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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智能 3D 打印机说明书
本说明书适用于型号：A7

【感谢您购买极光尔沃 3D打印机，使用前请详细阅读本说明书，阅后请妥善保

管，以备日后查阅（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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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打印机收到损坏或发生事故，请勿将机器放置潮湿或靠近火

源、热源的地方。

电源线插头损伤、插座插口湿的时候，请勿使用，以免造成火灾、触

电火灾短路。请勿用湿手拔插头，以免触电、受伤。

表示｛禁止｝的内容 表示｛警告｝的

内容

【为保证使用安全，避免对您和他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和财产损失，

请您务必遵守以下有关安全方面的注意事项。】

机器运行过程中，喷嘴部件温度最高可以达到 280℃，打印平台温度

最高可以达到 110℃。为确保您的安全，当打印机正在打印或冷却期

间，禁止用手直接触摸模型、喷嘴、打印平台。

机器运行过程中，禁止将手伸到机器内，防止夹伤。

工作电压使用 110~220V的交流电压 50HZ交流电，三脚插座必须接地，

不得使用其他电源，以免引起元器件损害或火灾、触电等事故。

在打印过程中，部分耗材会产生轻微气味，但不会影响人体健康，为

保证打印环境舒适，建议您在通风良好的环境下使用。

请勿改造，除维修技术人员以外，其他人不得进行分解、维修，以免

造成火灾、触电、受伤。

请勿让儿童单独操作使用，要放在婴幼儿不能接触的地方，以避免触

电、烫伤等危险事故的出现。

请勿将电源线强行折弯、靠近高温、捆绑及承载重物，以免造成电源

线破损而引起火灾、触电。

打印机在工作过程中，禁止移动或晃动打印机，以免造成机器损坏。

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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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OGO1、机器门 3、触控屏 4、升/降料架开关

5、LED 灯开关 6、料架 7、料盘 8、风扇开关

9、视窗 11、USB 联机打印接口10、U 盘插口

外观介绍：产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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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头 A（加热部件）

喷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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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喷头电机罩5.电路板 2

2

2.喷头罩

dianluban
1.电路板 1 4.挤出齿轮

dianluban
3.强力磁铁

dianluban

喷头 B（挤出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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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A7 喷嘴直径 0.4mm

成型原理 FDM 熔融堆积 整机功率 230W

层厚 0.05-0.3mm（推荐 0.1mm） 机器尺寸 455mm*510mm*412mm

材料直径 1.75mm 机器重量 21Kg

成型尺寸 230*220*200mm 包装尺寸 595*645*575mm

打印精度 ±0.2mm 包装重量 29Kg

耗材倾向性 PLA 调平 自动调平

喷头 快拆试磁吸喷头 控制面板 4.3 寸电容屏

电脑系统 Windows7/Windows10 软件语言 中/英

打印速度 10-150mm/s（建议不超过 30-60mm/s） 支持文件格试 STL、OBJ、G-Code

物品名称 数量（pcs）

电源线 1

U 盘 1

内六角扳手 1.5/2.5mm 各 1

标配耗材（0.8kg） 1

铲刀 1

调平测试卡 1

保修卡 1

工具清单：

产品参数：说

打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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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按上述步骤进行操作，以免不当操作影响机器的正常使用，

如遇不明之处，可联系我司售后。）

打开产品包装 取出工具盒内电源线取出机器（放置在）平整桌面上连接电源并打开开关 选择一键升降料架（按指示方向安装耗材）选择自动回原点 选择调平（待喷头运动停止）选择预热机器在电脑上安装切片软件 设置好参数并保存至 U 盘（文件名用英文）选择保存的文件进行打印将 U盘插入机器 开始打印

在触控屏上选择“自

动回原点”

选择“调平”，直至

喷头运动停止

取出电源线插接好

后，打开开关通电

打开工具盒，从 U
盘将软件装入电脑

打开包装取出

3D打印机

选择“预热”机器

喷头和热床升温

按指示方向安装

耗材

设置好软件相关机型、参数并保

存至 U 盘（文件名用英文）

将 U盘插入机器

的通信端口

选择保存好的文件

进行打印

机器自动升温并开始打

印直至结束

平稳放置于平

整的桌面

选择“升降料

盘”，料盘升高

撬取打印后的模

型

打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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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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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 U 盘内资料拷贝的电脑上任意磁盘并

备份，双击安装“JGcreat 切片软件”，详

细步骤如下：

注意：安装路径中不可出现中文字符。

软件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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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下一步】,弹出以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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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软件图标：

按红框中选这相应机型，然后“增加打印机”。

选择相应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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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菜单栏上选择“Preferences”-“Configure”；

将软件切换成中文，然后关闭，最后关掉软件并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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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载入模型后，选择相应的“打印质量”，软件右下角显示

“正在切片” ，即生成 G 代码；

切片完成后，软件右下角的“保存文件”会亮起，点击将文件保存到任意位置 ，

保存的 G 代码不可是中文，可以是任意的字母或者数字；



全球 3D 打印先驱

18 / 22

将保存好的 G 代码拷贝到我司标配的 SD 或 U 盘的根目录下，并插入机器上卡槽

或 USB 口，然后通过控制旋钮或触屏选择要打印的文件（G 代码)。

3、连接机器的电源，并打开机器背面的电源开关，机器进

入待机显示界面；

4、通过触控屏，选择“调平”喷头将按照图中 A-B-C-D 的
方向进行平台检测调整，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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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预热并安装耗材；

通过触控屏，选择“预热”—“PLA”—喷头和平台开始加热到预设的温度值

(本说明使用的是 PLA)；

通过触控按钮，选择“升降料盘”（按一次上升，再按一次收回）-- 按下图

装好料盘：

耗材正面朝外，并按

指示进行安装

耗材端部逆时针装入

进料孔

耗材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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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触控屏，选择“设定”—“进料”—电机开始将耗材输送到喷嘴，并直

至喷嘴有耗材流出，如图：

6、打印生成 G 代码或 U 盘内自带 G 代码；

通过触控屏，选择“打印”—“G代码”—机器开始升高 G代码内设定的喷

头和平台温度，待平台温度到达后，机器自动将 G代码内的三维模型打印出实体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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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撬取模型。

打开机器门，取出打印平台并用平铲将模型撬取下来。

注意：使用平铲时，切勿对准自己和周围物体，防止受伤或损坏。同时注意装回

平台后需要重新进行“调平”在开始下一次的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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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常见问题解决：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排除方法：

热床无法加热
1.热床没放到卡位；

2、热床底部有异物。

1，重新将热床装入卡扣

2，排除热床底部的异物

喷头无法加热 喷头没有卡到位
重新将喷头卡入到磁吸孔

内。

料盘上升/下降卡

住
料盘是否放到位

重新安装料盘，并卡入料盘

位。

进料时卡料 料盘方向放错 将料盘进料方向调换一下

调平时一直咔咔响
喷嘴上固化的的多余

料顶到平台

预热喷头，让喷嘴上的料软

化，并清理

1.本产品执行《产品保修卡》内的相关规定

2.本产品如有故障，请不要擅自修理，建议与售后中心及服务点联系。

深圳市极光尔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大浪龙泉信息科技园 1栋 5 楼 518109

公司主页： www.jgew3d.com

服务热线：4000 888 603

售后中心服务电话：0755-61579996 / 66607459

维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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