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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CD 控制器: LCD 控制器包含了 LCD 顯示螢幕、操作旋鈕、蜂鳴器(發出提示聲音)、 SD 卡讀卡機以及重

置鍵五個部分 

 LCD 顯示器僅能顯示英文及數字(包含符號)，所以欲列印的檔案儲存於 SD 卡中請勿使用中文字，以

免無法辨識或造成讀卡錯誤。 

 操作旋鈕除了可以順時鐘或逆時鐘選轉作為選擇螢幕上之功能以外，它同時也是一個按鈕可以輕按

作為”確認”選擇的功能；在主畫面(主狀態畫面)時按下旋鈕，即代表進入主選單。 

 蜂鳴器位於控制器內部(外觀不可見)，用於機器發出提示或是警告的聲音之用。 

 SD 卡讀卡機，位於螢幕左側的插槽，最大支援 32Gb 的 Class10 以下 SD 記憶卡。 

 重置鍵為旋鈕下方的黑色小按鈕，不常使用故較不明顯，按下重置機器，如同關閉電源重新開啟。 

2. 自動進料: 主選單選擇 Change Filament->Load Filament->Preheat PLA 後，加熱頭即加開始加熱，待

溫度到達後會發出提示音(嗶嗶聲)，此時將線材由擠出機上方之白小管插入，輕推至插不動為止，總長大

約 7~8 公分深，然後按下旋鈕，機器便會先緩慢拉入線材，然後加速進料，最後緩慢由噴嘴擠出，若尚

未擠出材料或是擠出的顏色參雜先前的顏色，可以按下 Purge More 來擠出更多材料，若已完成進料動

作可以選擇 Continue 代表完成進料，繼續準備列印工作。 

 預熱時亦可選擇 Preheat PETG 針對較高溫材料進行預熱進料，或是選擇 Custom 自訂溫度。 

 在加熱頭已經是加熱狀態時，機器會直接拉入線材，並不會發出提示音。 

 自動進料在某些特定狀況下有可能進料失敗，可以稍將擠出機壓力桿向外推放鬆壓力桿，然後徒手

將線材拉出，確認線材前端有剪成斜角狀，重新再試。 

 進料至噴頭端若無法出料，有可能是噴頭端問題(如假性堵塞)，請先排出該問題。 

 軟性材料(如 EVA 等)，建議以手動方式進料。 

 注意自動進料完畢機器將持續加熱。 

 

3. 自動退料: 主選單選擇 Change Filament->Eject Filament->Preheat PLA 後，加熱頭即加開始加熱，待

溫度到達後會先擠出一小部分材料後，再自動將材料退出， 

 預熱時亦可選擇 Preheat PETG 針對較高溫材料進行預熱退料，或是選擇 Custom 自訂溫度。 

 在加熱頭已經是加熱狀態時，機器會直接進行退料程序。 

 自動進料在某些特定狀況下有可能退料失敗，試圖自動退料 2~3 次仍無法自動退出時，請進行手

動退料。 

 手動退料請先加溫加熱頭至所需溫度，然後稍將擠出機壓力桿向外推放鬆壓力桿，然後徒手將線向

前推入(注意非往後拉)，待線材有從噴嘴擠出時，一次性動作快速將線材抽出。切記加溫後不可直

接往後拉線材，否則將可能造成假性塞料。 

 自動退料與手動退料皆無法順利完成時，建議進行塞料檢測與排除。 

 

4. 微調噴嘴高度(Probe Z Offset) 

 這個功能其實是調整自動校正探針與噴嘴的高度差，任何具有自動校正功能的 3D 印表機都須有此

動作，自動校正並非什麼設定都不用調整。 

 這個數值應為負值，機器重置後為(-2.50)，這個數值越小(如-2.55)代表噴嘴距離列印板越近，反

之，若這個數值越大(如-2.45)代表噴嘴距離列印板越遠。 

 最佳的間距是以列印時”可以附著”為主要調整目的，並非追求數值上或是網路上所述一些並非完

全正確的方式。 



 關於第一層附著更多的說明請參閱本公司官網(www.3dprow.com)的[下載與支援]內[非商品技術資

料]的[3D 列印的第一層]說明。 

 調整方式有兩個，第一是在列印過程中，連下按下旋鈕兩下，便會進入微調功能，旋轉旋鈕即可調

整；另一方是是從主選單進入 Calibration->Probe Z Offset 後調整。再列印調整大約會延誤 2~3

秒才會反映在列印噴嘴處。 

 

5. 自動平台校正: 進行校正之前，有幾項重要事項需先確認: 

 先將列印鋼板取下，將鋼板正反面都清潔乾淨，注意是正反面不是只有正面；尤其是原本是使用口

紅膠或是藍色膠帶等，務必清潔乾淨。 

 將加熱板上的任何髒污尤其是具有厚度的髒汙、雜物、灰塵、殘料、殘膠，如材料殘留等務必清潔

乾淨， 

 先手動將探針拉下，在主選單選擇 Motion->Level Bed，便進行自動校正。 

 完成自動校正機器會試著自動將探針頂回收起，若無收起請以手動方式收起。 

 自動校正完成有可能需要重新調整 Probe Z offset。 

 

6. Delta 與幾何校正: 主選單選擇 Configuration->Delta Calibration->Auto Calibration 

 先將列印鋼板取下，將鋼板正反面都清潔乾淨，注意是正反面不是只有正面；尤其是原本是使用口

紅膠或是藍色膠帶等，務必清潔乾淨。 

 將加熱板上的任何髒污尤其是具有厚度的髒汙、雜物、灰塵、殘料、殘膠，如材料殘留等務必清潔

乾淨， 

 手動將探針拉下，在主選單選擇 Configuration->Delta Calibration->Auto Calibration 便進行自

動校正。 

 此校正時間較長，並會自動多次重覆校正。 

 校正本身存在誤差，若每次校正結果不同屬正常現象。 

 校正完畢請儲存設定。 

 

7. 關於列印底板之使用 

 DFORCE 300 V4 列印底板為特製彈性鋼板，可以使用底板加熱功能後直接列印於表面，建議溫度

PLA 70 度，PETG 85 度 ABS 95 度；也可多方式搭配其他列印板使用。 

 列印結束待稍降溫後直接取下鋼板，各個方向稍加凹折後模型便會從表面脫落。 

 每次列印完畢建議使用高濃度酒精擦拭，待完全揮發後可繼續使用。 

 使用鋼板加熱列印，不可塗抹口紅膠，反使若使用口紅膠則不可加熱底板，否則可能會有反效果。 

 單純使用鋼板加熱列印較適合小型模型，若中大型模型或是底部複雜之模型產生附著問題，建議使

用其他方式。 

 彈性鋼板表面材質若有刮傷並不影響使用，惟模型底部可能產生紋路。 

 彈性鋼板亦可搭配 3M 藍色膠帶使用，貼附藍色膠帶注意每條之間不要重疊覆蓋，以免高度不同。 

 彈性鋼板本身可以再貼上其他列印表面，如 Buildtak 列印板或是 PEI 列印板等搭配使用，同樣加

熱後可列印，列印完畢可彎折鋼板取下。 

 貼附藍色膠帶不可將多出的膠帶反折至鋼板背面，這將嚴重影響鋼板高度與自動校正結果。 

 取下鋼板重新放回至加熱床，務必確認鋼板背面與加熱床都要光滑乾淨，不可附著任何有厚度的髒

汙、雜物、灰塵、殘料、殘膠等，以免墊高鋼板造成因鋼板高度改變而列印失敗。 

 



8. 機器設定之重置、儲存、載入: 

 重置設定: Calibration->Restore Failsafe，將機器所有設定恢復置出廠預設值。 

只有在因為某些原因設定已經跑掉，或是不確定到底目前設定是否正確時需要進行重置，重置過後

一定要先進行”Delta 與幾何校正”在進行”自動平台校正”，然後進行 Probe Z Offset 的調整，

確定沒有問題之後，才能進行正常列印。 

 儲存設定: Calibration->Store Setting，將目前所有校正與調整的設定數值儲存於內部記憶體。 

 載入設定: Calibration->Load Setting，套用目前內部記憶體置之設定。 

這個功能比較少用，比方在開機之後進行列印後有調整過數值，但發現調整之後並沒有比原本的理

想，所以想要套用原本的設定，可以執行本功能，這個效果與關機後重開對於設定數值來說是一樣

的。 

 無論進行何種調整與校正，若未進行儲存，關機之後將會恢復至上一次有儲存之設定。 

9. 如何列印: 基本上需要先將一個 3D 圖檔(一般常使用副檔名為 STL 之格式)放入切片軟體中進行切片處

理，然後將生成的 Gcode 檔案後才能列印，切片的學問非常大，尤其是一個複雜或是形狀風險高的模型

更需要許多經驗進行設定，甚至經歷失敗後才會獲得最佳列印結果；不過基本的設定是可以滿足大多數

的模型的，如果是第一次使用本機，建議先至 DFORCE 官網(www.d-force.com.tw)的”下載”中去下載

測試檔案，比方”鬥牛犬(0.2/0.15/0.1mm) (限 D300 V4)”，這是已經切片好的 Gcode 檔案，有三個檔

案不同層高(層的細緻度)，所以直接存入 SD 卡中即可列印，不需要再切片。 

 我們建議使用 SD 卡列印，將切片好的 Gcode 檔案存入 SD 卡中，插入至機器的 SD 卡插槽，若機

器在主畫面，下方會顯示 Media Inserted 表示 SD 卡已經插入，然後從主選單中選擇 Print from 

Media 從 SD 卡列印，然後選擇你的檔案再按下旋鈕代表選擇，接下來機器會跟你確認檔案，此時

按下 Print 便開始列印。 

 本機器可以使用 USB 連線至電腦操作或列印，但並不建議這樣使用，因為列印過程通常都不是短

時間，電腦與機器連線過程中若有不慎狀況(比方電腦資源被其他軟體占用過多、電腦進入睡眠或

是電腦發生當機等等)都會造成列印中的模型失敗；所以除非特殊狀況否則一般不使用連線列印。 

 列印過程中可以 Pause(暫停)、Stop(停止)或 Change filament(更換線材)，請視需要情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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