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reamMaker 3D 打印机简明手册 

 

一、拆箱 

 

1、划开箱子顶部胶带 

 

2、取出顶层纸盒、纸筒以及配件，

取下贴在纸盒上的两块料架侧板 

 

3、取出打印机四周的纸盒、纸筒后，

请勿触碰金属杆，抓住打印机侧板的

中间，向上提起，取出打印机 

   

4、拆开配件盒，取出所有的配件，

核对配件清单。 

5、拆除打印机内部光杆以及其他部

件上的气泡袋包装。给打印机接上

220V 电源，这时按下屏幕按钮可进入

打印菜单。 

6、接上 220v 电源，打开机身右侧下

方的电源开关。 

 

   

7、按下显示屏旋钮进入控制菜单。

选择 Prepare—Move Axis—Move 

1mm—Move Z，旋转按钮抬高 Z 轴平

台位置如图所示。去除包装打印平台

的气泡袋包装。 

8、如图为去除包装的挤出机构，用

十字螺丝刀卸下螺栓和白色垫片。 

9、将螺栓和尼龙垫片套在机器背板

左上角安装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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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图安装好挤出机构，接上塑料

进料管和电机线。 

11、取出配件盒里料架板 x2，圆柱筒

x1, M8 长螺栓 x1，M8 螺母 x1。 

12、准备一卷 PLA 耗材，如图安装 PLA

料架。 

 

二、使用打印机 

 

1、接上 220v 电源，打开机身右侧下

方的电源开关 

 

 

2、在显示屏右方卡槽可插入 SD卡（卡

有标签一面朝人） 

 

3、在打印机后方的挤出机构处添加

打印耗材——PLA 环保塑料。[见附页] 

 

4、调平打印平板。如果在打印时发

现打印件第一层无法黏着在打印平

板上，需要重复此步骤。 

[见附页] 

5、选择 Print from SD--Toolbox.gcode

试打印，耗时约 2 个小时。当喷头冷

却到室温前，切记勿将身体部位伸入

打印机内部，以免烫伤。 

 

6、取下打印平板，小心用铲刀铲下

打印好的工具盒。 

  

 

7、打印自定义模型。首先需要在三

维建模软件设计模型，并输出为 STL

或 OBJ 格式。（也可以下载已有模型） 

8、将 STL/OBJ 格式模型导入 Cura

软件（可在 SD 卡或官网找到安装

包），按照推荐设置填好参数，生成

Gcode 文件。[详细可参考用户手册] 

9、将模型 Gcode 文件存入 SD 卡根目

录下。SD 卡插入打印机，按下旋钮选

择 Print from SD，选择刚才的 Gcode

文件即可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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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关于上料、打印平板调平校准和 Cura 软件的特别说明： 

 

1、 挤出机构上料 
 

 按下打印机旋钮，进入 prepare--Preheat PLA，等待屏幕上显示喷头温度升至 220℃ 

 选择 Prepare--Move Axis--Move 1mm—Move Z，顺时针旋转，将打印平台下降 1cm

左右 

 减去 PLA 线材头部 3cm，掰直 PLA 材料一端，从下往上穿入挤出机构下方的送料小

孔内。 

 

 用手旋下金色螺母，用力将 PLA 顶入两轮之间，松手后两轮自动夹住 PLA（可以通

过向后轻掰压紧块来增大两个挤出轮的间隙，但注意不要调整套有弹簧的螺丝）。 

 继续向上顶入 PLA，直到 PLA 一端伸出挤出机构 3cm 

 将伸出挤出机构的 PLA 穿过金色螺母，进入送料管，之后用手重新旋上金色螺母。

旋进螺母时请注意螺纹对正，切勿装歪 

 
 持续顶入 PLA，直到 PLA 进入喷头，观察到喷嘴有 PLA 丝料吐出 

 选择 Prepare--cool down 选项，喷头自动冷却 

 在喷头尚有余温时，用镊子清除喷嘴处多余的 PLA 丝料，上料完成 

 

2、 调平校准打印平板 
 

第一次使用打印机需要对打印平板进行调平。今后如果在打印时发现打印件第一层

无法黏着在打印平板上，需要重复此步骤。 

 

校准打印平板程序 level_v1.6.gcode 将依次进行以下步骤： 

（1） 分别向打印平台四角移动打印喷头，让您可以调节打印喷嘴到打印平板的

距离。此过程进行两次。 

（2） 在平板上打印一个样例方框，检查平板是否调平。 

压紧块 



 

注意：调平校准请在上料之后进行，请保证喷嘴处没有多余的 PLA 丝料。如喷嘴处

有 PLA 丝料，请选择 Prepare-Preheat PLA 将打印机加热至 220℃，用镊子将头部滴

漏的丝料去除干净。 

 

具体步骤： 

 旋转旋钮，选中 Print from SD，选择自动调平程序 level_v1.6.gcode，按下旋钮运行 

 等待打印机提示，按下旋钮，喷头移向平板中央暂停，再次按下旋钮，喷头移动至

平板左下角暂停 

 调节喷嘴与平板左下角的间隙大小： 

——用螺丝刀调节平板左下角螺丝，顺时针调节间隙增大，逆时针则减小。直到肉

眼观察到平台与喷头刚刚贴合。 

 检验喷嘴与平板的间隙是否合适： 

——将一张 A4 纸伸入喷头和平板之间，左右滑动 A4 纸，没有明显的摩擦感。 

——如果无法将 A4 纸塞入，或者滑动 A4 纸时摩擦感明显，应顺时针调节平台左下

角螺丝，每次调节半圈，并滑动 A4 纸，直到摩擦感消除。 

 

 
 

 调好左下角螺丝后，按下旋钮，喷头移至平台右下角 

 重复之前操作，调节喷嘴与平板右下角的间隙大小 

 按下旋钮，重复之前操作，依次调好右上角、左上角的间隙 

 以上过程将重复一遍，作为精调。喷头回到平板中央后，将再次走过平板四角。调

节各角螺丝，调整平板水平，控制平板与喷嘴的间距约为一张 A4 纸的距离  

 调节螺丝共计 8 次，按照提示按下旋钮，等待喷头加温至 220℃ 

 程序将自动打印一个样例方框检验调平效果 

注：如果样例方框不能很好黏附，或者打印不出，请关闭打印机电源开关，重新开

机后按步骤重新做一次打印平板的调平 

 

 调平过程完毕后，小心取下打印平板[注 1] 

 用铲刀小心铲下平板上的样例方框[注 2]，重新放回打印平板。如果蓝胶带破损，

请修补。一般取下和放回平板后可以直接继续打印，不需要调平打印平板。 



 

提示： 

 如何取下和放回打印平板？ 

取下平板： 

 轻轻向下按压打印平板，压缩打印平板和打印平台之间的弹簧 

 向平板上四个螺丝孔有大缺口的一侧平移平板 

 向上轻拔平板取下 

 
放回平板： 

 与取下平板相反操作 

 平板安装好时，注意检查平板安装孔顶住四颗螺丝头，两者直接没有间隙。 

 

 如何铲下打印出的样例方框？ 

 将铲刀刀锋轻插入打印件与平板蓝胶带粘结处 

 小心向上翘起打印件 

 当打印件与平板脱离后，用手取下 

 如果打印平板上蓝色胶带有破损，请用配送的一卷蓝胶带修复。 

 

3、 Cura 软件的设置 
 

工程师为 DreamMaker 机型定制的打印参数，可在生成 Gcode 时进入 Cura—Swift to 

fullsettings 将参数设置： 

 



 

 

 

 

更多说明请在官网下载完整用户手册：http://www.dreammaker.cc/?page_id=385 

 

 

 

 

 

 

 

 

 

 

 

 

 

官网：http://www.dreammaker.cc 

技术支持：support@dreammaker.cc  

电话：(+86)-021-61001656 

QQ 群：323452686 

新浪微博：@DreamMaker_3D 

微信二维码：  

 

上海智位机器人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http://dfrobot.com.cn/ 

http://www.dreammaker.cc/?page_id=385
http://www.dreammaker.cc/
mailto:support@dreammaker.cc
http://dfrobo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