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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教学和家庭的小型一体化3D打印

机，包括：外壳；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包括X轴

水平移动机构和Y轴水平移动机构，其中X向水平

移动机构悬装于外壳的顶部，X轴水平移动机构

的X向移动部滑动安装于X向固定部上；Y轴水平

移动机构的Y向固定部安装于X向水平移动机构

的X向移动部；Y轴水平移动机构的Y向移动部滑

动安装于Y向固定部上；物料供给装置，包括熔融

输送单元和供料单元；升降式模型承载装置，包

括打印平台和Z轴升降装置；以及打印控制装置，

包括控制面板和打印控制器。本发明具有如下有

益效果：模块清晰，方便自行组装；打印产品安全

快捷；喷头运动灵活，打印过程稳定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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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教学和家庭的小型一体化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包括：

外壳，包括壳体以及铰接在壳体上的挡板，壳体具有一用于安装并打印的打印腔，且外

壳顶部设有用于观察打印腔内打印情况的天窗，外壳侧挡板上设有用于在打印腔取放物品

的取放口，并在取放口处铰接挡门；

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包括X轴水平移动机构和Y轴水平移动机构，其中X向水平移动

机构悬装于外壳的顶部，X轴水平移动机构的X向移动部滑动安装于X向固定部上；Y轴水平

移动机构的Y向固定部安装于X向水平移动机构的X向移动部，使得Y轴水平移动机构在X向

移动部带动下可沿X向水平移动机构的X向固定部移动；Y轴水平移动机构的Y向移动部滑动

安装于Y向固定部上；

物料供给装置，包括用于熔化线材并将其喷涂至模型承载装置的熔融输送单元和用于

向熔融输送单元输送未熔融线材的供料单元，供料单元悬装于外壳的顶部横梁上，并且供

料单元的出料部向熔融输送单元输送未熔融线材；熔融输送单元安装于Y向移动部，熔融输

送单元的喷头对准移动式打印平台；

升降式模型承载装置，包括打印平台和Z轴升降装置，Z轴升降装置设置于喷头水平位

置调节装置与打印平台之间，并且Z轴升降装置的顶部与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螺接；Z轴

升降装置的底部与打印平台相连，使得打印平台在Z轴升降装置的带动下沿Z轴方向垂直升

降以调整打印平台与熔融输送单元之间间距；

以及打印控制装置，包括控制面板和打印控制器，其中控制面板设置于外壳的正面，用

于调整打印参数；打印控制器的输电端与外部电源电连接，打印控制器的信号传输端口与

控制面板信号输出端分别与物料供给装置的控制端、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的控制端、升

降式模型承载装置的控制端信号连接，用于控制物料供给装置、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以

及升降式模型承载装置工作。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和家庭的小型一体化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壳体包括框架以及围挡在壳体外部的挡板，框架为由四根立柱和八根横杆组成的立方体框

架，并且框架外部覆盖透明挡板，而框架顶部的透明挡板上设有天窗，框架其中一侧挡板上

设有取放口，并在取放口处铰接挡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和家庭的小型一体化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X轴水平移动机构包括X轴步进电机、一对作为X向固定部并平行布置的X向轨道组件以及一

对作为X向移动部并分别套设于相应X向轨道组件的X向导轨限位块，所述X轴步进电机安装

于Z轴升降装置的顶部，并通过位移限定传送带与其中一套X向轨道组件的第一齿同步轮皮

带连接；所述X向轨道组件包括第一连接光杆、第一固定架、第一齿同步轮以及第一齿型皮

带，所述第一连接光杆通过第一固定架水平悬装于壳体顶部，所述第一连接光杆端部各套

设一第一齿同步轮，第一齿型皮带两端通过两个第一齿同步轮张紧，并且第一齿型皮带与

第一齿同步轮啮合，使得第一齿型皮带在两个第一齿同步轮带动下周向转动；所述第一齿

型皮带上固设一X向导轨限位块，两块X向导轨限位块之间安装Y轴水平移动机构，定义第一

连接光杆的长度方向为X向。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和家庭的小型一体化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Y轴水平移动机构包括Y轴步进电机、一对作为Y向固定部并平行布置的Y向轨道组件以及一

对作为Y向移动部分别套设于相应Y向轨道组件的Y向导轨限位块，所述Y轴步进电机通过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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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悬装于Y向轨道组件上，并与其中一套Y向轨道组件的第二齿同步轮连接；所述Y向轨道组

件包括第二连接光杆、第二固定架、第二齿同步轮以及第二齿型皮带，所述第二连接光杆通

过第二固定架水平悬装于壳体顶部，所述第二连接光杆端部各套设一第二齿同步轮和第二

套筒，所述第二连接光杆与第一连接光杆交错排列连接成一水平悬装于壳体顶部的矩形结

构，第二齿型皮带两端通过两个第二齿同步轮张紧，并且第二齿型皮带与第二齿同步轮啮

合，使得第二齿型皮带在两个第二齿同步轮带动下周向转动；所述第二齿型皮带上固设一Y

向导轨限位块，作为Y向移动部的两块Y向导轨限位块之间安装第一限位光杆，并且所述第

一限位光杆上配装一用于安装熔融输送模块的滑移块，滑移块套设在第二限位光杆上，并

且第二限位光杆的两端部分别与同侧的Y向导轨限位块固接，第二固定架有两个通孔部分，

两个通孔部分设置限位器；定义第二连接光杆的长度方向为Y向。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和家庭的小型一体化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供料

单元包括第一步进电机和线材输送机构，所述线材输送机构安装于横梁上，第一步进电机

通过螺栓与线材输送机构固接，第一步进电机的输出齿轮与线材输送机构的动力输入齿轮

啮合，用于带动线材输送机构上的动力输入齿轮转动并定量输送线材，使线材输送至熔融

输送模块的加热块处。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和家庭的小型一体化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熔融输送单元包括第一连接环、加热块、铜导管、喷头以及温度检测块，加热块固设于Y轴水

平移动机构的Y向移动部，并随Y向移动部同步移动；加热块套设于铜导管的外部，上部嵌装

第一连接环，下部固装温度检测块，加热块的加热连接端通过导线与打印控制器的加热电

路相应信号连接端口电连接，用于对置于加热块内腔的铜导管进行加热；铜导管的上端套

有第一连接环，铜导管的下端与喷头相连通，形成可对线材进行熔融并喷涂的熔融通路，其

中喷头对准打印平台，以对打印平台进行喷涂。

7.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和家庭的小型一体化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Z轴升降装置分别对称安装在壳体两侧立柱外侧，包括光杆固定架、竖直导杆、固定螺栓、

套筒、电机固定架、第三步进电机、丝杆、连接环和联轴器，第三步进电机安装在电机固定架

上，并由固定螺栓固定连接在壳体框架的底部，所述的第三步进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

与所述丝杆的下端固接；丝杆的上端穿过光杆固定架上的通孔；所述连接环套设在丝杆外

部，二者螺接组成丝杆螺母副，并连接环通过固定螺栓与打印平台紧固在一起；所述竖直导

杆的下端套有套筒，并通过紧固螺栓与电机固定架固接，竖直导杆的上端从光杆固定架的

通孔内穿出；光杆固定架的薄板部分通孔处配有固定螺栓，固定设置于外壳的立柱的上端，

用于Z轴方向极限位置的限位。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和家庭的小型一体化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打印平台包括板体和打印底座，所述打印底座与电机固定架固接，所述的板体与打印底

座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且螺栓表面套有弹簧，并放置于板体与底座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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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教学和家庭的小型一体化3D打印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教学和家庭的小型一体化3D打印机。

背景技术

[0002] 3D打印技术是一门不断发展进步的新型高科技成型技术，它是一种利用计算机的

三维图形为原型，利用激光，熔融等方式将金属，有机复合塑料，陶瓷，粉末等耗材按照所制

定的路径进行填充并粘结成型的一种成型技术。对比传统制造业，3D打印成型技术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降低制作的难度，它不需要大型的机床模具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

成本，且缩短了生产周期。3D打印技术的出现对于制造业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存在，有些

国家将3D打印技术看做是一次新的工业革命，可以看出3D打印技术在现今具有重大的研究

意义，成为了国内外的共同关注。

[0003] 目前3D打印技术主要应用于制造业，但该技术在日常生活中尚未得到充分的普及

和推广，还没能真正走进普通家庭成为生活中的助力。且目前市场上存在的打印机普遍存

在打印喷头易堵塞、传动不够平稳等问题，在日常使用中会造成不便，影响加工精度。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克服市场上现有的家用3D打印机喷头不够灵活易堵塞、Z  轴传动不够平稳等

问题，提供一种用于教学和家庭的小型一体化3D  打印机，这种3D打印机结构简易，性能稳

定可靠，打印产品安全快捷，且3D打印机易于增减模块，方便拆装，便于家庭的日常使用。

[0005] 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和家庭的小型一体化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包括：

[0006] 外壳，包括壳体以及铰接在壳体上的挡板，壳体具有一用于安装并打印的打印腔，

且外壳顶部设有用于观察打印腔内打印情况的天窗，外壳侧挡板上设有用于在打印腔取放

物品的取放口，并在取放口处铰接挡门；

[0007] 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包括X轴水平移动机构和Y轴水平移动机构，其中X向水平

移动机构悬装于外壳的顶部，X轴水平移动机构的X向移动部滑动安装于X向固定部上；Y轴

水平移动机构的  Y向固定部安装于X向水平移动机构的X向移动部，使得Y轴水平移动机构

在X向移动部带动下可沿X向水平移动机构的X向固定部移动；Y轴水平移动机构的Y向移动

部滑动安装于Y向固定部上；

[0008] 物料供给装置，包括用于熔化线材并将其喷涂至模型承载装置的熔融输送单元和

用于向熔融输送单元输送未熔融线材的供料单元，供料单元悬装于外壳的顶部横梁上，并

且供料单元的出料部向熔融输送单元输送未熔融线材；熔融输送单元安装于Y向移动部，熔

融输送单元的喷头对准移动式打印平台；

[0009] 升降式模型承载装置，包括打印平台和Z轴升降装置，Z轴升降装置设置于喷头水

平位置调节装置与打印平台之间，并且Z轴升降装置的顶部与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滑动

连接；Z轴升降装置的底部与打印平台螺接，使得打印平台在Z轴升降装置的带动下沿Z轴方

向垂直升降以调整打印平台与熔融输送单元之间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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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以及打印控制装置，包括控制面板和打印控制器，其中控制面板设置于外壳的正

面，用于调整打印参数；打印控制器的输电端与外部电源电连接，打印控制器的信号传输端

口与控制面板信号输出端分别与物料供给装置的控制端、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的控制

端、升降式模型承载装置的控制端信号连接，用于控制物料供给装置、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

置以及升降式模型承载装置工作。

[0011] 所述壳体包括框架以及围挡在壳体外部的挡板，框架为由四根立柱和八根横杆组

成的立方体框架，并且框架外部覆盖透明挡板，而框架顶部的透明挡板上设有天窗，框架其

中一侧挡板上设有取放口，并在取放口处铰接挡门。

[0012] 所述X轴水平移动机构包括X轴步进电机、一对作为X向固定部并平行布置的X向轨

道组件以及一对作为X向移动部并分别套设于相应X向轨道组件的X向导轨限位块，所述X轴

步进电机安装于  Z轴升降装置的顶部，并通过位移限定传送带与其中一套X向轨道组件的

第一齿同步轮皮带连接；所述X向轨道组件包括第一连接光杆、第一固定架、第一齿同步轮

以及第一齿型皮带，所述第一连接光杆通过第一固定架水平悬装于壳体顶部，所述第一连

接光杆端部各套设一第一齿同步轮，第一齿型皮带两端通过两个第一齿同步轮张紧，并且

第一齿型皮带与第一齿同步轮啮合，使得第一齿型皮带在两个第一齿同步轮带动下周向转

动；所述第一齿型皮带上固设一X向导轨限位块，两块X向导轨限位块之间安装Y轴水平移动

机构，定义第一齿型皮带的长度方向为X向。

[0013] 所述Y轴水平移动机构包括Y轴步进电机、一对作为Y向固定部并平行布置的Y向轨

道组件以及一对作为Y向移动部分别套设于相应Y向轨道组件的Y向导轨限位块，所述Y轴步

进电机通过端盖悬装于Y向轨道组件上，并与其中一套Y向轨道组件的第二齿同步轮连接；

所述Y向轨道组件包括第二连接光杆、第二固定架、第二齿同步轮以及第二齿型皮带，所述

第二连接光杆通过第二固定架水平悬装于壳体顶部，所述第二连接光杆端部各套设一第二

齿同步轮和第二套筒，所述第二连接光杆与第一连接光杆交错排列连接成一水平悬装于壳

体顶部的矩形结构，相连的第一连接光杆、第二连接光杆端部通过一组相互啮合的齿同步

轮组相互连接，第二齿型皮带两端通过两个第二齿同步轮张紧，并且第二齿型皮带与第二

齿同步轮啮合，使得第二齿型皮带在两个第二齿同步轮带动下周向转动；所述第二齿型皮

带上固设一Y向导轨限位块，作为Y向移动部的两块Y向导轨限位块之间安装第一限位光杆，

并且所述第一限位光杆上配装一用于安装熔融输送模块的滑移块，滑移块套设在第二限位

光杆上，并且第二限位光杆的两端部分别与同侧的Y向导轨限位块固接，第二固定架有两个

通孔部分，两个通孔部分设置限位器；定义第二齿型皮带的长度方向为Y向。

[0014] 供料单元包括第一步进电机和线材输送机构，所述线材输送机构安装于横梁上，

第一步进电机通过螺栓与线材输送机构固接，第一步进电机的输出齿轮与线材输送机构的

动力输入齿轮啮合，用于带动线材输送机构上的动力输入齿轮转动并定量输送线材，使线

材输送至熔融输送模块的加热块处。

[0015] 所述熔融输送单元包括第一连接环、加热块、铜导管、喷头以及温度检测块，加热

块固设于Y轴水平移动机构的Y向移动部，并随Y向移动部同步移动；加热块套设于铜导管的

外部，上部嵌装第一连接环，下部固装温度检测块，加热块的加热连接端通过导线与打印控

制器的加热电路相应信号连接端口电连接，用于对置于加热块内腔的铜导管进行加热；铜

导管的上端套有第一连接环，铜导管的下端与喷头相连通，形成可对线材进行熔融并喷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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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熔融通路，其中喷头对准打印平台，以对打印平台进行喷涂。

[0016] 所述的Z轴升降装置分别对称安装在壳体两侧立柱外侧，包括光杆固定架、竖直导

杆、固定螺栓、套筒、电机固定架、第三步进电机、丝杆、连接环和联轴器，第三步进电机安装

在电机固定架上，并由固定螺栓固定连接在壳体框架的底部，所述的第三步进电机的输出

轴上与联轴器连接，所述的联轴器上连接有连接环，并且连接环套设在丝杆的下端，并通过

固定螺栓紧固在一起，丝杆的上端穿过光杆固定架上的通孔，并与之螺接；所述竖直导杆的

下端套有套筒，并通过紧固螺栓与电机固定架固接，竖直导杆的上端从光杆固定架的通孔

内穿出；光杆固定架的薄板部分通孔处配有固定螺栓，固定设置于外壳的立柱的上端，用于

Z轴方向极限位置的限位。

[0017] 所述的打印平台包括板体和打印底座，所述打印底座与电机固定架固接，所述的

板体与打印底座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且螺栓表面套有弹簧，并放置于板体与底座之间。

[0018] 本发明具有如下有益效果：(1)这种3D打印机模块清晰，方便自行组装；(2)打印产

品安全快捷；(3)喷头运动灵活，打印过程稳定可靠。

附图说明

[0019] 图1a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总体结构示意图之一。

[0020] 图1b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总体结构示意图之二。

[0021]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爆炸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物料供给装置爆炸示意图。

[0023]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的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爆炸示意图。

[0024]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的Z轴移动驱动装置爆炸示意图。

[0025] 图6是本发明实施例的模型承载装置爆炸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进一步说明本发明。

[0027] 参照附图：

[0028] 实施例1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用于教学和家庭的小型一体化3D打印机，包括：

[0029] 外壳1，包括壳体以及铰接在壳体上的挡板，壳体具有一用于安装并打印的打印

腔，且外壳顶部设有用于观察打印腔内打印情况的天窗，外壳侧挡板上设有用于在打印腔

取放物品的取放口，并在取放口处铰接挡门；

[0030] 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3，包括X轴水平移动机构31和Y轴水平移动机构32，其中X

向水平移动机构31悬装于外壳的顶部，X轴水平移动机构31的X向移动部滑动安装于X向固

定部上；Y轴水平移动机构32的Y向固定部安装于X向水平移动机构的X向移动部，使得Y轴水

平移动机构在X向移动部带动下可沿X向水平移动机构的X向固定部移动；Y轴水平移动机构

的Y向移动部滑动安装于Y 向固定部上；

[0031] 物料供给装置2，包括用于熔化线材并将其喷涂至模型承载装置的熔融输送单元

20和用于向熔融输送单元输送未熔融线材的供料单元21，供料单元21悬装于外壳1的顶部

横梁上，并且供料单元21 的出料部向熔融输送单元20输送未熔融线材；熔融输送单元20安

装于Y向移动部，熔融输送单元的喷头对准移动式打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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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升降式模型承载装置5，包括打印平台51和Z轴升降装置4，Z  轴升降装置4设置于

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与打印平台51之间，并且Z轴升降装置4的顶部与喷头水平位置调节

装置3滑动连接；Z轴升降装置的底部与打印平台相连，使得打印平台在Z轴升降装置的带动

下沿Z轴方向垂直升降以调整打印平台与熔融输送单元之间间距；

[0033] 以及打印控制装置，包括控制面板和打印控制器，其中控制面板设置于外壳的正

面，用于调整打印参数；打印控制器的输电端与外部电源电连接，打印控制器的信号传输端

口与控制面板信号输出端分别与物料供给装置的控制端、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的控制

端、升降式模型承载装置的控制端信号连接，用于控制物料供给装置、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

置以及升降式模型承载装置工作。

[0034] 所述壳体包括框架以及围挡在壳体外部的挡板，框架为由四根立柱和八根横杆组

成的立方体框架，并且框架外部覆盖透明挡板，而框架顶部的透明挡板上设有天窗，框架其

中一侧挡板上设有取放口，并在取放口处铰接挡门11。

[0035] 所述X轴水平移动机构31包括X轴步进电机313、一对作为X  向固定部并平行布置

的X向轨道组件以及一对作为X向移动部并分别套设于相应X向轨道组件的X向导轨限位块

304，所述X轴步进电机313通过端盖309悬装于Z轴升降装置4的顶部，并通过位移限定传送

带308与其中一套X向轨道组件的第一齿同步轮皮带306连接；所述X向轨道组件包括第一连

接光杆316、第一固定架301、第一齿同步轮303以及第一齿型皮带306，所述第一连接光杆

316通过第一固定架301水平悬装于壳体顶部，所述第一连接光杆316端部各套设一第一齿

同步轮306和第一套筒302，第一齿型皮带306两端通过两个第一齿同步轮张紧，并且第一齿

型皮带306与第一齿同步轮  303啮合，使得第一齿型皮带306在两个第一齿同步轮带动下周

向转动；所述第一齿型皮带306上固设一X向导轨限位块，两块X向导轨限位块之间安装Y轴

水平移动机构，定义第一连接光杆的长度方向为X向。

[0036] 所述Y轴水平移动机构32包括Y轴步进电机317、一对作为Y  向固定部并平行布置

的Y向轨道组件以及一对作为Y向移动部分别套设于相应Y向轨道组件的Y向导轨限位块

318，所述Y轴步进电机通过端盖324悬装于Y向轨道组件上，并与其中一套Y向轨道组件的第

二齿同步轮连接；所述Y向轨道组件包括第二连接光杆319、第二固定架307、第二齿同步轮

320以及第二齿型皮带321，所述第二连接光杆319通过第二固定架307水平悬装于壳体顶

部，所述第二连接光杆319端部各套设一第二齿同步轮320和第二套筒305，所述第二连接光

杆319与第一连接光杆316交错排列连接成一水平悬装于壳体顶部的矩形结构；第二齿型皮

带321两端通过两个第二齿同步轮  320张紧，并且第二齿型皮带321与第二齿同步轮320啮

合，使得第二齿型皮带321在两个第二齿同步轮320带动下周向转动；所述第二齿型皮带321

上固设一Y向导轨限位块318，作为Y向移动部的两块Y向导轨限位块之间安装第一限位光杆

315，并且所述第一限位光杆315上配装一用于安装熔融输送模块的滑移块311，滑移块上设

有两个水平设置的通孔，两个通孔的水平中心轴相互垂直，第一个可以作为X向通孔，插入

第一限位光杆315；第二个通孔可以作为Y向通孔，插入第二限位光杆，且两个通孔内均配有

通孔套筒201，滑移块311套设在第二限位光杆322上，并且第二限位光杆322的两端部分别

与同侧的Y向导轨限位块固接，第二固定架307有两个通孔部分，两个通孔部分设置限位器

312；定义第二连接光杆的长度方向为  Y向。

[0037] 供料单元21包括第一步进电机211和线材输送机构212，所述线材输送机构212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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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于横梁上，第一步进电机211通过螺栓与线材输送机构固接，第一步进电机211的输出齿

轮与线材输送机构的动力输入齿轮啮合，用于带动线材输送机构上的动力输入齿轮转动并

定量输送线材，使线材输送至熔融输送模块的加热块处。

[0038] 所述熔融输送单元20包括第一连接环202、加热块203、铜导管、喷头206以及温度

检测块205，加热块203固设于Y轴水平移动机构的Y向移动部，并随Y向移动部同步移动；加

热块203套设于铜导管的外部，上部嵌装第一连接环202，下部固装温度检测块205，加热块

203的加热连接端通过导线与打印控制器的加热电路相应信号连接端口电连接，用于对置

于加热块内腔的铜导管进行加热；铜导管的上端套有第一连接环，铜导管的下端与喷头相

连通，形成可对线材进行熔融并喷涂的熔融通路，其中喷头对准打印平台，以对打印平台进

行喷涂。

[0039] 所述的Z轴升降装置4分别对称安装在壳体两侧立柱外侧，包括光杆固定架401、竖

直导杆402、固定螺栓403、套筒404、电机固定架405、第三步进电机406、丝杆407、连接环408

和联轴器409，第三步进电机安装在电机固定架405上，并由固定螺栓固定连接在壳体框架

的底部，所述的第三步进电机的输出轴通过联轴器与所述丝杆的下端固接；丝杆的上端穿

过光杆固定架上的通孔；所述连接环套设在丝杆外部，二者螺接组成丝杆螺母副，并连接环

通过固定螺栓与打印平台紧固在一起；所述竖直导杆的下端套有套筒404，并通过紧固螺栓

与电机固定架固接，竖直导杆的上端从光杆固定架的通孔内穿出；光杆固定架的薄板部分

通孔处配有固定螺栓，固定设置于外壳的立柱的上端，用于Z轴方向极限位置的限位。

[0040] 所述的打印平台51包括板体501和打印底座502，所述打印底座与电机固定架固

接，所述的板体与打印底座通过螺栓固定连接，且螺栓表面套有弹簧，并放置于板体与底座

之间。

[0041] 实施例2如图1、2所示，一种用于教学和家庭的小型一体化3D  打印机，包括外壳1、

物料供给装置2、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3、升降式模型承载装置5以及打印控制装置，该打

印机呈立方体状便于放置，其中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3安装在立方体打印机的顶部，物料

供给装置的供料模块固定在打印机外表面，熔融输送模块安装在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3

上，由该装置控制物料供给端的X、Y方向的位置。升降式模型承载装置的Z轴升降装置4安装

在打印机的内部侧面，打印平台5安装在Z轴升降装置4上，由其控制Z方向的位置。升降式模

型承载装置包括打印平台5和Z轴升降装置4，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3安装在外壳1的横梁

上，Z轴升降装置4对称安装在外壳1的两侧面上，打印平台5安装在Z轴升降装置的底部。

[0042] 所述的外壳呈立方体状，包括壳体以及铰接在壳体上的挡板，壳体具有一用于安

装并打印的打印腔，且外壳顶部设有用于观察打印腔内打印情况的天窗，外壳侧挡板上设

有用于在打印腔取放物品的取放口，并在取放口处铰接挡门；壳体包括框架以及围挡在壳

体外部的挡板，框架包括四个立柱及八根横杆，左右两面各有一根横梁，用于安装光杆固定

架401。立方体的八个面均有透明塑料挡板隔开，保证加工安全。于外壳的正面设有打印控

制器，使用时，该装置与外部电源连接并分别控制本装置上的喷头205的加热、风扇206的转

动，以及各个步进电机的运转和停止等动作，本装置中的电机均采用步进电机能够在在一

定程度上控制转动角度从而保持一定的精度，实现定量转动，将经3D模型软件导出的程度

导入打印控制器上，并在打印控制器上的控制面板上选择各种操作功能即可打印物品，具

体打印控制器以及3D模型设计软件目前有公开的技术方案，并且其原理和算法也不是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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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的技术特征所在故对其不做赘述。

[0043] 如图1、3所示，所述的物料供给装置包括供料模块21和熔融输送模块20两个模块，

所述的供料模块21包括第一步进电机211，所述的第一步进电机211通过螺栓与线材输送机

构212固定连接，并固定于外壳1的横梁上，第一步进电机211定量转动带动线材输送机构 

212上的齿轮转动并定量输送线材，使线材输送至熔融输送模块20 的加热块203处。为保证

喷头线性运动的灵活性，所述的熔融输送模块20固定在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3的光杆交

点处，并通过喷头固定架307的轴承套在两根光杆上滑动来实现X、Y方向的打印工作，所述

的加热块203上端嵌入铜导管，铜导管上端套有连接环202，加热块203下端设有温度检测块

205、喷头206，温度检测块205检测加热温度，待加热温度至所设定的温度时，由喷头206将

熔融的线材挤出至打印平台501上，所述的第二固定架307上还设有风扇，用于喷头206的散

热。

[0044] 如图4所示，所述的喷头水平位置调节装置3由一个X轴步进电机和一个Y轴步进电

机作为动力原件，X轴步进电机313、Y轴步进电机分别带动相应的第一齿型皮带306、第二齿

型皮带传动，第一齿型皮带306、第二齿型皮带经过第一齿同步轮303、第二齿同步轮，这样

第一连接光杆、第二连接光杆就会进行回转运动通过第一齿型皮带306、第二齿型皮带带动

X向导轨限位块、Y向导轨限位块，使其在第一连接光杆、第二连接光杆上做直线往复运动。

这时被固定在X 向导轨限位块、Y向导轨限位块的第一连接光杆、第二连接光杆就分别在X、

Y方向上做线性往复运动，从而带动了熔融输送模块20在  X、Y方向的快速运动。此传动机构

让喷头在X、Y方向的运动速度相同。打印过程中模型相对于是静止的，只通过喷头的运动实

现打印，整体运动稳定，定位精确。可让打印机实现快速、精确地打印。所述喷头固定架307

有两个通孔部分，两个通孔部分里面有滑移块311，以减少喷头固定架307光杆的摩擦，限位

器312位于第一固定架504  右侧，用于检测X轴负方向的极限位置。

[0045] 如图5所示，所述的Z轴升降装置4，包括两个第三步进电机406，分别安装在底盘的

两侧，由电机固定架405与打印底座502相连。第三步进电机通过联轴器409与丝杆407相连，

通过连接环408来实现承载装置与丝杆的联动，使得丝杆在第三步进电机驱动下绕自身中

心轴旋转时，连接环可沿丝杆轴向升降，以带动打印平台纵向升降。两根竖直导杆402通过

导杆套筒404与打印平台配合，并通过光杆固定架401限位固定，起到的提高稳定性和导向

的作用。光杆固定架401  固定在外壳1的横梁上。该产品采用双丝杆对称布置的设计方案，

使传动平稳可靠。

[0046] 如图6所示，升降式模型承载装置5包括打印平台501和Z轴升降装置，所述的打印

平台501通过螺栓与打印底座502连接，且螺栓表面套有弹簧，并放置于打印平台501与打印

底座502之间，所述的打印底座502上设有6对孔，分别用于导杆套筒402和连接环408的固

定。打印平台501主要是提供打印时的热量并支撑着打印模型。该产品采用铝基板热床来代

替传统的PCB板热床，相比传统的PCB板热床，铝基板热床的强度、导热性都比PCB板好，而且

熔融的耗材对铝基板热床的粘结度也更高。

[0047] 本说明书实施例所述的内容仅仅是对发明构思的实现形式的列举，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不应当被视为仅限于实施例所陈述的具体形式，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也包括本领域技术

人员根据本发明构思所能够想到的等同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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