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ltimakerS5
產品數據表

可靠大規模打印 主要特點

Ultimaker S5 擁有出色的打印效果及具備構建大體積的條件，並能做到最大
限度地延長正常運行時間。該款打印機的技術規格在桌面級3D 打印機中位居
一流水平。此外，憑藉著深受世界各地數千萬專業人士信賴的完整3D 打印解
決方案，Ultimaker S5 將自身優異的性能提升到一個全新的高度。

更大的構建體積：用更大的零件或批量生產擴大規模網絡
連接：通過Wi‑Fi、LAN、雲端或USB 進行打印觸控屏：
用戶界面設計屢獲殊榮，操作簡單易懂
高級主動調平：可靠的首層粘合，可於無人參與的情況下進行使用

正面外罩：改善打印環境，以獲得更優質的打印效果流量傳感
器：隨時了解耗材耗盡的情況以提高打印成功率簡易設置和監
控：具備NFC 材料識別技術並內置攝像頭兼容複合材料：打印
具有高強度和獨特屬性的部件

開放式互聯繫統

擁有Ultimaker S5，您所獲得的不僅僅是一台在市場處於領先地位的3D 打印
機。開放式耗材系統能確保您在選材方面不受任何限制。線上Ultimaker 
Marketplace 有助於您全面了解領先品牌的材料概況。值得一提的是，
Ultimaker 軟件簡化了從與領先的CAD 平台集成，一直到通過網絡或云管理
打印機的3D 打印工作流程。

選擇Ultimaker 的理由

簡便易用的3D打印機 專為工業4.0而準備的軟件 材料可選範圍之廣前所未有 專業支持助您成功
該款屢獲殊榮的3D 打印機堅固、可靠且
易於使用，可持續產出高質量的
零件。經過相關專業認證，機器可保
持全天候運行，使您能更快速、更輕
鬆地獲得所需產品。

Ultimaker Cura 官方支持14 種語言， 深
受數百萬用戶的信賴，並能通過
Ultimaker Marketplace 插件與任何工作
流程集成於一體。憑藉Ultimaker
Cloud 即可進行大規模生產和數字
分銷。

Ultimaker 為用戶提供市場上最為廣
泛的材料選擇範圍。通過材料聯盟，
選擇最適合您應用的耗材，從高級聚
合物到碳纖維複合材料，應有盡有。

無論您位於何處，Ultimaker 支持均
相伴您左右。遍布全球的服務合作夥
伴網絡可為您所處的時區和語言環境
提供專業的安裝、培訓及維護。

立即通過 ultimaker.com/quote/request 申請報價單

Translated from Chinese (Simplified) to Chinese (Traditional) ‑ www.onlinedoctranslator.com



Ultimaker S5 規格

打印機及其打印屬性 技術 熔絲製造(FFF)

打印頭 具有自動噴嘴升降系統和可更換打印芯的雙擠出打印頭

構建體積(XYZ) 330 x 240 x 300 毫米（13 x 9.4 x 11.8 英寸）

層分辨率 0.25 毫米噴嘴：150 ‑ 60 微米
0.4 毫米噴嘴：200 ‑ 20 微米0.6 
毫米噴嘴：300 ‑ 20 微米0.8 毫
米噴嘴：600 ‑ 20 微米

XYZ 分辨率 6.9、6.9、2.5 微米

打印速度 < 24 立方毫米/ 秒

打印平台 可加熱玻璃平台（20 ‑ 140 ° C）

噴嘴直徑 0.4 毫米（配套）
0.25 毫米、0.6 毫米、0.8 毫米（單獨銷售）

運行噪音 < 50 dBA

傳輸方式 Wi‑Fi、LAN、USB 端口

外形尺寸 尺寸（含送料管和捲軸支架） 495 x 585 x 780 毫米（19.5 x 23 x 30.7 英寸）

淨重 20.6 千克（45.4 磅）

軟件 提供軟件 Ultimaker Cura，免費打印準備軟件Ultimaker 
Connect，免費打印機管理解決方案Ultimaker 
Cloud，實現遠程打印

支持系統 macOS、Windows 和Linux

保修和服務 保修期 12 個月

兼容配件

Print core AA
0.25、0.4、0.8 毫米
快速更換噴嘴將停機時間降至最短

Print core BB
0.4、0.8 毫米
專為打印可溶性支撐材料設計而成

Print core CC
0.6 毫米
紅寶石材質，用於打印研磨性複合材料

噴嘴蓋
10 個
置換蓋使打印頭保持最佳狀況

兼容材料
憑藉豐富齊全的材料選擇範圍，支持廣泛的應用場景。請使用Ultimaker 材料、任何第三方耗材或獲得領先品牌的材料檔案。可從下列材料或更廣泛的範圍進行選擇：

易於打印且視覺效果逼真
・ Ultimaker PLA
・ Ultimaker Tough PLA

機械強度
・ Ultimaker ABS
・ Ultimaker PC
・ Ultimaker CPE

耐磨
・ Ultimaker Nylon
・ Ultimaker PP
・ Igus Iglidur I180‑PF

耐熱
・ Ultimaker CPE+
・ DSM Arnitel ID 2060 HT

柔韌性
・ Ultimaker TPU 95A
・ DuPont™ Hytrel®
3D4100FL

強化複合材料
・ Owens Corning
XSTRAND™ GF30‑PA6
・ DSM Novamid® ID1030 
CF10

用戶支持
・ Ultimaker PVA
・ Ultimaker Break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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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imaker S5 Air Manager
產品數據表

改善空氣質量，讓工作場所更安全 主要特點

Ultimaker S5 Air Manager 通過為Ultimaker S5 3D 打印機提供封閉式、由
內到外的空氣流通，確保工作環境更安全。它對3D 打印過程中散發的所有超
細顆粒(UFP) 的濾除效果高達95%，可為打印區域形成一個安全的物理屏
障。

EPA濾網：可去除高達95% 的UFP
受控抽取：由內到外的空氣流通，專為過濾和打印質量進行優化增強
安全性：物理屏障防止異物進入打印機內部
針對應用進行優化：檢測所使用的材料並調節空氣流通輕鬆
設置：打印機可檢測到連接了Air Manager智能監控：打印
機跟踪濾網使用情況並提示更換材料更多，困擾更少

經過優化的軟件配置文件精確地控制對每種Ultimaker 材料和40 多種第三方
耗材的過濾。因此，您可以集中精力用所選的任何材料創造優秀的3D 打印部
件。不必擔心UFP，也無需用額外時間配置打印機。

選擇Ultimaker 的理由

簡便易用的3D打印機 專為工業4.0而準備的軟件 材料可選範圍之廣前所未有 專業支持助您成功
該款屢獲殊榮的3D 打印機堅固、可靠且
易於使用，可持續產出高質量的
零件。它們獲得相關認證，可全天候
運行，使您可以更快速、更輕鬆地獲
得所需的結果。

Ultimaker Cura 官方支持14 種語言， Ultimaker 為用戶提供市場上最為廣 無論您位於何處，Ultimaker 支持均
深受數百萬用戶的信賴，並能通過 泛的材料選擇範圍。通過我們的材料 相伴您左右。我們遍布全球的服務合
Ultimaker Marketplace 插件與任何工作
流程集成於一體。憑藉Ultimaker
Cloud 即可進行大規模生產和數字
分銷。

聯盟，選擇最適合您應用的耗材，從
高級聚合物到碳纖維複合材料，應有
盡有。

作夥伴網絡可按您所在的時區以您的
語言提供專業的安裝、培訓和維護。

立即通過 ultimaker.com/quote/request 申請報價單



Ultimaker S5 Air Manager 規格

屬性 過濾技術 EPA 濾網

風扇技術 用低噪音無刷風扇抽取空氣

換氣速率 1 至50 立方米/小時（23°C 下大多數材料的標稱速率為35 立方米/小時）

過濾效率 最高95%

濾網更換 建議每打印1500 小時（約1 年）更換一次

運行噪音 < 51 dBA（包括Ultimaker S5）

連接（數據和電源） UMB 連接（配套）

兼容3D 打印機 Ultimaker S5

兼容材料 針對Ultimaker PLA、Tough PLA、ABS、尼龍、CPE、CPE+、PC、PP、 TPU 
95A、PVA、Breakaway 優化（也支持第三方材料）

外形尺寸 尺寸 490 x 503 x 350 毫米（19.3 x 19.8 x 13.8 英寸）

尺寸（包括Ultimaker S5） 490 x 503 x 967 毫米（19.3 x 19.8 x 38 英寸）

淨重 3.6 千克（7.9 磅）

軟件 提供軟件 Ultimaker Cura，免費打印準備軟件Ultimaker 
Connect，免費打印機管理解決方案Ultimaker 
Cloud，實現遠程打印

保修和服務 保修期 12 個月

兼容產品

Ultimaker S5 Ultimaker S5Material Station Ultimaker材料 第三方材料

配合Ultimaker S5 3D 打印機使用 簡化和自動化材料輸送 與全系列Ultimaker 材料兼容 可與任何其他材料一起使用，包括複合
材料

兼容材料
憑藉豐富齊全的材料選擇，支持廣泛的應用場景。可使用Ultimaker 材料、任何第三方耗材或獲得領導品牌的材料檔案。可從下列材料或更廣泛的範圍進行選擇：

易於打印且視覺效果逼真
・ Ultimaker PLA
・ Ultimaker Tough PLA

機械強度
・ Ultimaker ABS
・ Ultimaker PC
・ Ultimaker CPE

耐磨
・ Ultimaker Nylon
・ Ultimaker PP
・ Igus Iglidur I180‑PF

耐熱
・ Ultimaker CPE+
・ DSM Arnitel ID 2060 HT

柔韌性
・ Ultimaker TPU 95A
・ DuPont™ Hytrel®
3D4100FL

強化複合材料
・ Owens Corning
XSTRAND™ GF30‑PA6
・ DSM Novamid® ID1030 
CF10

用戶支持
・ Ultimaker PVA
・ Ultimaker Breakaway

FM 686003 EMS 69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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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imakerS5Material Station
產品數據表

提高生產力，為業務助力 主要特點

Material Station 與Ultimaker S5 無縫集成，重新定義了材料輸送– 真正支持
全天候生產。最多可將六個材料捲軸裝入濕度受控的構建室內，其餘工作交
予智能化功能進行處理即可– 支持複合材料的進料器輪、耗材流量傳感器以
及在材料耗盡時自動切換功能。現在，您可以實現生產力和生產質量的雙重
提高。

快速而輕鬆地裝入：最多容納六種材料的前置托架將裝入時間縮短至
幾秒
不間斷打印：傳感器檢測到一個材料捲軸耗盡材料，即自動裝入下一
個材料捲軸
濕度控制：智能空氣管理將相對濕度保持在40% 以下輕鬆設置和監
控：通過NFC 自動識別材料，並與Ultimaker 軟件無縫集成

兼容複合材料：打印具有高強度和獨特屬性的部件無限多種配置：備
妥最常用的材料，需要時即可打印– Ultimaker 和第三方耗材

簡化3D 打印工作流程

從2011 年以來，我們一直致力於讓3D 打印更簡便– 而這是我們迄今為止重大
的一步。正面裝入材料只需幾秒時間，按需配置，並且不必再擔心材料存放
條件。Ultimaker S5 Material Station 還全面集成到Ultimaker 軟件工具
中，因此您可以隨時了解情況，專心將工作做到最好。

選擇Ultimaker 的理由

簡便易用的3D打印機 專為工業4.0而準備的軟件 材料可選範圍之廣前所未有 專業支持助您成功
該款屢獲殊榮的3D 打印機堅固、可靠且
易於使用，可持續產出高質量的
零件。獲得相關專業認證，可全天候
運行，使您可以更快速、更輕鬆地獲
得所需的結果。

Ultimaker Cura 官方支持14 種語言， 深
受數百萬用戶的信賴，並能通過
Ultimaker Marketplace 插件與任何工作
流程集成於一體。憑藉Ultimaker
Cloud 即可進行大規模生產和數字
分銷。

Ultimaker 為用戶提供市場上最為廣
泛的材料選擇範圍。通過材料聯盟，
選擇最適合您應用的耗材，從高級聚
合物到碳纖維複合材料，應有盡有。

無論您位於何處，Ultimaker 支持均
相伴您左右。遍布全球的服務合作夥
伴網絡可為您所處的時區和語言環境
提供專業的安裝、培訓和維護服務。

立即通過 ultimaker.com/quote/request 申請報價單



Ultimaker S5 Material Station 規格

屬性 耗材直徑 2.85 毫米

材料捲軸尺寸 寬度：50 ‑ 70 毫米（2 ‑ 2.7 英寸）直
徑：197 ‑ 203 毫米（7.8 ‑ 8 英寸）核心
直徑：> 98 毫米（3.8 英寸）

材料容量 6 個捲軸

材料識別 用NFC 掃描儀實現的自動識別

進料器類型 雙齒輪，耐磨

數據連接 UMB 連接（配套）

電源輸入 85 ‑ 264 伏（交流），最大125 瓦

電源輸出 最大10 安（對於Ultimaker S5）

兼容的3D 打印機 Ultimaker S5

兼容材料 針對Ultimaker PLA、Tough PLA、ABS、尼龍、CPE、CPE+、PC、PP、 TPU 
95A、PVA、Breakaway 優化（也支持第三方材料）

外形尺寸 尺寸 491 x 438 x 400 毫米（19.3 x 17.2 x 15.7 英寸）

淨重 17.7 千克（39 磅）

軟件 提供軟件 Ultimaker Cura，免費打印準備軟件Ultimaker 
Connect，免費打印機管理解決方案Ultimaker 
Cloud，實現遠程打印

保修和服務 保修期 12 個月

兼容的產品

Ultimaker S5 S5 Air Manager Ultimaker材料 第三方材料

需要Ultimaker S5 3D 打印機才能使用 EPA 濾網可去除高達95% 的UFP 裝入整個Ultimaker 材料範圍內的
任何材料

使用任何其他材料，包括複合材料

兼容材料
憑藉豐富齊全的材料選擇，支持廣泛的應用場景。可使用Ultimaker 材料、任何第三方耗材或獲得領先品牌的材料檔案。可從下列材料或更廣泛的範圍進行選擇：

易於打印且視覺效果逼真
・ Ultimaker PLA
・ Ultimaker Tough PLA

機械強度
・ Ultimaker ABS
・ Ultimaker PC
・ Ultimaker CPE

耐磨
・ Ultimaker Nylon
・ Ultimaker PP
・ Igus Iglidur I180‑PF

耐熱
・ Ultimaker CPE+
・ DSM Arnitel ID 2060 HT

柔韌性
・ Ultimaker TPU 95A
・ DuPont™ Hytrel®
3D4100FL

強化複合材料
・ Owens Corning
XSTRAND™ GF30‑PA6
・ DSM Novamid® ID1030 
CF10

用戶支持
・ Ultimaker PVA
・ Ultimaker Breakaway

FM 686003 EMS 69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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