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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多头分控3D打印机，纵向导轨为沿横向

导轨中间位置对称分布的两条导轨，每条纵向导

轨上对称设置两个挂载有3D打印头的打印头挂

载滑块，两条纵向导轨上的四个3D打印头在打印

平台的四个区域完成打印，且每完成一层打印，

打印平台在动力机构驱动下转动3.6度，以使四

个打印头所对的打印区域堆叠在下层相邻两个

打印区域的结合处上。本发明的四个打印头同时

作业，彼此不会产生干扰，大幅度提高了打印效

率，通过将打印平台设置成可转动的，这样在每

完成一层打印作业后将打印平台转动一定角度，

从而改变每个打印头的打印区域，形成不同打印

层间的错位堆叠，提高了打印产品的强度和稳定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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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多头分控3D打印机，包括打印基座（1）、设置在打印基座（1）上的横向导轨（2）、

纵向导轨（3）和竖向导轨（4），其中，横向导轨（2）的两端通过滑块丝杠机构在竖向导轨（4）

上往复滑动，纵向导轨（3）通过滑块丝杠机构在横向导轨（2）上往复滑动；其特征在于：所述

打印基座（1）上设置有由动力机构驱动其转动的打印平台（5），所述纵向导轨（3）为沿横向

导轨（2）中间位置对称分布的两条导轨，且每条纵向导轨（3）上沿其中间位置对称设置两个

打印头挂载滑块（6），每个打印头挂载滑块（6）下部挂载有3D打印头，两条纵向导轨（3）上的

四个3D打印头在打印平台（5）的四个区域完成打印，且每完成一层打印，打印平台（5）在动

力机构驱动下转动3.6度，以使四个打印头所对的打印区域堆叠在下层相邻两个打印区域

的结合处上；

所述横向导轨（2）为在竖向导轨（4）上同步运动的两条导轨，每条纵向导轨（3）分为断

开的两部分，在这两部分上均通过滑块丝杠机构设置打印头挂载滑块（6）；每条纵向导轨

（3）的两部分分别通过滑块丝杠机构在横向导轨（2）上单独运动；

所述滑块丝杠机构包括滑块（7）和与滑块（7）螺纹配合的丝杠（701），滑块（7）上具有容

纳电机（704）的腔室，电机（704）驱动丝杠（701）转动，进而带动滑块（7）沿丝杠（701）的方向

运动；在滑块（7）上与丝杠（701）平行的设置有供导轨穿过的滑动孔（702），以使滑块（7）在

导轨的引导下沿丝杠（701）运动；在滑块（7）与丝杠（701）垂直的方向上设置有若干供该方

向的导轨和丝杠穿过的通孔（703）。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头分控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导轨（2）和纵

向导轨（3）的两端设置有封闭导轨和丝杠末端的封头（8），竖向导轨（4）的顶部设置有连接

梁（1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多头分控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导轨（2）的中

部设置有将纵向导轨（3）的两条导轨隔开的隔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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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多头分控3D打印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到3D打印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多头分控3D打印机。

背景技术

[0002] 3D打印技术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此后马上出现第一波小高潮，美国很快

涌现出多家3D打印公司；1984年，Charles  Hull开始研发3D打印技术，1986年，他自立门户，

创办了世界上第一家3D打印技术公司（3DSystems公司也是目前3D市场领军者之一），同年

发布了第一款商用3D打印机。1988年，Scott  Crump发明了FDM热熔挤制成型技术，并于1989

年成立了现在的另一家3D打印上市公司Stratasys（NASDAQ：SSYS），该公司在1992年卖出了

第一台商用3D打印机。

[0003] 我国 从 1 9 9 1 年开始研究 3 D打印 技术 ，当时的 名称叫快速原型技术

（RapidPrototyping），即开发样品之前的实物模型；具体在国际上有几种成熟的工艺，分层

实体制造（LOM）、立体光刻（SL）、熔融挤压（FDM）、激光烧结（SLS）等，国内也在不断跟踪开

发。2000年前后，这些工艺从实验室研究逐步向工程化、产品化转化。由于做出来的只是原

型，而不是可以使用的产品，而且国内对产品开发也不重视，大多是抄袭，所以快速原型技

术在中国工业领域普及得很慢，全国每年仅销售几十台快速原型设备，主要应用于职业技

术培训、高校等教育领域。

[0004] 3D打印机操作员为系统人为的设定3D打印所需的参数，该参数预存在相应的存储

设备中或者就存在电脑里，打印机的控制系统从存储设备里或者从电脑里获取3D模型数

据，进行相应的分析，切片，再对切片后的2D图片进行路径规划，同时建立出合理的支撑部

分，最后由中控系统按照软件的设定自动生成3D打印机所需要的控制指令，即G代码。控制

板上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接受命令驱动相应的步进电机带动打印头进行工作。打印头开始吐

丝按照点动成线，线动成面的原理绘制2D图层，一层层的把模型制作出来，z轴的每次移动

量都是人为设定好的距离，也叫作层高。模型的打印完成之后,还需要后期的打磨，抛光，或

者上色等后续工作。

[0005] 3D打印技术在最近几年里实现爆发式的高速发展，尤其是在桌面级的3D打印领域

表现尤为突出。国内外很多的手办生产商3D打印爱好者都可以使用3D打印机，把自己设计，

改进的零件或者其他新奇作品低成本快速的制造出来，3D打印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层

堆积增材制造方式完美解决了开模制造的限制条件，极大地释放了设计师的想象力。

[0006] 然而3D打印机并非万能的，它的工作速度还做不到变魔术那样炫丽，以成本最低

的FDM型打印机来说，它的工作方式就和蚕吐丝做茧一样，属于慢工出细活，打印一个十公

分高的人像模型往往需要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等待是一个让人非常痛苦的过程。还有一

个特性就是打印精度每提高一倍，相应的最终成型所需时间也将成倍增加，这个是3D打印

制造方式所具有的属性。那么在这个精益求精的、快节奏的以及个性化的社会生活背景下，

低成本高效高精个性化的生产方式已然成为一个尚未得到满足的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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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多头分控3D打印机，该3D打印机具有四个同时工作的打

印头，而且四个打印头分区域独立运动，彼此不会产生干扰，通过将打印平台转动实现了不

同打印层间的堆叠，不仅大幅度提高了打印效率，而且四个打印头间也不会产生干扰，由于

不同层间相互错位叠合，也提高了打印产品的强度和稳定性。

[0008] 本发明为实现上述技术目的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多头分控3D打印机，包括

打印基座、设置在打印基座上的横向导轨、纵向导轨和竖向导轨，其中，横向导轨的两端通

过滑块丝杠机构在竖向导轨上往复滑动，纵向导轨3通过滑块丝杠机构在横向导轨上往复

滑动；所述打印基座上设置有由动力机构驱动其转动的打印平台，所述纵向导轨为沿横向

导轨中间位置对称分布的两条导轨，且每条纵向导轨上沿其中间位置对称设置两个打印头

挂载滑块，每个打印头挂载滑块下部挂载有3D打印头，两条纵向导轨上的四个3D打印头在

打印平台的四个区域完成打印，且每完成一层打印，打印平台在动力机构驱动下转动3.6

度，以使四个打印头所对的打印区域堆叠在下层相邻两个打印区域的结合处上。

[0009] 所述横向导轨为在竖向导轨上同步运动的两条导轨，每条纵向导轨分为断开的两

部分，在这两部分上均通过滑块丝杠机构设置打印头挂载滑块；每条纵向导轨的两部分分

别通过滑块丝杠机构在横向导轨上单独运动。

[0010] 所述滑块丝杠机构包括滑块和与滑块螺纹配合的丝杠，滑块上具有容纳电机的腔

室，电机驱动丝杠转动，进而带动滑块沿丝杠的方向运动；在滑块上与丝杠平行的设置有供

导轨穿过的滑动孔，以使滑块在导轨的引导下沿丝杠运动；在滑块与丝杠垂直的方向上设

置有若干供该方向的导轨和丝杠穿过的通孔。

[0011] 所述横向导轨和纵向导轨的两端设置有封闭导轨和丝杠末端的封头，竖向导轨的

顶部设置有连接梁。

[0012] 所述横向导轨的中部设置有将纵向导轨的两条导轨隔开的隔板。

[0013] 本发明的设计思路为：将3D简化成2D再简化成1D，就是在XYZ三个空间坐标的轴向

分别部署对应的滑块丝杠机构来实现打印喷头的空间坐标定位与位移控制，还可以控制其

位移速度，且滑块丝杠机构的动力来自步进电机，步进电机可以按照提前设定好的机械精

度进行工作，每次的位移都能够很好的进行控制。这里需要在传统的二维打印基础上对XY

平面进行四等分，就是把整个的打印平台分为四个小平台，每个打印头只负责打印分配到

它的区域进行打印工作，不能够跨界工作，但是打印头的活动范围定死是为了杜绝在同一

个平面内运动时，由于指令错误等不可预知因素造成打印头撞车的现象发生，但是，四个打

印头分四个区域打印，很难打印出一体的无缝的模型，因此，将打印平台设计成在动力机构

驱动下绕它的中心法线来进行往复的旋转运功，这样每打印一层之后，打印平台转动一定

角度，四个打印头继续打印的话，每个打印头所打印的区域就会堆叠在下层打印区域的交

界处上，从而像砌墙时压砖缝一样使得四个区域的四个部分完美的连接在一起。

[0014] 有益效果：本发明设置四个打印头，且四个打印头分别在打印平台的四个部分上

作业，这样可以实现四个打印头的同时作业，而且由于四个打印头分区域独立运动，彼此不

会产生干扰，从而大幅度提高了打印效率，通过将打印平台设置成可转动的，这样在每完成

一层打印作业后将打印平台转动一定角度，从而改变每个打印头的打印区域，形成不同打

印层间的错位堆叠，由于不同层间相互错位叠合，也提高了打印产品的强度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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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2为滑块丝杠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17] 附图标记：1、打印基座，2、横向导轨，3、纵向导轨，4、竖向导轨，5、打印平台，6、打

印头挂载滑块，7、滑块，701、丝杠，702、滑动孔，703、通孔，704、电机，8、封头，9、隔板，10、连

接梁。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如图所示，一种多头分控3D打印机，包括打印基座1、设置在打印基座1上的横向导

轨2、纵向导轨3和竖向导轨4，其中，横向导轨2的两端通过滑块丝杠机构在竖向导轨4上往

复滑动，纵向导轨3通过滑块丝杠机构在横向导轨2上往复滑动；所述打印基座1上设置有由

动力机构驱动其转动的打印平台5，所述纵向导轨3为沿横向导轨2中间位置对称分布的两

条导轨，且每条纵向导轨3上沿其中间位置对称设置两个打印头挂载滑块6，每个打印头挂

载滑块6下部挂载有3D打印头，两条纵向导轨3上的四个3D打印头在打印平台5的四个区域

完成打印，且每完成一层打印，打印平台5在动力机构驱动下转动3.6度，以使四个打印头所

对的打印区域堆叠在下层相邻两个打印区域的结合处上。

[0019] 以上为本发明的基本实施方式，可在以上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改进、优化和限定：

[0020] 如，所述横向导轨2为在竖向导轨4上同步运动的两条导轨，每条纵向导轨3分为断

开的两部分，在这两部分上均通过滑块丝杠机构设置打印头挂载滑块6；每条纵向导轨3的

两部分分别通过滑块丝杠机构在横向导轨2上单独运动；

[0021] 又如，所述滑块丝杠机构包括滑块7和与滑块7螺纹配合的丝杠701，滑块7上具有

容纳电机704的腔室，电机704驱动丝杠701转动，进而带动滑块7沿丝杠701的方向运动；在

滑块7上与丝杠701平行的设置有供导轨穿过的滑动孔702，以使滑块7在导轨的引导下沿丝

杠701运动；在滑块7与丝杠701垂直的方向上设置有若干供该方向的导轨和丝杠穿过的通

孔703；

[0022] 再如，本发明中的横向导轨2、纵向导轨3和竖向导轨4均可采用滚珠直线导轨，其

传动选用滚珠丝杠副传动；

[0023] 又再如，所述横向导轨2和纵向导轨3的两端设置有封闭导轨和丝杠末端的封头8，

竖向导轨4的顶部设置有连接梁10。

[0024] 最后，所述横向导轨2的中部设置有将纵向导轨3的两条导轨隔开的隔板9。

[0025] 本发明中，需要利用控制系统对四个打印头在每一个打印层的工作时间上进行统

一控制，四个打印头的打印速度可以不同，但是其在每层的工作时间必须相同，这个时间以

工作量最大的打印头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所用的最小时间为基准，而且是每一层的打印平

面都以此模式进行指令生成，使得四个打印头的分别控制直接在指令上进行协调统一，接

下来只需要保证各个步进电机能够准确地执行命令即可实现多头分控的打印模式；

[0026] 但是仅仅到此为止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四个打印头的交界处会出现明显接缝或焊

缝，会造成打印作品的薄弱环节，为此，当每一个打印平面结束之后，热床即绕其中心旋转

3.6度，在下一层打印工作开始之前对接缝进行抚平焊接处理，每一个大的平面完成都如此

进行，就能够完美的把之前的一条竖直的竖轴方向的接缝消隐分部在每一层里面，最终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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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像砌墙一样的压缝结构，合理的避免了四个喷头分区打印会造成零件薄弱环节的问题。

[0027] 本发明中所需要的打印头结构与传统的机构是不同的，四个打印头的喷嘴需要在

打印平台的法线位置形成点与线的重合，因此四个喷嘴需要沿打印平台半径向打印平台中

心偏转45°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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