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ber™

適用各種材料

適用各式各樣的長纖複合材料（包括採用 PEEK 和 

PEKK 基質的材料），無論是消費性商品或汽車等

的應用都能得心應手。

輕鬆入門擁有

入門款價格最低每年只要15萬台幣、人性化軟體，

再加上設置簡易的流程，工程師只需坐在桌前即可

列印工業級複合材料。 

強固零件

Fiber™ 利用微米自動化纖維放置技術（Micro 

Automated Fiber Placement，µAFP）生產強度比鋼

更高且重量比鋁更輕的長纖強化零件。

Fiber 列印機
規格

應用 3D列印機專為使用多元性而設計，支援使用各式各樣的線材和纖維複合材料，因而能夠實現

從消費性商品到汽車等的各種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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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夾具和治具

Fiber™ 複合材料具備傑出的機械性質、高表面耐磨性
以及高耐疲勞性，是高耐磨損性製造用夾具和治具的最
佳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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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鋁或鋼製零組件

Fiber™ 生產的零件強度比鋼高 2 倍，重量比鋁輕 2 倍，

生產成本和時間更是比其他複合材料解決方案低上許多，

是取代傳統金屬製零件的理想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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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環境耐受性

Fiber™ 採用能在溫度超過 250 ℃ 的環境中連續使用的
高阻燃性材料，列印的零件具有出色的耐用性以及應對
極端環境的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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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D 管理

Nylon 6（PA6）+ 碳纖維與 PEKK + 碳纖維兩種材

料皆符合 ESD 規範。這兩種材料的特色是抗拉強

度比 ABS 高 30 倍以上，是用來製造電子產品或

終端使用零件的出色材料。

Fiber™ LT Fiber™ HT

[材料]

材料 Nylon 6（PA6）

短纖強化 碳纖維
玻璃纖維

長纖強化 碳纖維
玻璃纖維

長纖多孔率 < 5%

長纖容積比 > 50%

符合 ESD 規範材料 PA6 + 碳纖維

[材料]

材料 Nylon 6（PA6）
PEEK 
PEKK

短纖強化 碳纖維
玻璃纖維

長纖強化 碳纖維
玻璃纖維

長纖多孔率 < 1%（PEEK、PEKK）
< 5%（PA6）

長纖容積比 最高 60%（PEEK、PEKK）
> 50%（PA6）

符合 ESD 規範材料 PA6 + 碳纖維
PEKK + 碳纖維

[軟體]

最佳化最大印層強化 有

使用者定義纖維路徑 無

瀏覽器選項 有

安全性 單一登入雙重驗證

先進多台列印機管理 有

使用途徑 雲端

[軟體]

最佳化最大印層強化 有

使用者定義纖維路徑 有

瀏覽器選項 有

安全性 單一登入雙重驗證

先進多台列印機管理 有

使用途徑 雲端 

[硬體]

動作系統 動態工具更換器，最多可擴充至 4 
組工具

標準配置 1 個 µAFP 噴頭
1 個 FFF 噴頭

最低 Z 層解析度 50 µm

列印平台 磁性

列印容積 310 x 240 x 270 mm

[硬體]

動作系統 動態工具更換器，最多可擴充至 4 
組工具

標準配置 1 個 µAFP 噴頭 
2 個 FFF 噴頭

最低 Z 層解析度 50 µm

列印平台 磁性

列印容積 310 x 240 x 270 mm

列印高強度、符合 ESD 規範、尼龍基長纖零件，機械性質傑出。 列印工業級、具化學耐受性、阻燃性且符合 ESD 規範的零件，並可使

用 PEEK、PEKK 和尼龍基底長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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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方式

1

列印機特點

列印機特點： 

兩個噴頭：

1. 一個 uAFP 長纖帶專用噴頭，可用來在關

鍵負載路徑上全程印製高強度強化部。 

2. 另一個噴頭是熱塑性擠出機，能印製高解

析度短纖外殼。

Fiber™ Fiber™ 是現在唯一搭載微米自動化纖維放置技術（Micro Automated Fiber Placement，µAFP）的複合材料 3D 列印機  

— 讓桌上型印表機也能產出具備傑出強度的零件。 

短纖擠出 

Fiber™ 列印作業從短纖強化線材開始。列印

機會用短纖線材連續印製零件的幾何形狀，

直到長纖強化材料的定義點為止。在以 FFF 

形式印製的區段中，零件的特點為堅固的壁

面及可調式填充結構。

列印作業進行到目標長纖強化材料的第一層

時，印表機會印製全密度的短纖頂層。此印

層會形成光滑表面，供長纖 µAFP 帶的第一

層積層。

微米自動化纖維放置技術

（Micro Automated Fiber 

Placement，µAFP） 

長纖強化材料是藉由名為微米自動化纖

維放置技術（Micro Automated Fiber 

Placement，µAFP）的嶄新製程印製而成。 

在此類印層中，µAFP 帶頭會積層 12,000 條

長纖束，以形成纖維容積比最高 60% 和多孔

率低於 1% 的超強強化材料。印帶周邊會填

滿短纖線材，以確保傑出的外部解析度和表

面品質。

零件剖悉結構

Fiber™ 印製的零件皆具備短纖外殼內有精準

性長纖強化材料的特點。 

使用者能自動最佳化纖維方向以最大化覆蓋

範圍，或是啟用客製化模式以針對特定負載

條件自訂方向。 

材料庫 Fiber™ 材料庫採用系列或熱塑性材料的分類。最新材料庫現有 3 大材料系

列：PEEK、PEKK、Nylon 6（PA6）。各系列皆可運用多元纖維強化線材及 長纖μAFP 帶。

Nylon 6（PA6）
• 低成本
• 高機械強度
• 連續使用溫度 ~ 100 ℃

PEKK 
• 出色的機械性質、化學耐受

性以及 
表面耐磨性

• 阻燃性
• 高抗壓強度
• 符合 ESD 規範
• 連續使用溫度超過 250 ℃

PEEK
• 出色的機械性質、化學耐受性以

及表面耐磨性
• 阻燃性
• 連續使用溫度介於 200-250 ℃

_基質材料

_材料形式

碳纖維（CF）
• 高強度和剛性
• 低熱膨脹係數
• 高耐疲勞性
• 具備一定的脆性

玻璃纖維（FG）
• 低成本
• 腐蝕耐受性
• 不導電（絕緣體）
• 不會發生無線電訊號干擾

_纖維強化材料

短纖線材（FFF）

相較於標準熱塑性材料，短纖線材具備量好的尺寸穩定性、最高 

30% 的纖維容積比以及經過改進的機械性質。FFF 噴頭會將短纖強

化線材加熱並擠出，以形成高解析度外殼，產出具有傑出表面精度

和機械強度的零件。 

長纖帶（µAFP）

µAFP 噴頭採用最高 12,000 條長纖束以及 60% 纖維容積比的材料，

能印製全密度的長纖維強化材料。3 mm 寬的纖維帶會在加熱後經由採

用閉環熱控制的壓緊滾筒積層，產出多孔率低於 1% 的強化材料。 

PEEK + 碳纖維

PEEK 的特性包括出色的機械性質、高表面耐磨性以及固有的阻

燃性。搭配長纖碳纖維時，產出的複合材料具備強度、剛性和

高耐疲勞性，是高耐磨損性製造用夾具和治具的最佳首選。

     長纖 µAFP 帶

     短纖 FFF 線材

PEKK + 碳纖維

PEKK 的特性包括高抗拉和抗壓強度、化學腐蝕耐受性以及耐高

溫性（超過 250 ℃）。運用碳纖維強化時，產出的零件具有出

色的耐用性以及應對極端環境（包括高溫應用）的耐受性。

     長纖 µAFP 帶

     短纖 FFF 線材

Nylon 6（PA6）+ 碳纖維

本公司經過碳纖維強化的 Nylon 6（PA6）適用於必須符合 ESD 

規範的作業情況。相較於 ABS 材質，PA6 + CF 的抗拉強度高 

30 倍，是包括電子裝置製造在內等夾具、治具和臂端刀具的首

選材料。

     長纖 µAFP 帶

     短纖 FFF 線材

Nylon 6（PA6）+ 玻璃纖維

玻璃纖維強化尼龍是一款能產出輕量化、高強度和耐腐蝕零件

的低成本材料，是運動商品或海洋應用的理想首選，因為在這

類應用中，零件需耐受天候且目標的每個零件成本偏低。

     長纖 µAFP 帶

     短纖 FFF 線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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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多孔率

Fiber™ 運用以 12,000 條長纖束製成，且具

備高纖維容積比和超高數脂浸漬性的印帶，

能印製多孔率低於 1% 的長纖強化材料。產

出的零件則具備出色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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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簡易

超快速即可入門上手。Fiber™ 提供入門級使

用者設定以及選用的進階控制項目，方便使

用者選用全自動化作業，或是針對個別列印

設定進行微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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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環熱控制

µAFP 帶頭會透過閉環流程密切監控及調節溫

度，除了維持最佳印製區外，還能在每一長

纖層中實現高品質積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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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米自動化纖維放置技術（Micro Automated Fiber Placement）

在名為微米自動化纖維放置技術（Micro Automated Fiber Placement，µAFP）

的製程中，長纖強化材料會應用在關鍵負載路徑全程中，亦即多層高負載長纖帶

會形成積層以列印最高 60% 纖維容積比的全密度強化材料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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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向強化

多個長纖層可用不同角度積層，產出整體具

備準等向性質的產品。使用者能自動最佳化

纖維方向以最大化覆蓋範圍，或是啟用客製

化模式以針對特定負載條件自訂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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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價

Fiber™ 最低定價每年只要15萬台幣，是一款

超低成本的實用工具。只要使用 Fiber™，工

程師就再也無需在高品質、速度和平價性之

間做出取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