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簡易 

Studio System™ 簡化模型準備作業、採用

可用手拆除的支撐，更針對辦公室大門打造

相應的外型尺寸，方便在公司內部印製金屬

零件。

內建擴充性 

系統在設計時已將模組化納入考量， 

適合批次處理 — 方便使用者針對 

特定生產需求進行擴充。

可在辦公室安全運作

Studio System™ 完全不採用雷射燒結金屬粉

末，無論在哪一種設施都能安全使用。

Studio System™

列印（無須刀具） vs. 射出成型 

每一製程的第一步一定是製作「原型件」零件。若是採用 MIM，此步

驟會將金屬粉末與黏和劑的混合物注入模具。BMD 則是藉由高度受控

製程層層擠出黏和式金屬棒，藉此製作零件的形狀。 

以特殊配方製成的原料 vs. 混合金屬粉末

BMD 製程的起點是以特殊配方製成的黏和式金屬棒（用蠟及聚合物黏

和劑黏和的金屬粉末），此配方類似金屬射出成型（Metal Injection 

Molding，MIM）使用的黏和劑和金屬粉末混和物。 

除膠

原型件零件成型後，由於系統在設計時已將模組化納入考量，適合批

次處理，因此方便使用者針對特定生產需求進行擴充。在這兩種製程

中，此零件皆會浸入除膠溶液以去除基底蠟黏和劑 — 在整個零件中

形成多孔結構，以準備進行燒結。

燒結

將零件加熱到接近融化的溫度，去除融著在一起的殘留聚合物黏著劑

以及金屬粒子，提升零件密度並形成固態金屬零件。在此製程中，由

於會去除黏和劑並僅留下金屬粒子，因此零件的形狀會收縮大約 15%

[MIM][BMD]

BMD 技術 Studio System™ 的設計是以金屬射出成型（Metal Injection Molding，MIM）產業的化學和粉末供應鏈為

準。以此十億元級的成熟全球化產業為基礎，Desktop Metal 提供客戶成熟可靠的冶金技術。下圖圖解說

明 Studio System™ 設備系統採用Bound Metal Deposition™（BMD）給使用者的流程。 

關於

Desktop Metal™

Desktop Metal™ 供應端對端 3D 列印解決方案，促進製造業轉型。本公司成立於 2015 年，創辦人囊括先進

製造、冶金和機器人的領袖人物，目標是解決 3D 列印在速度、成本和品質上仍未克服的挑戰，讓 3D 列印

能成為全球各地的工程師、設計師以及製造業者不可或缺的工具。

 ■ 籌資超過4 億 3800 萬美元

 ■ 200+ 名工程師，25 名 Ph.D.

 ■ 4 名 MIT 教授（共同創辦人）

 ■ 100+ 項專利申請中 
包括 200+ 項發明

 ■ 獲得業界各大公司採用

 ■ 在 48 國有 85 個代理商

_重大成績 _客戶

製作具功能性的原型

使用生產級材料快速從設計進入到原型製造

階段。快速進行測試及重複製作原型，縮短

產品開發時間並加快上市時間。

夾具和治具

利用 3D 列印零組件簡化廠內組裝、接和以

及檢查的各項作業。快速製造能耐受極端製

造環境的複雜夾具和治具。

製造模具

列印各種鑄造、沖壓和擠型應用所需的模具。 

Studio System™ 的近淨形能力可用來生產刀具

零組件，還能大幅減少後處理作業。

材料 Studio System™ 專為多重材料相容性和簡易材料更換而設計。以經過金屬射出成型（Metal Injection 

Molding，MIM）產業詳細研究的合金為基礎，Studio System™ 採用的材料皆為以特殊配方製成且可安全處

理的黏和式金屬棒。相較於其他擠出型技術，Studio System™ 材料的收縮率更低，燒結密度更高。 

重大使用案例

小量生產

利用 Studio System™ 直接印製複雜的零組

件，取代成本高昂的設備與刀具、需要漫長

前製時間的鑄模作業，以及困難的機器加工

*開發中。關於最新供貨情形，請洽昱竑國際實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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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結爐]

局部加壓燒結爐（可真空處理）

週期時間 40-48 小時（一般）

最高溫度 1400 ℃

熱均勻性 燒結溫度的 ±5 ℃

每次作業消耗的氣體量 ~ 750 公升

工作容積 30 x 20 x 20 cm

含 5 個可調式層架的石墨層架

電力需求 220 VAC，60 Hz，30 A，三相
NEMA L15-30 插頭（4 線接線）

瓦斯供應 外部連接氣體

尺寸（高 x 寬 x 深） 161.8 x 138.0 x 75.4 cm

開啟位置高度 216 cm

重量 798 kg

[列印機]

可靠耐用的 BMD 擠出型列印技術

最高列印速率 16 cm3/hr

印層高度 50 µm（高解析度噴頭）
150/220 µm（標準解析度噴頭）

列印容積 30 x 20 x 20 cm

電力需求 100-130 VAC，50/60 Hz，15 A，單相
220-240 VAC，50/60 Hz，10 A，單相

尺寸（高 x 寬 x 深） 94.8 x 82.3 x 52.9 cm

重量 97 kg

可在辦公室安全運作

[除膠機]

可在辦公室安全操作的低排放量設計，含氣密箱蓋

週期時間 9-72 小時（一般）； 
視零件幾何形狀而定

工作容積 30 x 20 x 20 cm

3 個可調式層架

電力需求 100-130 VAC，50/60 Hz，20 A，單相
220-240 VAC，50/60 Hz，10 A，單相   

尺寸（高 x 寬 x 深） 102 x 74 x 57 cm

開啟位置高度 160 cm

重量 150 kg

[Fabricate™]

管理零件經過設備各部分時的製造過程

與大多數原生 3D CAD 設計檔案或 .stl 檔案相容

具備遠端監控能力的雲端功能

無需網路連線即可本機操作

Studio System™

規格



列印機 列印機將黏和式金屬棒擠出並形成「原型件」零件 — 類似 FFF 印表機的運作方式。由於雷射燒結型金屬 

3D 列印會用到成型前粉末，此方法可消除經常相關的安全隱憂，並可提供輕量化高強度適用的閉孔式填充

等的新功能。

05 快速輕易更換材料

快拆式噴頭和更換簡易的材料匣能在數分鐘內完成材料更換，而且絕

無交叉汙染的問題。

04 可變外殼厚度

Studio System™ 印製的零件具有內部格狀填

充結構以及外殼。使用者可彈性調整外殼厚

度，以提升零件強度和增加後處理的彈性。

03 陶瓷脫膜層與防鎖模 

能輕易地後處理複雜形狀；無須切割刀具即

可取下複雜支撐結構。

01 黏和式金屬棒 vs. 線材

黏和式金屬棒不需要線材捲線的撓性，因此

能將更多金屬粉末充填到黏和劑中。金屬棒

也讓 Desktop Metal 能採用獨家「推送式」

進料機構，以增強零件密度。

02 可變解析度列印

可輕鬆更換標準或高解析度噴頭（400 vs 

250 微米噴嘴大小），無論大小零件皆能最

佳化印製品質和處理時間。

04 大容量除膠

除膠盤具有可調式層架的特點，能一次處理多個零件 — 不但節省時

間，更能高效率進行批次處理。零件的放置作業由軟體判定，機載顯

示器會顯示放置指導資訊。

除膠機 除膠機可以去除基底黏和劑並準備零件以進行燒結。此設備為僅使用溶劑的除膠機，專門設計供在辦公室安

全進行金屬 3D 列印使用。由於採用單燃燒室處理，因此零件可乾進乾出，作業週期中無須手動手動介入。 

01 全自動化處理

Studio System™ 除膠機完全不需要人力

介入，完全不會出現誤判情形。只需依照 

Fabricate™ 指示裝入零件並按下啟動鍵即

可。 系統會在作業週期完成後，以警示通

知您。

02 對辦公室和人員的安全性

設備閉合後才會注入溶劑。因此，不僅沒有

通風的必要，作業時也不用穿戴個人防護設

備（PPE）。 

03 拋棄式廢料筒 

溶劑會在每次使用後蒸餾並回收。廢料會貯

藏在可輕易拿取且位於設備正面的廢料筒。

當廢料筒裝滿時，系統會顯示警示，要求您

進行更換。

燒結爐 全自動燒結爐針對辦公室大門打造相應的外型尺寸，套件針對辦公室安全運作提供工業級強度的燒結能力。

內建針對個別列印和材料精心微調的溫度設定檔，確保加熱和冷卻時的均勻性，不會有雷射燒結系統發生殘

留應力的問題。

01 大容量和拿取簡易性 

燒結爐只需按一下按鈕即可開啟，並可完整觸

及高容積燃燒室 - 層架的總尺寸達 30 x 20 

x 20 cm。有別於管式燒結爐，零件放置和載

入的作業快速、簡單且安全。

02 先進石墨層架設計

可調式層架系統能燒結多層堆疊的零件，能

高效率進行批次處理。針對所有負載情況完

成微調的充氣部設計，最佳化熱均勻性和氣

體循環。 

03 最高1400 ℃ 的均溫

採用多重加熱區以加熱到高溫並實現熱均勻

性 

（±5 ℃）。最高 1400 ℃ 的溫度能將各式

各樣的材料燒結到最高密度。相較之下，最

高溫僅達 1300 ℃ 的燒結爐產出的鋼材只有 

94% 的密度。

04 靈活供氣將氣體用量降到最低，減少運作成本

零件必須在無氧環境中燒結才能實現良好的冶金性質。Studio System™ 採用真空設計，能從

燒結爐的燃燒室徹底抽除氧氣。如此能大量減少燒結期間耗用的氣體量。用管線連接大型瓦斯

鋼瓶。

05 蒸氣管理（真空泵和黏和劑收集器）

零件在燒結爐中加熱時，零件內殘留的所有聚合物會因為升溫而變成蒸氣。蒸氣會在位於設備

背面的全整合式黏和劑收集器中凝結，以便棄置。若無此收集器，則黏和劑蒸氣會經由廢氣管

路排出，對環境和保養作業造成問題。

Fabricate™ Fabricate™ 軟體提供人性化引導，在金屬 3D 列印過程中全程指導使用者。從簡化的模型準備作業

到零件更換指示，應用來自世界一流材料科學家和金屬 3D 列印專家的專業知識，方便使用者以此

為基礎，確保零件具有高品質和良好的冶金性質。

01 簡化模型準備

軟體會根據使用者定義的目標，指導使用者完成檔案準備，以及最佳

化製造設定。

 ■ 可使用原生 CAD 檔案或 STL，確保最高的逼真度處理

 ■ 所有尺寸皆可計算收縮因數

 ■ 針對全部 3 製程步驟提出最佳印製指導建議

 ■ 互動式噴頭路徑預覽

 ■ 自動產生支撐及陶瓷介質層

02 內建冶金專家知識

Fabricate™ 結合了世界一流材料科學家和 3D 列印專家的智慧，

在製程的每一個步驟應用冶金專家知識，將製造作業最佳化，產出

高品質的金屬零件。

05 雲端連線或本機軟體

三件式系統經由安全的雲端平台與 Fabricate™ 整合，以提供：

 ■ 多設備管理能力

 ■ 自動化軟體更新

 ■ 預防性保養和遠端支援

04 自動化處理列印、除膠及燒結步驟

即使是製造過程中最困難的層面，Fabricate™ 也能自動化處理，確保

零件品質和減輕操作人員的負擔。Fabricate™ 能發出指令給所有處理

時使用的設備。

 ■ 產生可分離的 SupportsTM 支撐以免鎖模

 ■ 計算除膠時間，提高批次處理的效率 

 ■ 針對幾何形狀和材料精心微調的自動化燒結設定檔

 ■ 系統監控和即時更新

03 即時追蹤和警示

在製造過程中全程追蹤零件動向。Fabricate™ 會監控耗材消耗

情形，在週期啟動前發現問題，則會通知使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