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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说明

产品简介

3DTALK-Fab650 是江苏时间环三维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时间环”）研发生产的

一款高科技数字化 3D 打印机，请购买 3DTALK-Fab650 的用户请您在开箱使用本产品前仔

细阅读产品使用说明书，时间环将对其保留所有权利，本文档随时会进行升级，恕不另行

通知。

注意事项

注意：关于电源，请用户务必使用本机附带的指定电源线。

小心：建议用户在移除辅助支撑材料时佩带护目镜，防止材料碎屑进入眼内。

注意：在打印过程中，材料高温产生轻微的气味，但不会使人感到不适，建议在通

风良好的环境中使用。

警告：该设备应仅由授权的维修技术人员进行维修，在进行任何部件更换之前，必

须关闭打印机并断开电源。

警告：可移动部件存在危险，请保持手指和其他身体部位远离。

热表面危险：设备设置和运行期间请勿接触打印喷射装置，此时打印喷射装置的温

度非常高。

当心触电：由于存在触电危险，请避免接触所有内部电子部件。

（为确保安全，请谨慎操作设备。阅读并遵循注意事项中所述的所有安全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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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概述

产品外观

:上活动盖 :上固定盖 :前门 : 控制面板 :放料门 :

电器仓 :脚轮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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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按钮 :USB 接口 :打印头 : 打印平台

:进丝口 :堵料检测 :挤出机 :模型冷却 ：喉管散热

：喉管 ：加热块 ：喷嘴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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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配件

平台胶水 胶辊 U盘（8G）

内六角扳手 平铲 十字螺丝刀

网线(选配) 电源线 PLA+耗材

注意：

随机配件清单中配件图片请以实际配件外观为准。

3DTALK 配件购买链接：

https://3dtalk.tmall.com/index.htm?spm=a1z10.3-b.w5002-17846486418.2.4199ce28fpS7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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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与要求

产品规格

3DTALK-Fab650 物理特性

打印机技术分类 FDM（热熔堆积固化成型）

功能

建造体积 580 * 580 * 650mm 层高精度 0.1 - 0.4mm

喷嘴直径 0.6mm 喷头数量 1

喷头工作温度 ≤260℃（视材料而定） 打印仓 封闭

平台铝板加热 可加热至 80℃ 续打系统 缺料、堵料、断电、暂停

规格

外观尺寸 1065 * 1053 * 1553mm 重量 净重 350kg

机械

打印平台（材质） 可拆卸式铝合金板 液晶显示屏 7英寸全彩触摸屏

连接性 U 盘、WiFi、以太网

软件

文件格式 *.gcode 切片文件导入格式 .stl .3M

控制软件 基于浏览器的控制系统 + 触摸屏控制

供电

AC 输入 220V/50Hz 电源要求 1200W

连接方式 10A 大功率插头

耗材

可选材料 PLA、ABS、TPU、COMBO 等

环境要求

 环境温度 15 - 30℃

 相对湿度 20 - 50%

 打印工作中避免移动设备及强烈运动

 电压稳定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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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备安装使用

加载材料

1、打开设备左侧仓门，将耗材穿挂在主挂料轴上，并通过打印件固定。

2、将材料丝一端送入设备“进丝口”（上图）并连续推入到喷头挤出机处（图 2）

（进丝口含有缺料检测模块。）

3、材料丝穿至挤出机。

4、接通设备电源，打开设备电源通电开关，按下前面板的开机按钮。

按照标识将料丝穿过

堵料检测模块至挤出

机，感受到无法继续

穿料即可。

进丝口（含缺料检测模块）

打

印

件

堵料检测

主挂料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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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设备系统界面显示正常后，在主界面下点击[进/退料]按钮进入换料界面。

通过点击[进料]按钮来选择进料或退料，设置喷嘴温度，在[目标（℃）]中通过点击“<

/ >”左右键调节喷头进料时的加热温度（建议：PLA：200℃；ABS：230℃；COMBO：

240℃），[目标（℃）]设置完毕后点击[进料]按钮，当[实时（℃）]达到预设的[目标

（℃）]材料从喷嘴挤出，当出丝正常流畅时进料成功。

进料成功后点击[停止]按钮，进料完成。

退料操作：

在主界面点击[进/退料]进入换料界面，通过点击“退料”按钮，然后在[目标（℃）]中

通过点击“< / >”左右键调节喷头进料时的加热温度（建议：PLA：200℃；ABS：230℃；

COMBO：240℃），[目标（℃）]设置完毕后点击[退料]按钮，当[实时（℃）]达到预设的

[目标（℃）]材料从喷头内退出至进丝机上方，然后将材料抽出。退料成功后点击[停止]

按钮，退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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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自动调平

3DTALK-Fab650 打印机采取便携式调节喷头与平台间隙功能、自动调平操作，只需几

步就可以完成喷头与平台间间隙控制、平台调平。

操作前注意事项：

 操作之前请确认将打印平台温度升至 50 度。

 确认打印平台与喷嘴干净整洁

初始化平台调节

注：此功能设定后，设备打印正常的情况下无需重新设置

1、在设备主界面点击[平台调平]（图 1）；

2、然后点击界面中的[平台校准]（图 2）；

3、三轴归零后平台抬升至喷嘴附近高度，然后进行 16 点数据采集，采集后平台归零；

（图 1） （图 2）

4、平台再次抬升，喷头运行至平台中心区域后停止，然后通过点击界面中的 /

升降平台，调节喷头与平台之间的间距。（点击数值框内的数值来选择平台上下移动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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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图 3），当平台距离喷嘴越近时，请将数值框内的数值变小以免撞坏喷头）调节

完毕后点击[确定]

注：喷头与平台最佳距离：在喷头与平台之间放置一张 A4 纸，上下移动平台调节喷头与

平台之间的间距，当 A4 纸在喷头与平台之间被压紧即可。

（图 3） （图 4）

5、三轴再次归零，然后平台抬升至喷嘴高度，进行 16 点数据采集校准，采集完成后弹出

调平完成界面，点击确认。完成自动调平操作即可进行模型打印。

平台微调

当平台校准完成后，打印时发现喷嘴与平台之间的距离过大或过小，可以进行平台微调进

行设置。

1、在设备主界面点击[平台调平]（图 4），然后点击界面中的[平台微调]按钮

2、当喷嘴与平台之间距离过大时，设置加一个距离，当喷嘴与平台之间距离过小时，设

置减一个距离（图 4）。

注意点

初次进行模型打印，请在平台上使用附件中的胶水，滴胶后使用滚轮均匀辊压，仅需

要薄的一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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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耗材使用须知

PLA 打印参数设置

打印机 Fab650 填充样式 填充样式均可

材料 PLA 填充密度
建议展览样件：15 - 25%

受力模型：≥25%

打印质量 根据不同需求选择适合的打印质

量
喷嘴直径 根据喷嘴实际内径进行设置

层高
本设备配备的喷嘴为 0.6mm

层高设置范围：0.3±0.1mm
支撑样式 支撑样式均可

外壳厚度 建议外壳厚度：1.2 - 1.8mm 范

围内
支撑密度 建议支撑密度：10 - 15%

打印速度

（PLA）

建议：

最高打印速度 150mm/s（需将打

印温度提高 10-20℃）

支撑类型
根据模型结构选择合适的支撑类

型

仓门 冬天打印建议关闭仓门 支撑接触距离 建议：0.25 - 0.35mm 范围内

平台温度 建议 40 - 50℃ 支撑角度 软件默认值即可

挤出头 设置温度 210 - 220℃ 支撑挤出头 软件默认值即可

模型粘结类型 根据模型结构进行选择 冷却风扇 建议全程开启 / 底层打印后开启

设备准备工作 打印模型之前请在平台上滚刷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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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切片软件说明

软件安装途径

将启动工具包内的 U盘插进您的电脑，点击 U盘内的软件安装包默认安装。

软件说明书

软件安装完毕后启动软件，在软件主界面[帮助] →[用户手册]中获取软件说明书。

六、模型后处理

移除模型

模型打印完成后，设备 X/Y/Z 轴会自动复位，用随机配带的平铲从平台上移除模型即可。

滚刷本公司的胶水，参照胶水使用说明。

尝试从平台上取下模型之前，请确保打印机已经完成打印；请务必朝远离身体的方

向移动平铲，平铲使用不当可能造成人身伤害；使用工具取下部件时请务必小心，以免划

伤打印平台；将打印模型取下之后，请将喷嘴、打印台面清理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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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产品使用建议

感谢您购买 3DTALK – Fab650 3D 打印机为了使设备保持正常的运行状态，请您务必花时

间阅读“产品使用建议”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使用前

1、电源确保正常；设备使用开始之前，请确认所连接的电源

是否正常，若电源不稳定会损坏设备。

2、设备置于水平面；请在设备使用前将设备置于稳定的水平

桌面，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会产生震动现象，稳定的水平桌面会

减小设备的震动，确保打印模型的精度与质量。

3、材料存储；仅在需要时拆除材料包装、在密封干燥的环境

下（低湿度）存储材料、设备长时间不使用，请将装填的耗

材退出设备，并使用打包膜密封好，避免其加速受潮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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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中

堵头现象

报警描述：打印过程中发出蜂鸣警报。

解决方法：

查看操作界面是否有堵料报警提示框：

1 在打印状态下出现堵料现象请点击报警按钮，使用“退料”功能将设备内的材料

退出喷头；

2 然后将新的材料装填完毕进行“进料操作”新材料会将管道内的“残料”顶入喷

头进行融化。

缺料现象

故障描述：打印过程出现报警，操作界面显示缺料报警提示。

解决方法：

点击报警提示，并操作退料，并换新料卷，操作进料，完成后点击操作界面上的恢复按钮，

即可进行继续打印。

更换喷嘴

1、喷嘴挤出口受损变形需要更换新的喷嘴。

1 将需要更换喷嘴的喷头通过“进料”/“退料”方式将喷头温度保持在 210℃左

右；

2 准备两把钳子，其中一把钳子夹住“加热块”防止其转动；另一把钳子将喷嘴逆

时针旋拧下来，更换新的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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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由于整个操作过程都在喷头高温下进行，身体部位请勿接触喷头部件；新更

换的喷嘴请固定牢固，否则会出现漏料现象。

注意更换喷嘴时，请选用我厂提供的配件，否则容易造成损伤。

3 更换喷最后，请进行自动调平操作后再打印模型。

U盘不识别

故障描述：将切片后的模型文件放入 U 盘，将 U 盘插入设备，在设备“U 盘文件”界面没

有显示出该文件。

解决方法：

1、检查不识别的 U 盘是否是设备自带的 U 盘，如果不是设备自带的 U 盘，请检查 U 盘的

格式是否是：FAT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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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失灵

现象描述：设备在“热点模式”下使用电脑或手机搜索不到设备的热点及搜索到后不能连

接的现象。

解决方法：

热点长时间使用后会随机进入“睡眠状态”点击设备界面的“恢复热点”后即可正常使用。

设备报错处理方法

故障描述：设备在打印过程中出现异常停止现象。

解决方法：

1、设备在打印过程中如果出现异常停止现象，测试故障之前请将设备的网络模式切换成

“热点模式”

2、设备出现异常现象后，请勿操作设备；用一台笔记本电脑通过热点连接设备（热点名

称：设备序列号；热点密码：123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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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备与电脑连接成功后，打开电脑浏览器输入网址“设备的 IP”

4、网页跳转后登录网页（用户名：root；密码：ouring）

5、点击“终端”将报错信息对照代码表，进行分析处理。

错误代码对照表

1、Error:Printer set into dry run mode until restart.

故障提示：温度传感器没有连接 / 温度传感器损坏或短路。

解决方法：尝试重新连接温度传感器，如果没有恢复正常请更换温度传感器。

2、Error：Communicataion timeout during printing.

故障提示：打印过程中通信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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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延长最大通讯时间。

（在设备网页后台点击 “设置”→“串口连接”→“通讯超时”设置值为

“30”）

3、Error：Connection timeout.

故障提示：串口连接超时。

解决方法：重新插拔“通信线”（进行此操作时，请及时联系专业维修人员）

4、Unknown command.

故障提示：接收到未知命令。

解决方法：检测到 Gcode 文件有违规指令，需要重新进行切片。

5、Wrong checksum.

故障提示：打印文件校验错误。

解决方法：检测到 Gcode 文件有违规指令，需要重新进行切片。

6、Format error.

故障提示：Gcode 文件格式错误。

解决方法：检测到 Gcode 文件有违规指令，需要重新进行切片。

使用后

1、防锈处理

设备导轨需加防锈油以免生锈导致该设备

打印精度降低，使用异常。

2、放置环境

如果设备长时间不使用请存放在清洁、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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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腐蚀气体的室内，尽量不要放置在露天场所

避免日光直射；存放地点尽量避免周围环境

剧烈变化；如果存放时间过长，请定期对设备

进行维护；设备没有保护装置情况下，不宜受

到其它货物挤压。

八、保修说明

消费者自购买我司正品 3DTALK –Fab650 打印机设备即日起即可享受我司提供的保修服务。

为了使消费者正常享受保修权利，请务必满足以下条款，不满足以下条款或者超过保修期

的，不在享有我司保修服务。

保修原则

1、凡自我公司授权的正规渠道购买的 3DTALK –Fab650 打印机，自购买日起 7天内，在

正常操作情况下（非人为损坏），产品出现品质故障，未经拆修，且随机配件与包装完整

完好的，经本公司技术人员证实该机故障属于正常使用下发生，凭购买凭证，可享受包换

服务。

2、自我司授权的正规渠道购买的 3DTALK –Fab650 打印机，自购买日起，享受一年免费

维修、终身维护服务。

3、有以下行为者保修失效，提供维修服务，维修时收取相应配件以及人工费用：

 人为因素造成的损坏，包括非正常工作环境下使用，不按产品使用说明，引起的损坏；

 用户私自拆机、自行维修、改装、非本公司维修部门维修的；

 因不可抗拒力（如：水灾、火灾、地震、雷击等）造成损坏的；

 无产品有效购买凭证的，又无法查证用户信息档案的；

 无法查证购买日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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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方法

1、在您向我们请求保修申请时，请务必提供您的购买凭证（例如发票）

2、请致电我们的客服热线 400-071-8228 由我们客服转接工程师。

3、购买凭证有效，我们会为您远程协助解决您的问题。

4、若工程师无法远程解决您的问题，您可以将机器快递到我们公司由我们专业人员进行

维修。

安全警示

1、本机器设置有声光报警装置（下图），仅提醒用户在机器运行状态下不要处于打印平台下方，

以免造成安全事故，请务必不要在机器运行时处于打印平台下方。

2、请务必警惕非操作人员或儿童等至机器仓内。

3、机器运行时请关好门。

全国统一售后服务热线：400-071-8228

特别说明：此保修服务不包括运输费用和不提供上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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