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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大型粉床喷液粘结式3D打

印机，包括可移动式粉床、双龙门机架、X轴运动

机构、Y轴运动机构、Z轴运动机构、铺粉装置和助

粘剂喷滴装置，X轴运动机构、Y轴运动机构和Z轴

运动机构彼此之间互相垂直，Y轴运动机构连接

双龙门机架和Z轴运动机构，助粘剂喷滴装置与X

轴运动机构连接并安装于铺粉装置侧面，铺粉装

置与Z轴运动机构相连，粉床驱动机构驱动粉床

进行往复移动以扩展打印面积。本发明的有益效

果：采用粉末材料与粘结剂混合后铺设在粉床

上，然后通过助粘剂喷滴装置喷射助粘剂，与粘

结剂反应后固化成型，最终打印出三维实体，可

打印模型尺寸范围大，打印效率高，成本低廉，特

别适宜于大型工业化模型的制作快速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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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型粉床喷液粘结式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包括可移动式粉床、双龙门机架、X

轴运动机构、Y轴运动机构、Z轴运动机构、铺粉装置和助粘剂喷滴装置，所述可移动式粉床

包括粉床驱动机构和粉床，所述粉床位于所述双龙门机架内部，所述粉床驱动机构连接所

述粉床并可驱动所述粉床移动，所述Y轴运动机构设置于所述双龙门机架上部，所述Y轴运

动机构垂直连接所述Z轴运动机构，所述Z轴运动机构下端垂直连接所述X轴运动机构，所述

X轴运动机构连接所述铺粉装置和所述助粘剂喷滴装置，所述铺粉装置设置于所述粉床的

上方，所述铺粉装置包括铺粉料仓、开合电机和T型开合挡板，所述铺粉料仓背面贴紧所述T

型开合挡板，所述开合电机输出轴连接所述T型开合挡板，所述X轴运动机构、所述Y轴运动

机构和所述Z轴运动机构用于移动所述铺粉装置至预设位置，所述开合电机驱动所述T型开

合挡板向上移动打开所述铺粉料仓，所述开合电机驱动所述T型开合挡板向下移动关闭所

述铺粉料仓，所述铺粉装置用于向所述粉床上铺设粉末材料，所述助粘剂喷滴装置用于在

所述粉床上预设位置喷射助黏剂。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粉床喷液粘结式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粉床驱动

机构包括粉床支撑架、粉床驱动电机、光轴导轨滑台、光轴导轨和粉床驱动丝杠，所述粉床

驱动电机固定安装在所述粉床支撑架上，所述粉床驱动丝杠一端连接所述粉床驱动电机输

出轴，所述粉床驱动丝杠另一端连接所述粉床，所述粉床支撑架上部两侧各设有一所述光

轴导轨滑台，所述粉床底部两侧各设有一所述光轴导轨，每一所述光轴导轨穿过一所述光

轴导轨滑台并可滑动，所述粉床设置在所述光轴导轨上，所述粉床驱动电机通过驱动所述

粉床驱动丝杠带动所述粉床在所述光轴导轨上进行直线移动。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粉床喷液粘结式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铺粉料仓

为直角三棱柱，所述铺粉料仓上端连接所述Z轴运动机构，所述T型开合挡板上端固定在开

合挡板滑块上，所述开合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所述开合挡板滑块，所述铺粉料仓用于存储3D

打印粉末材料。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粉床喷液粘结式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助粘剂喷

滴装置包括助粘剂储液箱、供液泵和供液泵安装块，所述助粘剂储液箱安装在所述双龙门

机架一角，所述助粘剂储液箱通过助粘剂输送管与所述供液泵入口相连，所述供液泵出口

设有助粘剂喷嘴，所述供液泵安装在所述供液泵安装块上，所述供液泵安装块固定在所述X

轴运动机构上。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粉床喷液粘结式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X轴运动

机构包括X轴电机、同步带轮、X轴直线导轨和X轴直线导轨滑块，所述X轴电机安装在所述铺

粉料仓侧面，所述X轴电机输出轴连接所述同步带轮，所述同步带轮通过同步带连接所述X

轴直线导轨滑块，所述X轴直线导轨固定安装在所述铺粉料仓上，所述X轴电机通过所述同

步带驱动X轴导轨滑块在所述X轴直线导轨内沿X轴方向做直线运动。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大型粉床喷液粘结式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Y轴运动

机构包括Y轴横梁、Y轴丝杠和Y轴电机，所述Y轴横梁固定在所述双龙门架上，所述Y轴横梁

内设有所述Y轴直线导轨，所述Y轴直线导轨内设有Y轴滑块，所述Y轴横梁一侧设有Y轴丝杠

安装座，所述Y轴横梁另一侧设有Y轴电机安装座，所述Y轴丝杠安装在所述Y轴丝杠安装座

上，所述Y轴电机安装在所述Y轴电机安装座上，所述Y轴电机输出轴连接所述Y轴丝杠，所述

Y轴电机通过所述Y轴丝杠驱动所述Y轴滑块在Y轴方向上做直线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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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大型粉床喷液粘结式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Z轴运动

机构包括Z轴电机、Z轴丝杠和两对称设置的Z轴光轴导轨，两所述Z轴光轴导轨一端连接所

述铺粉料仓，另一端连接Z轴电机安装板，所述Z轴电机安装在所述Z轴电机安装板上，所述Z

轴电机输出轴连接所述Z轴丝杠，两所述Z轴光轴导轨套设有十字滑块，所述十字滑块分别

垂直连接所述Y轴丝杠和Z轴丝杠，所述十字滑块下端连接所述Y轴滑块上端，所述Z轴电机

通过所述Z轴丝杆带动所述铺粉装置和所述助粘剂喷滴装置沿Z轴方向做直线运动。

8.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大型粉床喷液粘结式3D打印机，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液泵为

蠕动泵。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110328850 A

3



一种大型粉床喷液粘结式3D打印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3D打印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大型粉床喷液粘结式3D打印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3D打印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形式的3D打印设备不断出现。这些3D打印设备

大多为桌面级，只能打印尺寸较小的模型。而且3D打印机效率都较低，打印耗时长。打印材

料价格昂贵。因此急需开发一种打印效率较高的大尺寸三维模型的3D打印设备，以满足人

们对大尺寸模型的打印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有鉴于此，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大型粉床喷液粘结式3D打印机，能够快速

高效地完成大型三维模型的3D打印。

[0004]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一种大型粉床喷液粘结式3D打印机，包括可移动式粉床、双

龙门机架、X轴运动机构、Y轴运动机构、Z轴运动机构、铺粉装置和助粘剂喷滴装置，所述可

移动式粉床包括粉床驱动机构和粉床，所述粉床位于所述双龙门机架内部，所述粉床驱动

机构连接所述粉床并可驱动所述粉床移动，所述Y轴运动机构设置于所述双龙门机架上部，

所述Y轴运动机构垂直连接所述Z轴运动机构，所述Z轴运动机构下端垂直连接所述X轴运动

机构，所述X轴运动机构连接所述铺粉装置和所述助粘剂喷滴装置，所述铺粉装置设置于所

述粉床的上方，所述铺粉装置包括铺粉料仓、开合电机和T型开合挡板，所述铺粉料仓背面

贴紧所述T型开合挡板，所述开合电机输出轴连接所述T型开合挡板，所述X轴运动机构、所

述Y轴运动机构和所述Z轴运动机构用于移动所述铺粉装置至预设位置，所述开合电机驱动

所述T型开合挡板向上移动打开所述铺粉料仓，所述开合电机驱动所述T型开合挡板向下移

动关闭所述铺粉料仓，所述铺粉装置用于向所述粉床上铺设粉末材料，所述助粘剂喷滴装

置用于在所述粉床上预设位置喷射助黏剂。

[0005] 进一步地，所述粉床驱动机构包括粉床支撑架、粉床驱动电机、光轴导轨滑台、光

轴导轨和粉床驱动丝杠，所述粉床驱动电机固定安装在所述粉床支撑架上，所述粉床驱动

丝杠一端连接所述粉床驱动电机输出轴，所述粉床驱动丝杠另一端连接所述粉床，所述粉

床支撑架上部两侧各设有一所述光轴导轨滑台，所述粉床底部两侧各设有一所述光轴导

轨，每一所述光轴导轨穿过一所述光轴导轨滑台并可滑动，所述粉床设置在所述光轴导轨

上，所述粉床驱动电机通过驱动所述粉床驱动丝杠带动所述粉床在所述光轴导轨上进行直

线移动。

[0006] 进一步地，所述铺粉料仓为直角三棱柱，所述铺粉料仓上端连接所述Z轴运动机

构，所述T型开合挡板上端固定在开合挡板滑块上，所述开合电机的输出轴连接所述开合挡

板滑块，所述铺粉料仓用于存储3D打印粉末材料。

[0007] 进一步地，所述助粘剂喷滴装置包括助粘剂储液箱、供液泵和供液泵安装块，所述

助粘剂储液箱安装在所述双龙门机架一角，所述助粘剂储液箱通过助粘剂输送管与所述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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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泵入口相连，所述供液泵出口设有助粘剂喷嘴，所述供液泵安装在所述供液泵安装块上，

所述供液泵安装块固定在所述X轴运动机构上。

[0008] 进一步地，所述X轴运动机构包括X轴电机、同步带轮、X轴直线导轨和X轴直线导轨

滑块，所述X轴电机安装在所述铺粉料仓侧面，所述X轴电机输出轴连接所述同步带轮，所述

同步带轮通过同步带连接所述X轴直线导轨滑块，所述X轴直线导轨固定安装在所述铺粉料

仓上，所述X轴电机通过所述同步带驱动X轴导轨滑块在所述X轴直线导轨内沿X轴方向做直

线运动。

[0009] 进一步地，所述Y轴运动机构包括Y轴横梁、Y轴丝杠和Y轴电机，所述Y轴横梁固定

在所述双龙门架上，所述Y轴横梁内设有所述Y轴直线导轨，所述Y轴直线导轨内设有Y轴滑

块，所述Y轴横梁一侧设有Y轴丝杠安装座，所述Y轴横梁另一侧设有Y轴电机安装座，所述Y

轴丝杠安装在所述Y轴丝杠安装座上，所述Y轴电机安装在所述Y轴电机安装座上，所述Y轴

电机输出轴连接所述Y轴丝杠，所述Y轴电机通过所述Y轴丝杠驱动所述Y轴滑块在Y轴方向

上做直线运动。

[0010] 进一步地，所述Z轴运动机构包括Z轴电机、Z轴丝杠和两对称设置的Z轴光轴导轨，

两所述Z轴光轴导轨一端连接所述铺粉料仓，另一端连接Z轴电机安装板，所述Z轴电机安装

在所述Z轴电机安装板上，所述Z轴电机输出轴连接所述Z轴丝杠，两所述Z轴光轴导轨套设

有十字滑块，所述十字滑块分别垂直连接所述Y轴丝杠和Z轴丝杠，所述十字滑块下端连接

所述Y轴滑块上端，所述Z轴电机通过所述Z轴丝杆带动所述铺粉装置和所述助粘剂喷滴装

置沿Z轴方向做直线运动。

[0011] 进一步地，所述供液泵为蠕动泵。

[0012] 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带来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一种大型粉床喷液粘

结式3D打印机，采用粉末材料与粘结剂混合后铺设在粉床上，然后通过助粘剂喷滴装置喷

射助粘剂，与粘结剂反应后固化成型，最终打印出三维实体，粉床可通过粉床驱动机构驱动

进行移动，以扩展打印机的打印范围从而实现大尺寸模型的打印，本发明打印效率高，成本

低廉，特别适宜于大型工业化模型的制作快速制作。可面向企业、学校等用户进行模型制

造，又可满足个人个性化的需求。

附图说明

[0013] 图1是一种大型粉床喷液式3D打印机整体示意图。

[0014] 图2是图1中X轴运动机构3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3是图1中铺粉装置6与助粘剂喷滴装置7的结构示意图。

[0016] 图4是图1中助粘剂喷滴装置7的背面示意图。

[0017] 图中：1-可移动式粉床，11-粉床支撑架，12-粉床驱动电机，13-光轴导轨滑台，14-

光轴导轨，15-粉床驱动丝杠，16-粉床，2-双龙门机架，3-X轴运动机构，31-X轴电机，32-同

步带轮，33-同步带，34-X轴直线导轨，35-X轴直线导轨滑块，4-Y轴运动机构，41-Y轴横梁，

42-Y轴直线导轨，43-Y轴丝杠安装座，44-Y轴丝杠，45-Y轴滑块，46-Y轴电机，47-Y轴电机安

装座，5-Z轴运动机构，51-十字滑块，52-Z轴光轴导轨，53-Z轴电机安装板，54-Z轴电机，55-

Z轴丝杠，6-铺粉装置，61-铺粉料仓，62-开合电机，63-T型开合挡板，64-开合挡板滑块，65-

粉末出口，7-助粘剂喷滴装置，71-助粘剂储液箱，72-助粘剂输送管，73-供液泵，74-助粘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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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嘴，75-供液泵安装块。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实施方

式作进一步地描述。

[0019] 请参考图1和图2，本发明的实施例提供了一种大型粉床喷液粘结式3D打印机，包

括可移动式粉床1、双龙门机架2、X轴运动机构3、Y轴运动机构4和Z轴运动机构5、铺粉装置6

和助粘剂喷滴装置7。

[0020] 所述可移动式粉床1包括粉床驱动机构和粉床16，所述粉床驱动机构包括粉床支

撑架11、粉床驱动电机12、光轴导轨滑台13、光轴导轨14和粉床驱动丝杠15，所述粉床驱动

电机12固定安装在所述粉床支撑架11上，所述粉床驱动丝杠15一端连接所述粉床驱动电机

12输出轴，所述粉床驱动丝杠15另一端连接所述粉床16，所述粉床支撑装置11上部两侧各

设有一光轴导轨滑台13，所述粉床16底部两侧各设有一所述光轴导轨14，每一所述光轴导

轨14穿过一所述光轴导轨滑台13并可滑动，所述粉床16设置在所述光轴导轨14上，所述粉

床驱动电机12通过驱动所述粉床驱动丝杠15带动所述粉床16沿着所述光轴导轨14上进行

直线往复移动，从而扩展3D打印面积。

[0021] 所述X轴运动3机构包括X轴电机31、同步带轮32、X轴直线导轨34和X轴直线导轨滑

块35，所述X轴电机31安装在所述铺粉装置6一侧，所述X轴电机31输出轴连接所述同步带轮

32，所述同步带轮32通过同步带33连接所述X轴直线导轨滑块35，所述X轴直线导轨34固定

安装在所述铺粉装置6上，所述X轴电机31通过所述同步带33驱动所述X轴导轨滑块35在所

述X轴直线导轨34内沿X轴方向做直线运动。

[0022] 所述Y轴运动机构4包括Y轴横梁41、Y轴丝杠44和Y轴电机46，所述Y轴横41梁固定

在所述双龙门架2上，所述Y轴横梁41内设有所述Y轴直线导轨42，所述Y轴直线导轨42内设

有Y轴滑块45，所述Y轴横梁41一侧设有Y轴丝杠安装座43，所述Y轴横梁41另一侧设有Y轴电

机安装座47，所述Y轴丝杠44安装在所述Y轴丝杠安装座43上，所述Y轴电机46安装在所述Y

轴电机安装座47上，所述Y轴电机46输出轴连接所述Y轴丝杠44，所述Y轴电机46通过所述Y

轴丝杠44驱动所述Y轴滑块45在Y轴方向上做直线运动。

[0023] 所述Z轴运动机构5包括Z轴电机54、Z轴丝杠55和两对称设置的Z轴光轴导轨53，两

所述Z轴光轴导轨53一端连接所述铺粉装置6，另一端连接Z轴电机安装板53，所述Z轴电机

54安装在所述Z轴电机安装板53上，所述Z轴电机54输出轴连接所述Z轴丝杠55，两所述Z轴

光轴导轨52套设有十字滑块51，所述十字滑块51分别垂直螺纹连接所述Y轴丝杠44和Z轴丝

杠55，所述十字滑块51下端连接所述Y轴滑块45上端，所述Z轴电机54通过所述Z轴丝杆55带

动所述铺粉装置6和所述助粘剂喷滴装置7沿Z轴方向做直线运动。

[0024] 请参考图3和图4，所述铺粉装置6包括铺粉料仓61、开合电机62和T型开合挡板63，

所述铺粉料仓61为直角三棱柱，所述铺粉料仓61上端连接所述Z轴光轴导轨52，所述铺粉料

仓61背面贴紧所述T型开合挡板63，所述铺粉料仓61下方设有粉末出口65，所述T型开合挡

板63上端固定在开合挡板滑块64上，所述开合电机62的输出轴连接所述开合挡板滑块64，

所述铺粉料仓61用于存储3D打印粉末材料，粉末材料包括基体材料和粘结剂，所述开合电

机62控制所述开合挡板滑块64向上移动带动所述T型开合挡板63向上移动，从而露出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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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出口65使得打印粉末从所述粉末出口65均匀铺设在所述粉床16上，所述开合电机62通

过控制所述开合挡板滑块64向下移动带动所述T型开合挡板63向下移动，从而关闭所述铺

粉料仓61使得不再铺设打印粉末。

[0025] 所述助粘剂喷滴装置7包括助粘剂储液箱71、供液泵73和供液泵安装块75，所述助

粘剂储液箱71安装在所述双龙门机架2一角，所述助粘剂储液箱71中储存有助粘剂，所述助

黏剂可与粉末材料中的粘结剂发生反应促进粉末材料的固化成型，所述助粘剂储液箱71通

过助粘剂输送管72与所述供液泵73入口相连所，所述供液泵73为蠕动泵，所述供液泵73出

口设有助粘剂喷嘴74，所述供液泵73安装在所述供液泵安装块75上，所述供液泵安装块75

连接所述X轴直线导轨滑块35，随着所述X轴导轨滑块35在所述X轴直线导轨34内沿X轴方向

做直线运动。

[0026] 本实施例中在进行粉末材料3D打印时，先由所述铺粉装置6在所述粉床16上均匀

铺设一层粉末材料，然后所述助粘剂喷滴装置7按预定轨迹进行喷射助粘剂，然后继续铺粉

和喷射助粘剂，通过层层堆积粘结直至三维模型成型；当需要打印的大型三维模型超出所

述X轴运动机构3、Y轴运动机构4和Z轴运动机构5的极限移动范围时，可通过移动所述粉床

16分幅面进行打印，当完成单幅面打印后，所述粉床驱动电机12驱动所述粉床16移动一段

距离，以扩展打印范围，然后继续铺粉完成下一幅面的打印，如此完成整个幅面的单层打印

后，接着按相同的方法进行下一层的打印，通过层层堆积粘结形成大型三维模型。

[0027] 本发明进行三维模型制造时的具体步骤为：

[0028] S1、3D打印前准备阶段：关闭所述铺粉料仓61，将粉末材料(包括基体材料和粘结

剂)混合均匀后装入所述铺粉料仓61中，将助粘剂装入所述助粘剂储液箱71中，清洗所述助

粘剂喷嘴74并确认没有堵塞；

[0029] S2、铺粉阶段：打开所述铺粉料仓61，所述Y轴运动机构4开始运动，将预定面积的

粉末材料均匀铺设在所述粉床16上后，关闭所述铺粉料仓61；

[0030] S3、粉层刮平阶段：通过所述Y轴运动机构4和所述Z轴运动机构5控制所述铺粉料

仓61的下沿将所铺设粉末材料刮平；

[0031] S4、喷射助粘剂阶段：启动所述供液泵73，同时通过所述X轴运动机构3、所述Y轴运

动机构4和所述Z轴运动机构5控制所述助粘剂喷嘴74按预定轨迹进行助粘剂的喷射，当助

粘剂喷射完成后，关闭所述供液泵73；如需进行分幅面打印，则通过所述粉床驱动电机12控

制所述粉床16移动一个幅面宽度，在新的幅面上继续执行铺粉、刮平和喷射助粘剂动作，直

至完成单层打印。如进行的是多层打印，则在完成第一层扫描后，所述Z轴运动机构5控制所

述铺粉装置6和所述助粘剂喷滴装置7上升一层厚的高度，继续进行第二层铺粉、刮平和喷

射助粘剂动作，如此循环，逐层粘结堆积直至完成三维模型，

[0032] S5、模型取出与材料回收阶段：当三维模型打印完成后，关闭打印机，将其周围未

参与成型的粉末材料去除后，将模型取出，并对未参与成型的粉末材料进行回收。

[0033] 在本文中，所涉及的前、后、上、下等方位词是以附图中零部件位于图中以及零部

件相互之间的位置来定义的，只是为了表达技术方案的清楚及方便。应当理解，所述方位词

的使用不应限制本申请请求保护的范围。

[0034] 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文中上述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互结合。

[003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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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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