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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基础

利用 Stratasys 的 J850 Pro 
3D 打印机释放强大的多功

能性 

工程应用需要灵活的系统来帮

助验证表单、执行功能测试以

及验证设计选择。J850™ Pro 
将为您提供所需的多功能和多

材料打印能力。 



轻松迭代

在使用传统方法制作单个原型所需的时间内，使用 J850 Pro 
可以多迭代 5 次。 

这种可以打印七种材料的大型打印机使您可以加载多种最常用

的树脂，避免更换材料造成的停机时间。并且，您还可以使

用“超高速”草稿模式快速打印各个模型。 

这种更高效的工作流程可以帮助您在短短数日而非数周内完成

设计、测试和优化。

利用 DraftGrey（左）和 VeroPureWhite（右）3D 打印的耳塞盒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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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J850 Pro，可以轻松创建功能性多材料模型，从而更快地测试和验证原型，并轻松通过利益相

关者的审查。这样一来，就可以更快地做出决定和获得批准，从而帮助您完成产品验证，提高产量

并节省宝贵的时间。 

原型更智能

采用 Agilus30 材料 3D 打印的摩托车油门握柄原型

Brooks Running 3D 打印的鞋中底和鞋外底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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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Agilus30 材料 3D 打印的多材料

容器盖原型

制作外观和触感类似于成品的原型。J850 Pro 可以同时

打印多达七种材料，从而以几乎无限的材料组合制作多材

料零件。 

从消费品到医疗设备，J850 Pro 可以帮助您简化和加快

产品开发。高打印分辨率可确保实现光滑的零件表面和令

人难以置信的精确度，即使是打印图形和复杂几何形状等

细节也是如此。多种肖式硬度值的柔性材料可以精确模拟

橡胶和硅胶产品，此外还有耐热的 Digital ABS Plus，让

您可以在设计过程的任何阶段进行功能测试。另外，数字

材料混合可以模拟聚丙烯等工程材料的特性，进一步提升

原型的精确度。 

理想的多功能性。期望的准确性。

在功能性方面，只有 PolyJet Technology™ 能让您仅用

几个墨盒就获得数百种数字材料混合。 

J850 Pro 旨在帮助工程师提升快速原型制作的效率，是

产品开发任何阶段的理想选择。无论您是需要低成本的快

速模型进行概念验证，还是需要更耐用的原型进行功能测

试，或是需要高度精确的多材料模型，J850 Pro 都能灵

活应对，帮助提高速度和生产率。 

如果您需要全色彩功能，J850 Pro 还可以升级来满足这

些需求。

名副其实的专业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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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制作成本

整体而言，利用 3D 打印进行原型制作比采用传统

方法更具成本效益，而且无需外包或聘请专家。

与传统方法相比，原型制作成本降低超过 80%。

此外，J850 Pro 的价格低于全色彩 J850 Prime，
您只需为项目所需的功能付费。 

准备文件确保打印成功

使用 GrabCAD Print™ 软件简化您的工作流

程。GrabCAD Print 使您可以直接从最常用

的设计软件进行打印，并接受 3MF、OBJ/
VRML、STEP 等文件格式和各种本机 CAD 格
式。您还可以详细预览模型，以便可以在打印前

进行调整。纹理识别、工具提示和通知等定期更

新的智能默认设置还将帮助指导您完成无缝打印

过程。

如需了解有关 GrabCAD Print 的详细信息，请访

问 grabcad.com/print

—

原型成本 
降低 80%*

—

设计迭代 
快 5 倍* 

80% 5 倍

* 与传统原型制作方法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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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材料功能以及 PolyJet™ 材料几乎无限的可能

性，在单次打印中即可实现前所未有的功能性数字材料

组合——无论是组合不透明和透明材料，还是组合刚性

和柔性材料。 

灰度概念模型

利用 DraftGrey™ 制作低成本概念模型，快速推进设计

过程的最初几个阶段。

   

实现透明度

使用 VeroUltra™Clear 材料 3D 打印模拟玻璃或透明亚

克力的半透明零件，制作用于照明组件和流体分析的精

确原型。

测试功能

Digital ABS Plus 材料具备验证匹配度和功能性所需的

耐热性和耐久性。 

制作柔性零件

使用 Agilus30™ 材料系列制作可以折弯、弯曲、拉长和

密封的柔性零件及原型。

确保功能性

J850 Pro 兼具速度、准确性和可重复性，是当今设计工

程应用中功能最全的快速原型制作解决方案。可以凭借

灵活的内部系统可视化并验证设计，快速、轻松地满足

业务需求。 

快速确认形状和匹
配度

          带凹凸件的螺纹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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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概览

J850 Pro 产品规格

模型材料

• Vero™ 系列不透明材料，包含黑色、白色和灰色材料

• Agilus30™ 系列柔性材料

• 透明 VeroClear™ 和 VeroUltraClear

数字模型材料

复合材料包括：

• Digital ABS Plus™ 和 Digital ABS2 Plus™，象牙色

• 拥有不同肖氏硬度 A 值的类橡胶材料

• 半透明彩色色调

支撑材料
SUP705™（可用水枪移除）

SUP706B™（水溶性）

打印尺寸 490 x 390 x 200 毫米（19.3 x 15.35 x 7.9 英寸）

层厚度
横向打印层最薄为 14 微米（0.00055 英寸）

超高速 1 模式下 55 微米（0.002 英寸）

工作站兼容性 Windows 10

网络连接 LAN — TCP/IP

系统尺寸和重量
系统：1400 x 1260 x 1100 毫米（55.1 x 49.6 x 43.4 英寸）；430 千克（948 磅）

材料柜：1119 x 656 x 637 毫米（44 x 25.8 x 25.1 英寸）；153 千克（337 磅）

操作条件 温度 18 - 25 °C (64 - 77 °F)；相对湿度 30-70%（非冷凝）

电源要求
100–120 VAC，50–60 Hz，13.5 A 单相

220–240 VAC，50–60 Hz，7 A 单相

合规性 CE 和 FCC 认证

软件 GrabCAD Print

打印模式

高质量：多达 7 种基本树脂，14 微米（0.00055 英寸）分辨率

高度混合：多达 7 种基本树脂，27 微米（0.001 英寸）分辨率

高速：多达 3 种基本树脂，27 微米（0.001 英寸）分辨率

超高速：1 种基本树脂，55 微米（0.002 英寸）分辨率

准确性
与 STL 尺寸的典型偏差，针对使用硬质材料打印的模型，基于尺寸：小于 100 毫米 – ±100 微
米；大于 100 毫米 – ±200 微米或 ± 零件长度的 0.06%，以较大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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