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 GF ZYTEL® 3D12G30FL BK309 和 CF ZYTEL® 3D10C20FL BK544
线材打印操作指南 ( 初版 )
杜邦 ™ GF Zytel® 3D12G30FL BK309 和 CF Zytel® 3D10C20FL BK544 均为高性能 3D 打印材料。这两款
材料分别为玻璃纤维增强和碳纤维增强的 3D 打印尼龙线材，适用于多种不同配置的打印机。
推荐的打印和干燥条件
变量

推荐

喷头温度

265˚C-320˚C：从 275˚C 开始，以 5˚C 为单位逐渐升高或降低温度，直至达到所需的附着力和机械强度
25˚C；85˚C-110˚C：采用 PEI 层的打印平台可以在室温条件操作某些打印作品。对于非 PEI 的平台表面，

打印平台的处理 为尽可能减少翘曲，应从 85˚C 开始，并以 5˚C 为单位逐渐升高温度，直至达到所需附着力。采用可洗胶水
和温度

对打印平台进行处理有助于改善粘附和作品移除。为便于从所构建表面进行释放，应在移除所打印零件前重
新将打印平台加热至 70˚C-85 ˚C。

流动和进给量百
分比

打印速度

冷却扇

挤出机和喷头

85%-115%：从 100% 流量开始。降低流量百分比有利于精密细节的打印和 / 或确保尺寸精度。若出现挤压不足，
则提高流量百分比。通过导管将线材输送至热端有助确保进给量和流量的一致性，并能为线材提供保护，避
免弯曲或折断。
15-45 mm/sec：从 30mm/sec 开始，并依据所需的打印质量和时间等条件需求做出相应调整。若出现挤压不足，
可尝试降低速度。
0%-15%：由于冷却操作可能导致分层和翘曲，建议尽量少用风扇。从 0％开始，如需提高桥接质量和分辨率，
则提升至 15%。

适用于直驱和非直驱挤出机。强烈建议使用硬质喷嘴和驱动轮。这类线材已可成功应用尺寸小至 0.35 毫米的
喷嘴。若出现挤压不足，可尝试增大驱动轮的张力并 / 或将喷嘴直径增至至少 0.5 毫米。

线材采用干燥包装，无需额外干燥即可用于打印。但若线材出现潮湿状况，则需进行干燥。
干燥条件

80˚C-90˚C：在 80˚C-90˚C 条件下真空干燥 12 小时或在 80˚C 干烤箱中干燥至少 4 小时。将材料置于含有新
鲜干燥剂的密封容器中。如需长时间打印或在潮湿环境下打印，应使用干燥进料系统。
对于直接驱动挤出机，以 20-30 mm/sec 的速度回缩 1.0-1.5 毫米

回缩距离与速度 对于非直驱挤出机，以 30-35 mm/sec 的速度回缩 2.5-7 毫米
以较低回缩距离和速度开始。若出现拉丝或渗出状况，则增加回缩距离和 / 或速度，以优化打印质量。

支撑材料

这些材料已可充当自身的支撑材料。为便于移除支撑材料，选择 15% 填充，设置 x/y 距离为 0.7 毫米或以上，
z 距离为 0.15 毫米或以上。

上述建议基于采用直驱和非直驱 Cartesian 3D 打印机上进行测试，且喷头尺寸基于 0.35mm 到 0.6mm。

材料处理： Zytel® 3D12G30FL 和 Zytel® 3D10C20FL 使用真空和干燥剂包装。在使用线材前，应确保所提供包装处于密封状态，
以防吸入湿气和灰尘。打印完成后，应立即将未使用的线材放回含有干燥剂的原包装中，重新封口。若线材潮湿，则应按照上
表建议进行干燥。为避免线材在长时间打印过程中受潮，可使用商用或自制的干燥和进料系统。
安全： 有关材料的安全属性，请参考 SDS。由于熔化的材料和高温表层会引起热灼伤，因此需要采取个人防护措施来保护手，
眼睛，身体。由于采用玻璃和 / 或碳纤维填充的材料表面可能较为粗糙，建议在处理线材和所打印零件时佩戴防切割手套。
打印指南：
•	
不同的打印机，切片和 / 或打印配置，环境等不同因素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请务必查阅打印机手册然后按照您的线材供
应商的建议来操作。
• 在打印之前需要清洗喷嘴表面来避免喷嘴上的积尘。
• 在打印之前请试挤小段线材，试挤成功后可开始打印。
• 在关闭打印机之前需要从机器上将线材取下。
故障排除：
•	
若所打印零件表面粗糙，检查喷嘴是否磨损。若喷嘴磨损，则更换新的喷嘴。务必始终使用硬质喷嘴。若喷嘴未磨损，尝试
干燥线材，在进行长时间打印或在潮湿环境下打印时，考虑使用干燥进料系统。
•	
在清洗过程中，如果线材不能以稳定的速度离开喷嘴，或者如果线材的直径太窄，请尝试增加热端温度，降低打印速度，增
加驱动轮的张力，并 / 或增大喷嘴直径。确保线材通过导管进给。
•	
如果发生粘料或堵料，请撤回并取下线材，移除部件并重新开始。降低打印速度，提高热端温度，减少回缩速度，减小回缩距离，
降低驱动轮的压力，并 / 或确保线材通过导管进给。
• 如果发生塌丝或漏丝，则降低热端的温度，延长回缩距离和 / 或提高回缩速度。
• 如果发生翘曲，在所打印零件周围预留一定的边缘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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