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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YZprinting 3D Printer

使用者手冊 TW

本說明書主要是讓使用者了解並正確使用 da Vinci Color 3D 列印機
（以下簡稱 da Vinci Color），在說明書中可獲得有關 da Vinci Color 
3D 列印機的操作需知、應用技巧及維護資訊。

如欲掌握 da Vinci Color 3D 列印機的更多消息與 XYZprinting 全系列
產品之相關訊息，歡迎與當地的銷售商取得連繫，或請前往三緯國際立
體列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官方網站：http://www.xyzprint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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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操作、拆卸本產品包裝、更換、移除本產品任何零件或維護本產品之前，請先仔細閱讀本說明書及所有安全注意事項，
並請遵照相關安全注意事項之說明。

● 建議勿單獨移動、搬運本機器。
● 請勿讓幼童單獨操作本機器。
● 請勿將列印機放置於多塵、高濕度、頻繁震動或者室外環境使用，建議放置於穩固平台。
● 請勿將列印機置於軟質或傾斜檯面使用，以免機台掉落 / 翻倒而產生損毀，或導致人員受傷。
● 請勿讓孩童獨自接觸本產品或玩弄電源線，可能導致受傷或觸電。
● 請使用原廠電源線，以避免因接地錯誤造成危害。
● 請勿在本產品上方放置任何盛水容器，如果溢出或流入本機中，可能導致危險或安全疑慮。
● 請勿使用酒精或易燃化學物擦拭列印機，可能導致危險發生。
● 請勿在電源開啟之狀態下搬動機器。
● 請勿於機器運行時將任何物品手伸入機台內，或撞擊移動機器，避免因列印零件移動產生碰撞危險或避免高溫燙傷。
● 機器部分零件在使用過程中會變熱，將以高溫狀態運作，請勿在非冷卻狀態下觸碰或更換相關零件。
● 開機後機體內相關零組件將依使用者指令而加熱或移動，產品運行時請勿碰觸或阻擋機體內零件的運作。
● 列印過程會產生少許無毒的氣味，為確保整體使用環境的舒適性，建議請選擇通風良好之環境使用。
● 收到機器時若包裝破損，請勿拆封並儘快與您的列印機銷售單位或客服中心聯繫。

所有商標和註冊商標均為其各自所有者之財產。

保固期間將列印機送修時，建議以原裝之包材包裝機台再行運送，因此請保留原裝包材。如以其他包材替代，列印機可能會
在列印過程中損壞，本公司保留酌收維修費用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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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安全使用
安全與規範

重要安全須知

商標宣告

維護與服務

CAUTION
Heavy object.
2 person lift
required

Watch Your H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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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說明
產品外觀

1. 5 吋彩色觸控面板 2. 後進料馬達 3. 列印頭 4. 列印平台 + 可拆式橡膠磁鐵 5. 線材掛放處

6. USB 連接口 7. USB 連接口 (wifi 無線傳輸 ) 8. 電源開關 9. USB 連接口 ( 連結電腦 ) 10. 電源插孔

1

3

2

5

4

6

7

8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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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工具使用注意事項與說明

產品規格

31 2 4 5

列印

列印技術 2D 圖案 : 噴墨列印

3D 結構 : 熔絲製造製程 (FFF)

尺寸及重量

產品尺寸 ( 寬 * 深 * 高 ) 600* 581* 640 mm

淨重 32.3 Kg

毛重 43.2 Kg

性能

列印尺寸 ( 寬 * 深 * 高 ) 單色列印：200 x 200 x 150 mm

全彩列印：185 x 185 x 150 mm

列印層厚 0.1 mm ~0.4 mm

定位精度 X/Y : 0.0125 mm

自動校正 有

自動進料 有

離線獨立列印 有

材料 　

3D 列印材料 3D color inkjet PLA, PLA, Tough PLA, PETG

線材直徑 1.75 mm

墨水種類 CMYK 分離式墨水匣

硬體 　

噴頭直徑 0.4mm

使用者介面 五吋彩色觸控螢幕

列印平台 不加熱，可移除

傳輸方式 USB 2.0 隨身碟 / USB 線 / Wifi 無線傳輸

軟體 　

使用軟體 XYZmaker

支援檔案格式 AMF, PLY, OBJ, STL, 3CP

操作系統 Mac OS X  10.10 / 10.11 / 10.12 

Windows 7 /8/10 (64-bit)

Linux 14.04

溫度

機器操作溫度 15-32° C

墨水匣儲存溫度 15-35° C

線材儲存溫度 0-38° C 

下列維護工具僅限於有成人指導或監護的環境下使用，請勿讓孩童在
不熟悉的狀態下取得維護工 具，以免發生危險。

● 請務必在平臺冷卻的狀態下進行列印機維護。

● 列印完畢且列印平臺溫度降到室溫時，可用鏟子取下列印平臺上的列印品。

● 列印過程中產生的線材殘屑可能會附著在列印模組噴頭與齒輪上，而影響列
印品質、列印機的運作，也可能影響平臺量測結果，如遇此情況，請以銅刷
清潔列印模組。

1. 鏟子 4. 進料孔清潔鐵絲

2. 鋼刷 5. 噴頭清潔鐵絲

3. 齒輪清潔刷

產品說明
配件清單

1 2 3 4

11

5 6

12

7 8

1. 快速使用手冊
2. USB 隨身碟 ( 內含 XYZmaker 軟體安裝

檔、da Vinci Color 使 用 手 冊、XYZmaker 

使用手冊 )

3. 3D color inkjet PLA 線材 一卷

4. 電源線 一條

5. USB 連接線 一條

6. 可拆式橡膠磁鐵 一片

7. 頂蓋 一個

8. 線材導管 一條

9. PC 片 兩張

10. 美紋膠帶 一包三張

11. 無線傳輸接收器 一個

12. 手套 一雙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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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箱與安裝

移除包裝材料、頂蓋盒、配件盒以及塑膠袋。

3

7

移除機器內部的泡棉 ( 兩側導螺桿、列印平台下 )，並移除列印平台上的膠帶。

移除機器外的膠帶。

4

搬移列印機至桌上或是穩固的平台 
( 列印機沉重，請勿單獨搬運 )。

1

移除塑膠包膜以及 PP 帶。

2

打開前門，移除墨水匣服務站的支撐
材料。

5

移除墨水服務站上的泡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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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頂蓋。

10

將導管穿過頂蓋後先將一端插入列印
模組。

9

確認可拆卸式橡膠磁鐵是否放置於列印平台上。

12

將導管另一端插入進料模組，並確保牢緊地固定。

11

移除前門後方的束線帶及泡棉。

8

開箱與安裝

橡膠磁鐵上以雙面膠黏附一張 PC
膜，此 PC 膜為消耗品，髒污或破
損後可自行更換 機器隨附 2 片 PC 
膜 )。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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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選單運用於直接用 USB 隨身碟將
檔 案 (.3cp file) 匯 入 機 器 並 執 行 列
印，無須透過電腦將檔案傳入。

包含了在線材 (Filament) 與墨
水 (Ink) 的安裝 (Load) 與卸除
(Unload)。

包含首頁 1 功能有 :
列印平台設定 (Print-Bed)、列
印頭設定 (Print-Head)、線材
(Filament)、墨水 (Ink)。

次頁功能有  
無線傳輸 (Wi-Fi)、聲音 (Sound)、
統計 (Statistics)、語言 (Language)、
顯示 (Display) 以及門鎖 (Lock)。

後一頁功能有
模型 (Model)、版本 (Version)、重
新設定 (Reset)、法律資訊 (Legal 
Info)。

設定USB 列印選單材料安裝與卸除

觸控螢幕選單、功能與訊息
主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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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材的安裝 (Load)

功能操作與說明

1. 確認 USB 隨身碟已插入機器。 2. 主畫面中點選 USB 列印選單。 3. 主畫面中點選 USB 列印選單。

5. 列印時會顯示列印百分比，下方有中
斷列印、暫停列印、再裝填材料等選項。

4. 確認檔案資訊後點選 ”列印” 即可。

1. 將線捲掛放在側面。

A. USB 列印

B. 線材的安裝與卸除

B1 線材 (Filament)

確認線材將會以順時針方向被拉
出。

Note

2. 主畫面點選材料安裝與卸除。 3. 點選線材 (Filament)。 4. 點選安裝 (Load)。

5. 確認安裝。 6. 將線材插入自動進料模組。

7. 確認裝載線材之後列印噴頭溫
度將上升至設定值攝氏 210 度
(PLA from XYZprinting)，到達
設定溫度後線材會由進料馬達帶
動沿著導管進入列印噴頭。

8. 線材由列印噴頭擠出後代表載
入線材功能正常，載入線材完成
請點選確認。。

列印時機器前門將會自動上鎖，若想
改變設定可至 設定 (Setting) > 門鎖 
(Door Lock) 改變設定 。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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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畫面點選線材安裝與卸除。

1. 列印進行時點選下方線捲圖示。

da Vinci Color 提供線材不足時可續裝線材 (Refill) 功能。

4. 噴頭溫度上升至攝氏 220 度之後進料
馬達會將線材退出。

2. 點選卸載線材 “Unload” ，並確認。

2. 螢幕顯示目前材料狀態，請點選重新
裝填材料 (Refill)。

4. 噴頭升溫至卸載溫度後會將線材自動
卸載。

6. 列印噴頭開始升溫至裝載線材的溫度，到達溫度後，將線材插入進料馬達。 7. 線材自動重新裝載。

5. 卸載完全後請點選確認。

3. 確認卸除線材。

3. 確認重新裝填材料。

5. 卸載線材後將舊的線捲取出，並置放新的線捲 ( 請參考線材安裝 LOADING)，按
下 PROCEED。

功能操作與說明
線材的卸除 (Unload)

材料再裝填 (Refill Material) 

B2

B3

線材 (Filament)

線材 (Filament)

8. 觀察線材是否有從列印噴頭擠出，確認後列印動作將被重新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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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備妥數張紙巾、斜口鉗以及墨水匣。 2. 移除墨水匣包裝。 3. 移除墨水匣外蓋。

da Vinci Color 使用四種顏色 (Y, M, C, and K) 的墨水，允許單獨更換單一顏色墨水。

C. 墨水的安裝與卸除 

導引墨水

功能操作與說明

6. 檢查紙巾上的轉印墨水狀態，良好的
引墨結果呈現兩條直線，引墨程序完成
後請進行裝置墨水匣。

7. 若無法引墨順利，請用 75% 酒精沾溼
紙巾後擦拭墨頭，擦拭前後如上圖，完
成擦拭後請再紙巾上再次引墨，確認出
墨順利。

4. 將墨水匣按壓在紙巾上，讓墨水能轉
印在紙巾上。

5. 若無法順利導引出墨，可將紙巾放置
桌面上以墨水匣按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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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等待墨水匣移動至平台中央後
進行更換墨水。

1. 點選更換墨水 (Change Ink) 
後點選確認。

4. 更換墨水後點選 PROCEED。

3. 將白紙固定在列印平台上並點選 PROCEED，印表機將會列
印一頁 Test Page。

2. 確認進行變更。

4. 列印完畢後移除白紙，點選
PROCEED。

5. 檢查 Test Page 狀態
正常的 Test Page 如上圖，請確
認顏色順序正確，各行顏色沒有
條紋、缺墨現象發生。

更換墨水 (Change Ink)C1 墨水 (Ink)

1. 將壓板往上撥開。

2. 取出墨水匣。

3. 放置新墨水匣。

4. 確認墨水匣放置適當。

5. 將上方壓板下壓。

6. 請確認墨水顏色順序由左至右為 K(Black), 

C(Cyan), M(Magenta), and Y(Yellow)。

安裝墨水匣
1

4

2

5

3

6

安裝墨水之後建議列印 Test Page 進行墨水狀態確認，進行 Test Page 前請準備 A4 列印用白紙數張。

2. 點選 Test Page。1. 點選 Calibration。

校正 (Calibration) Test PageC2-1 墨水 (Ink)

點選墨水後，畫面會顯示目
前墨水的狀態。墨水水位過
低 (Low)、無墨水 (No Ink)
或是使用非正廠墨水 (Invalid 
Ink) 時，螢幕皆會提供資訊。

1

2

3
4

• 噴頭表面清潔：使用衛生紙或擦拭紙，
將噴頭擦拭乾淨，可使用 75% 酒精進
行噴頭擦拭，清潔完畢後，請再次進行
測試頁 (Test page) 列印確認。

• 引墨：參考 C 引墨流程，並進行測試
頁列印確認。

• 甩墨：利用衛生紙或擦拭紙包住墨水匣
後，進行上下甩動，如有出墨，請進行
測試頁列印確認。

噴墨異常處理

功能操作與說明

情況 1 & 3：請進行墨水匣異常處理。

情況 2 & 4：請重新進行墨水匣安裝。



P12P12

2. 確認列印平台上沒有列印品，
關上門後點選 PROCEED。

1. 點選 Ink Calibration 。

4. 列印完的白紙拿出後，點選 PROCEED。

5. 列印完成，取出校正卡。

7. 填入 Vertical Color Alignment 中直
線的號碼，填入螢幕後點選 PROCEED。

5. 依照機器指示，檢查紙上的圖案，C, M, Y 分別與 K 
組合成直線， 請找出對準的直線，如上圖中間所示。

6. 分別找出垂直與水平方向列印線材與
墨水 對準的方塊後點選 PROCEED。

8. 水平方向 : 填入您找出線材與墨水
為重疊的方塊號碼，填入後點選

PROCEED。

8. 確認填入的各組號碼後點選 PROCEED 
即可。

3. 平台升溫後開始列印 。 4. 列印機將自動列印校正卡，約
花費妳十五分鐘。 ( 請確認列印
機已裝載線材 )。

6. 填入 Horizontal Color Alignment 
中直線的號碼，填入螢幕後點選
PROCEED。

7. 垂直方向 : 填入您找出線材與墨水
為重疊的方塊號碼，填入後點選

PROCEED。

9. 校正完成，點選 PROCEED 結束墨水
校正。

校正 (Calibration) Color CalibrationC2-2 墨水 (Ink)

校正 (Calibration) Ink CalibrationC2 墨水 (Ink)C2-3

功能操作與說明

3. 將 A4 列印紙固定在列印平台。1. 點選 Calibration。 2. 點選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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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為步進模式，可手動操控列印頭與列印平臺的位置。

列印頭移動方式：

1. 回 Home 點，進行任何方位移動之前請先回 Home 點。

2. X 軸方向移動。

3. Y 軸方向移動。

4. Z 軸方向移動。

D1

D2

D3 D10

D6

D4

D8

D5

D7

D9

D. 設定 (Settings)

功能操作與說明

32 4

1

1. 選擇校正 (Calibration)。 2. 確認進行校正。

3. 校正動作開始，平台上升，列印噴頭依序移動至三個測試點進行量測，量測後平台下方馬達會帶
動螺絲進行調整，完成平台水平度調整。

4. 校正成功，完成後請確認。

平台校正 (Calibration)D1-1 列印平台設定 (Print-Bed)

Z 軸修正 (Z-offset)D1-2 列印平台設定 (Print-Bed)

點動模式 (Jog Mode)D1-3 列印平台設定 (Print-Bed)

1. 點選 Z 軸修正 (Z-offset) 。 3. 可點選螢幕上的圖示調整平
台上昇與下降，數值越大距離越
大，數值越小距離越小 , 調整完
成後 按下確認 (Check)，保存設
定。

2. 將噴頭移到平台中間，使用名
片檢查噴頭與平台的距離，建議
的距離為嗔頭恰好碰觸列印平台
並可順利滑動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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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認是否要更換，如要更換，請點選確
認 (Check)。

6. 請由機器上方進行更換列印噴頭。

1. 點選更換列印噴頭選項。 3. 等待列印噴頭移至適當位置利於更換。

7. 按壓白色釋放按鈕將列印噴頭分離。 8. 一手握住列印噴頭，另一手將排線移
除，列印噴頭拔除完成。

4. 更換列印噴頭位置如下。 5. 更換列印噴頭前請先將電源關閉。

6. 清潔完畢，按下完成 (DONE)。

更換列印頭 (Change Nozzle)D2-2

1. 點選更換列印噴頭選項。

3. 用進料孔清潔鐵絲插入進料孔，向下
推擠將噴嘴內的線材推出 ( 建議由機器
上方進行此動作 )。

5. 以噴頭清潔鐵絲，將鐵絲油噴頭下方
插入，疏通噴頭。

2. 確認是否要清潔，如要清潔，請點選確認 (Check)。

噴頭開始升溫至工作溫度後清潔動作開始。

4. 用鋼刷去除殘留在嘴附近的線料。

清潔噴頭 (Clean Nozzle)D2-1

注意 : 噴頭維持高溫，請避免碰觸金屬噴嘴部位。

功能操作與說明
列印頭設定 (Print-Head)

列印頭設定 (Print-Head)

裝上新列印噴頭順序 :

1. 連結排線。
2. 按壓噴頭上白色釋放按紐後將列印噴頭與機

構結合，結合後確認列印噴頭固定不搖晃。
3. 開啟列印機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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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畫面更換線材功能。

進入無線傳輸設定前，請先將無線網路
接收器 (Wi-Fi Dongle) 插入機器頂端的
USB 連接口。

D3 線材 (Filament)

D4 無線傳輸 (Wi-Fi)

功能操作與說明

● 使用 USB 線連結列印機與電腦，並執行 XYZmaker。
● 確認電腦無線網路功能已開啟並且連結到無線存取點 (Access Point)

1. 執行 XYZmaker，點選 File > Print > da Vinci Printer。 2. 選擇使用的列印機。

PRINT: 可以設定列印參數、列印品質。如
果僅執行轉檔，請點選 “PREPARE”。

DASHBOARD: 可以監控噴頭溫度、使用
線材以及控制裝載 / 卸載線材。

3. 軟體出現”READY” 代表連結已成功。
現在你可以點選 “DASHBOARD” 進行監
控列印機或是點選 “PRINT” 執行列印檔
案。

1. 點選新增 (ADD)，列印機會
搜尋可用的無線基地台 (Access 
Point)。

4. 確認連結已完成。2. 點選想用的無線基地台
(Access Point)。

3. 鍵入無線基地台 (Access 
Point) 的密碼。

使用 XYZmaker 確認無線傳輸連結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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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 聲音 (Sound)

點擊觸控螢幕時發出聲響可由聲音 (Sound) 選項進行開
啟 (ON) 或關閉 (OFF)

功能操作與說明

墨水匣狀態及更換歷程

上次校正紀錄 (Last Calibration)

列印工作紀錄 (Print Job) 

噴頭更換次數與使用時間 (Nozzle)

線材使用紀錄 (Filament)

使用溫度 (Temperature)

運行時間 (Uptime)

D8 統計 (Statistics)

統計功能紀錄了列印機開機使用的歷程，包含 :

D5 語言 (Language)

da Vinci Color 共有八種語言顯示，可在主畫面點選
設定 (Settings)> 語言 (Languages) 進行語言設定切
換，共有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英文、日文、德文、
義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等八種語言。

更換語言設定

顯示設定 (Display) 可使觸控螢幕在設定
時間內且非使用狀態下關閉，共有五種
設定，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五分
鐘及永不關閉。

D7 顯示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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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重新設定，機器資料將會被刪除，
並回到出廠狀態設定。

D10 重新設定(Reset)

D9 門鎖 (Door Lock)

1. 門鎖狀態開啟 (ON)，列印中前門將上
鎖無法開啟，列印完畢後 60 秒，門鎖自
動解鎖。列印中按下暫停 (Pause) 或停
止 (Stop) 圖示，門鎖自動解鎖，等待前
門再度關閉並繼續執行列印，門鎖自動
上鎖。

2. 門鎖狀態關閉 (OFF)，前門不會上鎖，
此時無論列印 (Print)、暫停 (Pause) 或
是停止 (Stop) 狀態下，前門都將處於解
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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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完前面章節的功能介紹之後，使用者可跟隨下列步驟進行第一次列印。

以 USB 線將列印機與電腦連線，並在電腦上安裝「XYZmaker」，即可傳送列印檔案。

「XYZmaker」可在 Windows 7 以上及 Mac OS 10.8 以上之作業系統運行，您可透過隨機附贈之原廠 USB 安裝或至 XYZprinting
官網下載安裝檔案，軟體操作手冊可至官網下載軟體使用手冊。 

詳情請參閱官網 http://www.xyzprinting.com/ 

第一次列印

透過電腦軟體「XYZware Maker」傳送列印檔案

2. 點選打開 (OPEN)，從檔案中選擇要列印的模型檔
案，載入檔案後可調整物件大小、列印位置與角度。 
欲列印彩色物件，請將檔案預先存成 obj 檔後載入
XYZmaker。

4. 透過轉檔 (prepare) 功能能將 obj 檔 轉成 .3cp 檔，編
輯與調整完成之後，即可點選列印 (Print) 進行物件輸
出，檔案進行切層處理之後開始列印。

1. 連接電腦與列印機，選擇 da Vinci COLOR。

3. 使用者可進行相關設定值的更改來滿足列印設定及效
果的調整。

列印

參考 D1-1 參考 B 參考 C 參考 C 參考 A

進行平台校正
(Calibration)

進行 Z 軸修正
(Z-offset)

進行 線材安裝
(Load Filament)

安裝墨水
(Change Ink)

進行校正墨水 
(Calibration) 準備好檔案後

執行列印- 測試頁 (Test Page)

- 色彩校正 (Color Calibration) 

- 墨水校正 (Ink Calibration)

參考 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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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資訊
列印機發生問題時， 請參閱以下疑難排解說明修復問題， 如問題持續發生， 請與客服中心聯繫 ( 台灣技術諮詢專線：
0809-016-225)。

本產品符合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 

第十二條
經形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
號或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
之特性及功能。

第十四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
信；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立即停用，並改善至無干擾
時方的繼續使用。前項合法通信，指依電信規定作業之無
線電信。低功率射頻電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
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備之干擾。

保固期間將列印機送修時，建議以原裝之包材包裝機台再
行運送，因此請保留原裝包材。如以其他包材替代，列印
機可能會在列印過程中損壞，本公司保留酌收維修費用的
權力。

列印機發生問題時，列印機螢幕和 / 或軟體介面上將顯示相關服務碼，請參照此服務碼說明表格進行初步檢測。

售後維護與服務

問題代碼與處理方式

NCC 警告語

服務碼 問題徵狀 處理方式

0011 列印頭 1 加熱問題 - 加熱過久

檢查相關插線是否接妥並重新開機0014 列印頭 1 加熱問題 - 超過溫度

0015 列印頭 2 加熱問題 - 超過溫度

0030 X 軸移動異常

檢查馬達 / 感應器插線是否接妥，並檢查感應器位置0031 Y 軸移動異常

0032 Z 軸移動異常

0050 內部通訊錯誤 - 記憶體錯誤 重新開機

0052 列印頭記憶體錯誤 重新更換列印頭

0055 噴墨頭異常 重新開機 , 更換噴墨頭

0056 噴墨資料讀取錯誤 重新開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