位於右側
的較高部分就需要列印頭從左側進行多餘的掃描。另一方面，如果較高的
部分是擺在成型托盤上的左側，列印頭就只需在列印該部分時才掃描模型 
— 就在完成列印較低的部分後。因此您應該盡可能將模型較高的一邊擺
在左側。

下列規則是以列印的模型頂部不需要用到支撐材料為基礎。

凹-上  規則

本規則考慮的模型為表面有凹處的模型。

➢ 有凹處（如中空、鑽孔等）的表面應盡可能以朝上的方式來擺位。

細-表面  規則

本規則考慮的模型為有一面具有精密細節（如電話的按鍵面）的模型。

➢ 有精密細節的模型面應盡可能以朝上的方式來擺位。這可讓完成的表面變
得平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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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支撐材料規則

本規則考慮的模型為至少有一面具有大孔或空心開口（如管子或容器）的模
型。

➢ 雖然讓模型以平放方式進行列印會更快，但以直立方式列印模型可能較為
有利，因為這樣支撐材料就不會填入中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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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托盤上操作物件

在  Z 軸上將
物件擺位

當您在成型托盤上透過自動擺位選項來安排物件時（請見第 5-28 頁的〈自
動定位〉一節），物件就會直接擺位在托盤上。如果您未透過自動擺位來插
入物件，物件通常會出現在托盤的上方或下方。

實際操作時，Objet 系統會在  1 公釐厚的支撐材料上，將成型托盤上所
有物件列印出來。透過  Objet Studio 在成型托盤上直接將物件擺位的重
要性，就是可在畫面上正確顯示物件。

在托盤上將物件直接擺位：

1.  選擇物件。

2.  從 Object（物件）功能表中，選擇 Lay On( 置上) 。

要確保物件總是能直接在托盤上擺位：

1.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Options( 選項) ，並顯示 Settings（設
定）標籤。

圖  5-36 Options( 選項) 對話框，Settings( 設定) 標籤

2.  在 Automatic Lay On (Gravity)（自動置上（重力））部分內，選擇 
Always( 總是) 。

其他的  Z 軸選項( 在Automatic Lay On( 自動置上) 部分內) ：

• When under the tray( 在托盤下時) — 處於成型托盤下的物件顯示會自動
變更，讓物件能顯示於托盤平面。

• Never( 從不) — 處於成型托盤上方或下方的物件顯示不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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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物件
放置

當您在成型托盤上將模型擺位，請確認不要將它們重疊，也不要延伸出托盤
外。

要確認物件的放置為有效：

1.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Constraints Settings( 限制設定) 。

圖  5-37 Constraints Settings( 限制設定) 對話框

2.  選擇 Dynamic check( 動態檢查) 以辨識 —

❒ 在放置物件出現無效的物件放置 — On Drop（放置時）為選取。

❒ 在移動物件後出現無效的物件放置 — While Drag（拖動時）為選取。

❒ 物件超出托盤的邊界 — Outside Tray（托盤外）為選取。

❒ 重疊的物件 — Object Collision（物件碰撞）為選取。

就算您在成型托盤上放置物件時不使用  Dynamic Check ( 動態檢查) ，
Objet Studio 會在傳送作業至印表機前，自動檢查托盤上的物件擺位是
否有問題。您可以在將物件擺位後，手動檢查是否有問題( 請見第  5-53 
頁的〈托盤驗證〉一節) 。

說明： 由於每種模型材料和處理都具有獨特性質的關係，務必在變更材料
處理後，檢查放置方式是否有效。請記住  Objet Studio 會計算一個物件所
佔用的空間，包括物件周圍的「定界框」( 請見第  5-44 頁的圖  5-52) 。

使用格線將
物件擺位

在將物件擺位時，在成型托盤上的圖像上顯示格線會很有幫助。要使用格線
的功能，請選擇下列功能表選項。

功能表選項 結果

工具  > 格線 在成型托盤上顯示格線。

工具  > 對齊格線 在移動物件時，它會把物件與最近的格線對齊。

工具  > 選項  > 格線 讓您能變更格線的原點

( X 軸與  Y 軸相交點 ) 與外觀。

您可以從 Options（選項）對話框審視與設置格線設定—並且將其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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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檢視與變更格線設定：

1.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Options( 選項) ，並顯示 Grid（格線）標
籤。

會顯示目前的格線設定。

圖  5-38 Options( 選項) 對話框，Grid( 格線) 標籤

2.  按照所需變更設定，並選擇或清除核取方塊。

3.  按一下 Apply( 套用) 或是 OK( 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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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單位 3D 檔案含有物件的比例，但不含其測量單位。因此在插入物件時，請確認已
正確選擇 millimeters（公釐）或 inches（英吋）。否則在成型托盤上的物
件尺寸可能會變得太大或太小。

要在插入物件時設定測量單位：

➢ 在 Insert（插入）對話框中的Units（單位）欄位中，選擇 Millimeter( 公
釐)  或 Inch( 英吋) ：

圖  5-39 Units( 單位) 欄位，位於  Insert( 插入) 對話框中

要從  Model Settings( 模型設定) 功能區中，為選取的物件變更測量單位：

1.  開啟 Units（單位）的展開式工具列。

圖  5-40 Units( 單位) 展開式工具列

2.  選擇想要的測量單位。

要從標準工具列中，為選取的物件變更測量單位：

1.  從 Object（物件）功能表中，選擇 Change Units( 變更單位) 。

圖  5-41 Model Units( 模型單位) 對話框

2.  在 Model Units（模型單位）對話框中，變更設定並按 OK( 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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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模型維
度

從 Model Settings（模型設定）功能區的 Dimensions（維度）群組內，您可
以在 X 軸、Y 軸和 Z 軸上變更物件的尺寸以改變其維度。

圖  5-42 Dimensions( 維度) 位在  Model Settings( 模型設定) 功能區內

• 如果開啟了 Uniform Scale（等比例縮放），在一個軸上變更物件的維度
會依比例影響其他維度。

• 在變更一項測量值後，請按 Enter 或是按一下位在 Dimensions（維度）
群組內的另一個欄位。

說明： 只有在  Objet Studio 設定許可的情況下，您才能變更成型托盤上的
物件的高度( 請見第  5-33 頁的〈在  Z 軸上將物件擺位〉一節) 。

每個物件在成型托盤上的建議最低尺寸為  800 公釐( 在  X 軸上) 和  130 
公釐( 在  Y 軸上) 。雖然也可以列印更小的物件，但這些最低維度可確
保良好的列印品質。

重新將物件
擺位

您可以透過箭頭鍵來手動移動和轉動成型托盤上的物件，或以滑鼠拖動。

要手動操作物件：

1.  在成型托盤上點選物件，或在模型樹窗格中點選以進行選取。

2.  按一下在 Model Toolbar（模型工具列）上的   ，或是在Model 
Settings（模型設定）功能區也可以。

物件周圍會出現一個框架，而且游標也會改變以指示物件已可以移動。

圖  5-43 要手動移動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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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您按一下框架的其中一個角，游標會改變以指示物件已可以轉動。

圖  5-44 要手動轉動物件

4.  透過箭頭鍵或滑鼠來操作物件。

使用  Transform
( 轉化) 對話框

您可以對物件做精確變動，只要變更在 Transform（轉化）對話框中的內
容。

要取得Transform( 轉化) 對話框( 當物件已選取時) ：

• 按一下在 Model Toolbar（模型工具列）上的 ，或是在Model 
Settings（模型設定）功能區也可以。

• 按右鍵出現內容功能表後，選擇 Transform( 轉化) 。
• 從 Object（物件）功能表中，選擇 Transform( 轉化) 。

圖  5-45 Transform( 轉化) 對話框

要用  Transform( 轉化) 對話框變更物件：

➢ 變更任何數值，然後按 Apply( 套用) 並觀察在成型托盤上的物件有何改
變。

說明：在按下  Apply( 套用) 後，變更的數值會維持在對話框中。因此您可以
把對話框中的數值稍微改變後，按  Apply( 套用) 以觀察物件會如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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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設對話框中所有的數值：

➢ 按一下 Reset( 重設) 。

說明：物件不會改變。任何之前所做的變更都會保留下來。

要取消  所有透過Transform( 轉化) 對話框所做的變更：

➢ 按一下 Cancel Actions( 取消動作) 。

在關閉  Transform( 轉化) 對話框後，按  Undo( 取消) ( 位在  Model Settings
( 模型設定) 功能區上，或是從  Edit( 編輯) 功能表選取) ，就可取消所有
透過對話框所做的變更。

變更物件的
定位

變更成型托盤上的物件定位有數種方法。

要轉動物件：

➢ 選取物件並使用 Object（物件）的功能表選項（亦可見 第 5-37 頁的
〈重新將物件擺位〉）。

重新對齊物件的平面：

1.  在 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或 Model Settings（模型設定） 功能區中
—

a.  按一下位在 Selection（選擇）群組中的圖示：     或    
 。

b.  在展開工具列上，按一下 Select Plane（選擇平面）圖示：

或 —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Plane Alignment > Select Plane( 平面
對齊  > 選擇平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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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在成型托盤的物件的一部分。

會顯示選擇的平面。

圖  5-46 以平面對齊

3.  在對齊工具列上按一下適當的圖示，以變更對齊方式。 

或—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Plane Alignment( 平面對齊) ，並選擇
對齊選項。

圖  5-47 Tools( 工具) 功能表，Plane Alignment( 平面對齊)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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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型托盤上將物件重新對齊後，要取消平面選擇的話：

➢ 在 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或 Model Settings（模型設定） 功能區中
—

a.  按一下位在 Selection（選擇）群組中的圖示：     或    
 。

b.  在展開工具列上，按一下 Select Element（選擇元素）或 Select 
Group（選擇群組）圖示：

或—

➢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Plane Alignment > Select Plane( 平面
對齊  > 選擇平面) 。

要將物件在任一軸上做  180 度翻轉：

1.  選擇物件。

2.  從 Object（物件）功能表中，選擇 Flip > Flip X / Flip Y / Flip Z( 翻轉  > X 
軸翻轉  > Y 軸翻轉  > Z 軸翻轉) 。

要在任一軸上對物件的定位進行精準變更：

1.  選擇物件。

2.  顯示 Transform（轉化）對話框（請見第 5-38 頁的圖 5-45）。

3.  為每個軸變更 Rotate( 轉動) 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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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物件群組
化和分散化

您可以同時對成型托盤上的兩個或更多物件進行操作。

• 選擇多個物件

對一個物件進行的操作會影響所有選取的物件。例如，在軸上轉動一個物
件會導致所有選取的物件都在其各自的軸上轉動。

• 將物件轉換為組件

分開的物件會變成一個單元的部件。例如，在軸上轉動一個組件會導致其
所有的元件部件都作為同一個單元一起轉動。

將物件轉換為組件：

1.  選擇物件（請見第 1 頁的〈選擇物件〉）。

2.  從 Object（物件）功能表中，選擇 Group to Assembly( 集為組件) 。
在模型樹中，物件會顯示為父物件（組件）的子物件。

圖  5-48 模型樹中的組件

在建立組件後，您可以將其儲存為 objdf 檔案以便再次使用。（要操作和列
印組件的話，並不需要將其儲存。）

要儲存組件：

1.  選擇組件（從成型托盤上或從模型樹中）。

2.  從 Objet Studio Commands menu（指令功能表）  ，選擇 Save As( 另存
為) 。

3.  在 Save As（另存為）對話框中，選擇 objdf 格式，再選擇位置並為檔案
命名後，按一下 Save( 儲存) 。



Objet500 使用者指南 5 使用 Objet Studio

DOC-07027ZH-TW Rev. E 5-43

要將組件分成獨立的物件( stl 檔案) ：
1.  選擇組件（從成型托盤上或從模型樹中）。

2.  從 Object（物件）功能表中，選擇 Ungroup( 分散化) 。
在模型樹中的元素並非組件的部件。

圖  5-49 模型樹中的個別組件

固定模型定
位

如果您要操作在成型托盤上的物件，可以固定其定位，在自動擺位時物件就
不會改變位置（請見第 5-30 頁的〈自動擺位〉一節）。

要固定物件：

1.  選取在成型托盤上的物件。

2.  在 Model Settings（模型設定）功能區上，位於 Manipulate（操作）群組

內或是模型工具列上，按一下  。

要解除固定物件：

➢ 選取物件並按一下  （以解除選取）。

顯示選項

檢視物件 從 View（檢視）功能表中，您可以變更物件顯示的方式。在成型托盤上顯示
模型的預設方式為實體（「陰影」）物件。

圖  5-50 在  Shaded( 陰影) 檢視中顯示的托盤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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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顯示選項還有WireFrame（線框）和Points（點）。

要在  WireFrame( 線框) 檢視中顯示成型托盤：

➢ 從 View（檢視）功能表中，選擇 WireFrame( 線框) 。

圖  5-51 顯示在  WireFrame( 線框) 檢視中的托盤和模型

要恢復為  Shaded( 陰影) 檢視：

➢ 從 View（檢視）功能表中，選擇 Shaded( 陰影) 。

要將物件顯示為框線，就要顯示其最高維度，而非陰影：

➢ 從 View（檢視）功能表中，選擇 Display Bounding Box( 顯示定界框) 。

圖  5-52 透過定界框顯示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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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顯示在物件周圍，支撐材料所需要的區域( 為了做霧面處理) ：

➢ 從 View（檢視）功能表中，選擇 Display Thickening Box( 顯示增厚框) 。

圖  5-53 透過增厚框顯示的模型

要顯示最高的成型高度：

➢ 從 View（檢視）功能表中，選擇 Display Tray 3D Box( 顯示托盤  3D 框) 。

 

圖  5-54 托盤  3D 框

要顯示沒有成型托盤的物件：

➢ 從 View（檢視）功能表中，清除（去選擇）Display Tray（顯示托盤）的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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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版面 Objet Studio 會自動調整預設畫面版面，以顯示成型托盤和模型樹的最佳檢
視。您可以變更畫面版面，以從不同的透視角度來檢視模型。

要變更畫面版面：

➢ 在 View（檢視）展開式工具列上，選擇 Single View( 單項檢視) ，或 4 
Views( 4 項檢視) 。

圖  5-55 畫面版面圖示

❒ Single View ( 單項檢視)   為預設的畫面版面。

❒ 4 Views( 4 項檢視)   顯示了 perspective（透視）、top（俯視）, 
front（前視）以及 right（右側）的檢視。

圖  5-56 單項檢視畫面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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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7 4 項檢視畫面版面

托盤透視 成型托盤的預設透視方式為「等距」。您可以透過下列十個選項中任一項來
變更作業視窗的透視方式。

要變更作業視窗中成型托盤的透視方式：

1.  在 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功能區內，開啟 Perspective（透視）展開
工具列。

圖  5-58 Perspective( 透視) 工具列

2.  點選代表您所需透視方式的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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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盤擺位 要從不同的方向檢視托盤與模型，您可以在畫面中移動托盤並變更其顯示角
度。

要在  Objet Studio 畫面中移動托盤：

➢ 在移動滑鼠時按下滑鼠的滑輪。

圖  5-59 托盤在  Objet Studio 顯示中移動後的樣子

要手動轉動托盤：

➢ 在移動滑鼠時同時按下 Alt 鍵與滑鼠的滑輪。

圖  5-60 上下顛倒後托盤的樣子

要從不同的方向檢視托盤與模型，您可以 並變更其顯示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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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物件色
彩

在成型托盤上的物件的色彩可指出物件列印的方式。Objet Studio 讓您能選
擇色彩顯示，並且輕易看見物件的材料和表面。

要選擇如何將色彩套用到顯示上：

➢ 在 Model Settings（模型設定）功能區上，在 Colors（色彩）群組內，
從展開式工具列選擇其中一個選項。

圖  5-61 Colors( 色彩) 顯示選項

在將成型托盤傳送至印表機前，或是當您執行  tray validation( 托盤驗
證) 時，Objet Studio 請檢查  stl 檔案或托盤上物件的擺位是否有問題。如
有此情形，受影響的物件會以特殊色彩顯示( 請見第  5-53 頁的〈托盤驗
證〉一節) 。

載入大檔案 載入很大的 stl 檔案時會很緩慢，而且在成型托盤上可能無法輕易操作。如
果有此情形，可以只在成型托盤上顯示物件的圖像，而不載入整個檔案。stl 
檔案本身不會改變，而完整的檔案會傳送至印表機。

要在成型托盤上放置物件時，顯示  stl 檔案的圖像：

1.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Options( 選項) ，並顯示 Settings（設
定）標籤。

圖  5-62 Options( 選項) 對話框，Settings( 設定) 標籤

2.  在 Large Files（大檔案）部分內，選擇 Load Partial (reduced)( 部分載
入( 減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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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檔案操作 如果您需要用到由大量的多邊形所組成的精細模型，您可以在 Objet Studio 
加快它的顯示和操作速度，只要減少畫面上的多邊形數目。雖然這可能會降
低畫面的解析度，但這不會影響列印的模型。

圖  5-63 沒有經過減去多邊形處理而顯示的物件

圖  5-64 只顯示了其中  5% 的多邊形的物件

要使用減去多邊形功能：

1.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Options( 選項) 。
或 —

從 Objet Studio Commands menu（指令功能表）  中，按一下 Options
( 選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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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Options（選項）對話框中，顯示 Display（顯示）標籤。

圖  5-65 Options( 選項) 對話框中，Display ( 顯示) 標籤

3.  選擇 Enable Polygon Reduction( 開啟減去多邊形) 。

4.  選擇 Polygon Reduction (Percent)( 減去多邊形( 百分比) ) 。
5.  輸入要顯示的總多邊形數目的百分比。

當您按下 Apply( 套用) ，顯示就會改變。

說明：此設定會影響靜態檢視( 當物件未移動時) 。
6.  設定移動物件時的顯示選項（Display while changing view（變更檢視時

的顯示））：

❒ Bounding Box（定界框）— 顯示了代表物件的最大維度的框架。

❒ Adaptive Polygon Reduction（適應性減去多邊形）— 視需要套用不同
程度的減去多邊形功能。

❒ Entire Object（整個物件）— 未套用減去多邊形功能。

7.  儲存上述設定以便您每次將此物件放置在成型托盤上時都可套用，按一下 
Save Polygon Reduction Data( 儲存減去多邊形資料) 。

8.  按一下 Apply( 套用) ，可讓您不關閉對話框就看到設定的結果。

選擇  Entire Object( 整個物件) 選項可取消減去多邊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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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顯示選項 顯示格式會影響物件顯示的速度。例如，如果您選擇了 Bounding Box( 定界
框) ，則物件顯示的速度會比選擇 Entire Object( 整個物件) 時來得快。您可
以選擇物件靜止時的顯示格式（static view（靜態檢視））和選擇物件在拖
曳時的顯示格式（changing view（變更檢視））。

要選擇物件在變更檢視和靜態檢視中的顯示偏好設定：

1.  選擇要顯示的物件：

❒ 使用 Bounding Box（定界框）（請見第 5-44 頁的圖 5-52）

❒ 使用 Adaptive（適應性） Polygon Reduction（減去多邊形）（只限於 
changing view（變更檢視））

❒ 使用 Polygon Reduction（減去多邊形）（只限於static view（靜態檢
視））

❒ 整個物件

2.  完成時按一下 OK( 確定) 。

縮放選項 在操作物件時，您常需要在不同放大比率下對其進行檢視。

要改變放大比率：

圖  5-66 Zoom( 放大) 展開工具列

❒ Zoom Object（放大物件）可聚焦在選取的物件上。

❒ Zoom Tray（放大托盤）顯示整個托盤。

❒ Zoom by Rectangle（長方塊放大）讓您能以滑鼠選取部分托盤以便顯
示。

您也可以透過滑鼠滾輪放大或縮小檢視。

您可以設定  Objet Studio 以自動放大檢視放置在成型托盤上的物件。
請見第  5-74 頁的〈自動放大〉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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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托盤

在準備好成型托盤上的模型後，您可以進行下列項目：

• 測試模型可以列印（「驗證」）。

• 計算列印所需的時間與材料資源。

• 將其傳送至印表機以進行生產。

• 將其儲存以便稍後完成或列印。

• 將其儲存為壓縮檔案以便存放和傳輸。

 

托盤驗證 在將作業傳送至印表機以進行生產之前，您應該先檢查托盤為「有效」而且
可以列印。

說明：由於每種模型材料都具有獨特性質的關係，請先確認您所選的為正
確的材料，之後才讓  執行托盤驗證。

要驗證托盤可以列印：

➢ 在 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功能區內，在 Build Process（成型過程）

群組上，按一下   。

或—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Placement Validation( 定位驗證) 。
如果托盤為無效，位在托盤上的有問題的模型色彩會依照預設色碼而改
變。

圖  5-67 色碼

說明：「兩種」色彩也代表了有問題的  stl 檔案。

畫面底部出現的狀態條顯示了驗證的狀態。

圖  5-68 在狀態列中的驗證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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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估計 Objet Studio 讓您能在傳送托盤至印表機前，計算用來生產托盤所需的時間
與材料資源。Objet Studio 需要用來計算的時間需視托盤上的物件數目和其
複雜性而定。依照您的電腦規格而定，生產一整個托盤的估計計算最多可需 
15 分鐘。

讓您能計算生產目前的托盤所需的時間與材料：

➢ 在 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功能區內，在 Build Process（成型過程）

群組上，按一下   。

在計算期間會顯示一條進度列—就在狀態列（在畫面底部）的右邊。

圖  5-69 Estimate( 估計)  進度列

當 Objet Studio 結束對於生產資源的計算時，其結果會顯示在一個對話
框中。

圖  5-70 生產資源的計算   對於不同的列印模式

如同 Production Estimates（生產估計）對話框所顯示，生產托盤上的模型
所需的資源，需視在進行生產作業時，印表機所使用的列印模式。您在決定
使用何種列印模式時（見下方說明）可能要先考慮這些估計結果，並決定在
列印時是否要使用替代模型材料。

說明：在您將成型托盤傳送至印表機後，您可選擇列印模式以及材料替代
的選項( 請見第  5-56 頁的〈列印托盤〉一節) 。

列印模式 Objet500  印表機可使用三種可能的列印模式來讓模型成型。

HQ( 高品質) 模式  —
• 可以 16 微米的層次來列印模型，這可產生較平滑的表面，並且適用於生
產較細緻的物品。

• 與高速設定相比，用此模式列印多數托盤的時間要多出將近兩倍。

• 只有在四個列印頭都能用到模型材料時，才能使用本設定，就在 single-
material printing（單種材料列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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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le-material printing( 單種材料列印) ：所有的列印頭在列印模型時，
不會考慮到模型材料的來源。在以下情形中會碰到這種狀況：

 l 所有的列印頭都使用一種模型材料。

 l 每一對列印頭用的是不同的模型材料，但在列印模型時  是把它們當
同一種材料。結果就是列印的模型是由隨意混合的材料所印製。

HS( 高速) 模式  —
• 可以 30 微米的層次來列印模型，適用於生產較大的模型。

• 與高品質設定相比之下，多數的托盤列印時間要短得多。

• 只有在四個列印頭都能用到模型材料時，才能使用本設定，就在 single-
material printing（單種材料列印）內。

數位材料模式  —
• 在生產要用兩種或更多模型材料來製成的托盤時會用到。

• 在生產含有兩個或更多模型的托盤時會用到，而且每個模型是用不同的
（單種）模型材料製成。

• 在只需用印表機裝載的一種模型材料來製成模型時會用到，而且只會用兩
個列印頭來列印。

• 可以 30 微米的層次來生產模型，但列印仍然接近高品質。

• 與在高品質模式下的列印時間相似。

雖然列印時間不比在高速模式下長，數位材料模式可讓您無需做材料更換
—讓您省下更換模型材料的時間與成本。

當指派了超過一種模型材料給在托盤上的物件時，就會自動選擇數位
材料模式。

在以不同的列印模式來列印托盤時，您可以看見其所需的估計列印時間與材
料資源（請見第 5-54 頁的〈生產估計〉一節）。當您將托盤傳送至印表機
時，也可以看到這些生產估計。在那時，您可以選擇列印模式，包括可讓 
Objet Studio 以最有效率的方法來列印托盤的選項（請見第 5-57 頁的〈列
印模式選擇〉一節）。

以電子郵件
傳送  Objet 數
位檔案

您能輕易地用電子郵件將 objdf 檔案傳送出去，只要使用 Microsoft® Office 
Outlook®。建議以 objdf 檔案進行傳送（而非 stl 檔案），因為其檔案大小
通常會減少超過一半。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是 objdf 檔案含有物件的模型材
料資訊。

要用電子郵件傳送檔案：

1.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Email Objet Digital File( 以電子郵件傳
送  Objet 數位檔案) 。
Outlook 就會開啟，而且檔案已經附加，Subject（主題）細節也已加入電
子郵件表格中。

2.  輸入電子郵件地址並傳送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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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托盤 當托盤已準備好可列印時，就會置入作業佇列中。當該作業到達佇列的頂端
時，Objet Studio 會預先處理托盤檔案以建立切片，然後將切片傳送至印表
機。

將托盤傳送至印列佇列：

1.  在 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功能區內，在 Build Process（成型過程）

群組上，按一下   。

❒ 如果列印托盤需要用到兩種或更多模型材料（數位材料模式），Job 
Summary（作業總結）對話框就會開啟。

圖  5-71 在以數種模型材料進行列印的作業總結

說明：顯示的數值為快速計算的結果，它代表的是對列印某作業所需要
的材料與時間的粗略估計。想獲取更準確的計算，按一下  Fine 
Estimation( 精細估計) 。

請繼續進行第  5-58 頁的第  4。
❒ 如果列印托盤只需要用到一種模型材料，Printing Mode Selection

（列印模式選擇）對話框就會開啟。

圖  5-72 Printing Mode Selection( 列印模式選擇)  對話框

說明：顯示的數值為快速計算的結果，它代表的是對列印某作業所需要
的材料與時間的粗略估計。想獲取更準確的計算，按一下  Fine 
Estimation( 精細估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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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模式選擇 2.  選擇適當的列印模式。

列印模式已於第 5-54 說明。

❒ 如果您需要以高品質模式列印作業，請選擇此選項。

說明：高品質模式是否可用需視選擇的材料而定。

❒ 如果您需要以高速模式列印作業，請選擇此選項。

❒ 如果您不需要以高品質或高速模式來列印作業，請選擇 Automatic( 自
動) 。

本設定可讓 Objet500 軟體來決定（在列印前）列印托盤的最有效率方
式。如果要去除執行材料更換步驟的需要，就會使用數位材料模式。否則
就會使用高速模式。

舉例來說，如果列印托盤只需要印表機中載入的某一種模型材料，就只有
兩個使用了該材料的列印頭會用來列印模型—這就是數位材料模式。（高
品質和高速模式都需要用到四個列印頭來列印模型材料，這樣一來您就需
要執行材料更換步驟。）

另一方面，如果要不執行材料更換步驟而使用四個列印頭來印製托盤，就
會使用高速模式。如果所有的列印頭都只用了一種模型材料，或是如果您
可允許用相似材料進行任意混合來列印（如下），就可以這樣做。

使用數位材料模式時的模型品質

 l 大多數的模型都可達到近高品質。

 l 如果托盤上的  所有  物件都是以  個別stl 檔案的方式插入， 則會沿著  
Y 軸以標準的  600 dpi( 每英吋點數量 ) 解析度進行列印—除非您選擇了

光澤處理 ( 請見第  5-21 頁的〈表面處理〉一節 ) 。
 l 如果在托盤上有一個組件，則在托盤上的所有模型都會沿著  Y 軸以  

300 dpi 的解析度進行列印。

3.  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Model Material Substitution（模型材料替換）對話框會開啟（如果與托
盤有關的話）。（如果沒有，Job Summary（作業總結） 對話框就會開
啟，請繼續進行第 4 步。）

自動模式

以與前一個列印作業相同的模式來列印模型。

替換模型材料

圖  5-73 Model Material Substitution( 替換模型材料)  對話框



Objet500 使用者指南 5 使用 Objet Studio

DOC-07027ZH-TW Rev. E 5-58

如果您允許使用替換模型材料的功能，印表機會用您在設計成型托盤時，
與指派給物件的材料具有相似性質（力度、彈性等）的不同材料來替代，
但要遵照下列條件：

❒ 在列印時，您所指派的材料並未安裝在印表機中。

在此情況下，托盤會以一種或兩種替代材料列印（需視在列印時，安
裝在印表機中的材料而定）。如有可能，會使用高速模式。

❒ 除了您所選擇的材料之外，在列印時還有其他（相似）的材料安裝在
印表機中。

在此情況下會使用高速模式，並混合兩種材料來進行列印（就如它們
是同一種材料一樣）。

4.  按一下 Build( 成型) 。
如果尚未儲存成型托盤檔案，Save As（另存為）對話框就會開啟，讓您
儲存檔案。

Objet Studio 會檢查托盤上的物件擺位是否有問題。如有此情形，受影響
的物件會以特殊色彩顯示（請見第 5-53 頁的〈托盤驗證〉一節），而且
會出現警告訊息。

圖  5-74 托盤驗證警告訊息

❒ 要取消 Build（成型）指令以便糾正問題，按一下 No( 否) 。
❒ 要按照模型在托盤上的擺位進行列印，按一下 Yes( 是) 。

Job Manager（作業管理器）畫面就會開啟，讓您能監控托盤的進度—無論
是在列印之前，期間或之後。請見第 5-79 頁的〈監控並管理列印作業〉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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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更多 Objet Studio 的功能

下列主題描述了在 Objet Studio中可用的額外功能：

• 分割物件

• 顯示物件的橫切面

• 將畫面顯示儲存為圖像檔案

• 儲存與匯入成型托盤

分割物件 您可以使用 Split Object（分割物件）功能以產生大於托盤區域的物件，也
就是將模型切割為個別的部件。您可以藉此功能，只產生出模型的特定部
分。

要分割物件：

1.  選擇物件。

2.  從 Object（物件）功能表中，選擇 Split( 分割) 。
3.  在 Split Object（分割物件）對話框中，輸入數值以決定如何讓 Objet 

Studio 分割物件。您可以沿著任何一個軸來分割物件，只要輸入準確的
測量值，或輸入部件的數目。

圖  5-75 Split Object( 分割物件) 對話框

4.  在 Save to Folder（儲存到資料夾）中，輸入資料夾名稱。

5.  按一下 OK( 確定) 。
複合的部件會儲存為新的 stl檔案，而且其名稱就是原始檔案名稱再加上
「Part 1」、「Part 2」等。

說明：在列印新建立的  stl 檔案前，建議您利用  STL-修復應用程式對其進
行檢查，例如使用  Materialise® 所推出的  Mag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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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支撐力
度

在生產模型時，會用支撐材料來填充一些中空和空的部分（請見第 5-31 頁
的〈手動擺位〉一節）。Objet Studio  讓您能調整以支撐材料形成的結構力
度。在生產大型/大量模型，或小型/精細模型時，這樣的調整相當好用。就
多數的用途來說，預設的設定提供了適當的支撐力度。

在列印模型時變更使用的支撐材料的力度：

1.  選取在托盤上的模型。

2.  在 Model Settings（模型設定）功能區上，位於 Options（選項）群組

內，按一下   。

或—

❒ 在 Model Toolbar（模型工具列）上，按一下   。

或—

❒ 按右鍵出現內容功能表後，選擇 Advanced Properties( 進階內容) 。
Advanced Properties（進階內容）對話框就會開啟。

圖  5-76 Advanced Properties( 進階內容) 對話框

說明：如果物件已分割為外殼，Advanced Properties（進階內容） 開啟的內
容會依不同的物件選擇而異。如果只選擇了單種元素，只有 Hollow（中空）
選項會開啟。如果選擇了一組元素，只有 Grid Style（格線風格）選項會開
啟。

3.  在Grid Style（格線風格）部分內，選擇適用於選取的模型的支撐力度。
您可以為托盤上的每個模型選擇不同的支撐力度。

❒ Standard( 標準) — 針對需要一般支撐的模型（多數的模型）。

❒ Heavy( 重型) — 針對需要大量支撐的大型模型。

❒ Lite( 輕型) — 針對以 SUP706 支撐材料列印的模型，還有需要一點點
支撐的精細模型。（此設定讓您可輕易移除支撐材料。）

4.  按一下 Apply( 套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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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空」— 以支
撐材料填補
模型

許多以 stl 檔案格式放置在托盤上的物件為「實心」。這表示在列印時，模
型會完全以模型材料進行填補。通常這是不需要的，尤其是對大物件來說。
而可以利用支撐材料來填補模型，這比較省成本。在準備模型以用來進行熔
模鑄造時，建議利用支撐材料來填補模型，因為在製造模具的過程間，這種
材料比較容易熔掉。

Objet Studio  讓您能以模型材料來列印外層外殼，並以支撐材料填滿模型中
心的方式，列印在托盤上的物件。在使用這個叫做「中空」的功能時，外殼
的厚度不應該少於 0.5 公釐。

要使用中空功能：

1.  選取在托盤上的模型。

或 —

❒ 在 Model Toolbar（模型工具列）上， 按一下   。

或 —

❒ 按右鍵出現內容功能表後，選擇 Advanced Properties( 進階內容) 。
Advanced Properties（進階內容）對話框就會開啟。

2.  選擇 Hollow( 中空) 。

圖  5-77 Advanced Properties( 進階內容) 對話框

3.  設定外殼厚度（公釐）。

4.  按一下 Apply( 套用) 。

說明：在選擇  Hollow( 中空) 的時候，物件在  Objet Studio 的顯示不會改
變。

要查看、變更或取消  Hollow( 中空) 設定：

1.  選取在托盤上的模型。

2.  按上所述存取 Advanced Properties（進階內容）。

3.  如果要變更或取消 Hollow（中空）設定，按一下 Apply( 套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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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物件的
橫切面

透過將物件從任何一個軸做「切面」，Section（切面）功能讓您能檢視物件
的內部。然後您就可以從不同角度操作物件，以檢查其內部。在生產模型
時，這對決定需要哪種支撐是很重要的（請見第 5-60 頁的〈選擇支撐力
度〉一節）。顯示物件的橫切面只會影響托盤在畫面上的顯示方式；不會改
變物件本身。

要顯示托盤的橫切面：

1.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Sections( 切面) 。
Sections（切面）對話框就會開啟。

圖  5-78 Sections( 切面) 對話框

2.  選擇 Enable Clipping( 開啟裁切) 。
3.  使用 X、Y 和 Z 軸的滑桿控制來裁切托盤，讓您可看見想看的橫切面。

圖  5-79 左：整體檢視；右：使用  Z 滑桿後的橫切面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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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畫面顯示
儲存為圖像
檔案

您可以將使用中的檢視畫面所顯示的圖像儲存為圖形檔案。

要將畫面顯示儲存為圖像：

1.  按下 Ctrl+B。
或 —

從 Objet Studio Commands menu（指令功能表）  中，選擇 Save 
Bitmap( 儲存點陣圖) 。
Save Bitmap（儲存點陣圖）對話框就會出現。

圖  5-80 Save Bitmap( 儲存點陣圖) 對話框

2.  在對話框頂部選取合適的資料夾。

3.  在對話框底部輸入檔案名稱。

4.  開啟 Save as type（另存檔案類型） 下拉式清單，然後選擇檔案格式。

5.  按一下 Save( 儲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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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與匯入
成型托盤

視您是否稍後會再度使用，您可以不同的 Objet Studio 檔案格式儲存您的作
業檔。

 

OBJTF 檔案 objtf 檔案含有關於 Objet Studio 以及 Objet500 印表機的說明，可顯示並
生產在托盤上使用的 stl。當您在 Objet Studio 儲存成型托盤時，會儲存為 
objtf 檔案。

儲存為 objtf 格式很方便，例如如果您未準備好托盤以進行列印，或是如果
您想在日後再度列印前做變更。objtf 檔案對於在您的公司網路上工作時也
很方便，也就是 STL 檔案存放的地方。

說明：因為  objtf 檔案參考了使用的  stl 檔案，它們必須保留在儲存  objtf 檔案
時的同一個檔案位置內。

要將托盤儲存為  objtf 檔案：

➢ 在 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標籤內，在 File（檔案）群組上，按一下  

。

要開啟儲存為 objtf 檔案的托盤，請見第 5-17 頁的〈開啟 Objet 托盤檔
案〉一節。

OBJZF 檔案 要將成型托盤上的所有檔案以其擺位方式儲存，要存放作業或將其傳至另一
個位置，Objet Studio 將其壓縮為單個 objzf 檔案。要在稍後使用 objzf 檔
案，該檔案首先必須在 Objet Studio 進行解壓縮，並儲存其元件檔。

說明：如果您將原先儲存為唯讀檔，而且含有  stl 檔案的  objzf 檔案進行匯
出，則不可開啟( 匯入) 該  objzf 檔案至存有該唯讀檔的  stl 檔案的資料夾。

要建立  objzf 檔案：

1.  從 Objet Studio Commands menu（指令功能表）  中，選擇 Export 
Packed Job( 匯出壓縮作業) 。
Save As（另存為）對話框就會出現。

2.  選擇資料夾，設定檔名並按一下 Save( 儲存) 。

說明：您可將列印作業以  objzf 檔案形式進行匯出，要從  Job Manager( 作業
管理器) 畫面進行請見第  5-92 頁的〈更多伺服器功能〉一節。

要開啟  objzf 檔案：

➢ 按兩下objtf 檔案。
或—

1.  從 Objet Studio Commands menu（指令功能表）  中，選擇 Import 
Packed Job( 匯入壓縮作業) 。

2.  在 Open（開啟）對話框中，顯示適當的資料夾並選取檔案。

3.  在 Browse for Folder（瀏覽至資料夾）對話框中，顯示要讓 Objet 
Studio 對壓縮檔案進行解壓縮的資料夾，並按一下 OK( 確定) 。
objtf 檔案和相關的 stl 檔案就會解壓縮並放在選取的資料夾中，而且托
盤會顯示在 Objet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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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 Objet Studio

您可以自訂 Objet Studio 以符合自己的特殊工作需求和偏好設定。您可以自
訂的功能包括：

❒ 為常用的指令建立快速存取工具列。

❒ 變更快速存取工具列的位置。

❒ 將功能區最小化。

❒ 變更 Objet Studio 色彩主題。

❒ 為放置在成型托盤上的物件設定預設的設定。

建立快速存
取工具列

在使用 Objet Studio 時，您可能會常用到某些特定指令。您可以建立快速存
取工具列，讓工作變得更便利。

要建立快速存取工具列：

1.  在功能區標籤之上，按一下 。

Customize Quick Access Toolbar（自訂快速存取工具列）功能表就會開
啟。

圖  5-81 Customize Quick Access Toolbar( 自訂快速存取工具列) 功能
表

2.  選擇您要加入工具列的指令。

選取的指令的圖示就會加入工具列中。

圖  5-82 快速存取工具列

要添加另一個指令，請重複上述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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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從更多指令中選擇：

❒ 從 Customize Quick Access Toolbar（自訂快速存取工具列） 功能表
中  （請見圖 5-81 上一頁），選擇 More Commands( 更多指令) 。

或—

❒ 在 Objet Studio Commands icon（指令圖示）  或功能區的其他地
方上按右鍵，並選擇 Customize Quick Access Toolbar( 自訂快速存取
工具列) 。

圖  5-83 在功能區的功能表上按右鍵

Options（選項）對話框就會出現。

圖  5-84 Quick Access Toobar( 快速存取工具列) 的  Options ( 選項) 對話
框

4.  開啟下拉式選單，並選擇 Popular Commands( 常用指令) 或 Commands 
not on the Ribbon( 未在功能區內的指令) 。

5.  選擇指令，然後按一下 Add( 加入) 。
6.  按一下 OK( 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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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功能區 要獲得更多空間以顯示成型托盤，您可以隱藏 Objet Studio 功能區。

要隱藏功能區：

1.  在功能區、功能表的列上或是 Objet Studio Commands menu（指令功能

表）  上按右鍵。

2.  選擇 Minimize the Ribbon( 將功能區最小化) 。
功能區就會消失，但您可以按一下 Tray Settings( 托盤設定) 或功能表列
上的 Job Manager( 作業管理器) ，就可以暫時顯示功能區的圖示。您下
次在功能區外按一下時，功能區就會再度消失。

要恢復永久的功能區顯示：

➢ 重複上述步驟以取消 Minimize the Ribbon（將功能區最小化）。

顯示色彩 您可以自訂用以顯示 Objet Studio 畫面以及成型托盤上物件的部分色彩。

要變更用在  Objet Studio 畫面內的色彩：

1.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Options( 選項) 。

圖  5-85 顯示設定

2.  在 Options（選項）對話框中的 Appearance（外觀）標籤內，您可以設定
顯示。

❒ Mode（模式）的選擇可決定模型在成型托盤上的外觀。在成型托盤上
顯示模型的預設方式為實體（「陰影」）物件。其他的選項還有
WireFrame( 線框) 和Points(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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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選擇了 Shaded（陰影），您可以將托盤上的模型顯示為可透視的
物件。

圖  5-86 透明顯示

❒ 按兩下色塊以自訂色彩。

❒ Windows Background Color（視窗背景色彩）設定可讓您變更成型托盤
後方的色彩—可選擇實色或二色的色階。

❒ 要恢復預設顯示設定，按一下 Default( 預設) 。

變更色彩主題 Objet Studio 提供了四種背景色彩主題以供選擇—藍色、黑色、銀色和水籃
色。

圖  5-87 背景色彩主題

要改變色彩主題：

➢ 從 Style（風格）功能表中，選擇其中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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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盤快速鍵 您可為常用的指令定義快速鍵。

定義快速鍵：

1.  在功能區標籤之上，按一下 。

Customize Quick Access Toolbar（自訂快速存取工具列）功能表就會開
啟。

圖  5-88 Customize Quick Access Toolbar( 自訂快速存取工具列) 功能
表

2.  選取 More Commands( 更多指令) 。
Options（選項）對話框就會開啟（請見第 5-66 頁的圖 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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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 Customize( 自訂) 。
Customize Keyboard（自訂鍵盤）對話框就會出現。

圖  5-89 Customize Keyboard( 自訂鍵盤) 對話框

4.  選取 Categories（類型） 指令以顯示該類型中所有的指令，像是所有的 
Model Settings（模型設定）指令。

會顯示目前的快速鍵。

5.  在 Press new shortcut key( 按下新的快速鍵) 欄位中輸入快速鍵後，再按
Assign( 指派) 。

6.  如果您想要重新定義所有的快速鍵，按一下Reset All( 全部重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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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使用者
偏好設定

您可以變更多個 Objet Studio 設定，並影響到成型托盤上放置的物件。

要變更預設的設定：

➢ 從 Objet Studio Commands menu（指令功能表）  中，選擇 User 
Preferences( 使用者偏好設定) 。

圖  5-90 設定工作偏好設定

• 成型風格 — 請見第 5-21 頁的〈表面處理〉一節。

• 格線風格 — 請見第 5-60 頁的〈選擇支撐力度〉一節。

• 應用程式設定：

❒ 鎖住定位 — 請見第 5-43 頁的〈固定模型定位〉一節。

❒ 中空 — 請見第 5-61 頁的〈「中空」— 以支撐材料填補模型〉一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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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模式功能

部分 Objet Studio 的進階功能只有在 Professional Mode（專業模式）才能
使用。

要看到目前的  Objet Studio 設定：

➢ 開啟 Tools（工具）功能表。

圖  5-91 Tools( 工具) 功能表，顯示  Professional Mode( 專業模式) 已經
選取

如果 Professional Mode（專業模式）已經選取，就會顯示進階功能。

要變更  Professional Mode( 專業模式) 的設定：

1.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Professional Mode( 專業模式) 。
然後會顯示以下訊息，以提醒您的變更只會在 下次開啟 Objet Studio — 
雖然在 Professional Mode（專業模式）選項旁的勾已經立刻出現。

圖  5-92 組態變更訊息

2.  關閉並重新開啟 Objet Studio 以使用專業模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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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設定 您可以控制數項Objet Studio 功能的預設設定，只要從 Options（選項） 對
話框中的 Advanced（進階）標籤中進行控制。

要顯示  Options( 選項) 對話框

➢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Options( 選項) 。
或 —

在 Objet Studio Commands menu（指令功能表）  中，按一下 Options
( 選項) 。

圖  5-93 Options( 選項) 對話框，Advanced( 進階) 標籤

只有在專業模式為開啟時，才能存取  Advanced( 進階) 標籤( 請見第  5-
72 頁的〈專業模式功能〉一節) 。

自動定位
在預設的設定下，當 Objet Studio 把物件放置在成型托盤上時，會以最佳方
式進行定位以獲得最短的列印時間。如有需要，每次在成型托盤上放置物件
時，您可以選擇取消自動定位（請見第 5-28 頁的〈自動定位〉一節）。無
論如何，當物件位在成型托盤上時，您可以手動變更其定位（請見第 5-31 
頁的〈手動擺位〉一節）。

要變更預設的設定，把  Automatic Orientation( 自動定位) 功能關閉：

➢ 在 Advanced（進階）部分，也就是位在 Options（選項）對話框的部分
中，清空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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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放大 當選取了 Auto Zoom（自動放大）時，其位在 Options（選項）對話框的 
Advanced（進階）部分內；顯示就會放大以顯示放置在成型托盤上的物件。
這讓您能仔細檢查和操作物件。

按照預設設定，本功能並不會開啟。無論如何，您可以按需要來變更放大的
程度（請見第 5-52 頁的〈縮放選項〉一節）。

OpenGL 驅動
程式組態

OpenGL 驅動程式可顯示在您畫面上的 3D 圖形。通常不需要改變其設定。如
果您懷疑 Objet Studio 顯示物件的方式有問題，可以使用 OpenGL 驅動程式
組態工具來檢查並設置驅動程式的設定。

要存取  OpenGL Driver Configuration( OpenGL 驅動程式組態) 對話框：

1.  從 Tools（工具）功能表中，選擇 Options( 選項) 。
或 —

在 Objet Studio Commands menu（指令功能表）  中，按一下 Options
( 選項) 。

2.  在 Options（選項）對話框中，顯示 Troubleshooting（除錯）標籤。

圖  5-94 存取  OpenGL 驅動程式組態

只有在專業模式為開啟時，才能存取  Troubleshooting( 除錯) 標籤( 請見
第  5-72 頁的〈專業模式功能〉一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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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 OpenGL Driver Configuration( OpenGL 驅動程式組態) 。
開啟的對話框會顯示該視窗與記憶體中，關於像素格式 ID（索引）的細
節。

圖  5-95 OpenGL Driver Configuration( OpenGL 驅動程式組態) 對話框

如果您想顯示和變更這些數值，按一下 。另外，您也可以選擇 Choose 
Format( 選擇格式) 並變更該對話框中的數值。

要執行針對驅動程式組態的測試，並輸入建議的像素格式  ID：

1.  選取 Choose Format( 選擇格式) 。
2.  按一下 Test( 測試) 。

Objet Studio 會恢復為建議的像素格式 ID。

圖  5-96 建議的像素格式  ID
3.  按一下 OK( 確定) 。
4.  在 OpenGL Driver Configuration（OpenGL 驅動程式組態）對話框中 （圖 

5-95），選擇 Pixel Format ID( 像素格式  ID) 並輸入該數字。

5.  按一下 Apply( 套用) 。
6.  顯示其他的像素格式標籤，並重複此一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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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更多Objet Studio 協助

Objet Studio Help（說明）在您作業時，在畫面上提供了指示與資訊。

要檢視  Objet StudioHelp( 說明) ：

➢ 在標準的工具列上，按一下  然後按 Objet Studio Help( 說明) 。

圖  5-97 Help( 說明) 選項

您也可以檢視關於下列主題的資訊：

❒ Troubleshooting（除錯）會開啟一個列有錯誤訊息和其說明的清單。

❒ Check for Updates（檢查更新）  會檢查您是否使用了最新的 Objet 
Studio 版本。

Objet Studio 版本、材料模組和授權功能

您可以檢視關於 Objet Studio 版本、安裝的材料模組和您的授權下可用的功
能方面的相關細節。

要檢視關於您的  Objet Studio 安裝的相關細節：

➢ 在標準的工具列上，按一下  然後按  About( 關於) 。

圖  5-98 顯示  Objet Studio 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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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關
於) Objet Studio 

標籤

About（關於）Objet Studio標籤顯示了 Objet Studio 關於您的電腦的版本編
號和基本資訊。

圖  5-99 About( 關於) Objet Studio 標籤

材料模組標籤 Materials Module（材料模組）標籤顯示了安裝的材料模組的細節。

圖  5-100 材料模組標籤

• 模組版本

如果安裝了材料模組升級（補丁），就會顯示新的材料模組版本。如果未
安裝補丁，Module version（模組版本）就會與 Objet Studio 的版本相
同。

• 模組日期

如果安裝了材料模組升級（補丁），就會顯示其建立日期。如果未安裝補
丁，Module Date（模組日期）就是 Objet Studio 版本的日期。

• 模組內容

如果安裝了材料模組升級（補丁），就會顯示其描述。如果未安裝補丁，
就會顯示「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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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 License
( 功能授權) 標

籤

Feature License（功能授權）標籤顯示了Objet Studio 您的授權下可用的功
能。

圖  5-101 Feature License( 功能授權) 標籤

按一下  以展開每項功能的細節。

• Modes（模式）顯示了可用的列印模式。

請見第 5-54 頁的〈列印模式〉一節。

• Materials（材料）顯示了可用的 基本模型材料。

• Digital Materials（數位材料）顯示了可用的數位材料。

• Mixed Tray（混合托盤）顯示了您的授權是否可允許您列印每個物件都用
了不同的模型材料的成型托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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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控並管理列印作業

在 Objet Studio 的 Job Manager（作業管理器） 畫面內，您可以監控並管理
傳送至印表機的作業。在用戶端工作站上與直接連至 3D 印表機的電腦上的 
Objet Studio 之間有所不同—伺服器工作站。

• 安裝在用戶端電腦上的 Objet Studio僅會顯示從該電腦傳送至 3D 印表機
伺服器的作業的佇列和狀態，而且使用者只能編輯該些作業。

說明：如果在本機網路上有數台  PolyJet 印表機，用戶端電腦可以連至
任何一台，但每次只能與一台連線。

• 在直接連線到特定的 3D 印表機（伺服器）的電腦上所安裝的 Objet 
Studio，會顯示從伺服器以及網路上的所有用戶端電腦傳送至該 3D 印表
機的所有作業的佇列和狀態。它也可允許編輯和操作所有的作業，並可將
之前列印過的作業再度傳送至印表機。

如果  Objet Studio 未連線到印表機( 或印表機伺服器) ，您可以準備可用
於任何一台  PolyJet 印表機的托盤檔案。稍後這些檔案可以讓  Objet 
Studio 在適當的印表機伺服器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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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管理器
畫面

在用戶端與伺服器工作站上的 Job Manager（作業管理器）畫面是一樣的。唯
一的不同就是有些選項只有在伺服器工作站上會用到，而在用戶端則是關閉
的。

圖  5-102 Job Manager( 作業管理器) 畫面

Job Manager（作業管理器）畫面分為幾個面板：

• 「Jobs Queue（作業佇列）」

• 「Printing Progress（列印進度）」

• 「History（歷史）」

• 「Available Resources（可用資源）」

• 「Material Consumption（材料消耗）」

• 「Tray Preview（托盤預覽）」

• 「Waste（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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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bs Queue( 作
業佇列)

在伺服器上，Jobs Queue（作業佇列）會列出來自用戶端電腦的最後 15 個作
業。在用戶端工作站上，Jobs Queue（作業佇列）會列出從該電腦傳送至印
表機伺服器的作業。

關於每個佇列作業的資訊會顯示出來，包括作業的狀態。

狀態 意義

等候 本作業的列印尚未開始。

成型 本作業的列印正在進行中。

停止 本作業的列印已中斷。列印可以稍後再繼續 ( Resume( 恢
復 ) ) 或再次開始 ( Restart( 重新開始 ) ) 。

錯誤 在列印本作業時發生錯誤，而且已將本作業再度放入作業

佇列中。

編輯 本作業目前正在  Objet Studio 中進行編輯。

後台 本作業檔案正在印表機後台中。

預先處理 3D 印表機正在準備列印：封蓋會上鎖，列印頭會加溫並放

在開始位置，紫外線燈為開啟，而且成型托盤面會進行調

整。

準時 本作業會按照安排的時間進行列印。

另外還會顯示下列資訊：

• Owner（擁有者）— 傳送作業的電腦

• Build Time（成型時間）— 作業的估計成型時間

• Model Consumption（模型消耗）— 完成作業所需要的模型材料量，以及
至今為止實際的用量

• Support Consumption（支撐消耗）— 完成作業所需要的支撐材料量，以
及至今為止實際的用量

• Printing Mode（列印模式）— HS（高速）、HQ（高品質）、DM（數位材
料）

Printing 
Progress( 列印

進度)

Time（時間）面板顯示了列印時間以及傳送至印表機的切片數目。

 

History( 歷史) History（歷史）面板顯示了最後 50 個作業的資訊和它們的最終狀態。您可
以從 History（歷史）中將作業拖至 Jobs Queue（作業佇列）中再度列印。

Available 
Resources( 可

用資源)

Available Resources（可用資源）面板含有圖形指示，可顯示印表機中剩餘
的可用列印材料量。1

 

Material 
Consumption
( 材料消耗)

• Actual（實際）— 至今為止的材料用量

• Required（需要）— 要完成作業所需要的材料量
 

1Objet Studio  顯示了在兩個  盒  中的列印材料重量，但每個  盒  要含有超過  100 公克的材料才能顯示。低於  100 公克的重量不

會列入計算和顯示。但是，如果  盒  內的材料低於  100 公克，印表機也會使用—只要另一個  盒  內的材料重量超過  100 公克。

無論如何，每個  盒  的重量都會顯示在印表機應用程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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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y Preview
( 托盤預覽)

Tray Preview（托盤預覽）面板顯示了在 Job Queue（作業佇列）或是 
History（歷史）清單中所選取的作業之成型托盤檢視。

在伺服器上，您可以按一下 Tray Preview（托盤預覽）顯示以開啟放大的預
覽視窗（請見第 5-92 頁的〈更多伺服器功能〉一節）。

Waste( 垃圾) 如果您將滑鼠移到 Waste（垃圾）顯示圖上，就會顯示垃圾桶中的垃圾量。
 

設定印表機
連線

在安裝您的印表機時，伺服器電腦就會連接到印表機。通常來說，沒有必要
變更連線。但有時候您可能會需要重新設定連線，以便將伺服器連接到另一
台印表機上，或是在離線模式下（沒有印表機連線）使用 Objet Studio。

要設定( 或變更) 印表機連線：

1.  在 Job Manager（作業管理器）功能區內，在 3D Printer（3D 印表機）群

組中，按一下 。

2.  在 Set Printer（設定印表機）對話框中，按一下 Connect( 連線) 。

 

圖  5-103 連線至印表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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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電腦名稱或是其 IP 位址，或按一下 Browse( 瀏覽) 以尋找並選取電
腦。

圖  5-104 連線至印表機(B)
4.  按一下 OK( 確定) 。

在建立連線後，Objet Studio 就會設定好並可準備來自該印表機的列印作
業。

如果您能看到在  「作業管理器畫面」內的材料存量( 請見第  5-80 頁的圖  
5-102) ，Objet Studio 已經連接到印表機了。

通常來說，沒有必要變更連線。但有時候您可能會需要重新設定連線，以便
將伺服器連接到另一台印表機上，或是在離線模式下（沒有印表機連線）使
用 Objet Studio。

說明：印表機可以透過其名稱或是其電腦  IP 位址列出。

離線模式 您可以使用 Objet Studio 來準備托盤在離線模式下列印，在遠端電腦上列印
或當印表機連線不可用時列印。您可以使用離線模式來準備托盤，以使用其
他印表機列印。在此情形下，如果 Objet Studio 目前已連接至印表機，則您
必須移除此連線以變更為離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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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從印表機切斷  Objet Studio 連線：

1.  在 Job Manager（作業管理器）功能區內，在 3D Printer（3D 印表機）群

組中，按一下 。

2.  在 Set Printer（設定印表機）對話框中，按一下 Connect( 連線) （請見
第 5-82 頁的圖 5-103）。

圖  5-105 要從印表機切斷  Objet Studio 連線(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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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 Printer Connection（印表機連線）對話框中，刪除電腦名稱/IP位
址。

圖  5-106 要從印表機切斷  Objet Studio 連線  (B)
4.  按一下 OK( 確定) 。

在印表機名稱欄位中會出現「未知」。

5.  按一下 OK( 確定) 。
6.  從彈出式訊息確認您要在離線模式中工作，並按 No( 否) 。

圖  5-107 離線訊息

當 Objet Studio 處於離線模式時，您可以對其進行設置，以準備用不同印表
機來列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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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變更  Objet Studio 離線組態：

1.  在 Set Printer（設定印表機）對話框中，選擇印表機類型。

圖  5-108 離線印表機選擇

2.  按一下 OK( 確定) （而不是「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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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遠端印
表機連線 ( 用
戶端模式 )

當您在用戶端安裝首次開啟 Objet Studio 時，會有訊息提示您連接至伺服器
電腦，以便將作業傳送至 3D 印表機。因此，伺服器電腦必須為運作中，並
且連接至本機網路。

要設定( 或變更) 連至伺服器電腦的連線：

1.  在 Job Manager（作業管理器）功能區內，在 3D Printer（3D 印表機）群

組中，按一下 。

2.  輸入伺服器電腦的名稱或是其 IP 位址，或按一下 Browse( 瀏覽) 以尋找
並選取電腦。

3.  按一下 OK( 確定) 。

圖  5-109 Printer Server Connection( 印表機伺服器連線) 對話框

作業管理器
指令

在 Job Manager（作業管理器）功能區裡有三個圖示群組：

❒ 3D 印表機

❒ 佇列

❒ 作業

圖  5-110 Job Manager( 作業管理器) 功能區指令

圖示是依照其相關性開啟或關閉。例如，因為您不能停止一個未在列印的作
業，Stop（停止）指令在印表機閒置時就會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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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操作可在 Job Manager（作業管理器） 功能區內找到：

群組 圖示 用途

3D 印
表機

Client( 用戶) ：設定伺服器連線。請見第  5-87 頁的〈設定遠端印表

機連線 ( 用戶端模式 ) 〉一節。

Server( 伺服器 ) ：設定印表機連線。請見第  5-82 頁的〈設定印表機

連線〉一節。

 設置印表機警示的選項。請見第  5-90 頁的〈設定使用者警示〉一

節。

佇列 Server( 伺服器 ) ：將作業移至作業佇列的頂部。

Client( 用戶) ：關閉。

請見第  5-81 頁的〈Jobs Queue( 作業佇列 ) 〉一節。

 Server( 伺服器 ) ：將作業移至  Jobs Queue( 作業佇列 ) 的較高位

置。

Client( 用戶) ：關閉。

請見第  5-81 頁的〈Jobs Queue( 作業佇列 ) 〉一節。

 Server( 伺服器 ) ：將作業移至  Jobs Queue( 作業佇列 ) 的底部。

Client( 用戶) ：關閉。

請見第  5-81 頁的〈Jobs Queue( 作業佇列 ) 〉一節。

 Server( 伺服器 ) ：將作業移至  Jobs Queue( 作業佇列 ) 的較低位

置。

Client( 用戶) ：關閉。

請見第  5-81 頁的〈Jobs Queue( 作業佇列 ) 〉一節。

作業 Server( 伺服器 ) ：
• 用於位在  Jobs Queue( 作業佇列 ) 的作業  — 可再度列印 ( 從頭開

始 ) 。
• 用於位在  History( 歷史 ) 清單的作業  — 可移至Jobs Queue( 作業

佇列 ) 進行列印。

Client( 用戶) ：關閉。

請見第  5-94 頁的〈重新開始作業〉一節。

 Server( 伺服器 ) ：停止進行中的作業。

Client( 用戶) ：關閉

 Server( 伺服器 ) ：從列印停止處繼續列印目前的作業。

Client( 用戶) ：關閉。

請見第  5-94 頁的〈恢復作業〉一節。

 從佇列中移除選取的作業。

 從  Tray Preview( 托盤預覽 ) 顯示中重新整理選取作業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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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 圖示 用途

 開啟  Tray Settings( 托盤設定 ) 畫面並顯示托盤。用於已刪除的作

業，可在列印前進行變更。

除了使用功能區的指令圖示之外，您也可以使用位在內容（彈出式）工具列
的指令，以及從標準工具列的 Job（作業）功能表的指令。

圖  5-111 在彈出式工具列的圖示( 伺服器)

圖  5-112 在彈出式工具列的圖示( 用戶端工作站)

說明：大多數圖示及功能表指令只有在選取作業時才會開啟。

當您將滑鼠游標放在某項目上時，就會出現提示顯示指令名稱。

圖  5-113 Job( 作業) 功能表選項( 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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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使用者
警示

Objet Studio 可以針對傳送至伺服器以進行列印的作業狀態，對您（和其他
人）提出警示。在操作員需要離開印表機的長程列印作業中，這項功能相當
有用。可以報告下列事件：

• 模型或支撐材料量偏低。

• 本作業已中斷。

• 本作業已完成。

要傳送電子郵件或 SMS 警示，請確認在伺服器電腦上已安裝了支援 MAPI 的
電子郵件軟體。要傳送 SMS 警示，行動電話服務必須支援透過 SMS 來傳送
電子郵件的功能。只有電子郵件訊息的標題會透過 SMS 來傳送。

要設置  Objet Studio 以傳送通知和警示：

1.  在 Job Manager（作業管理器）功能區內，在 3D Printer（3D 印表機）群

組中，按一下 。

圖  5-114 Notifications( 通知) 對話框( 伺服器)



Objet500 使用者指南 5 使用 Objet Studio

DOC-07027ZH-TW Rev. E 5-91

圖  5-115 Notifications( 通知) 對話框( 用戶端工作站)
2.  設定想要的報告選項。

3.  按一下 Details( 相關細節) 。

圖  5-116 選擇事件以進行警示

4.  在 Reports Events（報告事件）對話框中，選擇要警示的事件並按 OK
( 確定) 。

5.  在 Notifications（通知）對話框中，按一下 OK( 確定) 。

從作業佇列
中列印

如果作業佇列中有作業的話，就會自動傳送至 Stratasys PolyJet 印表機—
只要印表機有開啟，有連線並且處於在線狀態。
第 6-1 章描述了如何開啟並操作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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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伺服器
功能

Objet Studio 在印表機伺服器上包括下列額外的功能：

• 「延伸托盤預覽」

• 「編輯作業」

• 「重新開始作業」

• 「恢復作業」

• 「排程作業」

• 「匯出作業（objzf）」

• 「變更作業管理器畫面」

這些功能在以下幾頁中有描述。

延伸托盤預覽

在此視窗中，您可以在不離開 Job Manager（作業管理器）畫面的情況下，從
不同角度與放大程度檢視托盤。除了在 Tray Preview（托盤預覽）窗格中顯
示選取的作業，您可以開啟放大的成型托盤視窗。

要顯示成型托盤視窗：

1.  在 Jobs Queue（作業佇列） 中選取作業，或從 History（歷史）清單中
選取。

2.  按一下 Tray Preview（托盤預覽）窗格。

圖  5-117 作業預覽

❒ 要變更托盤的放大程度，轉動滑鼠滾輪。

❒ 要從不同角度檢視托盤，按一下相關的圖示。

❒ 要調整視窗的尺寸，從其邊緣或角拖曳視窗。

如果在成型托盤上有數個物件，您可以選擇不列印一個或多個物件，而且不
需從托盤檔案中刪除物件。

要避免列印成型托盤上的物件：

1.  在您 不要列印的物件上按兩下。

2.  顯示 Build（成型）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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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取 Exclude from Build( 排除在成型外) 。

圖  5-118 將模型排除在成型外

4.  按一下 Yes( 是) 以確認。

在伺服器電腦上，用 Tray Preview（托盤預覽）讓物件在層層列印時做動態
顯示。這讓您能從電腦畫面中以視覺追蹤監控列印的進度。

要在  Tray Preview( 托盤預覽) 窗格中顯示列印進度：

➢ 從Jobs（作業）功能表中，選擇 Show 3dProgress( 顯示  3d 進度) 。

此選項會使用額外的系統資源。

編輯作業

您可以從 Jobs Queue（作業佇列）開啟作業以進行編輯。

要編輯作業：

1.  選取作業。

2.  按一下 Edit（編輯）圖示   。

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畫面會開啟，並顯示成型托盤。Job Manager
（作業管理器）畫面中的作業狀態會變更為「編輯」。

3.  編輯作業。

4.  在 Tray Settings（托盤設定）功能區內，按一下   。

Job Manager（作業管理器）畫面中的作業狀態會恢復為「等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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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開始作業

您可以從 Jobs Queue（作業佇列）和 History（歷史）清單重新開始作業。

要重新開始作業：

1.  選取作業。

2.  按一下 Restart（重新開始）圖示   。

作業狀態會變為「等待」（在Jobs Queue（列印佇列）內）。

恢復作業

如果列印過程停止或中斷，您可能可以從列印停止處再繼續列印該作業。

在恢復列印作業時，印表機的托盤不會移動。列印停止或失敗時，印表機正
在預計 Objet Studio 會傳送模型切片過來。

要恢復作業：

1.  選取作業。

2.  按一下   。

排程作業

您可以安排將作業留到日後再列印。例如，您可以設置 Objet Studio，讓它
在晚間和一大早開始列印耗時較久的列印作業。

要將作業排程：

1.  在 Jobs Queue（作業佇列）中選取作業，並在彈出式工具列上按   。

2.  在 Scheduler（排程）對話框中，設定作業的開始日期與時間。

在 Start Date（開始日期）的箭頭上按一下，以開啟日曆。

圖  5-119 顯示了日曆的排程工具

3.  按一下 OK( 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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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作業（objzf）

您可以將列印作業儲存為壓縮檔案。

如需要關於  objzf 檔案的說明，請見第  5-64 頁的〈儲存與匯入成型托盤〉
一節。

要匯出列印作業：

1.  選取作業。

2.  在彈出的工具列上，按一下   。

3.  在 Save As（另存為）對話框中選取資料夾。

4.  按一下 Save( 儲存) 。

變更作業管理器畫面

透過拖曳面板的邊緣，您可以變更 Job Manager（作業管理器） 畫面的尺
寸。這可以套用在：

• Jobs Queue（作業佇列）面板

• Time（時間）面板

• History（歷史）面板

相同來說，您可以變更畫面的主要部分間隔區域（Jobs Queue（作業佇列）/
Time（時間）/History（歷史））還有畫面右側的面板也可變更。

只要在面板頂部按一下，您就可以壓縮（隱藏）右側的面板（Available 
Resources（可用資源）/Material Consumption（材料消耗）/Tray View（托
盤檢視））。

• 再按一下以顯示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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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Objet500 3D 印表機

啟動印表機

注意

 l 在接受  Stratasys 客服代表培訓之前，請勿嘗試操作印表機。

 l 詳讀所有安全警告並遵守在第  2-1 章中描述的安全指南。

1.  打開位在印表機背面的主電源開關。

圖  6-2  主電源開關和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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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印表機控制電腦開機後，登入 Windows 作業系統並開啟印表機控制程
式：

❒ 在印表機電腦的桌面上，按兩下 Objet500 印表機圖示。

或—

❒ 從 Start（開始）功能表中，選擇 (All) Programs( 所有程式)  > Objet 
>  Objet500 。

一個包含有效產品啟動碼的  HASP 插頭必須連接在印表機電腦上。此
插頭是在原廠或在印表機升級時所安裝的。如果應用程式未開啟而且
出現了  HASP 訊息，請聯絡您的經銷商或  Stratasys 客服。

所有針對印表機的監控與控制都是從此介面進行。

圖  6-3 Objet500 介面

Objet500 安裝使用了一個螢幕以顯示運行著  Objet Studio 的電腦，以及
安裝在印表機內的電腦。請確認  KVM( 鍵盤-視頻-滑鼠) 切換器是位在
正確的位置，令印表機介面得以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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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入模型和支撐盒

Objet500 印表機最多使用六個模型材料盒和兩個支撐材料盒，每個裝滿時重
量為 3.6 公斤。

材料箱含有列印材料  盒。因此  RFID 模組是內建在材料箱內。擅自改變
此模組會導致印表機無法運作，而且可能令  Stratasys 保固與服務合約
無效。

重要：如果您需要用另一種材料來替換目前安裝的模型材料，見  第  6-12 
頁的〈變更列印材料〉。不然的話，請確認用一種含有同樣材料的模型材料
來替換現有的盒。

要裝載模型和支撐材料：

1.  開啟材料箱的門。

2.  把模型和支撐盒裝載入其對應的隔間內。

在針刺穿盒時，應該會感到有些許阻力。

3.  檢查印表機介面以確認新的盒已經偵測到，而且其重量已經顯示（請見第 
6-4 頁的圖 6-3）。

4.  關閉材料箱。

關於裝載和更換盒的竅門：

 l 您可以裝載部分使用的  盒，只要它還含有超過  100 公克的材料。

 l 您可以在列印前或之間更換材料盒。

 l 如果在您更換材料盒前列印就已停止一段時間，印表機可能會進入  
Standby( 待命 ) 或  Idle( 閒置 ) 模式。如果有此情形，請見第  6-10 頁的

〈在列印停止後恢復生產〉一節。

 l 您可以更換部分使用的盒以避免在列印時有可能需要更換。 
 l 盒的種類會由印表機自動偵測。如果您更換了含有不同模型材料的

盒，會出現訊息建議您執行材料更換精靈，以便將舊的材料沖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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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模型

在 Objet500 應用程式中，於虛擬成型托盤上安排好模型並從此傳送至印表
機後，Objet Studio 印表機就可以生產模型。如需關於準備模型檔案以用於
列印的資訊，請見本使用者指南中的〈使用 Objet Studio〉一章或是 Objet 
Studio 說明。

準備印表機  

 

在開始生產模型之前，建議您先檢查列印頭現在的列印品質，請執行
圖樣測試( 請見第  6-32 頁的〈圖樣測試〉一節) 。

要準備用於生產模型的印表機：

1.  請確認印表機中的成型托盤是清空而且乾淨的。如果沒有的話，用刮板移
除已固化的材料，然後用濕的清潔布徹底擦淨托盤。

注意

在清潔成型托盤時請戴上防護手套，並注意刮板刮刀的鋒利邊緣。

2.  請從印表機介面確認已裝載了足夠的模型與支撐材料（請見第 6-4 頁的
圖 6-3）。您可能會想要更換目前裝在印表機中的模型與支撐材料盒，以
免在列印時需要更換。

要為材料  盒進行汰舊換新，請見第  6-5 頁的〈載入模型和支撐盒〉一節。

要變更目前裝載的模型材料種類，請見第  6-12 頁的〈變更列印材料〉一
節。

3.  在印表機介面上，按一下紅色按鈕以便將印表機切換至 Online（線上）
模式。

按鈕會從紅色變為綠色（請見第 6-7 頁的圖 6-4）。如果在 Jobs 
Manager（作業管理器）佇列中有作業的話，就會傳送至印表機。

在將印表機切換到線上模式時，會顯示訊息表明是否需要進行維護以
確保最佳列印品質。( 請見第  6-23 頁的〈定期維護排程〉一節。) 可以從  
Options( 選項) 功能表中關閉 /開啟維護的通知。

在印表機介面上，印表機模式會從 Idle（閒置）轉變為 Pre-print（預列
印），而且印表機元件會自行為生產做準備：

• 列印模組會開始加熱。

• 紫外線燈會開啟並加溫。

在列印開始時，Objet Studio 會將七個切片傳送至印表機控制應用程式。這
是在 Objet Studio 和印表機之間的標準緩衝。在列印一個切片時，另一個切
片就會傳送到印表機。

視要生產的模型尺寸而定，列印可能耗時數小時至數天。只要在供應盒中有
足夠的模型與支撐材料，列印就會自動繼續直至完成作業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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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印時，伺服器電腦必須維持開機，而且必須與  Objet500 印表機保
持通訊。在列印完成前請勿登出  Windows。

Objet500 印表機使用了一種、兩種或三種模型材料盒和一種支撐材料盒以生
產模型。如果還安裝了額外的盒而且目前的列印作業並不需要用到，印表機
介面會指示哪些正在使用中：

• 藍色盒 — 列印作業使用中

• 灰色盒 — 列印作業並未使用

您可以切換印表機介面的顯示，以監控印表機的狀態指標。為此，請在印表
機介面畫面上按一下顯示切換鍵。

圖  6-4 印表機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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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表機介面
色彩鍵

關於印表機指標欄位中的背景色彩，它代表了是否有某個數值或項目適用於
或已準備好列印。

• Green（綠色）— 適用於/準備好列印

例如，在第 6-7 頁的圖 6-4：

❒ Heads(°C)（列印頭(°C)）— 列印頭已達列印模型所需要的溫度。

❒ Ambient（內溫）— 在列印室內的內溫度已在可接受範圍內。

❒ Heads Liquid（列印頭液體）— 在列印模組的貯液器中的模型與支撐
材料量狀態正常。

❒ HeadsVacuum（列印頭真空）— 系統內的真空度已在可接受範圍內。

❒ Pre-Heater（預加熱）— 模型與支撐樹脂需要先加熱後，才能供至列
印模組。溫度已達可接受範圍。

• Red（紅色）— 不適用於列印（或為警告）

例如，在第 6-7 頁的圖 6-4：

❒ Waste（廢料）— 垃圾桶的重量已達 9000 公克，並超過可允許開始列
印作業的最高重量。（第 6-81 頁的〈更換垃圾桶〉一節。）

• Blue（藍色）— 未就緒

例如，在圖 6-4 上一頁：

❒ UV lamps（紫外線燈）— 紫外線燈未開啟。

印表機介面顯示的材料 盒色彩代表的是目前（或下一個）列印作業用到的 
盒。

• Blue（藍色）— 使用中的盒

• Grey（灰色）— 備用中的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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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指標 當您將列印作業傳送至印表機時，印表機介面畫面就會變更（從 Objet 
Studio），如果印表機處於 on line（連線）模式：

• 模式會從 Pre-print（列印前）變為 Printing（列印）。

• 執行中的特定活動會顯示在「目前活動」的欄位中。

• 會顯示目前的作業列印資訊。

• 會顯示列印進度列。

• Stop（停止）和 Pause（暫停）按鈕會開啟。

當盒的重量低於 100 公克時，印表機介面中的材料量顯示會變為 Red（紅
色）。

圖  6-5 列印時的印表機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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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印停止後恢復生產

如果列印過程中斷，作業管理器會停止將切片傳送至印表機。例如，如果在
列印作業進行到一半時沒有列印材料了，而且您並未立即更換空的盒，就會
發生這種情形。在印表機變為 Standby（就緒）或 Idle（閒置）模式時，您
需要從 Job（作業）Manager（管理器）畫面，也就是位在 Objet Studio 的
畫面中恢復列印。

在列印停止後，列印頭的加熱會減少，則印表就會進入  Standby( 就緒)
模式。在約  10 小時過後，列印頭的加熱會停止，則印表機就會進入  Idle
( 閒置) 模式。

要繼續列印模型：

1.  如果印表機正處於離線模式，按一下位在印表機介面底部的紅色按鈕以切
換至線上模式（請見第 6-4 頁的圖 6-3）。

按鈕會從紅色變為綠色（請見第 6-4 頁的圖 6-3）。

2.  如果您不曉得列印為何停止，請確認印表機與伺服器電腦之間的連線為正
常。

3.  在 Job（作業）Manager（管理器）畫面中，其位在 Objet Studio，按一

下 Resume（恢復）圖示   。

4.  在檢查過印表機介面後，在出現的 Continue from Slice（從第…切片繼
續）對話框內確認切片號碼。

 

圖  6-6 在列印中斷後的印表機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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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7 繼續從切片

5.  如果出於任何原因，對話框中並未顯示正確的號碼，輸入號碼後再按 OK
( 確定) 。

如果有此情形，則您無法繼續列印模型：

• 印表機介面中並未出現列印的最後切片的號碼，雖然伺服器電腦已顯示了 
Continue from Slice（從第…切片繼續）的確認對話框。

• 列印中的中斷時間相當長，雖然「最後切片」以及“continue from 
slice”（從第…切片繼續）的指標為正確。已列印的模型部件可能會變
形或縮小，而且其與新列印的部件可能有明顯差異。列印中止對於模型產
生的影響要看模型尺寸和結構、使用的模型材料、室溫和中止時間長度而
定。

如果您無法繼續列印：

1.  從 Job（作業）Manager（管理器）畫面中取消列印作業。

2.  從成型托盤上移除部分列印的模型。

3.  從 Job（作業）Manager（管理器）畫面中恢復作業（就在 Objet 
Studio）。

您可以停止列印  並在稍後恢復；可從印表機介面或是從  Job( 作
業) Manager( 管理器) 畫面進行  Objet Studio。在印表機介面中按下  Stop
( 停止) 按鈕後，您只能從  Job( 作業) Manager( 管理器) 畫面恢復列印。
但在印表機介面中按下  Pause( 暫停) 按鈕後，您只能從印表機介面內
恢復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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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列印材料

當您想從目前安裝的材料變更為不同的材料以列印模型，您需要執行材料更
換精靈以沖洗列印模組和輸送管。

您應以不同模型材料仔細計劃模型的列印，以避免目前裝載材料不必
要的浪費。沖洗的材料量需視您所選的沖洗循環和更換一種或兩種模
型盒而定。

以系統內的現有材料為基礎，材料更換精靈會針對更換不同材料盒來
建議最佳插槽位置。這能確保對目前裝載的材料進行的沖洗量為最
低。

要透過精靈來更換列印材料：

1.  從 Options（選項） 功能表中開啟材料更換精靈。

圖  6-8 開啟材料更換精靈

2.  在開啟的畫面中，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3.  如果印表機的封蓋未關上，就會出現畫面提示您關閉封蓋。請確認封蓋已

經關閉並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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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 材料更換選項   
在 Material Replacement Options（材料更換選項）畫面中，您可選擇不
同設定，以決定如何讓精靈用新裝的材料來替換系統中裝載的材料。

4.  先選擇您是要在 Single Material（單種材料）模式或 Digital Material
（數位材料）（「多種材料」）模式中生產模型。  

Single Material mode（單種材料模式）

使用了四個列印頭及一種模型材料進行列印。

❒ 如使用 High Quality（高品質）設定來生產成型托盤則需使用本模
式，而要使用 High Speed（高速）設定來生產托盤的話，只能使用一
種模型材料。

Digital Material mode（數位材料模式）

每種裝載的模型材料都各自用在兩個列印頭上。

❒ 如果只需一種模型材料來進行列印，會使用兩個列印頭來生產模型。
所以無需再更換其他的模型材料。

❒ 如果允許模型材料的替代，印表機會以使用了混合模型材料的 High 
Speed（高速）設定來生產托盤（請見第 5-57 頁的〈替換模型材料〉
一節）。

5.  在精靈畫面的 Required materials（需要材料）部分，選擇一個或多個更
換材料盒。

6.  針對模型材料，選擇 Both( 兩個) ，如果您需要裝載兩個替換盒。

裝載一個替換盒較省成本，因為這表示系統內目前材料的沖洗量應該較
少。但要是一盒不夠的話，裝載兩盒可讓您在列印作業完成前持續進行列
印。當一盒已經用完而另一個還在使用中，您可以用新的盒來替換用完
的。

7.  針對支撐材料，選擇 Both( 兩個) ，如果您需要裝載兩個替換盒。

8.  在精靈畫面的 Flushing cycle（沖洗循環）部分中，選擇您要如何徹底沖
洗系統中的現有材料：

您可以針對特殊用途選取其他設定( 請見〈進階設定〉) 。如有需要，按
一下  Advanced Settings( 進階設定) 後再按  Next( 下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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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onomy（經濟型）。在用深色模型材料替換淺色的材料時，使用本循
環仍可接受（如 TangoBlack™ 或 VeroBlack™），或如果列印模型的準
確色彩並不重要也可以。

精靈會以最少的所需材料量來沖洗系統，以確保模型會擁有新材料的
機械性質。

❒ Full（完整）。當列印的模型必須要有新材料的準確色彩時，就使用
本循環。  

依照您在前些畫面的選擇而定，精靈會徹底沖洗列印所需的輸送管與
列印頭。

9.  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以開始印表機中的材料更換過程。

Cartridge positioning（材料盒擺位）畫面就會出現，並為您顯示在材料
箱內所有盒的新位置。

圖  6-10 盒  放置

符號：

 正確的盒就在此插槽中。

 沒有盒（或是有不正確的盒）在此插槽中。

 此插槽中的盒沒有足夠重量可完成材料更換過程。

 此插槽中的盒保存期限已經過期。

10.  按照精靈畫面中的指示，視需要更換材料盒。

11.  按一下 Start( 開始) 。
12.  閱讀警告訊息，然後按一下 OK( 確定) 。

如果您繼續的話，就必須在生產模型前完成材料更換過程。要下次再
更換材料盒，按一下  Cancel( 取消) 。如果您選擇繼續( 按了  OK( 確定) )
而且並未完成本步驟，則您必須在生產模型前重新開啟本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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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 最終精靈畫面

13.  按一下 Done( 完成) 以關閉精靈。

印表機控制應用程式會自動更新，而且介面會顯示新的材料。Objet 
Studio（在伺服器電腦上）也會更新並顯示新的材料。

14.  如有需要，請檢查清洗單元附近的區域並進行清潔。

注意

請依照所有適用的法律與規定，棄置所有的材料盒。如有需要，盒可以
拆解以便回收。如果這樣做的話，請保護處理盒的人，勿令其直接曝露
接觸到未固化的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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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生物相
容性材料進
行列印的額
外步驟

在將標準材料變更為生物相容性材料時，為了確保列印部件的生物相容性，
請按下列步驟執行材料更換精靈：

• 如果標準材料是裝載於 M1 及/或 M2 盒插槽中，而且您使用的是高速或高
品質模式，請針對相關的盒插槽執行材料更換精靈。

• 如果標準材料是裝載於 M1 及/或 M2 盒插槽中，而且您使用的是數位材料
模式，請針對 M1 及 M2 盒插槽執行材料更換精靈。

說明：如果您在  M1 and M2 盒插槽中裝載的是相同的生物相容性材料，
您需要在執行材料更換精靈前，手動選擇插槽( 請見第  6-16 頁的〈擺
位〉一節) 。

在  M3 材料盒插槽中裝載生物相容性材料時，無需額外的更換步驟。

進階設定 Advanced Settings（進階設定）對話框讓您能對材料更換精靈進行設置，以
作特殊用途。如有需要，按一下 Advanced Settings( 進階設定) ，它位於 
Material Replacement Options（材料更換選項）畫面中，然後才按 Next( 下
一步) 。

圖  6-12 進階更換設定

擺位 在預設設定中，Automatic slot selection（自動插槽選擇）會以系統中現有
的材料為基礎，為盒在材料箱中決定最佳的插槽位置。這能確保對目前裝載
的材料進行的沖洗量為最低。

選擇 Manual slot selection( 手動插槽選擇) ，如果 —

• 有特殊需要必須在特定插槽位置中裝載盒。

• 您只想變更在特定插槽位置中的其中一個盒。

一些材料無法替代其他特定的材料。如果您想嘗試，精靈會提醒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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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盒手動選擇插槽：

1.  在 Material Replacement Options（材料更換選項）畫面中，按一下
Advanced Settings( 進階設定) 。

2.  在 Advanced Settings（進階設定）畫面中，選擇 Manual slot selection
( 手動插槽選擇) 然後按 Apply( 套用) 。

 

圖  6-13 手動插槽選擇

3.  在 Material Replacement Options（材料更換選項）畫面中，按需要選擇
或清空每個插槽的 Both cartridges（兩個材料盒）的核取方塊。

圖  6-14 材料更換選項( 進階)
4.  如果有核取方塊已清空，就會出現下拉式功能表。選擇 L（左）或 R

（右），就能只對該位置變更其盒在左或是右側的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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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按下 Apply( 套用) 後，Material Replacement Options（材料更換選項）畫
面就會出現，但現在每一種材料選擇框會對應到材料箱中的其中一個盒量。

圖  6-15 手動盒放置

Single Material
( 單種材料) 模
式所用的材料

如果您常在 single material（單種材料）模式下使用特定的材料來列印模
型，而且這種材料目前已裝載於印表機的話，您就可以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
取。在決定新的盒位置時，精靈會考慮到此因素。如有可能，選取的材料會
保留在系統的 （盒插槽、管子、列印模組）中，讓您下次有需要時可以用
到。如果您常在 single（單種）和 multiple-material（多材料）模式間做
切換的話，建議使用此選項，因為這可以減少更換時需要沖洗的材料量。

更多的沖洗循
環

您在 Material Replacement Options（材料更換選項）畫面中選擇的沖洗循
環，會決定要如何徹底沖洗系統中的現有材料。在選擇 Economy（經濟型）
循環並完成精靈後，您可能決定需要再做更徹底的沖洗，以確保準確的模型
色彩。或是您可能會對列印模型不太滿意，因為它含有前一種材料的痕跡。
如果有此情形，您可以沖洗掉更多材料，用純粹的材料來列印下一批模型。

要執行更多的沖洗循環：

➢ 在 Advanced Settings（進階設定）畫面中，選擇 Enable "flush again" 
options( 開啟「再沖洗」選項) 然後按 Apply( 套用) 。

Material Replacement Options（材料更換選項）畫面就會出現，讓您能選取
要再次沖洗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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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印表機保持在閒置模式

在進行列印作業之間，Objet500 印表機最多可以閒置一週。如果不使用印表
機的時間超過一週，使用關機精靈來自動執行關掉印表機前一定要完成的程
序（請見下一頁的〈關閉印表機〉節，如下所示）。

在印表機停止生產模型後，印表機軟體會自動減低列印頭的溫度，如下：

在列印停止後 模式 變更列印頭的加熱

最初的  15 分鐘 待命  1 未變

接下來的  10 小時    待命  2 加熱會減少 ( 至室溫。)

待命  2 之後 閒置 加熱停止

說明：印表機模式會顯示於位在  介面左邊的綠色欄位( 請見圖  6-3 和
圖  6-5，分別位於第  6-4 頁和第  6-9 頁) 。

如果在列印後，您知道 有 10 小時或更久的時間不會用到印表機，應立刻讓
印表機進入閒置模式，令列印頭的加熱停止。

要讓印表機進入閒置模式：

➢ 從 File（檔案）功能表（在印表機介面中），按一下 Exit( 離開) 。

說明：直到您開啟  Objet500 印表機應用程式並開始列印之前，印表機會一
直維持在閒置模式。

在印表機處於閒置模式時，請勿將它關掉。只要其封蓋為關閉，印表機
可以維持在此模式長達一週。如果更久不會用到印表機，請執行關機
精靈以關掉印表機( 請見下方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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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閉印表機

只有在一週或更久的時間不會用到時，才需要關閉 Objet500 印表機。不然
的話，印表機仍可以保持在 Idle（閒置）模式。

關機程序會從印表機元件中將列印材料沖洗掉。為了避免沖洗掉價值
不菲的材料，請確認一週至少列印模型一次。許多印表機操作員會利
用這個機會列印客戶的樣本或測試模型。

要正確關機，印表機需要先執行數個程序。這些過程都是由關機精靈所控
制。請勿僅透過關掉電腦介面（印表機控制應用程式）來將印表機關機，而
且切勿在完成精靈之前就切掉電源。

注意

在未執行精靈的情況下，長時間不使用印表機可能導致列印頭與其他
昂貴的印表機部件嚴重損壞。

視有多久不會使用印表機而定，您可以選擇執行簡短關機程序，或更徹底的
關機程序。

• 最多 10 天：精靈會將列印模組中的模型與支撐材料清空以避免洩漏。此
步驟最多耗時 10 分鐘。

• 超過 10 天：精靈會清空列印模組，並以清潔液沖洗整個系統。此步驟約
耗時 35 分鐘，而且您必須在場以便在出現指示時，把清潔液盒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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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機精靈 要執行關機精靈：

1.  從 Options（選項）功能表中開啟關機精靈。

圖  6-16 關機精靈的開啟畫面

2.  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3.  選取有多久不用印表機所對應的時間選項—少於或多於 10 天。

說明：在選擇  超過  10 天之前，請確認有可用的清潔液盒。

圖  6-17 關機選項

4.  在下一個畫面中，確認托盤已清空並按 Next( 下一步) 。
關機程序開始。

圖  6-18 關機進度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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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9 最終關機精靈畫面

5.  在印表機電腦關閉後，關掉在印表機背面的主電源開關（請見第 6-3 頁
的圖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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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印表機

進行例常維護任務對於從 Objet500 3D 印表機獲得滿意效果至關重要。在指
定時間執行任務以取得最佳效果。

定期維護排
程

 

維護頻率 維護方式 如需更多資訊

列印前  / 後 檢查紫外線燈過熱指

標。

請見第  6-26 頁的〈紫外

線燈檢查〉。

列印前  / 後 清潔列印頭和滾筒表

面。

請見第  6-26 頁的〈清潔

列印頭和滾筒〉。

每日 清潔及檢查清洗設備的

廢料收集器。

請見第  6-29 頁的〈清潔

及更換橡皮刷〉。

每週   清潔成型托盤與周圍區

域。

每週 執行圖樣測試。 請見第  6-32 頁的〈圖樣

測試〉。

每週—在以  MED610 列印時 校準紫外線強度。 請見第  6-60 頁的〈測試

並校準紫外線燈〉。

每週 重新啟動印表機電腦及

伺服器電腦。  
 

每週 清潔滾筒廢料收集器。 請見第  6-34 頁的〈清潔

滾筒廢料收集器及檢查

滾筒刮板〉一節。

每次滿  300 小時的列印後

( 會出現提示訊息。)
校準紫外線強度。 請見第  6-60 頁的〈測試

並校準紫外線燈〉一

節。

每次滿  300 小時的列印後   
( 會出現提示訊息。)

優化列印頭。 請見第  6-42 頁的〈優化

( 校準 ) 列印頭〉。  

每月或更換列印頭後 檢查列印頭的對齊。 請見第  6-39 頁的〈對齊  
列印頭〉。

每月 檢查廢氣排放系統 ( 導
管、風扇、連接等 ) 。

 

每月   校準荷重元。 請見第  6-67 頁的〈校準

荷重元〉。

每隔兩年或每次滿  3500 小
時的列印後

由授權服務工程師進行

的預防性維護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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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次數 印表機電腦應用程式會記錄每個維護任務的日期與頻率。您可從 Options
（選項）功能表中顯示維護次數的畫面。

圖  6-20 選擇維護次數

如果即將有維護任務要到期，在主要介面的畫面上會有提示。

 

圖  6-21 需維護指標

如果出現了這個指標，您可以按下指標以顯示維護次數畫面。

按照預設，需維護指標會出現在大多數由操作者執行的維護任務。在
「使用者警告」之下的核取方塊可控制警告是否在特定任務到期時會出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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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2 維護次數畫面

至於精靈所控制的維護任務，每當執行了相關的精靈並成功完成後，其中的
日期與列印時間就會自動重設。可以按一下在畫面中的重設按鈕，將手動維
護任務（例如滾筒檢視和橡皮刷更換）進行重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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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線燈檢
查

紫外線燈罩上貼有熱敏感標籤，以警告需提防過熱。如果燈罩上的溫度達到 
65°C (150°F)，標籤的中間會從白色變為黑色。如果發生此問題，請勿使
用印表機，並聯絡您的服務供應商。為了預防起見，建議您在列印前後都要
檢查標籤。

圖  6-23 紫外線燈罩上的熱敏感標籤

如果紫外線燈的過熱情形持續，而且燈周圍的溫度達到  90°C (194°F)，
熱保險絲就會關閉紫外線燈、以及  X、Y 和  Z 軸上的馬達。萬一有此情
形，在授權服務工程師對印表機進行維修前，請勿使用印表機。

清潔列印頭
和滾筒

列印模組底部的孔板應定時做檢查和清潔，以防止列印頭阻塞。精靈會引導
您進行此步驟，並調整印表機元件以讓您能執行。本步驟約耗時 20 分鐘 並
應在工作日開始時，或大型列印作業開始前完成。

要清潔列印頭和滾筒：

1.  準備—

❒ 異丙醇 (IPA) 或乙醇

❒ 一次性清潔手套

❒ 一塊提供的清潔布或同類物品

❒ 一面鏡子

2.  先從 Options（選項）功能表中開啟列印頭清潔精靈（請見第 6-29 頁的
圖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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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照精靈畫面中的指示進行，並選擇確認核取方塊。

圖  6-24 列印頭清潔步驟—精靈畫面

4.  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印表機會準備讓您清潔列印頭。

5.  當出現下方畫面時，請打開封蓋。

圖  6-25 列印頭清潔精靈  — 步驟  5–11

警告：表面發熱

列印頭的孔板( 底面) 可能會發熱。請勿空手觸摸，並小心處置。

6.  將鏡子放在成型托盤上。

7.  戴上清潔手套。

注意

列印頭上的未固化列印材料可能導致皮膚不適。使用一次性清潔手套
來保護您的雙手。

8.  以酒精將清潔布浸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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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前後擦拭的動作清潔孔板 （見圖 6-26）。用鏡子確認您已擦掉所有殘
留的材料。

圖  6-26 清潔列印頭

10.  用一邊轉動一邊擦拭的方式來清潔整個滾筒表面。

並藉此機會清潔紫外線燈的玻璃鏡片。  

11.  在清潔完成後，選取在精靈畫面中的按照精靈畫面中的指示進行，並選擇
確認核取方塊。核取方塊（請見圖 6-25）並按 Next( 下一步) 。

12.  從印表機中移除清潔用品，並關上封蓋。

13.  選擇精靈畫面中的確認核取方塊，並按 Next( 下一步) 。
列印頭清洗循環就會開始。完成時，最終的精靈畫面就會出現。

圖  6-27 列印頭清潔精靈—最終畫面

14.  按一下 Done( 完成) 以關閉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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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及更換
橡皮刷

在清洗順序後，橡皮刷會從列印頭上移除多餘的材料。在每次列印作業前會
自動完成本步驟，而在維護任務時則是手動完成。應至少每週一次清潔橡皮
刷和周圍區域。如果橡皮刷有損壞或磨損情形，請更換橡皮刷。

要檢查及清潔橡皮刷：

1.  準備—

❒ 異丙醇 (IPA) 或乙醇

❒ 一次性清潔手套

❒ 一塊提供的清潔布或同類物品

❒ 備用橡皮刷

2.  從 Options（選項）功能表中開啟橡皮刷清潔精靈。

圖  6-28 開啟橡皮刷清潔精靈

3.  在開啟的精靈畫面中，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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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確認成型托盤已清空，然後關閉印表機封蓋。

請在精靈畫面中進行確認，並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圖  6-29 橡皮刷清潔—步驟  4
5.  當出現下方畫面時，請打開封蓋。

圖  6-30 橡皮刷清潔精靈，步驟  6–10
6.  戴上清潔手套。

7.  在清潔布上灑上大量酒精，將橡皮刷和其周圍區域殘留的材料都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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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將清洗單元收集到的廢料全部清乾淨。

如有需要，移除廢料收集器以便清理。擦拭橡皮封條。

圖  6-31 清洗單元廢料收集器

說明：在將廢料收集器裝回清洗單元時，請按下圖插入原位。

9.  檢查橡皮刷。

如果橡皮刷有刮傷、撕裂或磨損情形，或如果您無法將其完全清乾淨，請
更換橡皮刷。

a.  將其握住後從支架往上拔出。

b.  插入新的橡皮刷刮刀，確認兩邊的橡皮刷都已排直並固定好。

10.  在精靈畫面中（請見圖 6-30），請確認橡皮刷刮刀是乾淨的，然後按 
Next( 下一步) 。

11.  從印表機中移除所有的工具和清潔用品，並關上封蓋。

12.  請在精靈畫面中進行確認，並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圖  6-32 確認畫面

13.  按一下 Done( 完成) 以關閉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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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樣測試 圖樣測試是針對印表機是否具有產生高品質模型的能力進行基本驗證，因其
能展現列印頭內噴頭的狀況。因此請確認每週都執行此測試，而且您懷疑有
列印問題時也是。

要執行圖樣測試：

1.  請確認成型托盤已清空。

2.  準備一張粉紅色紙 — 標準 A-4 或信紙的尺寸。

3.  在印表機中，將粉紅色紙貼在成型托盤左邊的平面。

4.  按一下 F3 鍵，或開啟 Options（選項）功能表並選擇 Pattern Test( 圖樣
測試) 。

圖  6-33 確認圖樣測試

5.  如果成型托盤尚未清空，在接下來的對話框中按一下 No( 否) 。
成型托盤會下降，以確保托盤上的模型不會損壞。

圖  6-34 成型托盤(Z)平面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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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表機會在測試用紙上印出一系列的線條（見下一張圖）。

圖  6-35 樣本圖樣測試

6.  仔細檢查測試用紙上是否有遺漏的線條。

太多的遺漏線條，尤其是在同一區域有很多遺漏線條的話，就表示生產模
型的列印品質會不佳。如果有此情形，請見第 6-33 頁的〈改善列印品
質〉一節。

說明：可接受的模型品質為個人主觀決定，需視所生產模型的種類與規
模( 尺寸) 而定。但常規來說，同一欄內有超過  10 條遺漏線條就會視為
不可接受。

改善列印品
質

如果您懷疑列印品質不佳，請執行圖樣測試（請見第 6-32 頁的〈圖樣測
試〉一節）。如果列印結果不佳，用下列步驟來改善列印品質。

如果上一次圖樣測試的結果不佳：

1.  從 Options（選項）功能表中選擇 Purge Sequence( 清洗順序) ，或按下 
F4 鍵。

2.  在確認對話框中，按一下 Yes( 是) 。
列印頭會清洗模型與支撐材料，而且橡皮刷會移除多餘的材料。

3.  重複清洗順序。

4.  執行圖樣測試。

如果圖樣測試的結果仍然不佳：

1.  手動清潔列印頭（請見第 6-26 頁的〈清潔列印頭和滾筒〉一節）。

2.  執行清洗順序。

3.  執行圖樣測試。

如果圖樣測試的結果仍然不佳：

1.  再次仔細清潔列印頭，並確認上面沒有殘留物。

2.  執行清洗順序。

3.  執行圖樣測試。



Objet500 使用者指南 6 操作並維護 Objet500 3D 印表機

DOC-07027ZH-TW Rev. E 6-34

如果圖樣測試的結果仍然不佳：

➢ 如有需要，請優化列印頭並更換故障的列印頭（請見〈優化（校準）列印
頭〉一節）。

清潔滾筒廢
料收集器及
檢查滾筒刮
板

滾筒廢料收集器會移除從滾筒上刮下來的廢料。並藉著吸力將廢料移至印表
機的垃圾桶。

應每週清潔此裝置以防止導入垃圾桶的管子出現阻塞，並防止廢料溢入印表
機中。

要清潔滾筒廢料收集器：

1.  準備—

❒ M2.5 與 M2 六角扳手

❒ 一次性清潔手套

❒ 異丙醇 (IPA) 或乙醇

❒ 清潔布

❒ 棉棒（Q-Tips 或相似物）

2.  戴上清潔手套。

3.  移開右側的紫外線燈組件：

a.  拔開紫外線和風扇的電源線。

圖  6-36 拔除右側的紫外線燈組件

b.  卸下用來固定右側紫外線燈的螺釘，然後將紫外線燈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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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鬆開用來把吸力管固定在列印模組上的螺釘。

圖  6-37 提起吸力管

5.  提起吸力管並將它固定在高的位置上。

6.  鬆開用來固定滾筒廢料收集器的遮板的兩個螺釘，並將它們拔出來。

請小心保管這些遮板用的螺釘。此為特殊螺釘；如果遺失則需要再訂購
代替的螺釘。

圖  6-38 移除滾筒廢料收集器的遮板

7.  把遮板往外拉再往下按，以將其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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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用棉棒清潔滾筒廢料收集器及刮板刮刀的表面。請確認殘留的列印材料都
已擦淨。

圖  6-39 清潔滾筒廢料收集器

在把遮板放回去前，請先檢查滾筒刮板是否有效—見下圖。

要檢查滾筒刮板是否有效：

1.  戴上清潔手套。

2.  用異丙醇將布沾濕。

3.  用布將滾筒底部沾濕。

4.  用手慢慢轉動滾筒。在刮刀刮過滾筒時，請確認異丙醇有均勻地塗在刮刀
的整個面上。

5.  檢查滾筒。如果它未呈乾燥狀態，請更換刮刀。（請見第 6-37 頁的〈更
換滾筒刮板〉一節。）

6.  在將滾筒廢料收集器恢復至列印模組前，請確認鎖銷是乾淨的。

圖  6-40 滾筒廢料收集器鎖銷

要重新組合這些元件：

1.  將滾筒廢料收集器放回列印模組中，並以螺釘裝回遮板（請見第 6-35 頁
的圖 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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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鬆開用來固定吸力管的螺釘。

圖  6-41 正確擺位的吸力管

3.  把吸力管往下拉，以便露出在管子後方的面板上的孔，並鎖緊螺釘以固定
管子。

4.  將右側紫外線燈組件裝回列印模組中，並重新接上紫外線燈與風扇的電源
線。

更換滾筒刮
板

有下列情形時，就需要更換滾筒刮板 —

• 每次滿 1,000 小時的列印後。

• 如果仍無法有效保持滾筒乾淨。

當您在清潔滾筒廢料收集器時，亦應定期測試滾筒刮板的效率。請見
第  6-34 頁的〈清潔滾筒廢料收集器及檢查滾筒刮板〉一節。

要更換滾筒刮板：

1.  準備 —

❒ 一個新的滾筒刮板 (KIT-01026-S)

❒ 一個十字 1x75 公釐螺絲刀

❒ M2.5 與 M2 六角扳手

2.        移除右側的紫外線燈與滾筒廢料收集器的遮板（請見第 6-34 頁的第 3 
步至第 6 步）。

3.  鬆開用來固定滾筒廢料收集器的兩個螺釘，並將它們拔出來。

圖  6-42 移除滾筒廢料收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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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卸下用來固定滾筒刮板組件的螺釘。

圖  6-43 移除滾筒刮板的螺釘

5.  移除刮板的刮刀並丟棄。

圖  6-44 移除舊的滾筒刮板刮刀

6.  如圖所示，將新的刮板刮刀置入固定器的鎖銷。

圖  6-45 插入新的滾筒刮板刮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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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插入滾筒刮板刮刀的螺釘並鎖緊。

重要：

 l 如圖  6-46。
 l 用更換套件中提供的新螺釘

圖  6-46 鎖緊滾筒刮板的螺釘

8.  在鎖緊螺釘後，檢查刮刀並確認它是直的。如有需要，鬆開螺釘並將它們
均勻鎖緊。

9.  讓滾筒廢料收集器組件和右側的紫外線燈回到列印模組中。（請見第 6-
34 頁的〈移開右側的紫外線燈組件：〉的第 4 步至第 6 步。）

對齊  列印頭 您應檢查列印頭的對齊 —

• 每個月一次

• 更換列一個或多個印頭後

• 如果在清潔了列印模組底面的孔板後，模型品質仍然是無法接受的話（請
見第 6-26 頁的〈清潔列印頭和滾筒〉一節）

此步驟約耗時 20 分鐘。

要檢查列印頭的對齊：

1.  準備—

❒ 一張透明紙 — A-4 紙或信紙尺寸的四分之一 

❒ 任何類型的膠帶，用來將透明紙貼在成型托盤上

2.  從 Options（選項） 功能表中開啟列印頭對齊精靈。

3.  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以開始，並關閉封蓋。

4.  在精靈畫面中，選取核取方塊以確定封蓋已經關閉，然後按 Next( 下一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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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看到指示時，將透明紙放在成型托盤上—如下圖所示，放在托盤的左後
邊緣旁。

圖  6-47 將透明紙擺位在成型托盤上

6.  請確認透明紙已放平，並將它貼在托盤上。

7.  在精靈畫面中，選取核取方塊以確定透明紙已放在成型托盤上，然後按 
Next( 下一步) 。
印表機會在透明紙上印出列印頭對齊測試。

8.  當出現下方畫面時，請移開透明紙。

圖  6-48  列印頭對齊精靈—步驟  8–10
透明紙上會印出七個欄的不同垂直線條分組，每個欄顯示了來自不同列印
頭的結果。

圖  6-49 樣本列印頭對齊測試

說明：不會出現代表列印頭  H7 的欄，因為其對齊位置是作為對齊所有
其他列印頭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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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針對每個欄的線條，用放大鏡來檢查透明紙上印出的每一對連續列，並看
清楚垂直線條是在哪裡對齊。

圖  6-50 比較對齊線的列

說明：無論您檢查的是哪一對線條都沒關係，因為所有線條都是由同一
個列印頭所印出。選擇一對列印清楚的線條，以便檢查。( 因為部分列
印頭可能無法清楚列印，您可能需要檢查好幾對線條，才能好好檢視
對齊方式。)
當上列與下列的第四線條有對齊起來時，就表示列印頭已達最佳對齊狀
態，就如圖 6-50。在顯示的圖例中，列印頭的對齊不需要變更。如果是
線條組內的其他線條有對齊起來，您就需要變更該列印頭的對齊方式—在
下一個精靈畫面中變更。

10.  在精靈畫面中，如圖 6-48所示，選擇 Transparency removed（已移開透明
紙） 核取方塊，然後按 Next( 下一步) 。
一系列的對齊畫面之一就會出現。

圖  6-51 列印頭對齊畫面

11.  在列印頭對齊畫面中，找出透明紙上指示了哪個列印頭的上列與下列 的
線條配對出現對齊的數字（從左邊數來）。

說明： 因為第四線條出現對齊為最佳，精靈畫面中的預設選定數字為
「4」。這不會改變列印頭的對齊。如果您選擇了其他的數字，精靈就會
依此調整列印頭的對齊。

12.  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以顯示下一個列印頭對齊的畫面，並再次為該列印
頭選擇在透明紙上，代表了最佳對齊的垂直線的數字。

當您完成所有列印頭的對齊後，就會顯示下列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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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2 參數更新確認

13.  繼續如下步驟：

❒ 要讓對齊變更在印表機內生效，請確認已選擇了 Update system with 
new parameters（以新參數更新系統），並按 Next( 下一步) 。

❒ 要讓對齊變更在印表機內生效之前再檢查對齊測試結果，按一下 
Previous( 前一步) 。

❒ 如果您現在不想讓對齊變更在印表機內生效，選擇 Keep previous 
parameters（保留之前的參數）並按 Next( 下一步) 。

14.  在下一個畫面中，您可以選擇重複列印頭對齊步驟，或關閉精靈。

❒ 如果列印頭的最佳對齊垂直線條在邊緣處，選擇 Yes（是）以再次執
行列印頭對齊精靈 ，然後按Next( 下一步) 。
透明紙測試可顯示列印頭是否已對齊妥當，而且如果並未妥當對齊的
話，精靈會讓您把對齊方式做「精密」調整。

❒ 如果列印頭的垂直線條不是在邊緣處對齊起來，選擇 No（否）以關閉
精靈，然後按 Next( 下一步) 。

圖  6-53 重複列印頭對齊選項

優化 ( 校準 )
列印頭

列印頭的狀態直接影響列印模型的品質。為了保持最佳的列印效果，應定期
測試列印頭，並在 達到 300 小時的列印後執行列印頭優化精靈以將列印頭
校準到最佳的工作組態。    

在此過程中，您要在成型托盤上放一個秤並將其連接至印表機。列印材料
（樹脂）會從每個列印頭噴射出來，而且其重量會自動記錄下來，讓精靈能
決定如何為列印頭進行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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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優化過程中，精靈確定有列印頭出現故障—或在當前列印頭組態下會
對層均勻性產生負面影響—則精靈會指示您更換列印頭。如果是這樣，您可
以繼續精靈以更換列印頭，或是取消精靈並下次再更換列印頭。

每次列印時間滿  300 小時就要執行列印頭優化精靈  列印頭的狀況對列
印模型的品質已產生負面影響時，或您懷疑有一個或多個列印頭出現
問題時，都可以執行。

說明：請安排至少 40-50 分鐘，在每個模式下執行本步驟（不包括更換故障
列印頭的所需時間）。要正確地測試並校準列印頭，列印頭必須是乾淨的。
如有需要，請在執行本步驟前先執行列印頭清潔精靈。

要測試並校準列印頭：

1.  準備 —

❒ 一次性清潔手套（潔淨的無粉防護手套）

❒ 粉紅色紙

❒ 遺漏噴頭標尺

❒ 與列印頭優化精靈結合使用的秤。

重要：請確保在開始本步驟前就將秤做好校準和充電。在執行精靈時，強
烈建議將秤連接到牆上的電力插座。

2.  請檢查在 M3 插槽中已裝載了材料盒。如有需要，插入盒，其含有與其他
插槽裝載的材料相異的材料盒。

說明：如果 M3 盒插槽為空，則列印頭優化精靈就不會運作。

3.  從 Options（選項）功能表中開啟列印頭優化精靈。

圖  6-54  開啟列印頭優化精靈

4.  在開啟的精靈畫面中，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以開始。

Wizard Conditions（精靈使用條件）畫面就會出現。

5.  讀過使用條件後選擇 I Agree（我同意）並按 Next( 下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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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您最近才清潔過列印頭，在下一個畫面中選擇 Continue with Head 
optimization( 繼續列印頭優化) 。否則請取消精靈並執行列印頭清潔精
靈。

圖  6-55 清潔列印頭畫面

7.  在下一個畫面中，確認 Optimize all print heads（優化所有列印頭）選
項已經選取，並按 Next( 下一步) 。

圖  6-56 步驟選擇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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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選擇您想在哪個列印模式下進行列印頭的優化，然後按下一步。

圖  6-57 列印模式選擇

如果您的印表機設定為在單種材料模式下列印，只有  High Speed( 高
速) 和  High Quality( 高品質) 選項會開啟。

如果您的印表機設定為在數位材料模式下列印，只有  Digital Material( 數
位材料) 選項會開啟。

9.  在出現下一個畫面時，將粉紅色紙貼在成型托盤的左側表面，關上封蓋並
按 Next( 下一步) 。

圖  6-58 準備確認

印表機會在成型托盤上列印一個框架，並列印圖樣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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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當列印圖樣測試時，請仔細檢視，並用遺漏噴頭標尺來看是否有遺漏的線
條。

圖  6-59 檢視圖樣測試

每條遺漏的線條代表的是列印頭中的瑕疵噴頭。

11.  在下一個精靈畫面中，輸入每個列印頭的遺漏噴頭數目後按 Next( 下一
步) 。

圖  6-60 Enter Missing Nozzles( 輸入遺漏噴頭)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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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精靈會按照您所輸入的遺漏噴頭數目繼續進行。

❒ 如果有過多遺漏噴頭而導致無法列印，精靈會提示您更換故障列印
頭。您可以現在進行此步驟，或中止精靈。

如果您準備要現在就更換列印頭，當您按下 Next( 下一步) 後精靈會
引導您進行此步驟。請確認您手邊有更換用列印頭和需要的工具（請
見第 6-50 頁的〈更換列印頭〉一節）。繼續第 6-52 頁的〈準備列印
模組〉。

圖  6-61 有遺漏噴頭而需要更換列印頭

❒ 如果所有列印頭中的遺漏噴頭數目仍可接受，精靈就會繼續進行列印
頭優化過程（如下）。

13.  按照精靈畫面內列出的步驟來設定印表機內的秤。

圖  6-62 設定列印頭優化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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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確認精靈畫面中列出的所有項目後，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列印材料（樹脂）會從每個列印頭噴射出來，而且其重量會自動記錄下
來。每個列印模式會重複此一過程，然後下列畫面就會顯示。

圖  6-63 清空樹脂容器

15.  小心地從秤上移開樹脂容器，並將其倒入印表機中的清洗單元。然後將容
器放回秤上。

注意：容器中的樹脂尚未固化

 l 為了防止與皮膚接觸，請戴上氯丁橡膠或  丁腈手套。

 l 請依照適用法規棄置未固化的樹脂。將容器中的樹脂倒入清洗單元

後，樹脂就保存在印表機中的密封垃圾桶中。

16.  關閉印表機然後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印表機會將容器中剩餘的樹脂進行固化。

17.  當接下來的畫面出現時，將秤移開並清理成型托盤。

圖  6-64 Remove Scale( 移除秤) 確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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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精靈畫面中，確認成型托盤已經清空而且封蓋已關上後，按一下 Next
( 下一步) 。
精靈會使用收集的資料來分析列印頭的狀況並將其優化，令列印頭可印出
具有均勻層次材料的模型。

❒ 如果列印頭已達到令人滿意的狀況，下列精靈畫面就會出現。

圖  6-65 在優化列印頭完成後的最終精靈畫面

❒ 如果精靈認為有列印頭有瑕疵—或在當前列印頭組態下會對模型品質
產生負面影響—您就需要將其更換。請指示您現在是否要這樣做。

圖  6-66 發現故障列印頭

❒ 如果您已準備要現在就更換列印頭，選擇 Replace defective head(s)
（更換故障列印頭）（如下）。

或—

❒ 如果您要下次再更換列印頭，選擇 Abort wizard（中止精靈）。

只有在與  Stratasys 授權客服工程師諮詢過後，才能更換列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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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換列印頭，您需要以下工具和材料：

❒ 更換用列印頭

❒ 異丙醇(IPA)或乙醇

❒ 一次性清潔手套（與列印頭一同提供；或亦可用任何一種潔淨的無粉
防護手套）

❒ 一塊提供的清潔布或同類物品

❒ 一面鏡子

❒ 一個 5 公釐平頭螺絲起子或一個 3 公釐六角扳手（視列印模組的類
型而定）

❒ 與列印頭優化精靈結合使用的秤（重量測試）

❒ 遺漏噴頭標尺

如果您要現在就更換列印頭，當您按下 Next( 下一步) 後精靈會引導您進行此
步驟。繼續進行以下的「更換列印頭」作業。

更換列印頭 列印頭的狀態直接影響列印模型的品質。如果發生了下列其中一種或多種徵
兆，您可能需要更換列印頭：

• 列印頭優化精靈認為有列印頭已有瑕疵。（請見第 6-42 頁的〈優化（校
準）列印頭〉一節。）

• 在列印模型的表面上出現明顯凹槽。

• 肉眼檢視噴頭發現其表面已受損 — 剝落或是噴頭區有泡沫。

• 印表機介面顯示了關於列印頭的警告或故障訊息 —

❒ 列印頭加熱器溫度超時

❒ 列印頭加熱器熱敏電阻開啟

❒ 列印頭加熱器熱敏電阻短路

只有在與  Stratasys 授權客服工程師諮詢過後，才能更換列印頭。

列印頭優化精靈會引導您進行更換列印頭的步驟，並調整印表機元件以讓您
可以執行。

只有在精靈的協助下才能更換列印頭。整個步驟耗時75—90 分鐘，並且包含
以下階段：

A.  辨識需要更換的列印頭。

通常是透過列印頭優化精靈來完成。否則，列印頭表面有物理性損壞的證
據，或是有故障訊息指出有列印頭需要更換。

B.  準備列印模組以進行列印頭更換。

當您執行精靈時就會自動完成。

C.  移除有瑕疵的列印頭。

D.  安裝新的列印頭。

E.  對列印頭進行優化（由精靈自動完成）。

F.  執行列印頭對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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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換列印頭：

1.  準備—

❒ 更換用列印頭

❒ 異丙醇 (IPA) 或乙醇

❒ 一次性清潔手套（與列印頭一同提供；或亦可用任何一種潔淨的無粉
防護手套）

❒ 一塊提供的清潔布或同類物品

❒ 一面鏡子

❒ 一個 5 公釐平頭螺絲起子或一個 3 公釐六角扳手（視列印模組的類
型而定）

❒ 與列印頭優化精靈結合使用的秤（重量測試）

❒ 遺漏噴頭標尺

說明：在您繼續前，請確認您已備妥所述物品，而且秤已經校準並充好
電。在執行精靈時，強烈建議將秤連接到牆上的電力插座。

2.  從 Options（選項）功能表中開啟列印頭優化精靈（請見第 6-43 頁的圖 
6-54）。

3.  在開啟的精靈畫面中，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以開始。

Wizard Conditions（精靈使用條件）畫面就會出現。

4.  讀過使用條件後選擇 I Agree( 我同意) 並按 Next( 下一步) 。
5.  如果您最近才清潔過列印頭，在下一個畫面中選擇 Continue with Head 

optimization( 繼續列印頭優化) 。否則請取消精靈並執行列印頭清潔精
靈。

圖  6-67 清潔列印頭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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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下一個畫面中，選擇 Replace faulty heads( 更換故障列印頭) 並按 
Next( 下一步) 。

圖  6-68 步驟選擇畫面

準備列印模組

7.  選取需要更換的列印頭，然後按 Next( 下一步) 。

圖  6-69 列印頭選擇畫面

印表機會加熱並清空列印模組，然後預備印表機。（此步驟最多約耗時 
15 分鐘。）

圖  6-70 印表機準備進度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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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印表機準備好可讓您更換列印頭時，會出現下列畫面。

圖  6-71 印表機更換列印頭準備就緒

9.  戴上防護手套並打開印表機封蓋。

說明：為了您的安全，印表機會切斷列印頭的電源。

移除有瑕疵的列印頭

10.  在列印模組上，卸下用來固定模組中的列印頭的上下螺釘。（如有需要，
您可以用螺絲起子來鬆開螺釘。）

圖  6-72 卸下鎖固螺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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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把上下鎖固螺釘往下壓，以便卸下列印頭。

圖  6-73 卸下列印頭

12.  鬆開用來保護列印頭驅動卡的隔間門上的螺釘 (A)，然後將門提起來 
(B)。

圖  6-74 打開列印頭隔間

13.  將列印頭驅動卡拔出其插槽，讓列印頭能移動 (A)，然後將其從列印模組
底部移出 (B)。

圖  6-75 卸下列印頭驅動卡以便移除列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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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請確認您已移除了兩個沿著列印頭設置的橡皮 O 型圈。

圖  6-76 列印頭上的  O 型圈

重要

如果  O 型圈沒有和列印頭一起移除，則它們可能已卡在列印模組套
上。如有此情形請將其移除。

圖  6-77 請確認  O 型圈沒有卡在列印模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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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新列印頭

15.  檢視更換用列印頭，然後確認 O 型圈已經放好（請見上一頁的
圖 6-76）。

16.  輕輕地將更換用列印頭插入列印模組中的空插槽裡，然後將列印頭驅動卡
壓入插槽中。

說明：請確認要以驅動卡面向插槽的方式，將列印頭插入列印模組後
方。

圖  6-78 將列印頭驅動卡插入其插槽中

17.  將列印頭往上推，直到聽到它已卡入前方和後方固定器的聲音。

圖  6-79 將列印頭推入列印模組中

18.  將列印頭隔間的門降低，然後鎖緊螺釘以將其鎖定在位。

19.  鎖緊上下方螺釘以將列印頭固定在列印模組中（請見第 6-53 頁的
圖 6-72）。

說明：用手鎖緊這些螺釘。請勿使用螺絲起子。

20.  在 Replace print heads（更換列印頭）畫面中，選擇核取方塊以確定您
已更換列印頭，並按 Next( 下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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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80 列印頭更換確認

21.  用您的手指確認新的列印頭為水平，並與其他的列印頭齊平。

 

圖  6-81 檢查新列印頭是否保持水平

22.  確認列印頭為水平後，在接下來的精靈畫面中選擇核取方塊做確認，然後
按 Next( 下一步) 。

 

圖  6-82 安裝檢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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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接下來的精靈畫面中，確認您已從印表機中移除了所有工具和物件。

圖  6-83 清空托盤確認畫面

24.  關閉印表機封蓋。

接下來精靈會為列印頭加溫，然後將其填滿後再清洗。如果沒有安裝
問題，就會開始優化步驟，並將列印頭校準至最佳工作組態 — 請見
第 6-42 頁的〈優化（校準）列印頭〉一節。

如果偵測到安裝問題，精靈會提出警示並指示您如何繼續（請見下一節
〈安裝問題〉）。

25.  在更換列印頭後，您應在用印表機生產模型前檢查列印頭的對齊。在最終
精靈畫面：

❒ 選擇 Optimize all print heads( 優化所有列印頭) 並按 Next( 下一步) 。
執行列印頭對齊精靈。

圖  6-84 最終精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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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問題

如果在您安裝列印頭後，印表機偵測到有問題，相關的警告畫面就會出現。

• 如果印表機軟體不能偵測到更換的列印頭，下方警告畫面就會出現。

圖  6-85 不正確安裝畫面

如果有此情形：

a.  打開列印頭隔間（請見第 6-54 頁的圖 6-74）。

b.  將列印頭驅動卡重新插入其插槽中（請見第 6-56 頁的圖 6-78）。

c.  在精靈畫面中，選取核取方塊以確認您已重新插入了驅動卡，然後按 
Next( 下一步) 。

• 如果更換的列印頭未經原廠校準，就會出現下列警告畫面。

圖  6-86 無效資料警告畫面

如果有此情形：

a.  移除列印頭並用另一個來更換（從第 10 步驟開始，就位在第 6-53 
頁）。

b.  在精靈畫面中，選取核取方塊以確定您已安裝了另一個列印頭，然後
按 Next( 下一步) 。

c.  聯絡您的授權客服中心以詢問關於未格式化列印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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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真空測試不成功的話，表示更換的列印頭在安裝時並未妥當密封，然
後會出現下列警告畫面。

圖  6-87 真空洩露警告畫面

如果有此情形：

a.  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b.  按照精靈畫面中的指示，重新安裝列印頭。

測試並校準
紫外線燈

在一段時間後，紫外線燈所釋放用來讓模型固化的紫外線輻射量可能會改
變。每次在列印達 300 小時後，會出現彈出式訊息提醒您測試紫外線燈，並
校準紫外線輻射量，以確保列印時能達到最佳模型固化效果。您可透過執行
紫外線校準精靈達到此目的。

要測量紫外線輻射量，您需要：

• Stratasys TOL-03005-S（紫外線感測器和纜線）

或—

• 已獲批准可用在此印表機上的獨立式紫外線輻射測量器

精靈會將每盞燈的測量輻射量與建議輻射量進行相比，而且會在不同模式下
比較—高速模式、高品質模式與數位材料模式。  

在校準紫外線燈時 ，如有需要精靈會嘗試調整輻射量。

• 如果輻射讀數在可接受範圍內，精靈就會繼續進行下一階段。

• 如果需要進一步調整，就會重複目前的階段。

• 如果紫外線輻射量過低而無法做適當調整，精靈會繼續下一階段，但最終
的精靈畫面會指出紫外線燈的輻射量不可用於列印模式。

在測試並校準紫外線燈之前：

 l 請確認每盞紫外線燈的玻璃鏡片都是乾淨的。執行列印頭清潔精靈

可使用所提供的特別清潔墊，讓您可輕鬆進行清潔。

 l 請確認紫外線輻射感測器的玻璃都是乾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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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測試並校準紫外線燈輻射：

1.  從 Options（選項） 功能表中開啟紫外線校準精靈。

2.  在下一個畫面內，選擇 Calibrate UV Intensity( 校準紫外線強度) 將燈的
輻射值調整至可接受範圍內。

圖  6-88 紫外線測試 /校準選擇

3.  在下一個畫面中，選擇要用到的紫外線感測器和測量裝置。

圖  6-89 紫外線裝置選擇

紫外線測量裝置

在使用  Stratasys 紫外線感測器盒  (TOL-03005-S) 時，要將其連接至印
表機。精靈會自動測量並校準紫外線輻射。

如果您使用的是獨立式紫外線輻射測量器，就需要從精靈畫面的測量
器內手動輸入測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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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確認成型托盤已就定位而且清空，然後在精靈畫面中確認後按 Next( 下
一步) 。

圖  6-90 印表機準備

➢ 在使用連接到印表機上的 Stratasys 紫外線感測器盒 (TOL-03005-S)時，
請繼續下一頁的〈連接到印表機的紫外線感測器〉。

➢ 在使用獨立式紫外線輻射測量器時，請繼續第 6-64 頁的〈外部紫外線測
量計〉。

連接到印表機的紫外線感測器

在使用 Stratasys 紫外線感測器盒連接至印表機時，請按下列步驟操作。但
在使用紫外線外部輻射測量裝置時則不適用。

1.  要讓精靈與紫外線感測器同步化，請輸入紫外線感測器盒後方標籤上的 
CF 數值，並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圖  6-91 紫外線感測器同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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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2 紫外線感測器盒底部標籤

成型托盤會下降以便讓您連接紫外線感測器盒。

圖  6-93 紫外線感測器連接線   
2.  將紫外線感測器纜線連接至印表機的連接線上。

為了確保感測器纜線不會在成型托盤升起時造成妨礙，請將其繞至感
測器的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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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94 感測器準備  
3.  確認精靈畫面中列出的項目並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繼續進行第 6-65 頁的〈紫外線測量〉

外部紫外線測量計

在使用獨立式紫外線測量器時，請按下列步驟操作。但在使用 Stratasys 紫
外線感測器盒連接至印表機時則不適用。

1.  在出現下列畫面時，打開印表機並將紫外線感測器盒放置在托盤的後緣中
間處。

圖  6-95 感測器放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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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纜線導出印表機以便關上印表機，並將其以膠帶固定住，確保纜線不會
妨礙到移動的列印模組。

將纜線以膠帶固定在成型托盤上，讓它不移位。

 

圖  6-96 校正紫外線感測器的放置

3.  關上印表機，並檢查感測器不會移出應在位置。

4.  將紫外線測量器的測量單位設定為 mJ/cm2。

5.  將測量器的範圍設定為 2,000。

6.  將纜線從感測器連接至紫外線測量器。

7.  開啟紫外線測量器並候至「0 0 0.0」出現在顯示上。

8.  在精靈畫面中，確認感測器已正確擺位，然後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繼續進行下一頁的〈紫外線測量〉。

紫外線測量

紫外線燈會開啟並穩定下來（這會耗時數分鐘），然後印列模組會經過感測
器上方，而且精靈會將測量輻射量與建議輻射量相比，而且是在每個紫外線
燈之間和列印模式之間做比較。在此過程中會耗時 20–40 分鐘，您需要監
控精靈畫面中顯示的進度。

圖  6-97 紫外線測量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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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獨立式輻射測量器時，在獲得提示時重設測量器並輸入讀數（測量
值）。

 

圖  6-98 紫外線測量對話框

如果紫外線測量值為不可接受，精靈就會調整供給紫外線燈的電流以進行校
準，並再度進行測試。

當所有的紫外線測試都已完成後，就會顯示結果以及在校準後紫外線燈的狀
況（請見以下的圖 6-99）。

圖  6-99 校準後的結果與紫外線燈狀況

在檢查過紫外線校準結果後：

1.  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2.  移除紫外線感測器並關上印表機封蓋。確認精靈畫面中列出的項目並按一

下 Next( 下一步) 。

圖  6-100 最終紫外線校準精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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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準荷重元
在印表機中，荷重元是可測量材料 盒重量和垃圾桶重量的感測器。定期檢查
重量測量是否準確以防止在列印材料出現不必要的浪費，是很重要的。 建議
您每個月對荷重元做一次校準。

要校準荷重元：

1.  從 Options（選項） 功能表中開啟荷重元校準精靈。

2.  在接下來一畫面中，選擇您想要校準的一個或多個荷重元。

圖  6-101 選擇荷重元

3.  從材料推車中移除每個選取的 盒，並按 Next( 下一步) 。

圖  6-102 確定  盒  已移除

4.  在接下來的精靈畫面中，觀察數字並等待其平面已相對穩定時—兩個單元
在顯示的平均值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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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3 平面穩定

5.  選擇核取方塊，並按 Next( 下一步) 。
6.  在最終精靈畫面中，按一下 Done( 完成) 。

圖  6-104 最終精靈畫面

更換異味過
濾器

如果印表機排氣管沒有連接到外部的通風系統，可透過內建的活性碳過濾器
來移除來自列印材料的異味。應定期更換此過濾器（按需要進行）來維持良
好的工作環境。 

更換紫外線
燈

用來讓模型固化的紫外線燈工作壽命雖長，但亦有限。 您可以利用紫外線校
準精靈來測試並調整其有效功率（請見第 6-60 頁的〈測試並校準紫外線
燈〉一節）。如果您需要更換紫外線燈，請遵循下列說明：

1.  請確認印表機已處於 offline（離線）模式。

圖  6-105 離線模式指示燈( 紅色)
印表機介面底部的 online/offline（線上/離線）按鈕應為紅色。如果沒
有，請按一下按鈕以將印表機切換至 offline（離線）模式。

警告

在繼續之前，請確認安全聯鎖未失效，而且紫外線燈並未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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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 Options（選項）功能表中開啟紫外線燈更換精靈（請見第 6-29 頁的
〈清潔及更換橡皮刷〉一節）。

3.  請確認成型托盤已清空，然後在精靈畫面中進行確認。然後關閉印表機封
蓋並按 Next( 下一步) 。

圖  6-106 「空的托盤」確認畫面

各軸會移至「原始」位置。

4.  選擇您要更換的紫外線燈，並按一下 Next( 下一步) 。

圖  6-107 紫外線燈選擇畫面

5.  將紫外線燈電源線和紫外線熱保險絲連接器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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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08 拆開紫外線燈

說明：請勿切斷散熱風扇的電源。

6.  鬆開用來固定紫外線燈蓋子的螺栓 (A)，然後將蓋子提起來後 (B)，再移
出來 (C)。

圖  6-109 拆下紫外線燈蓋子

7.  將紫外線燈反射器從列印模組中移除。

圖  6-110 拆下紫外線燈反射器

8.  檢查新的紫外線燈反射器，並確認黑色遮光帶已裝在其內部。如果沒有則
請安裝—裝在位於列印模組的相反位置（而非隔壁）的反射器上。

說明：在印表機入門套件含有多出來的黑色遮光帶。如有需要，您可以
將舊的反射器上的黑色遮光帶拆下，再裝入新的反射器中( 只要上面的
黑色沒褪色) 。

9.  丟棄舊的紫外線反射器和燈。

請依照環境和安全法規棄置使用過的紫外線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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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破裂的紫外線燈有危害

紫外線燈含有汞。請小心處理破裂的燈。

 l 將房間徹底通風。

 l 在收拾汞和燈的元件時，請戴上防護手套。

 l 請使用能避免產生汞蒸氣的方法將洩出的汞仔細清除，如使用針筒、

封裝膠帶或紙等。

 l 將損壞的燈、汞以及受污染的物品置入氣密的非金屬容器中。

10.  將新的紫外線燈/反射器插入列印模組旁的箱中。

圖  6-111 這是已正確放置黑色遮光帶的列印模組與紫外線燈組件

11.  將紫外線燈蓋子插入位於箱底的插槽以進行更換，然後鎖緊上面的固定螺
釘。

圖  6-112 更換紫外線燈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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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將紫外線燈電源線和熱保險絲連接器重新連接上。

圖  6-113 連接紫外線燈

13.  在精靈畫面中，確定您已更換紫外線燈而且黑色條紋也已裝好，再按 
Next( 下一步) 。

圖  6-114 紫外線安裝確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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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精靈會操作紫外線燈，並檢查其功率是否在每個列印模式的可接受範圍
內。

說明：目前正在檢查的模式會出現在印表機介面的左下角。

圖  6-115 紫外線燈檢查時的狀態畫面

在更換了紫外線燈後，建議您將其功率按各個列印模式進行校準。下一個
畫面讓您能繼續進行紫外線校準精靈第 1 頁的〈測試並校準紫外線〉一
節。

圖  6-116 精靈的繼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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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建測試 印表機應用程式含有一組測試，以便定期檢查硬體與軟體，還有除錯。當 
Objet500 軟體開啟時，您可以設置讓基本的通訊與環境測試自動執行。另外
作為對系統的檢查，您也可在處理列印作業前執行更完整的測試，以確保最
佳的列印結果。  

因為執行測試會影響印表機的運作，您只能在系統未進行列印時開啟內建測
試介面。

測試組功能：

• 按照與列印相關的任務所做的分類：

❒ 通訊

❒ 資料卡

❒ 溫度

❒ 電壓

❒ 編碼器可重複性

❒ 列印頭加熱

❒ 列印頭填充

• 測試結果的明確展示與任何測試失敗的來源，讓您能判斷能否列印，或是
否值得列印。

• 可針對特定元件監控其測試結果。

• 除錯竅門。

執行這些測試可幫助辨識印表機硬體與軟體中的問題。大量的硬體瑕疵（或
近瑕疵狀態）警告了可能的列印問題，無論是目前或未來的列印作業。

Stratasys 建議您在出現下列情況時執行內建測試：

 l 每兩週進行一次定期的測試

 l 在進行重大 ( 長程 ) 作業前，作為系統檢查

 l 按照需要進行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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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取內建測試
要開啟內建測試的畫面，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 從 Options（選項）功能表選擇 Built-In Tests( 內建測試) 。
• 同時按 Ctrl+Alt+B 鍵。

圖  6-117 從  Options( 選項) 功能表中選擇  Built-In Tests( 內建測試)   

Built In Tests（內建測試）畫面列出了預先設置的測試，並以元件類型來分
組。在此畫面中，您可以選擇並執行測試，而且結果會顯示出來。

圖  6-118 Built In Tests( 內建測試) 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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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清單

測試名稱

本欄列出了所有的測試，並帶有選擇核取方塊。

點選核取方塊以選擇您要執行的測試。要移除測試，就再點一次核取方塊。
要快速選擇一個元件類型中的所有測試，使用畫面底部的 Group（群組）下
拉式清單。

Group( 群組)

本欄顯示了每個測試的元件類型。

當您使用畫面底部的 Group（群組）下拉式清單時，這讓您知道在選了某個
類型後會執行哪些測試。

Status( 狀態)

本欄顯示出您執行測試後的結果：  

測試成功完成。

測試失敗。

未知的結果。( 此測試尚未執行。)

測試選擇區

在畫面底部的 Test Selection（測試選擇）區中，您可以透過測試的性質進
行快速選擇或取消選擇：

全部 按一下以選擇清單中所有的測試。

無 按一下以取消選擇清單中所有的測試。

未知 按一下以選擇所有尚未執行的測試 ( 狀態  =？ ) 。

群組 用此功能表，按照元件類型來選擇測試。

選擇組 用此功能表，選擇讓預先設置組內的測試在指定時間執行 ( 電
腦開機時，列印前等 ) 。

 執行內建測試

要執行選取的測試：

➢ 按一下 。

在執行測試後，Save( 儲存) 及  View( 檢視) 指令按鈕就會加入到  Built In 
Tests( 內建測試) 畫面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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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

要儲存並檢視所有測試的報告：

➢ 就用 Save and View（儲存與檢視）指令按鈕。

 指令按鈕 

  

按下位在畫面右側的指令按鈕，以執行下列操作：

Run( 執行)  

按一下以執行選取的測試。

Reset( 重設)  

按一下以清除之前執行的測試。這會讓每項測試的狀態恢復為 Unknown（未
知）（？）。

Save( 儲存)  

按此儲存總結了測試結果的報告。此報告會另存為 HTML 檔案。無論所執行
測試的報告有多少份，您都可以儲存；儲存的檔案名稱為 BITReport [date]
[time].htm。在預設設定下，這些檔案都儲存在 Objet500 安裝資料夾中，但
您可將其存至任何其他資料夾中。

View( 檢視)  

按此顯示您所儲存的最近一份報告。（您可以在瀏覽器中開啟相關檔案以檢
視其他的測試報告。您需先開啟 Windows Explorer（檔案總管），然後按兩
下 BITReport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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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 關閉)  

按一下以關閉 Built-in Tests（內建測試）畫面。

摘要

在畫面右側有一個符號代表了所有測試的綜合結果，從 Status（狀態）欄使
用此符號。

所有測試成功完成。

至少一項測試失敗。

未完成所有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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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描述與除錯

下列表格列出了在內建測試組中每項測試的名稱，以及其描述和失敗的可能
原因。如需協助，請聯絡您的 Stratasys 服務供應商。

 

測試名稱 說明 失敗的可能原因

子系統通訊 元件之間的測試通訊。 • 未連接的通訊纜線。

• 故障纜線。

FIFO 非中斷 /

FIFO 中斷

• 測試在  DATA PCI 卡中的資料

佇列。

• 測試  Windows 中斷。

• 如果兩項  FIFO 測試都失敗：

故障的  DATA_PCI 卡。

• 如果只有  FIFO 中斷測試失敗：

故障  Windows 中斷。

編碼器 透過比較多個沿著  X 軸所做測試

的讀數，以測試編碼器的可靠

性。

故障編碼器。

系統資訊 以最低要求來比較下列的參數

值。

• 物理性記憶體

• 可用記憶體

• 硬碟上的可用空間

• 顯示器解析度

印表機電腦中的  RAM 記憶體配置

失敗。

RFID 檢驗所有裝載的材料  盒上是否

有  RFID 標籤，並對其進行覆寫

與讀取作為測試。

• 故障的  RFID 讀取器。

• 故障的  RFID 讀取器電源。

• 故障或對齊錯誤的  RFID 標籤。

• 在  RFID 標籤周圍有大量電磁噪

音。

系統電壓 請檢查下列電壓是否在所需電壓

的  5% 之內：

• 供給列印頭的  VPP 電源為  
40V

• 供給高度熱敏電阻的  VDD 電
源為  12V

• VPP 電源：

故障的列印頭驅動。

• VDD 電源：

故障的高度熱敏電阻。

模組填充 當檢組已滿或為空時，分析熱敏

電阻的讀數。

故障的熱敏電阻。

聯鎖 測試在印表機封蓋上的聯鎖。 • 聯鎖機制失效。

• 故障的閂。

• 未連接的纜線。

箱內溫度 測試內的溫度成型托盤區域。 故障的溫度感測器  (OHDB)。

列印頭  EEPROM 測試列印頭驅動卡的讀 /寫功能。 故障的列印頭驅動卡。

列印頭電壓 檢查供給列印頭的電壓控制。 故障的列印頭驅動卡。

列印頭 /模組加熱器 測試列印頭和列印模組中的加熱

器。

故障的加熱器或熱敏電阻。

紫外線燈 在高品質功率下測試每個紫外線

燈。

故障的紫外線燈。

故障的紫外線電源。

未連接的紫外線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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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名稱 說明 失敗的可能原因

軸限 測試所有軸的硬體與軟體極限。 故障的硬體感測器。

錯誤的  Max Position( 最高位置 ) 參
數。

參數完整性檢查 把所有的印表機參數值 ( 在  cfg 檔
案內) 與所需要的數值相比較。

一項或數項印表機參數未達可接

受範圍。

在  BIT 報告中出現的細節。

真空 測試列印模組內的真空度。 • 故障的真空感測器。

• 真空洩露。

• 參數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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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垃圾桶 印表機廢料含有部分固化的聚合性材料，並在印表機進行正常運作和維護時
收集起來。為了安全及環保的理由，此材料保存在特別的防漏可棄式容器。

此容器的容量約可容納 10 公斤的廢棄材料—通常夠讓印表機使用數月之
久。當容器中已有 9 公斤的材料時，印表機會顯示警告訊息；而且當容器中
的廢料淨重已有 9.5 公斤時，印表機會停止列印。重量超過 9 公斤時，在
更換垃圾桶前軟體不會讓您開啟列印作業或活動。您可以在印表機介面的 
Maintenance（維護）畫面中監控垃圾桶的重量。 您也可以肉眼檢查容器中的
廢料量。要將其存取，請見第 6-82 頁。

要在印表機中監控廢料重量( 和其他指標) ：

➢ 在主要的印表機介面畫面中，按一下顯示切換鍵以檢視印表機指標。

圖  6-119 顯示了廢料重量的印表機介面( 紅色背景代表的是操作員警
示)

垃圾桶是由一個紙箱和位在其中的塑膠容器所組成。通常您是將整個垃圾桶
一起丟掉 — 包括箱子。因此在安裝至印表機之前，您必須將新的塑膠容器
裝進箱子裡以完成組合。

在   Objet500 印表機入門套件和預防性維護套件中，都有提供更換用的
箱子，塑膠容器和密封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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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準備新的垃圾桶：

1.  將紙箱組合起來，並確認將虛線部分穿孔。

2.  將新的塑膠容器放入箱中。

說明：在您把從印表機伸出來的廢料排出管連接好之前，請勿關上箱
子。

要更換垃圾桶：

1.  找到印表機左下側的門。

2.  推動門的頂部中間處，讓門閂鬆開並打開門。

圖  6-120 接觸垃圾桶

3.  小心地將垃圾桶滑出來，將其從印表機中移除。

4.  用新的垃圾桶提供的蓋子，把滿的容器蓋上。

5.  關上新的垃圾桶盒，並用膠帶將其封緊。

❒ 容器應該位在隔間的最右邊。

❒ 請確認廢料排出管沒有折彎，也沒有被容器擠壓到。

6.  關閉廢料隔間的門。

請依照環境和安全法規棄置裝滿的垃圾桶。

清潔外部面
板

 Objet500  3D 印表機的噴漆外部塑膠面板已經過耐用處理，並對一般的清潔
材料具有優良的化學防護力。 在清潔這些印表機的區域時，請按下列建議進
行。  

可用的清潔劑

• 溫和性肥皂水溶液

• 一般的家用清潔劑及窗戶清潔劑

• 一般的商業及工業性去污劑，以水稀釋的 5% 溶液

• 酒精（乙醇、異丙醇），以水稀釋的 10% 至 40% 溶液

拿一塊用清潔溶液沾濕的軟布，擦拭印表機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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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用的材料

• 工業用溶劑

• 含有碳氫化合物、酮類、酯類和漆稀釋劑的清潔劑

• 噴霧消毒劑

• 磨蝕性物質和可能磨損面板加工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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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已列印模型

列印後移除模型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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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模型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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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後移除模型

在列印模型後，應在處理前讓其盡可能冷卻。如不需要用印表機再生產其他
模型，將封蓋關上，讓列印模型盡可能在印表機中冷卻是最佳方式。

如果必須盡快用印表機來生產其他模型：

1.  讓列印的模型在成型托盤上至少冷卻 10 分鐘。

2.  用刮板或刮刀（在工具組中有提供）小心地將模型從托盤移下來，注意不
要將模型折彎。

警告：

在列印的模型進行清洗前，處理時請戴防護手套。

3.  將模型放在平面上，並以紙箱或紙罩蓋起來。

這可讓模型慢慢地均勻冷卻。

4.  留數小時的時間讓模型冷卻。

移除支撐材料

在列印的模型冷卻後，就必須移除支撐材料。可以透過不同方法來移除，需
視支撐材料的種類、模型的尺寸，模型的脆弱程度，支撐材料用量和位置與
其他因素而定。以下列的方法為指南，並將其做適度調整（或做組合應
用），以完成您所處理的模型。

有兩種可用的支撐材料：

• SUP705 (FullCure705) 是一種膠狀的支撐材料，適用於所有的 Stratasys 
PolyJet 3D 印表機。

• SUP706 是一種可輕易移除的支撐材料，可溶解於氫氧化鈉和偏矽酸鈉溶
液中，適用於部分印表機。

SUP705 (FullCure705) 與 SUP706可以用下列方法從列印的模型上移除，按順
序為：

1.  用手

2.  水壓（在適用的清潔裝置中）

3.  SUP705：1% 氫氧化鈉溶液（建議用此取得光滑表面）

SUP706：2% 氫氧化鈉和偏矽酸鈉溶液

用手移除多餘
的支撐材料

戴上防護手套，將模型外部的多餘支撐材料一一剝落。處理精細模型時，在
將模型浸水後用牙籤、針頭或小刷子處理。

• 針對 SUP705，在剝落多餘的支撐材料後，將模型浸入 1% 的氫氧化鈉溶液
中（請見第 7-3 頁的〈以氫氧化鈉移除 SUP705〉一節）。

• 針對 SUP706，在剝落多餘的支撐材料後，將模型浸入 2% 的氫氧化鈉和偏
矽酸鈉溶液中（請見第 7-4 頁的〈以氫氧化鈉和偏矽酸鈉移除 SUP706〉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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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水壓移除支
撐材料

對大多數的模型來說，最有效的移除支撐材料方式就是利用高壓水槍。適用
的系統包括 Balco 水槍清潔裝置。

圖  7-1  Balco 水槍清潔裝置

要使用此裝置清潔模型，將模型置於箱中，然後用內建的防水袖操作水流進
行清潔。幫浦可將一般的自來水轉換為高壓水流，而且還有橡皮刷可保持視
窗清晰。

在用高壓水流系統清潔精細模型時要小心。

以氫氧化鈉移
除  SUP705

將模型浸入 1% 氫氧化鈉溶液中，以移除難以接觸到的支撐材料，並讓模型
能有平滑乾淨的完成表面。模型浸在溶液中的時間需視模型的精細度和需移
除多少支撐材料而定，但一般來說是在半小時至數小時之間。無論如何，您
應在進行氫氧化鈉處理前盡可能移除支撐材料，並在處理後徹底清洗模型
（用水槍）。

警告

氫氧化鈉可能導致化學性燒傷，留疤和致盲。與水混合時可發熱，並可
能引燃其他材料。切勿將水倒入氫氧化鈉中。在稀釋溶液時，務必將氫
氧化鈉倒入水中。請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在處理氫氧化鈉和浸泡其中
的模型時，務必戴上丁腈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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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氫氧化鈉和
偏矽酸鈉移除  

SUP706

將模型浸入 2% 的氫氧化鈉和偏矽酸鈉 (Na2SiO3) 溶液中以移除支撐材料。

模型浸在溶液中的時間需視模型的精細度和需移除多少支撐材料而定。處理
後，以自來水徹底清洗模型。

SUP706 會溶解於氫氧化鈉和偏矽酸鈉溶液中並令其飽和，降低溶液
有效程度。當支撐材料已佔溶液的  20% 時( 以平均用量使用約一個月
後) ，請更換溶液。

警告

氫氧化鈉可能導致化學性燒傷，留疤和致盲。與水混合時可發熱，並可
能引燃其他材料。切勿將水倒入氫氧化鈉中。在稀釋溶液時，務必將氫
氧化鈉倒入水中。請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在處理氫氧化鈉和浸泡其中
的模型時，務必戴上丁腈手套。

 VeroClear 所列印模型的列印後處理

以 VeroClear (RGD810) 印製的模型在從印表機移出來時會稍微發黃。以光澤
處理列印的模型尤其明顯。過一段時間後，黃色會自然褪色，但適當的光漂
白處理可加速此一過程。

通常來說，部件以霧面處理列印，並按下方說明處理後會達到最佳清晰度。

為模型進行光漂白處理需要令其曝露在光線下。要達到高度控制而且可預期
的效果，建議使用專業的照明室。但是用裝有合適螢光元素的一般檯燈也可
達成合適效果。

圖  7-2 左：照明室；右：檯燈

 



Objet500 使用者指南 7 處理已列印模型

DOC-07027ZH-TW Rev. E 7-5

 光漂白說明 按下列指示為列印的模型進行光漂白。

• 螢光燈規格應為 45瓦，6500K。

• 使用檯燈時，將模型置入四周貼有鋁箔的容器中。在大型容器中處理模型
時，使用至少兩盞或更多盞燈。

• 在模型之間留適當空間，以便讓光線可照至每個模型的每個面。

• 確認在模型周圍的室溫約為 40°C (104°F)。高溫可能導致模型變形；低
溫可能無法產生令人滿意的結果。在使用檯燈時，您可以將燈放在模型上
方約 10 公分（4 英吋）處以達到需要的溫度。

• 在處理時間達六小時後檢查模型。

❒ 對於進行霧面處理的部件來說，這樣的處理應已足夠。將部件拋光並
上漆。

❒ 對於進行光澤處理的部件來說，讓光漂白處理持續 18 小時或更久。

在 Stratasys 實驗室中，六小時內的處理時間可減少約 70% 的色澤。在
處理進行了 24 小時後，光澤減少的程度約為 90%。

如需要更多關於本處理的資訊，見應用程式的說明  VeroClear RGD810 
模型材料。

存放模型

模型在列印時就會固化，令其變得安全而且長期穩定。但是仍需要妥當的存
放條件以避免變形。

• 將已列印的模型存放在室溫下和低濕度的環境。

• 請勿讓模型直接曝露在陽光和其他熱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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