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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界面说明

 参考

  - 本机器操作面板及用户指南使用的字体是Naver提供的Nanum字体。

 程序安装结束后，双击桌面上的图标，会出现下图所示界面。

 简单说明如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序号 名称 说明

1 基本菜单栏 具有程序的大部分功能。 

打开文件，打开基准参数文件，保存基本参数设置等多种的功能可以使用。

2 三维视图 对加载到本软件的模型以3d效果在画面中展示给用户。

3 视图定向 根据选定的角度展示模型的三维画面。

4 打印区域 三维视图表现实际打印机打印区域，提供打印物位置及大小预览。

5 视图模式选择键 画面中有三个视图模式可以选择。

普通视图，支撑编辑视图，切片后的层视图可以进 行选择。

6 移动模型按键 选择画面上的模型，就能够在2个坐标轴(x，y轴)上进行移动。

7 模型缩放按键 选择画面上的模型后，就可以用倍率或者长度单位变更模型大小。

8 旋转模型按键 选择画面上的模型，用户根据设置的角度，回转3坐标轴。

9 打印按键 连接用户的打印机，直接通过网络就能够打印出已经切片处理的模型。

10 着色层按键 可以根据各层颜色选择打印料盒. 

11 打印机前面示意 表示打印机的前面，提供实际打印物方向预览。

12 三维模型 利用载入按键，导入三维模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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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说明

13 模型载入按键 载入想要打印的三维模型。

14 参数设置按钮 可以设置切片处理的各种参数。

15 料丝信息表示部 打印机内部所有的料丝信息可以在画面上表示出来。 

料丝的材质，颜色，剩余量等表示出来后，用户可以容易的进行确认。

2X,2X DP303的机器两个料盒都载入后显示两个料盒信息。

 

16(2X/2X DP303)

序号 名称 说明

16 选择料盒键 只有2X/2X DP303 机器切片时此按钮被激活。 显示载入完成的料盒。 

导入2个以上的文件时，使用多行表示。 

各网格结构可选择用不同的料盒进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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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功能详细说明

2.1 载入

 载入需要打印的三维模型到程序，并提供模型预览。

 现在支持的文件格式：ply，obj，stl(binary，ascii),amf。

 详细说明 

 1  点击画面左侧的  按键。

 2  选取文件后，3D模型就会出现在下图所示的平台上。

 

 

2.2 配置文件参数设置 

 为了使模型切片并打印，需要多样的参数值。 从料丝的材质到决定精密度，切片每层的高度，打印速度，

 各种参数都可以设置。 

 详细说明 

 1  点击画面左栏的  按钮。

 2  根据所选模式会弹出相应的对话框，设置所需要的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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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易模式

   - 在简易模式下可以对打印文件的打印品质，材质，支撑类型，内部填充等参数进行设置。

 

   - 使用2X/2X DP303 机器时 “料盒编号” 按钮被激活。

 

 高級模式

   - 通过修改配置文件来修改打印值。

   - 高级模式里面也可以编辑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参考 2.3 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

 基本设置

 <切片软件里基本提供的配置文件>

 

   - 使用DP201/DP202 机器时工作台温度和材质设置选项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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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2X机器激活两个料盒列表后，可以修改各个料盒的对应参数值。

   - 链接  表示的的是两个料盒共同的参数值，不能单独设置。

   - 可以选择支撑类型，也可以不激活(禁用)。

   - 配置文件：可选择基本提供的配置文件和用户自定义的配置文件。

   - 初始化键：按 “初始化” 键的话，返回保存前。(按确认或应用键之前)

   但，支撑类型的 “生成位置”，工作台固定类型的 “工作台固定类型” 按初始化键也仍然会被保留。

   - 确认键:保存对话窗里所有的设置值，并且对话窗关闭。

   - 应用键:不关闭对话窗，设置值直接保存。

   - 取消键:不保存设置值，关闭对话窗。 

 <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的情况(非切片软件基本提供的配置文件时)>

   - 修改键：按此键在修改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里保存后，进入高级模式的话，在高级模式里也会被保存。

   在修改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保存前，不会保存到高级模式里。

   - 其他设定与切片软件里提供的基本配置文件相同。

 品质/填充

   - 品质/填充 选项: 对于外壁、底层/顶层的厚度或内部的填充等参数进行设置。

 

   - 2X/2X DP303:链接  表示的的是两个料盒共同的参数值，不能单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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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度

   - 速度选项是控制打印速度或移动速度。

 

   - 对于大型打印物体，如果设置了较高的填充密度，请降低移动速度。 

 回退/冷却

   - 回退/冷却 选项:对于料丝的回退动作和喷嘴的冷却风扇的相关参数进行设置。

 

 多喷嘴

   - 多喷嘴 只在2X/2X DP303时被激活.

   - 多喷嘴 是对更换喷嘴时控制料丝和擦拭(残渣)塔的生成设置的。

 
 

   - 打印大型物体时，设置工作台下降值比基本值(0.2mm)大。(建议0.8mm)

 擦拭塔(Wipe Tower)

   - 只有2X/2X DP303 机器切片时此按钮被激活。在同一层上使用两个料盒打印的情况下，推荐使用。

   1.使用另一喷嘴打印之前，为了保证打印表面光滑，先等待擦掉喷嘴里漏出的残留料丝。

   2.喷嘴交换打印时，首先擦拭塔上已经打印了料丝，喷嘴里漏出的料丝得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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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擦拭塔分成内侧塔和外侧塔两部分，各部分的塔只可以使用一个料盒。

   举个例子：如下图，外侧塔如果设置成料盒(1)，那么内侧塔就会自动设置成料盒(2)。

   - 为了擦拭塔打印的稳定性，请根据打印的形象充分的拓宽擦拭塔底层网格尺寸。

    
 

   - [高级模式]-[开启擦拭塔] 选择后 [层视图] 选择时可以看到擦拭塔建立。

 黑魔法/漏洞修复

   - 自动修正网格上的错误后，选择切片，或只打印模型表面，或其他选项。

 
 

 支撑

   - 支撑选项是对于支撑位置或者支撑的类型进行设置。

 
 

 固定工作台

   - 粘附平台可以根据固定类型进行设置。 

 

 

 

   - 打印弹性材质时，底面面积较小时，必须设置裙边。

   不设置裙边的情况下，打印物的底面容易翘起甚至从工作台上脱落。

   - 使用ABS材质的料丝打印大体积的物体时，打印中，由于打印物的收缩，打印物和粘附平台可能会发生分离现象。

   这种情况下，请减小第一层悬空间隙值，或增加挤出量后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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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

 

 点击基本菜单中的[配置文件]-[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时，[用户定义配置文件目录]窗会被打开。

 切片软件里基本提供的配置文件以外的用户自定义的配置文件会出现在目录中。用户未生成过自定义配置文件时，

 目录会是空的。

 

 * 名字：用户生成配置文件时，输入的配置文件的名字。

 * 说明：对于用户输入的配置文件的说明。

   - 击[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目录]窗可修改说明。(修改后回车键)按应用或确认键后会被最终保存。

 * 新建键：输入新的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

    - 点击时，打开[添加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窗口。

 * 编辑键：修改已经存在的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的值。

  - 点击时，打开[编辑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窗口。

 * 删除键除已经存在的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

  - 按删除，应用或确认键才能被保存。

  - 配置文件可以被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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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按新建键时→[生成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窗口

   - 打开新的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新建窗口。

 

 * 名字(必须输入)：配置文件名字不能超过30字。

  - 不能包含？“ * ₩/|:<>[]等符号。

 * 说明(可选择输入)：可输入不超过300字的说明。

 * 配置文件(必须输入)：选择要导入的配置文件。

  - 基本提供的配置文件、以及用户之前生成的自定义文件均可被复制。

  - 各个机种显示的基本提供的配置文件的目录不尽相同。

      ex)DP200的情况(用户没有自定义文件时)，只显示Sindoh PLA，Sindoh ABS。

  - 3DWOX 1,2X/2X DP303,1X/1X DP302机器上，[生成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中能看到 “ETC” 配置文件。

     选择新都配置文件并对配置文件值进行修改时，只能在限定值范围内设置。

     但选择ETC后对配置文件值进行修改时，配置文件值选择幅度会变宽。

 <导出配置文件功能>

 

  - 点击位于配置文件最下端的 “导出配置文件” 的话，会弹出可选择已生成配置文件的窗口。

   选择具有ini后缀名的文件，以生成用户自定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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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按修改键时→[修改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窗口

   - 可以修改已经存在的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的值及保存。

 

   - 按初始化键的话，可返回保存之前。(按确认及应用键之前)

   - 3DWOX 1,2X/2X DP303,1X/1X DP302机器上，[基本设置]菜单的打印材质中会看到 “ETC”。

       选择非新都提供的材质进行打印时，请选择ETC材质。

 * 确认键:保存对话窗里所有的设置值，并且对话窗关闭。

 * 取消键:不保存设置值，关闭对话窗。

 * 配置文件保存键:不关闭对话窗，设置值直接保存。

2.4 料丝状态显示部

 能自动读取并显示现在打印机内部的料丝的状态信息。 

 详细说明
 

 

        

<DP200/DP102,DP201/DP202,ECO/DP101, 

3DWOX 1,1X/1X DP302 的情况>

<2X/2X DP303的情况> <3DWOX 1, 

2X/2X DP303, 

1X/1X DP302的情况> 

默认打印机名称

在自购

料丝模

式下时

显示打印机内部目前料丝的材质，

颜色及余量

2.5 视图模式选择按键

  视图的右上角有如左边显示的三个按键。 可以切换三种视图模式，从上往下依次是普通视图，编辑支撑，

      层视图。

      选定某个视图模式时，相应按键将会固定显示，提示用户目前的视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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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详细说明

 普通视图

  显示用户已加载的三维模型的视图。 在预览视图里，可以修改模型原来的位置，角度和大小。

 编辑支撑

  打印倾斜角较大的模型时，需要在其下端插入支撑以便能够成形该形象。

      在本视图模式下，用户可以根据需要编辑想要插入支撑点的位置。

 层视图

  为了能够在打印机上打出三维模型，需要事先对模型进行切片，点击层视图按键，模型被切片的同时，

      用户输入的参数值也会反映进来，模型会在与打印工作台平行的方向进行切片，

      切片后的模型视图也会呈现在画面中。

 

2.6 移动模型

  选择画面上的模型，可以沿两条轴线（X，Y轴）移动。

 

沿两个轴（X，Y）的方向以毫米为单位移动模型

按照上面输入的值进行移动（也可以按Enter键）

把要打印的模型放在平台的中心位置

还原模型初始加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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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缩放模型

  选择模型后，可以通过倍率或者长度来改变模型大小。

 

通过3坐标轴上的倍率来调整模型大小

通过3坐标轴上的长度来调整大小

根据原始模型大小进行等比例缩放

能够打印的最大模型尺寸

模型加载时的初始大小

2.8 旋转模型

  选择画面上的模型后，可以在三坐标轴方向上进行旋转。

 

填入以三坐标轴基准为中心位置旋转的角度

按照上面输入的角度旋转模型

模型初始加载角度还原

对于倾斜的模型，系统会自动选择离平台最近的平面作为底面粘附至平台上。

2.9 打印

  通过与打印机连接的网络直接进行模型打印。

2.10 基本菜单栏

 

 画面上端的菜单栏里有文件，设置，网络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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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基本菜单栏

 - 选择2X/2X DP303机器时被激活。 一次打印2个模型或者一个模型是由两个以上的模型组合而成的模型，

  根据各个模型制定不同的料盒进行打印。

 - 按下  键。 可以显示对应料盒的残余量。

 

 1  开启着色层，选择料盒

    想为对象1选择料盒1对象2选择料盒2打印时，和上面的各个对象选择料盒的方法一样。

 

 2  开启着色层, 选择料盒

    着色层激活后用鼠标操纵三维模型无反应。

   (删除对象，移动对象等)

  DP200/DP102,DP201/DP202,ECO/DP101,3DWOX 1,1X/1X DP302的情况 

 

  - 特定的打印层暂停后，料盒自动卸载更换料盒后继续打印可以实现双层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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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X/2X DP303 的情况

 1  着色层是2X或2XDP303里各个层对应指定不同的料盒的功能。

    如果滑动左面的滑块，会看到模型的总层数和滑块现在所在的位置层。

   请将滑块停止在需要更换料丝的位置层，然后按下下端的[Add]键。 

 

 2  之后该模型对应层的料盒交换后的信息选项会在下端生成。 

   继续移动滑块按下[添加]可以继续进行着色层添加。

 

 ▼



18

        

 - 上图是指0~64层选择料盒1打印，64~137层选择料盒2打印的意思。

 - 两种颜色分界面的截面面积比较小时，考虑到耐久性，请提高内部料丝的填充密度。

2.12 平均分配 

 具有平均分配功能。 填入想要的分层数(数字)，按下[平均分配]按钮，将整体层平均进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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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合并模型 & 分离模型

 

 [着色层] 激活时不适用。 

 合并模型 

 合并模型是以原点为基准，将轴对齐的功能。

 按住 Ctrl 键，选择(鼠标左键)2个以上的目标。 然后点击鼠标右键选择[合并模型]，所选模型合并。

 [合并模型]后，可以在 “选择料盒”中进行确认。 另外，根据网格可以各自指定料盒。

 分离模型 

 点击鼠标右键后，选择Split时合并的目标对象重新拆分成各自原来的状态。

 详细说明

 文件

 
载入3D模型（与Load键功能相同）

画面中的3D模型以其他名字或格式保存。

载入外部的G-code文件并在画面上显示。

型切片设置好后，保存已生成的G-code文件。

 模式

 3DWOX提供2种模式的配置参数来应用于模型切片。

 一种是参数预先配置的[简易模式]，一种是用户可以直接进行各种参数设置的[高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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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文件

 与配置文件相关的各种功能。

 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请参考2.3用户自定义配置文件。

       

 设置

 可保存切片时修改的各种设定值。

       

 打印机设置(DP200/DP102,3DWOX 1时)
       

 

   - 打印机型号：画面中显示出默认连接的打印机。

  - 喷嘴数量: 显示该机器的喷嘴数量。

   - 工作台加热:检查打印机工作台的加热情况。 如果不检查，调节工作台温度的G-code无法生成。 

   - 平台中心0，0:以装置的原点（0，0）为中心，在工作台上对三维模型进行配置。 

   - 最大打印尺寸:输入现在要使用的打印机的最大打印尺寸数据。

  - 电子邮件

   向设定的邮箱地址发送打印现况的功能。

   请在所选项目中输入收信邮箱地址与发送回数。 

   多名收信者的情况，利用 “;” 分隔多个邮箱地址。

   例) recipient1@test.com;recipient2@test.com;recipient3@test.com

   发送回数最大可输入10回，打印机会按照输入的回数分割整个打印过程。并按照时间间隔发送邮件。

   选择使用邮件通知功能时，与输入回数无关，为了确认机器初期动作是否正常，默认第一次都会发送邮件。

   因此，实际邮件发送回数比输入值要多一次。 但是最多不会超过10回。（选择10回时，发送10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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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为DP200/DP102，3DWOX 1时

  - DP102的打印机设置画面如下所示。

 

  - 打印机设置屏幕，功能是一样的DP200，3DWOX 1。

  型号为DP201/DP202 时

  - DP201的情况时，打印设置画面变更如下。

 

  - 工作台加热功能：DP201此功能不可用。 除此之外，其他的设置界面同DP200/DP102一致。

  型号为 1X/1X DP302 时

  - 1X的情况时，打印设置画面变更如下。 

 

  - 打印机设置屏幕，功能是一样的1X DP302, DP200/D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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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为 2X/2X DP303 时

  - 3WOX 2X的情况时，打印设置画面变更如下。

 

  - 工作台加热功能：DP201/DP202此功能不可用。 除此之外，其他的设置界面同 DP200/DP102一致。

 注意

  - 使用电子邮件传送功能之前，首先要在用户界面(UI)菜单里进行设置。

   详细说明请参考 「用户界面菜单功能说明」 部分。

 开始/结束G-code

  可以确认默认设置的开始/结束G-code数据，另外用户可以直接在文本框里对其进行编辑，修改后的数据会反

  映到切 片模型的G-code里。 

 

 导入配置文件，导出配置文件

  载入包含模型切片参数的配置文件，或者导出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的扩展名是*.ini，可以直接在记事本里打开或者编辑。 

 

 2X中不同料盒分别进行装载 /卸载。



23

 初始化配置文件

  还原配置文件所有参数到默认值。 

 视图

 可选择3种不同的视图模式。 与画面中视图模式按键功能相同。 详细说明请参考 「视图模式选择按键」 部分。

 打印机

 查找已连接的打印机，或者添加打印机。

 打印机管理

  管理用户添加的打印机列表。 

  默认打印机指定后会自动保存，再启动3DWOX时无需另行设置。

 添加网络打印机

  搜索并显示能够连接的网络打印机。 

  选择想要使用的打印机，点击[添加]，会将此打印机添加到打印机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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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IP地址查找打印机

输入特定的IP地址来添加打印机。 

  输入IP地址后，点击[添加]键，如果该IP地址有效，就可以添加此打印机到打印机列表。

 添加本地打印机

  自动检索并显示用USB数据线连接的打印机。 

  选择检索到的打印机并点击[添加]，即可添加打印机至打印机管理列表。

 网页监控

能够在画面中看到现在与程序连接的的网络打印机的视频影像。

 注意

  - 请使用IE11，FireFox 40.0，Chrome 47.0以上版本的浏览器。

       浏览器版本较低时，与机器相关的一些功能可能无法正常使用。

 

              

            < DP200/DP102， 3DWOX 1,              < DP201/DP202 的情况 >             < 2X/2X DP303 的情况 >     

      1X/1X DP302 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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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具有分析完3D模型的形象以后，打印之前能够提前向使用者告知问题点的功能。(参考高级功能)

 帮助

 能够查看程序的语言，温度单位，快捷键信息及在线答疑，并可以升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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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打印(基本功能) 

 利用基本功能设置并打印3D模型的过程。

3.1 载入3D模型文件

 点击画面左侧的[载入]按钮，选择需要打印的3D模型。(参照各功能详细说明。) 

 选择的模型会显示在画面中打印机工作台的中心位置。

3.2 基本参数设置

   点击[设置]按钮，调整需要变更的参数值。 例如可以设置决定打印物品质的切片高度，

      选择是否需要打印支撑。

3.3 切片

   确认画面中工作台上是否有3D模型，并将其转换为层视图，按照设置参数对模型进行切片。

               

 在层视图中，显示模型进行切片后的打印效果图。 此时显示的模型表面由表现各层的实线来组成。

 拖动视图右上角的滑块，可以确认各层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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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滑块可以移动到想要查看的层

现在画面中显示的层

总层数

      

3.4 打印

 切片后的模型的打印方法有三种。

 利用U盘打印

 1  模型切片后，选择菜单栏的[保存G-code]选项。

 2  生成的G-code文件保存在U盘中。

 

 3  将U盘插入打印机前面的USB接口中，在打印机屏幕上，出现相应的G-Code并进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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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连接网络打印

 为使用本功能必须通过软件菜单栏中打印机下的<添加网络打印机>使打印机连接到网络。

 对此可详细参考<打印机管理> 与 <添加网络打印机>使用说明。

 1  模型切片完成后，选择界面右侧的 “打印”  或者菜单栏文件下的[打印]选项。

 2  如下图所示，通过远程画面确认连接的打印机没有问题时，点击[打印]按钮。

 

 3  通过网络把G-code文件传送到打印机后，打印开始。

 

 利用本地连接打印

 为使用本功能打印机必须通过软件菜单栏中打印机下的 <添加本地打印机> 使打印机与电脑连接。

 对此可详细参考 <打印机管理> 与 <添加本地打印机> 使用说明。

 1  模型切片后，选择界面右侧的 “打印”  或者菜单栏文件下的[打印]选项。

 2  如下图所示，确认连接的打印机没有问题后，点击[打印]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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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通过USB线传送G-code文件到打印机后，打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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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级功能 

4.1 编辑支撑功能 

 在3DWOX上，根据设置值不同，除了自动计算的支撑以外，用户也可以直接修改支撑。

 即，根据形象的不同，在默认的支撑外，还可以添加或删除支撑。

 编辑支撑的功能在编辑支撑视图模式下进行。

 

 编辑支撑视图模式

 3D模型 

 首先载入3D模型到程序。

 

 编辑支撑视图模式转换

  点击画面左侧的视图模式选择按键后，转换成编辑支撑视图模式。

  视图转换后，如下图所示，支撑与模型同时显示。

  编辑支撑视图的设置简单说明如下。

支撑编辑断面

非活性区域（蓝色）

在现在的断面上没有生成

支撑的区域

生成的支撑

活性区域（红色）

在现在的断面上以垂直方向

生成支撑的区域

  支撑基本上只在沿Z轴方向投影出的断面上生成。 

  即，在垂直方向可以生成支撑，编辑支撑断面会显示当前断面上能够生成支撑的最大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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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撑的生成和删除 

 支撑生成

  点击断面上的非活性(蓝色)区域。 此时，断面颜色会变为红色，同时在此处生成竖直方向的支撑。 

 

 支撑删除

  按下Ctrl键的同时，用鼠标点击活性区域。 

  点击的区域颜色会变为蓝色(非活性)，此处支撑被删除。

 

 
 

 支撑编辑断面移动

 生成支撑的长度是以编辑断面为中心，上下两侧延伸至实体形象的距离。

 即，中间有形象时，上下悬空位置的支撑需要分别进行编辑。

 例如，下图模型中，由于编辑断面与上面圆形之间有形象，要修改圆形的内部支撑的话，

 只修改断面区域的支撑是不可以的。  

 同样，删除断面区域的支撑，也不会影响到圆形内部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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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中间有形象，支撑的区域就被分开了。

 

单位支撑横截面最小尺寸

单位支撑横截面最大尺寸

目前单位支撑横截面大小

支撑编辑面移动滑块

 因此，为了修改圆形内部的支撑，需要移动编辑断面，通过支撑编辑面移动滑块来移动断面。

 

 向上移动支撑编辑断面，支撑编辑断面就会出现在想要编辑的圆形内部。 

 用鼠标点击编辑断面区域，确认内圆形内部支撑的编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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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撑最终生成 

 编辑支撑结束后，如果转换到层视图时，再次执行切片。 

 再次切片时会反映出支撑编辑的结果。 

 

4.2 3D模型分析功能

 在3DWOX中，分析3D模型的形象后，可以预先知道哪一部分可能会发生问题。

 以切片方向的断面为基准，来分析模型的厚度，或者是沿Z轴方向分析悬空斜度。

 选择3D模型

 点击鼠标来选择已有的3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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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分析菜单下的[厚度/悬空]

 选择画面上端的菜单中分析里的[厚度/悬空]项目。 功能开始时，会显示分析过程的画面，并弹出分析控制对话框。

 分析控制对话窗

 

调节最小厚度

是否显示悬空区域

调整悬空角度

 厚度分析功能

 能够标记出比设置的最小厚度值偏薄的形象的位置。

 比设置的最小厚度值薄的区域，会在界面上显示出来。 最小厚度设置了0.4mm的话，比0.4mm薄的部分以红色来表示，

 比0.4mm厚的部分以蓝色表示，以便于事先了解打印时哪些部位可能出问题。 

   변변변변변.

           

                        <厚度比设定值大时>                                   <厚度比设定值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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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悬空分析功能

 用3D打印机打印时，以打印机工作台的台面为基准，竖直方向上的形象有利于成型，水平方向的形象不利于成型。

 此时，与水平方向的角度越小的形象，越需要支撑。

 在悬空分析功能中，计算出产品的悬空形象，实际打印时，可能发生问题的地方，提前告知用户。

4.3 最佳打印方向计算功能

 3DWOX中具有通过预先计算来为使用者提示最佳打印方向的功能。

 以打印机工作台为基准的6个方向，各个方向上以预先设定好的计算指标来计算，然后在界面中显示计算出来的6个

 方向中的最佳方向。 计算指标有3个，如下对各个指标进行详细说明。

 薄壁面积

 对照前文所述的3D模型厚度分析说明，对与目前喷嘴直径相比厚度偏薄部分的面积预先计算。

 比喷嘴直径薄的部分在打印机中无法进行分层打印，程序会预先计算出这部分面积，找到打印时可能出现错误的部分。

 悬空面积

 通过3D模型的悬空分析，预先考虑到打印时可能出现问题的部分。

 悬空部分的面积越小打印品质也就越好，通过计算出来的悬空面积值反向判断，计算出最佳打印方向。

 支撑量

 模型中有悬空形象时，需要有支撑形象来进行正常的分层打印。

 相比不需要支撑形象的区域，支撑越多，打印品质越低，同时花费更多时间。 

 程序中预先计算支撑量，得到最佳的打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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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选择3D模型

   点击界面中已有的模型。

 2  选择分析菜单下的[最佳打印方向]，出现以下画面。

                  

参数设置按钮

计算开始按钮

各指标计

算结果图

标

 3  按下计算按钮后，关于6个方向的计算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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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画面中可以确认6个方向上的计算结果，并可以确认各个方向上的计算结果的排名。

   各指标的计算结果可以通过图表来确认。

   图表中柱状图的高度越高，代表此计算指标的分数越高。 把每个计算指标的得分综合起来，

   在界面中显示出关于全部6个方向上的推算顺序。

 5  点击6个方向中想要方向的选择键，可以看到模型在工作台上按照选择的方向旋转。(这里作为参考，

   选取了上图中2号排名的方向)



中国山东省青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峨眉山路1008号   Tel : 0532-8672-0302         Fax : 0532-8672-0535
No.1008 E-mei shan Road, Economics & Technology Development Zone, Qingdao, Shandong, China

400-603-9339

客户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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