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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不只 
在于表面所见
肉眼所不能见的地方才是决定最佳台式
3D打印机优劣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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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wis和Adrian遇到了一个难题。他们深知其不断壮大的设计团队需要提升效率，才能在竞争日益

激烈的市场中获得竞争优势。问题在于如何提升效率。他们听说了3D打印是如何通过加速设计流

程帮助其他公司提升效率的，因此决定也采用这种办法。但是哪款3D打印机适合他们呢？在这种

情况下，与其他人一样，他们决定先采取小规模使用的方案，购买了一台廉价的台式3D打印机。

这种故事听起来很熟悉吗？这在很多工作中并不罕见。而这种决策是否有所成效是不得而知的。

不可否认的是，3D打印的确具备可以改变业务成效的功能。但这种功能所带来的成效并不明显。

这实际上取决于您所做的选择。

3D 打印在消费者和业余电脑爱好者市场的普及使得入门级台式打印机变得越来越商品化，同时也

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选择。很多打印机看起来很相似，但并非都能实现相同的效果。 

实际上，并非所有3D打印机都能实现同样的效果——即使是同一类别的打印机，例如价格实惠

的台式打印机，也未必能够实现相同的效果。区分打印机好坏的标准在于其构思、设计和制造方

式，而非价格。成本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可以理解，但真正应该关注的是您应该为何种价值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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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打印机

第１根管道是使用专业的3D打印机制造的，该打印机内置 
硬件、软件和温度控制器，旨在达成一贯准确和专业的效果。

下图比较了四种FDM型打印机的成型效果。所有四种打印机都是入门级系统，但其设计、

制造方式和价格各不相同。样品部件是热塑性通风管道原型。

2号打印机 
虽然它可能看起来与1号打印机的结果没有什么不一样（颜

色除外），但其下部法兰有略微翘曲。在制作热塑性部件模

型时，需要足够的热量和严格的温度控制，才可生产出不翘

曲的宽大、扁平部件，这对于许多台式打印机来说一直是个

挑战。

3号打印机 
与2号打印机相比，此打印机制造出的法兰尺寸精度更差。这

种不准确意味着您将必须重新打印模型，这可能导致您难以实

现更快地制作原型并缩短开发时间的目标。

4号打印机 
此例中的整体成型失败可能是由多种错误原因导致的。若有

出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您需要考虑是否有排除故障和修复

此类问题时间和知识。

现实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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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购买3D打印机的原因是为了改善您的业务 — 无论是为了加快原型制作，还是为了加快设计迭代以降

低产品开发成本。但是，请记住：虽然任何3D打印机都可以制作部件，但并非每台打印机每次都能准

确地制作出部件，而且，需要不断地排除错误以防止出现打印效果不佳的情况。

最重要的是，打印机的输出质量与打印机设计的完整性直接相关。从打印机的制造方式到制造商的经验

和设计能力，这一切对打印机的性能（包括其稳定性和使用寿命）都有影响。

因此，廉价的台式打印机系统看似是一个合理的开始，您可能会勉强接受一台仅仅是“差不多”的3D 
打印机。

仅根据价格选择3D打印机比起一个可靠的商业决

策而言，更像是一场运气的游戏。廉价的打印机

虽然能够为您节省前期成本，但能够长期节省成

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例如，Lewis和Adrian的设计团队因客户犹豫不 
决和范围潜变导致的延误出现进度落后的情况。

他们之前将原型开发外包，但后面采购了台式打

印机，使公司内部具备了这一能力，以期减少等

待时间并进行更多的设计迭代。但是，相反的情

况发生了。他们的打印机并未达到他们所需的效

果。设计人员花费了大量时间准备CAD文件，

以供打印，而且花费了更多时间来监控打印作

业，因为打印结果成功与否从来都无法保证。

“差不多”的成本

考虑输出质量

由于项目截止日期并未改变，设计团队只得接

受勉强满足最低要求的“差不多”的流程。

这种延误会对成本产生实际影响。如果设计师

平均花费一个小时准备打印文件，另外花三个

小时监控和 /或排查打印流程，则总共会失去

四个小时的关键设计时间。如按照每小时150
美元计费，每个原型耗费的金额为600美元。

如果每个项目有三个原型，按照这种流程，失

去的设计时间成本将高达1800美元。若扩展

至三个项目，则成本将增加到5400美元，相

当于设计师有36个小时未用于收费的设计工

作。除非出现变化，否则该团队的成本将持

续上升。很快，低价打印机仅有的优势将被

打印机性能不佳所带来的持续成本所掩盖。

的单个原型平均额外成本， 
皆因桌面打印机性能不可靠 
造成。6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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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价值

其后还有业务流失的成本。如果设计师无

法可靠地打印出原型，则项目将会受到影

响，因为用于迭代和开发最佳设计的时间

将更短。因此，客户会将业务交给其他公

司，公司将失去这一笔业务，这将对公司的

声誉和吸引新客户的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现在，请将您自己的业务带入这个情境中。虽

然具体数字可能不同，但结果将是相同的。所

以，您可以问问自己：“我最后一次依靠“差

不多”的性能获得业务成功是什么时候？”如

果您做其他商业决策时不仅仅基于价格，那为

什么选择3D打印机时会这样做？毫无疑问，这

一些性能“差不多”的3D打印机不是明智之

选，因为它们无法提供持续稳定的专业效果。

幸运的是，价格经济实惠且同时可持续提供

重复、准确效果的3D打印机确实存在。但这

种打印机不一定是价格最低的台式打印机。

这是有原因可循的。

一些打印机在可靠地生产精确部件的过程

中所反映出的设计专业知识，是许多台

式3D打印机制造商不具备的。这种专业

知识反映在各个方面：从打印机的设计

到测试，再到每个部件的耐用性等。这

种打印机虽然可能价格更高，但其价值体

现在打印完后无后顾之忧，让您可以更

专注于您的业务，而非忙于故障排除。

Stratasys® F120™ 3D打印机就是这样一款

包含这些特性的打印机。它是一款入门级打

印机，专为实现专业效果而设计。使用之

后，您就可以体验到它的一些优点，例如便

利性和可靠性。但如要真正看到它的价值，

您必须透过表面在使用过程中细细去观察。

这样，您就能体会确保稳定性能的设计专

业知识、独创性和耐用性所带来的价值。 

让我们深入地了解一下F120 是如何实现精

确性、可靠性、耐用性和安全性的。我们

将“把它拆解”，让您了解其优于其他所 
有台式 3D 打印机的关键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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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制作CAD模型的实体，您需要一台能够严格控制

温度和打印头位置，并随时间保持控制的打印机。

凯芙拉定位带

该皮带将打印头移动到准确打印部件所需的

精确位置。凯芙拉皮带具有抗拉伸性（即使

打印头改变方向时也如此），并且比许多

台式打印机所使用的皮带更宽。宽皮带使

推料器能够以更高的速度移动，而不会出

现位置偏移。相反，通常的台式打印机中，

狭窄橡胶带会出现拉伸现象。这会降低打印

精度，使得您必须定期调整或更换橡胶带。 

皮带张力指示器

皮带轮位置指示器用于确认皮带是否恰当张

紧。当这些指示器位置对齐时，则表明皮带具

有恰当的张力。F120上的指示器已由工厂设置

妥当，无需调整。但是，若您有任何疑问，您

可随时检查该指示器，以确认张力是否恰当。

闭环伺服电机

伺服电机驱动打印头移动位置，其具有精准

移动和控制、加速以及无噪音运行的特点。

闭环意味着其配备了内置的反馈编码器，每

次都可以将打印头精确定位在需要的位置。

大多数台式打印机使用的是无位置反馈功

能的步进电机，这使其易受速度变化的影

响，导致定位不准确。而且，步进电机的噪

音更大，通常并不适合办公室或教室环境。 

激光测量的X-Y定位

在生产过程中，所有F120打印门架（固定打

印头的框架）均会进行激光检查，以获得精确

的X-Y方正度，并确保打印机的框架和导轨并

未倾斜或偏移。检查结果将被存入数据库，以

跟踪趋势，并确保各台打印机保持规格一致。

凯芙拉定位带

闭环伺服电机

激光测量的X-Y定位

精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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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度专业化的电子控制算法可使整个成

型托盘保持准确的温度，意味着没有盲

区且成型空间完全得到利用。这一功能

是大多数台式打印机都不具备的。

•   获得专利的气流设计可在材料挤出的位置

提供精确的温度控制。这对于避免出现卷

曲部件非常重要。该设计还可让您打印坚

固的部件，并使用需要更高温度才可成功

打印的ABS等材料。许多台式打印机不能

制作实心填充的部件，对于强度至关重要

的部件而言，这是一个明显的缺点。

•   各成型层温度一致可确保自上而下的层间

强度。对于仅使用加热床的打印机，随着

成型层离加热床越来越远，温度将会越来

越无法控制。这可能导致出现层间裂纹。

•   成型室交叉通风使整个成型平台保持一致的温

度，从而获得更好的Z层强度。大多数其他使用

加热成型室的台式打印机仅使用单侧鼓风机。

•   双壁结构和双壁门将热量保持在需

要的空间内，即成型室内。

•   大型加热器可快速将成型室加热至工作温度，

从而加快整个成型周期。该加热器还可保持

高温条件，用于打印某些热塑性塑料，而其

他台式打印机则无法可靠地打印这种塑料。

温度控制 

若没有精确的温度管理，您将无法控制部件的质量、准确性和一致性。因此F120具有多项设计功能，

可使成型室温度保持不变。

横流式烘箱设计，确保均匀散热

双壁烘箱和双壁门保持热量

大型加热器可实现更快速的加热和更高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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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的可靠性有两种定义方式：输出的一致性和打印机使用寿命。大多数台式打印机并非采用工业级

组件设计。因此，为避免一两年内又要购买替换的打印机，应投资一款专为长期使用而设计的打印机。 

高温绝缘材料

如果烘箱无法长期保温，那么坚固的门架和精确的温度控制将无济于事。F120的双壁结构包含高温

绝缘材料，可实现长期加热的可靠性。台式打印机中使用的绝缘材料（若有）是采用泡沫塑料制成

的。若长期使用，泡沫中的增塑剂会分解，从而降低绝缘能力。

可靠性 

优化的材料

F120可打印的材料经过特殊“调整”，以确保获得最佳效果。这意味着打印机和材料组合已经过设

计、测试和调整，以适应烘箱温度、打印头倒吸率和其他材料挤出参数。这有助于避免诸如打印失败、

打印头卡住等类似问题，这些是使用开源材料的台式打印机常见的问题。

严格的测试

F120经过250000多个小时的开发和生产测试，因此性能有所保障，而且测试仍在继续。甚至在这些打印 
机上市前，就已完成100000小时的组件测试，以确保可靠的性能。仅打印头就经过了超过60000小时的测

试。每台打印机出厂前都会经过一系列测试和检查，以确保在未来数年均可保持一致、可重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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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载系统监测

可靠的运行取决于严谨的系统反馈。F120监测53个运行信号，以评估系统的健康状况。这其中包括物

料跟踪信号，它可让您在当天离开之前就知道是否有足够的材料来制作模型。大多数台式打印机传感器

的能力甚至不及 F120的一半，有些甚至根本没有。

纹理成型托盘

F120有一个细微但重要的特征：灵活的纹

理成型托盘。这为印刷部件的第一层提供了

把控能力，以便为承载其余层提供坚实的基

础。同时，托盘具有灵活性，便于打印完成

后轻松取下部件。大多数台式打印机使用的

是固定打印床，每次打印之前需要进行重复清

理和准备，导致难以实现一致的打印效果。 

耐用性与打印准确性及投资回报率直接相关。F120优于其他竞争产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即使设计已

过时，但仍能够继续使用，不致出现各种耗损现象。

直线异形导轨 

对于3D打印门架系统，异形导轨比圆杆更耐用。异形导轨拥有更大的负载能力、更高的直线导向精

度，并可适应更快的速度。这可使系统更加坚固，从而在多年的频繁使用中实现更高的精度和耐用性。

钢筋导轨

支撑直线导轨的是钢支撑结构，它可以增加额外的刚度。大多数台式打印机将其门架系统固定至刚度更

小、更灵活的板金框架上。

耐用性

灵活的纹理成型托盘

增强型直线导轨直线异形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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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箱框架

刚性框架可使门架对齐准确，从而确保部件的精

确度。F120采用钢箱框架结构，无论您需以何

频率移动打印机，均可长期保持其结构和功能的

完整性。低价打印机通常使用可能弯曲和移位的

铝板或塑料，因此会影响打印结果的准确性。

成型托盘加固 

成型托盘任何程度的挠曲都会导致尺寸不准确。得

益于安装在打印机背面的坚固钢梁，F120的成型

平台可保持其平面刚度。这可以防止成型托盘在成

型期间随着部件重量的增加而下垂。这又是一个

确保部件精度和打印机使用寿命的“保护伞”。

使用工字钢梁进行头部门架加固

如果推料器头部导轨不够坚固，则其头部可能会下 
垂或轻微旋转，从而影响打印机的精度。F120采用 
工字钢梁加固推料器导轨，因此不存在挠曲的风险。

钢箱框架提供刚性和长期耐用性

坚固的成型托盘加固

头部导轨工字钢梁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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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并不总是首要考虑因素，尤其当涉及到台式3D打印机时更是如此。但3D打印机拥有高温组件， 
以及可夹紧和切割的移动部件。有些台式打印机是完全打开的，这会使用户面临相关危险。务必要谨记

这些安全问题，尤其是在相关人员与打印机非常接近的教室和办公室环境中。

自动门锁

F120使用自动门锁，以确保操作期间的安全。

门锁将保持锁定，直到打印机冷却到能够安全

地取出部件的温度为止，以避免灼伤的风险。

双壁成型室和双壁门

大多数全封闭式台式打印机只有一张单板门。

但F120的双壁结构不仅可将热量保持在成型室

内，还可使打印机和门保持低温且可触摸。

安全性

自动顶部盖板锁

与成型室门一样，F120的顶部盖板在打印

机运行时自动锁定，这可最大限度地降低

移动部件和电气元件造成伤害的风险。

安全标准合规性

F120符合UL和CE关于健康、安全和环保指

南的全球标准。当您购买F120时，您将了

解到它可在办公室和教室中安全运行。

双壁门，带内置自动锁

顶部盖板自动锁

旨在符合当前安全、健康和环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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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很重要！
我们都明白。当您刚开始使用3D打印时，您想先小规模使用，以尽

可能低的成本获得该技术的使用经验。但正如我们所解释的那样，

价格与性能之间存在关联。

事实是，您不只是在购买3D打印机，而且在投资于更好的业务成果

或为学生提供就业技能。因此，您需要决定是要进行一次性投资，

还是一系列持续付款以不断更换无法运行的打印机。

F120专为3D打印新手而设计。它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只需插电并 
打印即可。而且，它拥有与大型工业级3D打印机相同的技术、设计

专业知识和严谨的生产意图。它不是最便宜的台式打印机，因为它

经久耐用，且可实现一致、专业的效果。您只需为购买它而付一次

款，唯一的额外费用就是您使用的材料。

为了以可靠的3D打印技术实现您的目标，您准备好迈出下一

步了吗？在我们的网站上访问F120页面，了解有关最实惠的

3D打印机的更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