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oodler 2.0
警示 及 注意事項
中文版本 (簡体版本)

®

警

示

• 灼热危险警告 此商品金属头会发热 有灼
伤危险性 在商品使用中及使用后短 时间内
请勿接触金属笔头和附近的部份 及任何融
解未凝固的颜料 请勿把发热中的商品与易
燃物品接触 或存在易燃物品附近 在使用
前后及使用期间 请通知身边的人士此商品
会发热 请勿触碰 在非使用时或存放商品
前 请先拔掉电源插头及把商品侧身的开关
调至关闭(OFF)状态 在使用后 请等待商品
完全 冷却才存放 在直接接触的情况下 商
品发热金属头部份有可能会对已着色的物品
塑胶 衣服等造成损坏
• 灼热危险警告 清洁工具可以非常高温 请
勿接触刚使用过的清洁工具之金属部份,否则
您可能被灼伤
• 如果3Doodler释出黑色或啡色烟雾 请立
刻停止使用 并立刻拔掉电源插头 等待商
品完全 冷却后才存放在安全的地方 如遇以
上情况 请立刻联系本公司
CS@the3Doodler.com
• 此商品并非玩具或儿童用品 只适合成人使
用 请存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警告 请勿在浴室 浴缸 洗手盆附近或其
他容易接触水的地方使用商品 否则可能会
引致触电并导致死亡

本商品只可使用经3Doodler官方认证的颜料
错误使用本商品 或选择错误的加热温度
及/或选用非官方认证的颜料或其他物料
将可能导致本商品损坏或对使用者造成伤害
该等行为将超出本商品的质量保证的范围
对使用者造成的伤害可能包括但不限于
吸入不适合加热的物质 或燃烧易燃物料

請 注 意
把熔化的颜料剪掉
请检查退出的颜料 在下次使用前 谨记必
需剪掉熔化的部份再重新使用 这样会减低
堵塞加热管道的风险

请勿把塑胶从后3Doodler抽出来 这样会破
坏你的3Doodler也使你的保固变成无效 如
果想要把塑胶 颜料退出来 请看第四页的
说明
如果要 PLA & WOOD) 颜料转换至使用
(ABS & FLEXY)颜料 任何残余在本产品加热
管道内的( PLA & WOOD)颜料将会产生少量
的烟雾 这是因为( ABS & FLEXY) 颜料所需
的加热温度比( PLA & WOOD)所需的为高
请放心 (PLA & WOOD)颜料为碳中和物质
在过热情况下并不会排放有毒的烟雾

如果需要跟多质询或是其他服务
CS@the3Doodler.com

欢迎您来信

我们的电子邮件是

可以开始画3D立体
欢迎成为世界上第一支3D立体画笔3Doodler 3D列印笔2.0的拥有
者 从今日起 创作无极限 简单轻松地制作3D立体作品无难度
您会创造什么呢
想知多一点使用的技巧 贴士 下载免费模版等
吧 www.the3Doodler.com/Community

马上到这个网址

了解您的 3DOODLER 3D 列印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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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显示灯
红点
预热中(请稍等)
蓝点
HIGH 高温度
使用ABS & FLEXY
颜料
(230°C 至 240°C;
446°F 至 464°F)
绿灯
LOW 低温度
使用PLA &
WOOD 颜料
(190°C 至200°C;
374°F 至392°F)
闪烁中的LED 正
在退出颜料

8
9
10
11

12
14

6

实物可能与上图有所差别

金属笔头
挤出按键 快速
挤出按键 慢速
冷却风扇
LED显示灯
电源插头
维修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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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工具
开关按钮与高/低温按钮
温度调节口
控制埠
颜料入口
小螺丝刀
金属笔头交换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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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位于空气流通的地方使用 3DOODLE
使用您的3DOODLER 2.0
第一步

插上电源

把接上电源的专用变压器连接至3Doodler背部

备注 如果您有买3Doodler JetPack
替代插头电源

您可以直接用JetPack

第三步

OFF LO

HI

第二步 选择颜料种类
先选定颜料种类 然后推动商品至相
应的加热温度: 如选用ABS 或FLEXY 颜
料 请把侧身开关掣调至高温度位子
如选用PLA 或WOOD颜料 请把侧
身开关掣调至低温度位子
等待 3Doodler 预热

3Doodler约需1.5 分钟的时间才能预热至相应的温度 在预热的期间
LED显示灯的颜色为红色 表示未能即时使用本商品 当加热至相
应的温度 LED显示灯会转为蓝色(高温)或绿色(低温) 代表可以开始
使用本商品

蓝色= HI 高温 ABS/FLEXY 加热温度约为230 C至
240 C或446 F至464 F
绿色= LO 低温 PLA 加热温度约为190 C至200 C
或374 F至392 F
第四步

加入颜料

在商品尾部的颜料入口位置 12
碰商品内部

插入颜料

直至感觉到颜料轻轻触

备注 如果您没有感觉到颜料被卡住
颜料进去商品内部

请轻轻的顺时针转

12
耗材

第五步

开始使用

2
选择合适的挤出速度 长按 (2)(快速)或长
按 33)(慢速)按钮
并等待颜料从产品尖
端部份挤出 如希望停止挤出颜料 松开
手指不按着前述按钮即可

2

如果当按着挤出按键而LED仍为亮着红色灯
请稍等一下 等到红灯变成绿色或蓝色
后再继续便用
暂停挤出是让3Doodler能达至适合的熔
点 以配合挤出速度

3

备注 在本商品启动后 如闲置超过5分钟 商品将自动关
闭 如需继续使用 需要再按上述的按钮 或把侧身开关
掣调至关闭位置后再重新开启
A 太短 以致3Doodler
如果未能挤出笔内的塑胶 这是因为胶条(A)
未能推动去前或退出 请使用一根新的颜料或清洁工具 把之前的
颜料挤出 如果您是使用清洁工具 把颜料推出来 请轻轻的把工
具往您的逆时针方向转 转到您感觉工具通过了商品内部齿轮

备注

给与好奇性的人

齿轮和金属笔头的距离是少于一寸

A

第六步

新的连续挤出功能

3Doodler 2.0现在有一个新的连
续功能所以不用一直在按按钮
只要双击您要的速度 快 2
或慢3 3 您的3Doodler 就会
自动连续挤出颜料 3Doodler
的连续功能到十分钟会自动停
掉
如果当按着挤出按键而LED仍为
亮着红色灯 请稍等一下 等
到红灯变成绿色或蓝色后再继
续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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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停挤出是让3Doodler能达至适合的熔点
如果想要停掉连续的功能
钮 本商品就会停止了

您只要在按一次

以配合挤出速度
快 22或慢 33

的按

如果想要暂时把自动连续挤出功能停止 只要按着 快 22或慢 33
速度键 即可 把手指松开按钮 3Doodler会继续连续挤出颜料

备注 3Doodler直动连续挤出颜料的速度会跟着您临时按
的按钮速度一样
第七步

更换/退出颜料

如何更换/退出颜料
1. 确保本商品仍在启动状态
加热温度

及按使用中的颜料种类维持在合适的

3

HI 高温度
LO 低温度

= 蓝色LED灯
= 绿色LED灯

不然就要请您按挤出按钮
3D笔加热到合适的温度

2

然后等到

2
3
(2)和
(3)按钮

2. 同时按着
5
(4)会开始闪烁

LED显示灯
颜料亦开始向后退出

3. 当颜料停止向后移动
地从产品尾部取出颜料

第八步

您可以温和

关机

9
如果要关机 请把开关按钮推到关机的位置 8)
完再把它存放

请让3D笔完全冷却

高手提示:
如果想要控制熔点温度 请用小螺丝刀
13 加减笔的熔点温度五摄氏 如果您想
要加温 请把小螺丝刀放进温度调节口
10 然后往顺时针方向转
如果您想要减温 请把小螺丝刀放进温
度调节口然后往逆时针方向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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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手提示:
如果想要增加持续热度 请在连续挤出
颜料的时候按着维修盖子 13

注意 3Doodler虽然是耐用和
优质的商品 但如所有的机械
一样 为了持久使用 我们建
议在连续使用本商品2小时后
让它小休一会才继续使用
(30分钟便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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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排解和清洁3D列印笔
如胶条挤出速度减慢 停止或在加入胶条时遇上问题,请轻轻的顺时
针转和推塑胶进去 如金属笔头松脱 请再次上紧金属笔头到您可
以感觉得到阻力 请注意这些都要3D 笔有埶度时才可操作
警告 不要把金属头转的过劲 这个会造成您的3D笔的破损

如仍然未能解决问题

我们建议清洁3Doodler

1.在开始这些步骤前
笔是热的 要小心

请确保LED灯是亮着蓝色或绿色

2.开始使用金属笔头工具 14 当笔金属
笔头是热的状态下 逆时针方向拧开尖端
请小心 不要让身体任何地方触碰到金
属笔头部分

请参照步骤如下
这就会代表

請用金屬筆頭交
換工具往您的
逆時鐘方向轉

3.当您已经卸除了尖端部份,请同时按着快
2 及慢速(4)
3 键,让灯开始闪烁并处于退
速(3)
出颜料状态 当同时按着快慢两键后,请由
8 ,并轻力
笔尖和笔尾部份插入清洁工具13
将笔内剩余的胶料向笔尾部份推出

14

8

4.关掉3D立体笔并让之冷却少许 但非完全冷却 顺时针方向将金
属笔头拧上 但不至于完全拧上 然后开启立体笔至On的状态 一
旦笔变热了与LED等变了蓝色或绿色 请用金属笔头出工具把笔头拧
上 慢慢的把金属笔头拧上到感觉阻力就交停换
警告 不要把金属笔头转的过劲 这个会造成您的3D笔损坏
5.如果您的3D列印笔还是有些挤出问题或您觉得您的3D列印笔有堵
塞 麻烦您跟着我们的资讯操作
•

打开维修盖子前 请确认3D列印笔是开着(LED 灯会是蓝色或绿
色才代表3D笔是热的)
在维修盖子内 有个铁棒子 同时按着维修盖子然后用一个金
属镊子或一个小的金属螺丝刀把那条铁棒子 从维修盖子的旁
边推出来 铁棒子从那边推出来都可以 一旦铁棒子推出一半
了 就可以用手拿出 铁棒子拿掉后 就可以把维修盖子拿出
来了 请先掀起维修盖子后部份 才可以顺利拿出

•

7
7

•

确定LED灯还是蓝色或绿色 请用镊子把颜料往笔的后面拉
旦看得到颜料的前部分 就可以把颜料往上拉出来了

一

耗材

•

如果想要把维修盖子放回去 只要把有锁的插入在一个35
请参考照片
放进去再来把盖子按回去

35°

•

一旦维修盖子在正确位子上 同时压着维修盖子回去笔里也
把铁棒子插入之前的位子 在插铁棒子的时候 请确认弯的
一边插进笔内 请看照片确认
警告 不要把铁棒叧一边插底笔内 这会造成您的3D笔埙坏
然后无法修理
请用一把镊子 把铁棒子拉回原来位子上 拉到棒子的两边
和维修盖子都平等 如果您有困难把铁棒子输入进去之前的
位子 请确认弯的一面在维修盖子底下 再把铁棒子推进出
请参考图片

请确认弯的一面
在维修盖子底下

拿出和放回维修盖子的影片都在
the3Doodler.com/maintenance-cover

产品规格
输出功率
输出电压
输入功率

请参考本说明书英文版本
(商品规格只作参考 任何更新或提升
恕不另行通知)

6W
5V
5V

售后服务
如欲进一步了解商品售后服务及使用建议 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the3Doodler.com
疑难解决 请浏览 the3Doodler.com/troubleshooting

有限的商品保证
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the3Doodler.com/warranty

有关使用3Doodler的条款及细则或其他通告
the3Doodler.com/terms-and-conditions

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专利申请中
3DOODLER 此商品并非玩具或儿童用品。
只适合成人使用。 存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这标志显示商品不应和其他家庭生活垃圾一并丢弃 预防造
成有可能的环境伤害或人类健康伤害 请尽量循环再用本商
品 支持可持续再用物品
3Doodler, DoodleStand, JetPack, StrandStand, 及
“#WhatWillYouCreate?” 属WobbleWorks, Inc. 的注册商标
如需更多资料及客户服务查询
cs@the3doodler.com

请联络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