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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及其打印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包括

可沿Y轴移动的龙门式走行机构，所述龙门式走

行机构支腿之间设有可沿Z轴升降的工作台，所

述龙门式走行机构上设有3D打印装置，所述3D打

印装置包括打印头，以及用于安装打印头并能驱

动打印头旋转和沿Z轴移动的小幅升降装置，所

述小幅升降装置设在龙门式走行机构的横梁上

并可沿X轴移动，所述的3D打印装置还包括能为

打印头输送打印物料的供料系统，本发明还公开

了一种超大型3D打印方法，从而实现超大型3D打

印构件的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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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沿Y轴设置并固定的导轨(7)和能在导轨

(7)上沿Y轴移动的龙门式走行机构(1)，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1)的两支腿和横梁为相固定

的一体化结构，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1)两支腿上分别设有与导轨(7)相配合从而使得龙门

式走行机构(1)沿Y轴移动的移动部(11)，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1)支腿之间设有可沿Z轴升

降的工作台(2)，所述工作台(2)有一个以上，每个所述的工作台(2)上连接有能驱动其沿Z

轴移动，以及驱动其相对水平面转动倾斜的升降装置(4)，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1)上设有

3D打印装置(3)，所述3D打印装置(3)包括打印头(31)，以及用于安装打印头(31)并能驱动

打印头(31)旋转和沿Z轴移动的小幅升降装置(32)，所述小幅升降装置(32)设在龙门式走

行机构(1)的横梁上并可沿X轴移动，所述的3D打印装置(3)还包括能为打印头(31)输送打

印物料的供料系统(33)，所述供料系统(33)包括安装在龙门式走行机构(1)的横梁上且可

沿X轴移动的、并用于提供即时打印物料的小料斗(331)，以及安装固定在龙门式走行机构

(1)的支腿上方随龙门式走行机构(1)移动的并用于储存打印物料的大料斗(332)，所述大

料斗(332)和小料斗(331)通过管道连接，在所述的小料斗(331)内的打印物料低于设定值

时，所述的大料斗(332)往小料斗(331)内输送打印物料。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小幅升降装置

(32)沿X轴移动的宽度介于0至100m之间，所述的打印头(31)沿Z轴的移动的范围介于0至3m

之间，且旋转角度介于0至360度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

(1)沿Y轴移动的长度主要取决于导轨(7)的安装长度，其介于0至200m之间。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2)沿Z轴移

动的高度介于0至50m之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

(1)支腿端上安装有用于放置工具和材料的工具库(5)，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1)的横梁上

设有可沿X轴移动并能够抓取工具库(5)中的工具或者材料进行工作的机械手(6)。

6.一种应用权利要求1所述的超大型3D打印系统的超大型3D打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A：启动所述超大型3D打印系统，通过升降装置(4)分别调整各个工作台(2)的高度和相

对水平面的倾斜角度；

B：所述的打印头(31)由小幅升降装置(32)以及龙门式走行机构(2)带动做X、Y方向的

运动以实现当前层的打印，在此步骤中当所述供料系统(33)中的小料斗(331)内的原料消

耗到一定程度达到设定值时，大料斗(332)输送原料到小料斗(331)内，以满足其短时间的

打印需求；

C：当前层打印结束后，所述小幅升降装置(32)带动打印头(31)沿Z轴提升一个打印层

的高度，然后开始进行下一层的打印，如此循环一定的层数；

D：当所述打印头(31)在小幅升降装置(32)驱动下提升数个打印层高度后达到小幅升

降装置(32)设定的高度时，对应的工作台(2)在升降装置(4)的驱动下下降一定的高度，打

印头(31)在小幅升降装置(32)的带动下下降同样的高度,再重复步骤B至步骤C，实现高度

较大产品的3D打印。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超大型3D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

(1)上安装有用于放置工具和材料的工具库(5)，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1)的横梁上设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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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X轴移动并能够抓取工具库(5)中的工具或者材料进行工作的机械手(6)，所述工具库(5)

放置有预埋配件以及用于超声波抛光、超声波焊接、纤维缠绕的工具及相应材料；

在步骤B至步骤C中，当打印到放置预埋配件的设定位置时，所述的机械手(6)抓取并预

埋相关的预埋配件在打印件中；

在步骤B至步骤C中，当内外表面有抛光要求时，所述的机械手(6)抓取超声波抛光工具

将所需抛光位置上已打印部分的表面进行超声波抛光；

在步骤B至步骤C中，当打印到设定的焊接位置时，所述的机械手(6)抓取超声波焊接工

具将设定位置上已打印部分进行超声波焊接；

在步骤B至步骤C中，当打印到设定的玻璃钢化处理位置时，所述的机械手(6)抓取纤维

缠绕工具和材料将设定位置上已打印部分进行玻璃钢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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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及其打印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本发明还涉及一种运用打印系统的超大型3D

打印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3D打印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标杆性技术，3D打印技术在制造业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一是能够快速输出一些难以手工或机械工具完成的立体模型，二是大型金属结构件直

接制造，其在汽车、航空等工业领域已经初露锋芒。大型3D打印基本都采用了龙门式走行机

构在一个固定的平面内进行打印，其打印高度都是采用一个较大长度的Z向移动机构来带

动打印头来实现，但如Z向移动机构高度越大，则其打印精度就越难以得到保证，因此，目前

大型打印构件的高度最多就只能达到几米高，且这些大型3D打印机也只能打印建筑结构这

类精度要求非常低下的大型构件，对于超大型打印构件则无法实现。

[0003] 本发明就是基于这种情况作出的。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目的是克服了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简单的能够打印超大型构件的超

大型3D打印系统。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可沿Y轴移动的龙门式走行机构，所述

龙门式走行机构支腿之间设有可沿Z轴升降的工作台，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上设有3D打印

装置，所述3D打印装置包括打印头，以及用于安装打印头并能驱动打印头旋转和沿Z轴移动

的小幅升降装置，所述小幅升降装置设在龙门式走行机构的横梁上并可沿X轴移动，所述的

3D打印装置还包括能为打印头输送打印物料的供料系统。

[0007] 如上所述的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工作台有一个或一个以

上，每个所述的工作台上连接有能驱动其沿Z轴移动，以及驱动其相对水平面转动倾斜的升

降装置。

[0008] 如上所述的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供料系统包括安装在龙门

式走行机构的横梁上且可沿X轴移动的、并用于提供即时打印物料的小料斗，以及安装在龙

门式走行机构的支腿上方的并用于储存打印物料的大料斗，在所述的小料斗内的打印物料

低于设定值时，所述的大料斗往小料斗内输送打印物料。

[0009] 如上所述的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小幅升降装置沿X轴移动

的宽度介于0至100m之间，所述的打印头沿Z轴的移动的范围介于0至3m之间，且旋转角度介

于0至360度之间。

[0010] 如上所述的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超大型3D打印系统还包

括导轨，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两支腿上分别设有与导轨相配合从而使得龙门式走行机构沿

Y轴移动的移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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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如上所述的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沿Y轴移动

的长度主要取决于导轨的安装长度，其介于0至200m之间。

[0012] 如上所述的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工作台沿Z轴移动的高度介

于0至50m之间。

[0013] 如上所述的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支腿端上

安装有用于放置工具和材料的工具库，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的横梁上设有可沿X轴移动并

能够抓取工具库中的工具或者材料进行工作的机械手。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超大型3D打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15] A：启动超大型3D打印系统，所述的超大型3D打印系统包括设可沿Y轴移动的龙门

式走行机构，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两支腿之间设有可沿Z轴升降的工作台，所述的工作台有

一个或一个以上，每个所述的工作台上连接有能驱动其沿Z轴移动，以及驱动其相对水平面

转动倾斜的升降装置,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上设有3D打印装置，所述3D打印装置包括打印

头，以及用于安装打印头并能驱动打印头旋转和沿Z轴移动的小幅升降装置，所述小幅升降

装置设在龙门式走行机构横梁上并可沿X轴移动，所述的3D打印装置还包括能为打印头输

送打印物料的供料系统,所述供料系统包括安装在小幅升降装置上的并用于提供即时打印

物料的小料斗，以及安装在龙门式走行机构的支腿上方的并用于储存打印物料的大料斗，

在所述的小料斗内的打印物料低于设定值时，所述的大料斗往小料斗内输送打印物料；

[0016] B：所述的打印头由小幅升降装置以及龙门式走行机构带动做X、Y方向的运动以实

现当前层的打印，在此步骤中当所述供料系统中的小料斗内的原料消耗到一定程度达到设

定值时，大料斗输送原料到小料斗内，以满足其短时间的打印需求；

[0017] C：当前层打印结束后，所述小幅升降装置带动打印头沿Z轴提升一个打印层的高

度，然后开始进行下一层的打印，如此循环一定的层数；

[0018] D：当所述打印头在小幅升降装置驱动下提升数个打印层高度后达到小幅升降装

置设定的高度时，对应的工作台在升降装置的驱动下下降一定的高度，打印头在小幅升降

装置的带动下下降同样的高度,再重复步骤B至步骤C，实现高度较大产品的3D打印。

[0019] 如上所述的一种超大型3D打印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上安装有

用于放置工具和材料的工具库，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的横梁上设有可沿X轴移动并能够抓

取工具库中的工具或者材料进行工作的机械手，所述工具库放置有预埋配件以及用于超声

波抛光、超声波焊接、纤维缠绕的工具及相应材料；

[0020] 在步骤B至步骤C中，当打印到放置预埋配件的设定位置时，所述的机械手抓取并

预埋相关的预埋配件在打印件中；

[0021] 在步骤B至步骤C中，当内外表面有抛光要求时，所述的机械手抓取超声波抛光工

具将所需抛光位置上已打印部分的表面进行超声波抛光；

[0022] 在步骤B至步骤C中，当打印到设定的焊接位置时，所述的机械手抓取超声波焊接

工具将设定位置上已打印部分进行超声波焊接；

[0023] 在步骤B至步骤C中，当打印到设定的玻璃钢化处理位置时，所述的机械手抓取纤

维缠绕工具和材料将设定位置上已打印部分进行玻璃钢化处理。

[002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有如下优点：

[0025] 1、通过工作台的升降配合，从而实现高度较大产品的3D打印，而打印宽度由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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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走行机构的横梁跨度来决定，其宽度可以达到几米到上百米，而打印长度则通过龙门式

走行机构沿Y轴移动的距离长度决定，从而实现超大型物品(如建筑、船舶、飞机、汽车等)的

打印。

[0026] 2、所述的工作台有一个或以上，每个工作台可由一个或者多个升降装置带动其沿

向移动实现其高度方向的变化，使得不同的工作台可以具有相同或不同的高度，并且每个

工作台与水平面之间的角度都可以分别进行调节，这样就可以实现不同高度水平面甚至将

工作台倾斜一定角度等多种形式的打印方式。

[0027] 3、所述供料系统包括小料斗和大料斗，在所述的小料斗内的打印物料低于设定值

时，所述的大料斗往小料斗内输送打印物料，所述大料斗固定在龙门式走行机构的支腿上

方，用于主要打印物料的储存，而小料斗主要是为打印头提供即时打印物料。这样既可解决

当打印件面积大，如果物料在打印系统以外通过管道输送则将导致输送管道长度的增长所

带来的输送困难、输送能耗高等问题，也减少了当所有物料放在龙门式走行机构横梁上，将

增大龙门式走行机构横梁压力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0028] 4、通过小幅升降装置控制打印头相对其做小幅升降，从而保证3D打印的精度，同

时实现了超大型物品的打印，提升了3D打印的生产效率，降低了打印过程的能源消耗，也缩

短了生产周期。

【附图说明】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作进一步详细说明，其中：

[0030] 图1是本发明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的结构示意图；

[0031] 图2是多个工作台及其对应的升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33] 如图1至图2所示的一种超大型3D打印系统，包括设在X轴方向上并可沿Y轴移动的

龙门式走行机构1，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1两支腿之间设有可沿Z轴升降的工作台2，所述龙

门式走行机构1上设有3D打印装置3，所述3D打印装置3包括打印头31，以及用于安装打印头

31并能驱动打印头31旋转和沿Z轴移动的小幅升降装置32，所述小幅升降装置32设在龙门

式走行机构1横梁上并可沿X轴移动，所述的3D打印装置3还包括能为打印头31输送打印物

料的供料系统33。3D打印过程中，所述的小幅升降装置32带动打印头31沿X轴移动，所述龙

门式走行机构1带动小幅升降装置32和打印头31一起做Y轴移动，从而实现打印构件8在一

个平面层的打印；所述的小幅升降装置32能够带动打印头31在Z轴上做小幅的升降移动，当

当前层打印结束后，所述小幅升降装置32带动打印头31沿Z轴提升一个打印层的高度，然后

开始进行下一层的打印，如此循环一定的层数；当所述打印头31在小幅升降装置32驱动下

提升数个打印层高度后达到小幅升降装置32设定的高度时，对应的工作台2在Z轴方向上下

降一定的高度，打印头31在小幅升降装置32的带动下下降同样的高度,再重复上述打印过

程。通过小幅升降装置32控制打印头31相对其做小幅升降，从而保证3D打印的精度，同时通

过工作台2的升降配合，从而实现高度较大产品的3D打印，而打印宽度由龙门式走行机构1

的横梁跨度来决定，其宽度可以达到几米到上百米，而打印长度则通过龙门式走行机构1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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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轴移动的距离长度决定，从而实现超大型物品(如建筑、船舶、飞机、汽车等)的打印。

[0034] 所述的工作台2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每个所述的工作台2上连接有能驱动其沿Z

轴移动，以及驱动其相对水平面转动倾斜的升降装置4，每个工作台2可由一个或者多个升

降装置4带动其沿Z向移动实现其高度方向的变化，使得不同的工作台2可以具有不同的高

度，如打印房屋时，由于洗手间的沉箱需要低于房屋的地面一定的高度，则可以采用多个升

降工作台2，从而避免地面部分要悬空起来打印困难的问题；并且每个工作台2与水平面之

间的角度都可以分别进行调节，如在悬空式打印时可以将工作台2倾斜，从而可以实现无需

支架支撑实现悬空打印；这样就可以实现不同高度水平面甚至将工作台2倾斜一定角度等

多种形式的打印方式。

[0035] 所述供料系统33包括安装在龙门式走行机构1的横梁上且可沿X轴移动的、并用于

提供即时打印物料的小料斗331，以及安装在龙门式走行机构1的支腿上方的并用于储存打

印物料的大料斗332，在所述的小料斗331内的打印物料低于设定值时，所述的大料斗332往

小料斗331内输送打印物料。所述大料斗332固定在龙门式走行机构1的支腿上方，用于主要

打印物料的储存，而小料斗331主要是为打印头31提供即时打印物料，这样既可解决当打印

面积大，如果物料在打印系统以外通过管道输送则将导致输送管道长度的增长，也减少了

当所有物料放在龙门式走行机构1横梁上，其移动时给龙门式走行机构1横梁压力增大而带

来的一系列问题。

[0036] 所述的小幅升降装置32沿X轴移动的宽度介于0至100m之间，使得打印宽度能够满

足超大型产品的打印，同时随着大型龙门式走行机构技术的发展，所述的小幅升降装置32

沿X轴移动的宽度还可以在100m以上；所述的打印头31沿Z轴的移动的范围介于0至3m之间，

且旋转角度介于0至360度之间，从而使得打印头31沿Z轴的移动的同时保证打印精度。另

外，由于打印头31相对小料斗331的高度位置变化范围不大，因此，可以较为方便的将材料

输送到打印头31。

[0037] 所述的超大型3D打印系统还包括导轨7，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1两支腿上分别设有

与导轨7相配合从而使得龙门式走行机构1沿Y轴移动的移动部11，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1沿

Y轴移动的长度主要取决于导轨7的安装长度，其介于0至200m之间，使得打印长度能够满足

超大型产品的打印，所述的超大型3D打印系统的打印长度可以随着导轨7的增加实现无限

延长。

[0038] 所述工作台2沿Z轴移动的高度介于0至50m之间，实现超大高度的打印，从而解决

了当前3D打印普遍存在的不能实现超大高度(>6m)的物品打印的问题。

[0039] 所述龙门式走行机构1支腿上安装有用于放置工具和材料的工具库5，所述工具库

5中放置有预埋配件以及用于超声波抛光、超声波焊接、纤维缠绕的工具以及相应材料，所

述龙门式走行机构1的横梁上设有可沿X轴移动并能够抓取工具库5中的工具或者材料进行

工作的机械手6，从而使得在打印的过程中能够进行抛光、焊接与表面纤维缠绕等工作，能

够极大地提高3D打印的生产效率。

[0040] 一种超大型3D打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41] A：启动上述的超大型3D打印系统；

[0042] B：所述的打印头31由龙门式走行机构1、小幅升降装置32带动做X、Y方向的运动以

实现当前层的打印，在此步骤中当所述供料系统33中的小料斗331内的原料消耗到一定程

说　明　书 4/5 页

7

CN 107160684 B

7



度达到设定值时，大料斗332输送原料到小料斗331内，以满足其短时间的打印需求；

[0043] C：当前层打印结束后，所述小幅升降装置32带动打印头31沿Z轴提升一个打印层

的高度，然后开始进行下一层的打印，如此循环一定的层数；

[0044] D：当所述打印头31在小幅升降装置32驱动下提升数个打印层高度后达到小幅升

降装置32设定的高度时，对应的工作台2在升降装置4的驱动下下降一定的高度，打印头31

在小幅升降装置32的带动下下降同样的高度,再重复步骤B至步骤C，实现高度较大产品的

3D打印。

[0045] 在步骤B至步骤C中，当打印到放置预埋配件的设定位置时，所述的机械手6抓取并

预埋相关的预埋配件在打印件中；

[0046] 在步骤B至步骤C中，当打印到设定的抛光位置时，所述的机械手6抓取超声波抛光

工具将设定位置上已打印部分的表面进行超声波抛光；

[0047] 在步骤B至步骤C中，当打印到设定的焊接位置时，所述的机械手6抓取超声波焊接

工具将设定位置上已打印部分进行超声波焊接；

[0048] 在步骤B至步骤C中，当打印到设定的玻璃钢化处理位置时，所述的机械手6抓取纤

维缠绕工具和材料将设定位置上已打印部分进行玻璃钢化处理。

[0049] 所述的超大型3D打印方法打印精度好，实现了超大型物品的打印，提升了3D打印

的生产效率，缩短了生产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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