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ltimaker 3

您身边的
        专业
    3D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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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imaker 3

为您呈现
   精确而连贯
的打印效果

使用了 Ultimaker 3 型及其拓展型打印机， 无论是多复杂的
几何体，多精密的设计，您都能够轻松实现。这款打印机是
市面上最可靠、最创新的双喷头 3D打印机，其系统集成了
硬件、 软件与材料的控制功能。有了 Ultimaker 3 型打印机
，您随时都可以方便地进行3D打印



详情请访问 ultimaker.com

实时摄像与Wi-Fi连接
‒ 方便您远程进行3D打印及设备控制

双喷头打印搭配水溶性材料
‒ 为您实现完全的设计自由

打印核心支持更换，可以适配材料
‒ 为您带来更长的使用寿命，更快的转机操作

3D打印系统集成多种模式，具备多元功能
‒ 带您走进无与伦比的3D打印体验

您可以通过Wi-Fi、 LAN以及 Ultimaker 3的官方应用，将打
印文件轻松快捷地发送至Ultimaker 3型打印机中，还可以通
过打印机的实时摄像对整个打印过程进行监测。而这款打印
机还集成了Wi-Fi连接功能，能够让多名用户对打印进行控制
与监测，同时还支持LAN与USB这两种连接方式，能够保证
打印工作时刻不停，毫不间断。

Ultimaker 3 型打印机具有高度集成的系统，全方位地集合了对
硬件、软件及材料的控制功能，提高了打印流程的效率，增强
了3D打印的品质。通过查看NFC扫描器，您能够识别打印机内
装载的具体材料；通过连接网络， Cura软件能够识别打印核心
及打印材料，对每种组合的配置进行相应优化，进而简便快捷
地呈现出最为理想的打印效果。

我们采用了最为可靠的双喷头打印系统，能够让您享受前所
未有的设计自由。您可以使用水溶性材料来制造精密的机械
零件，也可以通过喷嘴自动升降系统获得优异的打印效果。
使用Ultimaker 3型打印机，您可以使用多种材料进行 3D打
印。尼龙、 PP、 PLA、 ABS、 CPE、 CPE+、 PC、 TPU 95A
及PVA等材料一应俱全，我们还会为您持续补充更新。

Ultimaker 3 型打印机的转机操作快捷，使用寿命更长，打印
品质连贯一致，能够为您呈现一流的打印效果。根据不同材料
的组合， 打印核心可在几秒内完成相应替换，打印过程更加高
效快捷。 我们根据不同材料的特性，对打印机的内喷嘴形状进
行了相应定制，定会带给您更加可靠的3D打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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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流程一步到位，
打印过程稳定可靠

主动调平

加热玻璃板

喷嘴自动升降系统

双重连通材料供给装置

超强的打印机喷头冷却系统

打印机喷头上附有电容传感器，可以测量出喷嘴与打印平台
板之间的距离，随后通过调节头几层打印平台板的Z轴高度，
平台板的倾角会有所调整，进而保持水平。打印平台板的主
动调平可以保证能够良好承载材料，进而为您提供可靠的远
程3D打印体验。

Ultimaker 3型打印机的打印平台板在牢固的同时，还做到了
轻便，进而减少了打印过程中的振动频率，能够创造出更加
精良的打印效果。Ultimaker 3型打印机的打印平台板为加热
玻璃板，可以自行进行装卸，进而打印也能更加简便。而且
平台板还会自行加热，因此您在打印时可以选用多种材料。

Ultimaker 3型打印机具有别具一格的喷嘴自动升降系统，能够
提供更为平滑的专业打印效果。

两个互相连接的材料供给装置能够更好地收集材料，同时也能
够避免设备引擎过热。在双连通材料供给装置下，您能够更加
简便地更换打印材料，立刻对打印压力适当选取，可以直接通
过杠杆人工来插入或移除某件材料，如此也能够为您提供更加
可靠的控制功能，带来更加成功的打印效果。

Ultimaker 3型打印机内集成了三重排扇系统，内含两枚径向排
风扇及风扇罩，能够提升打印压力，增强空气流动。在该系统
下，打印机能够实现高效率的喷头冷却，进行高质量的桥接工
作，以更快的工作速度，为您带来更加平滑而优质的打印效
果。



引领市场的双喷头打印，
独占鳌头的打印机核心
使用Ultimaker 3型打印机，您能够简便快捷地取得优质卓越的打印成品。您
可以根据材料来自行更换打印核心，进而能够提高打印性能，延长设备寿命。
无论是普通的单色打印，还是较为绚丽的双色打印，通过我们可靠的材料组
合，您能够获得更大的设计自由。

• 设备可适配于材料。 无论是工程材料还是水溶材料，您都能
够使用自定义的喷嘴形状，创造卓越的打印成品。

• 打印核心更换快捷。 Ultimaker 3型打印机的打印核心支持快
捷更换，还可直接切换不同的材料组合，进而大大提高了打
印流程的效率，节省了工作时间。

• 打印材料十分广泛。 您在打印中可以选择多种材料，如尼
龙、PP、PLA、ABS、CPE、CPE+、PC、TPU 95A及PVA。

• 温度识别精确。 设备能够自动对温度进行精确的识别，能
够保证温度在适宜范围内，进而为您呈现更好的打印质量。

• 设备可靠耐操。 我们为压出机增设了新的硅制外壳，能够
给予强大的防护，进而产生更好的3D打印效果。

• 喷嘴尺寸可选。 我们有不同尺寸的喷嘴供您选择：您可以
选择0.80mm的喷嘴进行快速打印；也可以选择0.40mm的
喷嘴进行高质量的细节处理。

详情请访问 ultimak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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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的3D打印系统，
超强的3D打印体验

Ultimaker 3型打印机系统集成了对硬件、软件与材料的控制功能，能够
保证打印效果的绝佳品质。我们所使用的开源切层软件（ Cura）广泛地
应用到了机器的硬件配置中，可以根据您的打印原材料及打印核心自动
进行适配。此外，它还能够识别出所用的打印核心，因此安装程序更加
简便，打印过程也更加快捷。

Cura优化配置文件
•  Cura软件针对不同的材料进行了多次彻底的实验，拥有
多种相应的配置文件，可以自动对打印材料进行识别，进
行必要的设置调节，进而为您提供连贯而优异的打印效
果。

• Ultimaker 3型打印机可以对您选用的材料进行检测与识
别， 进而核对其对应的耗材与打印核心的种类。由此可
以保证您的设备能够一切就绪，随时工作。

NFC材料扫描器

• 打印核心含有的EEPROM芯片能够对所用喷嘴的尺寸及类别
进行记忆，在误用情况下能够及时提醒您。因此这种芯片能
够减少打印过程的错误，让打印效果更加理想。

EEPROM打印核心芯片



更强大的控制，更紧密的连接

远程3D打印及设备控制

Learn more at ultimake r.com

Ultimaker 3官方应用

Ultimaker 3的官方应用适用于iOS与安卓双平台。您
只需通过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的简单操作，即可开始设
备的打印工作，监测整个打印流程。设备集成了摄像
头，方便您对工作流程进行查看。我们还为设备提供了
在线切层服务，方便您对模型进行切层。

更强大的控制，更紧密的连接

• 使用USB存储装置（内含16GB），无需网络连接也
可进行打印
• 通过Wi-Fi或LAN连接，您能够简单快捷地将打印项
目发送至Ultimaker 3型打印机中
• 您可以通过实时摄像头监测3D打印流程，享受前所未
有的自主与控制

• 连接本地Ultimaker 3型打印机
• 根据尼龙、PP、PLA、ABS、CPE、CPE+、PC、TPU
95A及PVA等材料的配置文件，创造打印项目
• 使用线上切层服务对模型进行切层
• 通过打印机集成的摄像头，对打印流程进行监测
• 通过手机或平板，远程操作Ultimaker 3型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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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材料：水溶性PVA

使用双打印喷头技术，
实现更加精密的设计

Ultimaker 3型的双打印喷头系统是市面上最为可靠的，能够
设计出精密而复杂的几何形状，而您之后只需将打印成品放
入水中，即可去除打印的支撑材料。而具体的详细结构与精
密部件可以进行定制。

Ultimaker的PVA材料是完全水溶的，因此是优秀的支撑材
料。哪怕是在最为复杂的尼龙或PLA模型中，也能发挥出理想
的效果。若您需要为模型深处的孔洞结构、大型突出物以及复
杂的几何体进行支撑时， PVA则是您的最佳之选。



详情请访问 ultimaker.com

选择最适宜的构建材料

Ultimaker 的材料选用旨在为您呈现顶级的打印效果。而Cura的配置
经过优化后，能够识别出打印核心与所用材料，并为每一种材料提供
相应的最佳打印设置。

PP
耐疲劳、质量轻
PP（聚丙烯） 是一种耐高温、抗腐蚀、耐疲劳的材料，而且
坚韧不易断，适合作为耐用设备和终端模型的打印原料。

尼龙
具有弹性、 强度高、耐腐蚀
尼龙（聚酰胺）是一种全能的材料，比强度较高，极为耐用，
较难断裂，其可承受温度高达80℃，是制造原型产品、终端
产品及工具的优秀之选。

PLA
打印过程安全快捷

PLA（聚乳酸）具有较好的抗拉强度，表面质量较高，
较为适合充当细微零部件或设备的打印材料。

坚韧、耐用
ABS

ABS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的可承受温度可
达85℃，具有较好的物理性质，适合充当结构复杂的终
端产品或设备的打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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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材料
Ultimaker 永远积极进取，为用户精益求
精。因此我们为 Ultimaker 3 型打印机采
用了开放式的材料系统，您可以任选材料
类型进行打印，进而自行发挥创新，自定
设计方案，充分满足您的要求。

CPE
抗化学腐蚀、坚韧 耐热、坚韧

CPE+是一种非常坚韧的材料，是打印设备及机械零部件的理
想材料，其最大可承受高达100℃的温度。

CPE+

PC
强度高、坚韧、耐热

将PC（聚碳酸酯）用作原料时，您可以打印出强度较高，较
为坚韧，而且尺度稳定的零部件，可以承受高达110℃的温
度。

TPU 95A

TPU是一种半柔性、耐用而且抗化学腐蚀的材料。其邵氏
硬度为95，断裂伸长率为580%， 能承受高达100℃的温
度。

半柔性、耐磨

CPE（共聚多酯）是一种耐化学腐蚀、尺寸稳定的材料，抗
拉强度较高，可承受高达70℃的温度，适用于打印设备及机
械的零部件。



详情请访问 ultimaker.com

产品套装包括什么？

• 1 x  前置面板
• 25 x  粘合片
• 2 x  0.40 mm 的喷嘴
• 2   x  TFM 耦合器 

先进的3D打印
产品套装

Ultimaker的先进3D打印产品套装旨在为用户提供帮助。通过加强打印平台板
的附着能力，以及3D打印机内部的温度调控，您在使用ABS、 CPE+或PC等材
料时能够取得更加卓越的打印效果。

提升Ultimaker 3型打印机的工作性能
当您选用了在高温下工作的打印材料（或面键合不正常的材料）时，您可以使用前置面板，它不仅能够提高材料的
表面质量，降低材料的分层，还能够保护打印过程免受外界干扰。
当您选用PP进行打印时，您需要使用粘合片。而由于CPE+和PC这两种材料在打印时的床温为110℃，可能就会难以
附着于打印平台板上，所以我们也推荐您对于这两种材料也使用粘合片。
有了玻璃板，您在打印后中也就无需等待，直接即可把完成的打印成品从Ultimaker 3型打印机中取出。而且您还可以
随时轻松替换新的玻璃板，直接即可进行新的打印工作，大大降低了设备的停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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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市场的3D打印软件⸺Cura

Ultimaker的这款免费开源的切层软件，能够为您带来卓越优秀
的打印效果。 Cura的配置文件经过了广泛的测试，可以根据您
的打印原材料及打印核心自动进行适配。在如此开放而灵活的
系统下，您能够对3D打印过程完全自定义，可以充分满足您的
实际需求。

配置文件已优化。优化的Cura配置文件与双打印喷头技术
能够为您带来无缝而便捷的打印体验。

强大的配置。200种不同的配置能够为您保证卓越的打印
效果。在对多个项目进行打印时，您还可以为其各自选取
不同的配置。

软件开源，永久免费。这款软件是开源的，因此全世界的
用户都可以对其进行改良，增添各种新特性。

自定义过程简便。这款设备可以专门为您的模型调试打印
设置，对市场开发进行测试，并将自定义打印配置文件进
行保存。

双喷头3D打印。我们对Cura软件的配置文件进行了优
化，能够对不同的打印核心与打印材料进行自动适配。如
此集成强大的系统，不仅能够改善您的用户体验，还始终
能够带来绝佳的打印效果。



详情请访问 ultimaker.com

我们的竭诚
辛勤付出
⸺全球支持团队
始终为您服务

Ultimaker 始终把品质放在第一位，因此无论您在何时何地，
我们会在所有的3D打印机及软件方面，为您提供终身的技术支
持与客户服务。

我们对服务人员进行了精心的挑选、训练与认证，确保能够拥
有适当的行业知识与能力，能够向您提供满意的支持与帮助。
请您相信，无论您在何时联络我们，我们都能根据您的时区及
语言安排相应的专业人士为您服务。

无微不至。您的用户体验对我们至关重要，我们将会
无微不至呵护于您。

刻苦磨炼。Ultimaker的每一位服务人员都经历过了刻
苦的磨练，无一例外地取得了认证。

紧密团结。Ultimaker会与所有人员紧密团结在一起，
进而集中提高并改善我们的服务质量。

时刻更新。我们会时常对有用的打印资料、手边贴士
与信息指南等相关3D打印知识进行更新换代。

根据您的时区与语言提供专业援助
我们的零部件与材料永远供应充足
本地供应商保修可以保护您的利益



有口皆碑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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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受到了全世界
3D打印领域的认可

“Ultimaker 3型打印机我已经用了有几周时间了，它真的是我
用过最棒的一台设备，而且噪声很小很小，设备的安装与启动
操作也是相当简单的。不管你是要打印需要支撑的模型（这台
打印机使用了水溶PVA作为支撑物），还是想混用颜色或材
料，这款打印机的双重材料收集装置都能充分满足你的要求。 ”

TJ McCue

“有两个词能完美形容Ultimaker 3型打印机的工作：‘井
然有序‘和‘谨小慎微’。就目前我用过的这些3D打印机而
言，这台打印机是我用过的熔丝制造最为精确的设备。 ”

Lucas Mearian

“Ultimaker 3型真的是出类拔萃——能够提供卓越的3D打印
效果。这台设备的安装与工作都十分简便，支持多种材料，
软件灵活易用，而且还具备了双重材料支持、打印监测摄像
等新特点。我们都很喜欢这些新加入的特点，能够为打印机
大大提升其可用性。 ”

Richard Baguley

“…这台打印机能够用工业级材料（包括可溶材料）制作出各
种模型。用上这款打印机，用户在设计方面的思路也就广阔
了许多，获得了充分的设计自由，能够完全按照预想来制作
模型。 ”

Michael Molitch-Hou

“Ultimaker 3型打印机要比先前的产品具有更大冲击，而且
更加自动化，所以更能够吸引工程师与设计师等人群的青
睐。用户能够将设计上传，随后点击打印，不需任何障碍即
可获得成品。 ”

Daniel O’Connor

“设备的内核升级了…现在不仅具备了对先进复杂几何体进
行打印的能力，内部还包含了打印床，内购自行进行调
平，进而避免打印过程中发生一般性错误。 ”

Brian Heater



技术
打印喷头

构建体积

材料直径     
层分辨率

步距精度X、Y、Z
打印喷头移动速度 

材料流速

打印平台板
打印平台板温度  
打印平台板调平  
材料类型   
喷嘴直径  
喷嘴温度  
喷嘴加热时间     
打印平台板加热时间 
平均作业噪声 
材料存放  
连接方式  

摄像头

熔融沉积成型（FDM）
双喷嘴，其中一个喷头具备自动升降功能，打印
喷头核心可轻松交换

型

215 x 215 x 200 mm 
(左喷嘴或右喷嘴)  
197 x 215 x 200 mm 
(双打印喷头)

Ultimaker 3型的扩展型 
215 x 215 x 300 mm 
(左喷嘴或右喷嘴) 
197 x 215 x 300 mm 

(双打印喷头)

2.85 mm
0.40 mm喷嘴: 200 - 20微米
0.80 mm nozzle: 600 - 20微米
12.5, 12.5, 2.5微米
30 - 300 mm/s
0.40 mm喷嘴: 高达16 mm³/s
0.80 mm喷嘴: 高达24 mm³/s
加热玻璃板
20 - 100 ºC
主动调平
尼龙、PLA、ABS 、CPE、CPE+、PC、TPU 95A、PP、PVA
 0.40 mm, 0.80 mm

180 - 280 ºC
小于2 min
小于4 min (20 - > 60 ºC)
50 dBA
可自动检测材料的NFC扫描系统
Wi-Fi、LAN、USB
实时摄像

打印机及打印属性

打印机外形尺寸
打印机外形尺寸（包括鲍登
管和线轴架）
净重
装运重量
装运箱尺寸

342 x 380 x 389 mm
342 x 505 x 588 mm

10,6 kg
15,5 kg
400 x 395 x 590 mm

物理尺寸

输入

输出

100 - 240 V
4 A, 50 - 60 Hz
最大221 W
24 V DC, 9.2 A

供电要求

环境工作温度

打印机存放温度

15 - 32 ºC, 10 - 90% 无冷凝
参考材料规格，了解最佳工作条件 

0 - 32 ºC

环境管理

随机提供的软件    
支持的操作系统 

文件类型

官方免费提供的软件Cura  

MacOS、Windows、Linux
STL 、OBJ 、X3D、3MF
G、GCODE
BMP、GIF、JPG 、PNG

软件

Ultimaker 3
规格详述

342 x 380 x 489 mm
342 x 505 x 688 mm

11,3 kg
16,8 kg
400 x 395 x 690 mm

Ultimaker 3型打印机的系统集成了对硬件、软件与材料的控制
功能，能够给您带来平稳而直接的工作流程，呈现无与伦比的
打印效果。而颇具创新的双喷头打印技术可以针对构建材料与
支撑材料使用两个打印核心。打印机喷嘴的自动升降系统也提
高了设备的可靠性，实现了双喷头打印下的精密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