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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在於開發溶劑型漿料法光硬化成型

（solvent-based slurry stereolithography，3S）技術之

迴轉鋪層系統，之前研究中所架設的機台上雖然能

實現以全自動鋪料製程，但不能穩定製作出完整的

陶瓷工件。 

本論文主要是改變先前的旋轉式鋪料機構為行

星式迴轉機構，以此種方式希望能夠將漿料完全留

在刮管內，不造成浪費的前提下進行鋪料程序，且

因漿料的儲存，不會在程序間有需要添加漿料的需

求，能夠實現全自動鋪料過程；而在投影方面，在

投影機的鏡頭上加上一高倍率的近攝鏡，使得成像

能夠縮小以配合新設計的成像區域及提高解析度。

在實際實驗上，在軟質刮刀與硬質刮刀相互比較

下，選擇出硬質刮刀為此系統最佳鋪層方式後，進

而修改刮刀外型，直至試出可鋪出完整鋪層平面之

刮刀進行完整製程。 

 

關鍵字：積層製造、溶劑型漿料、陶瓷粉末 

 

1. 前言 

目前市面上的商品正呈現著少量多樣化，且生

命週期逐漸遞減的趨勢，這代表著每一樣商品不久後

就會再推陳出新以因應市場上的需求。而商品設計概

念、品質與市場接受度等的關鍵，來自於產品試作之

研發階段。 

3D Robotics 的執行長安德森認為錯誤! 找不到

參照來源。，3D Printing 的影響力將會遠超過網際網

路革命，使之成為未來必然的趨勢。而 3D Printing

製作的特點是工件不需開模，只需有 CAD 圖檔，即

可做出擁有客製化、個人化的產品，並發揮大量客

製化(Mass Customization，簡稱 MC)的生產技術，提

高產品附加價值。而在目前的市場型態的變遷與消

費者的需求差異，此種技術剛好可運用在現今的製

造市場，它可以在商品設計初期就加以實體化來進

行產品的檢討，在此時與客戶做雙向溝通，使產品

更符合客戶需求與避免不必要的開發成本，且因為

它不因傳統製造型態的減法加工而拘束了產品的複

雜性，提供了製作複雜度高之產品的另一種選擇，

其應用領域包含工業造型、模具、家電、塑料、玩

具、航空、機械、汽機車、內燃機、模型、醫療

等；成型技術方面包含雷射、噴嘴、印表機噴墨頭

等的方式；而材料方面也有數種選擇，例如樹脂、

塑膠和石膏粉末等數種，製作出之工件各有優缺

點。而上述利用雷射或是印表機噴墨頭為成型方式

之研究在國內已太多人投入研究中。但以陶瓷漿料

為材料的成型方式，在國內外研究相對少數，所以

研究陶瓷漿料的成型方式或改善材料配方仍有長足

進步的空間。 

 

2. 文獻討論 

在各式的積層製造系統都有其優勢及缺點，在

可製作陶瓷工件的積層製造技術中，以 Chartier 的

SLA[2]、Michelle L. Griffith 與 John W. Halloran 的

SLA[3]、David 與 Liu 的 SLS[4][5]， Grau 的漿料

3DP[6]， Tang 的漿料 SLS[7]、Lithoz 之實體 LCM

等為國內外具代表性的方式。接下來將根據工件緻

密度、層厚控制、影像解析度、結構支撐及清料難

易度等方面，將上述的代表性積層製造技術與本研

究所使用之製程技術(3S)進行探討並相互比較。 

2.1 工件緻密度 

SLA 系統原使用光硬化樹脂為材料，在陶瓷工

件製作上，在樹脂中加入陶瓷粉末，再比照 SLA 的

製程來加工，但為了能保持適當的流動性，所以粉

末添加有限，使完成的生坯緻密度無法提高；SLS

系統之材料以粉末為主，而粉末顆粒大小為影響工

件內部空隙關鍵之一，過小的顆粒將有嚴重的表面

團聚現象，而較大的顆粒之間，又有大的間隙，而

無法提高其工件緻密度; 3DP 系統是利用粉末與黏結

劑結合形成工件，最新的文獻上，MIT 將粉末調製

成漿料，鋪成坯體後，再以黏結劑選擇性黏結成

形，此為漿料 3DP 技術，在由漿料乾成坯體時，會

有毛細力，而達到高坯體緻密度；漿料 SLS 與 3S 系

統之材料是以粉末、樹脂與溶劑調成液態漿料，如

同 3DP 的漿料製程，漿料乾成坯體時，會有毛細

力，而達到高坯體緻密度。 

2.2 層厚控制 

SLA 系統為樹脂，樹脂雖是液態狀其具有黏稠

性，每層層厚若太薄可能會導致上一層的硬化層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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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樹脂的推力發生位移或變形的可能；SLS 系統為

粉末狀，在鋪層時可能會因粉末間的靜電力或是粉

末粒徑大小不均而影響到鋪層下降之厚度，故無法

鋪層到很薄； LCM 系統為粉末與樹脂混合體，其

特性為液態，又不需如 SLA 的刮板平順表面，所以

可以達到極薄之層厚；漿料 3DP 系統和 3S 系統材料

皆為漿料狀態，其鋪層為半液態狀，具有良好的流

動性，能使材料均勻的鋪層，在鋪層後過，緊接進

行乾燥的過程，使底層具有好的支撐強度，可使層

厚可達到非常薄。 

2.3 X-Y 影像解析度 

SLA 系統、LCM 系統與 3S 系統都是屬於光硬

化型，SLA 是利用雷射裝置掃描樹脂使其光化學反

應硬化，故輪廓解析度高；LCM和 3S是利用影像投

射至材料使其硬化，其解析度取決於影像解析度大

小，故可容易達高解析度；SLS 系統與漿料 SLS 系

統是利用雷射設置使材料燒結成形，雷射裝置的解

析度應該也蠻高的，但雷射燒結材料時，輪廓周圍

會受到熱傳的影響造成解析度的降低；漿料 3DP 系

統在輪廓範圍內噴出黏結劑時，輪廓周圍會產生毛

細現象使解析度稍降低。 

2.4 結構支撐 

    SLA 系統在未硬化的材料區域均為可流動的液

態，需製作出細微支撐結構來固定工件；SLS 系統

是利用未燒結的粉末(powder、solid)作為支撐，不需

另作支撐材來支撐工件成型；漿料 3DP 及漿料 SLS

兩者系統是利用未燒結的區塊來支撐結構，而其區

塊本身會自然乾燥硬化，並得到一定強度去支撐工

件；3S 系統支撐方式與漿料 SLS 相似，其最大的不

同處在於 3S 系統的支撐結構為半硬的狀態，其目的

已提供新鋪漿料之支撐力；LCM 系統材料如同 SLA

系統，皆為液體，因而需從模型設計上，設計出支

撐結構。 

2.5 清料難易度 

    SLS 系統是利用未硬化的粉末當作工件的支

撐，工件完成後未硬化之粉末仍為粉末狀，故工件

容易從中清除出來；漿料 3DP 系統與漿料 SLS 系統

由於是利用未燒結的區塊支撐，但其區塊結構屬於

硬塊狀，清出工件時必須要剝除其硬塊，較不易處

理，對於較複雜工件的除料會有一定的難度；SLA

系統、3S系統和LCM系統於清料方面，需利用適當

的溶劑進行沖洗，便可輕易的將支撐部份去除，即

使較為複雜的特徵也容易確保其完整度。 

 

    不同的成型方式有各自的特點，從上述的比較

中可以看出，要如何將鋪層控 制到較薄的方式主要

都是使用濕式漿料所鋪層出來的，且也不用額外製

作支撐，是一大優勢，以漿料 3DP 與漿料 SLS 的製

程來看，在除料方面由於未成型的區域會變成硬塊

狀，較為不易處理，因此在除料方面尚有改進之處。 

 

3. 行星式鋪料 3S 系統介紹 

3.1 製程原理 

    本研究所提出的溶劑型漿料法光硬化積層製造

系統，其製程原理漿料的配方是使用陶瓷粉末加光

硬化與UV混和樹脂(3DV1樹脂、UV樹脂)，作為主

要漿料配方，透過透射光罩之能量使本研究之混和

樹脂產生化學變化，進而結合成型。基本上，光硬

化樹脂本身具有較高之黏稠性，再加入氧化粉末之

後會結成球狀無法進行球磨分散，所以需要加入相

對溶劑來進行稀釋。故採用具有高揮發性的甲醇

(Methyl Alcohol)當作溶劑，乾燥後的漿料會變成不

具流動性的半固態狀，再進行光照加工使光罩圖形

硬化，而未照光的區域仍維持半固態狀，由於已不

具流動性，因此可成為工件良好的支撐，也不需額

外製作工件的支撐。不斷重複上述之步驟直到工件

成型為止。 

3.2 機台結構 

在機台開發上，致力於發展與前一代(羅[8] )不

同之作動方式以求得到更好之工件特性，其中包含刮

刀作動機構設計、儲料槽設計、Z 軸升降平台設計以

及與投影機相互配合上之流程設計，另外前幾代設計

者大部分為機台組裝完成後，才考慮電路配線，使得

線路暴露於外，鑒於此故將電路部分全部整合在機台

內部，確保不因人為疏失而影響作業程序。 

3.2.1 機構骨架設計 

本研究採用截面為 40mm×40mm、R40mm(1/4

圓)之鋁擠作為機台外型架構，選用鋁擠型來架設機

台，主要是因為組裝簡單方便，若未來有必要還有更

改尺寸的可能。 

在投影機架設部分，另外架設鋁擠於機台本體

之外，便於移動位置與改變投影機高度調整焦距。圖

3.1 左為機台本體鋁擠架構，整體尺寸為 340mm×

340mm×532mm；圖 3.1 右為投影機鋁擠架構，尺寸

為 320mm×590mm×760mm。 

    
圖 3.1 機台骨架機構 

 

3.2.2 光罩系統硬體 

本研究選用 ACER P1500 DLP 作為動態光罩產

生器為光罩產生器投射動態光罩，因其高解析度的特

性使所投射的畫面清晰，解析度可達 1920×1080，可

以表現較佳的細微特徵。高流明度有較高的光能量，

可使漿料中的光硬化樹脂迅速硬化，，如圖 3.2 為 

ACER P1500 DLP 外型。 



2016 精密機械與製造科技研討會論文集－PMMT 2016                 

2016Conference on Precision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PMMT 2016 
-----------------------------------------------------------------------------------------------------------------------  
 

 
圖 3.2 ACER P1500 DLP 

3.2.3 行星式鋪料機構 

在羅[8] 的研究中，依然有清料與積料的問題，

且因半開放式的形式漿料可能會有揮發與變質的疑

慮。因此本研究考慮了揮發與變質的問題，改良刮板

式刮刀為圓筒式刮刀，能夠將漿料儲存在圓筒刮刀內

避免其揮發與變質，且利用行星機構使得圓筒刮刀能

夠進行自轉，避免漿料長時間堆積在同一位置造成漿

料濃度不均而影響工件品質，另外齒輪的下壓力作用

於刮刀，使其與下方的鐵氟龍平台密合，希望藉此改

善一直以來的清料問題，整體鋪料機構組裝示意圖如

圖 3.3 所示。 

 
圖 3.3 鋪料機構示意圖 

3.2.4 Z 軸升降平台設計 

積層製造加工法為疊層加工，而要讓工件表現

的更細緻、精密度更高，就需要有一個精準度高、

穩定性良好的升降平台機構，來完成堆疊的工件。 

目前所使用的自動化 Z 軸機構升降平台，在鋪

完一層後，透過自動控制，運用步進馬達與螺桿之

連動組合。主動端是螺桿部分由步進馬達帶動，當

鋪層機構完成一層加工後，Z 軸會微調所需成型一

層之厚度後再進行光照硬化加工，重複作動，直到

工件完成為止。機構將由一組滾珠螺桿螺帽和四組

線性導桿配合帶動成型板組成。最上方鈑件為鐵

板，其目的用來與成形石膏板結合，故石膏板在製

作同時需內部嵌入一磁鐵以利與鐵板互相結合；再

下來是中板，在長時間製作過程中可能會有漿料噴

濺而不小心弄髒了導螺桿的螺牙，所以製作一固定

鋁板用來與上一層區隔開來；再來就是使用四根導

桿將螺桿螺帽平台與鐵板作為連接，由解析度較高

的五相步進馬達作為動力，帶動導螺桿與四根線性

導軌使鐵板做上下運動，完成Z軸之升降，如圖 3.4

所示。 

 
圖 3.4 Z 軸升降平台設計 

3.2.5 機台整體組裝圖 

    將光罩系統、刮刀迴轉平台、Z 軸升降平台組裝

於鋁擠架構上，完成機台整體結構如圖 3.5 所示。 

 
圖 3.5 機台組裝示意圖 

3.3 成型結構設計 

本研究設計一適合本旋轉式鋪料系統之成型機

構，其中包含了鐵氟龍平台、成型板以及筒形刮

刀。因成型平台會在成型區域中升降製作物件，漿料

會沾黏於成型區域邊緣使造成鋪料平面凹陷，造成下

降層數不正確，如圖 3.6所示，故將鐵氟龍平台邊緣

設計為 45∘倒角，降低邊緣與漿料的沾黏面積，改

善因沾黏而使下降層數不正確之現象，如圖 3.7 所

示。 

 

圖 3.6 邊緣沾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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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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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進馬達 

步進馬達 

8051單晶片 

 

圖 3.7 平台導角示意圖 

4. 行星式鋪料 3S 控制系統 

4.1 步進馬達控制 

研究機台的平移機構及升降機構是使用步進馬

達控制，其控制方法為脈波控制。步進馬達的控制

流程如圖 4.1所示，從電腦發出指令，8051單晶片接

收指令後，再將轉換之脈波訊號傳送到驅動器，並

由驅動器將訊號作放大處理，最後再傳送到步進馬

達，使之作動。 

 

 

 

 

 

 

 

 

圖 4.1 步進馬達控制流程圖 

    如何選用驅動器，作為提升步進馬達的解析

度，以及是否會影響其精度問題，將是選用之重

點。對於迴轉式刮板鋪層機構而言，安裝兩相之低

解析度之步進馬達即可達成鋪層目的。此步進馬達

的基本步級角為 1.8°，每轉一圈需要 200 步(Plus)，

透過驅動器的微步進功能去改變步進馬達的解析

度，又因本研究行星式齒輪之速比為 6，其作用像是

將步進馬達解析度增加，得到更平順的鋪層效果。

而 Z 軸升降平台方面則是使用解析度較高之五相步

進馬達，選擇此種馬達可令每層鋪層之解析度增加，

進而使機台做出細微物件的能力提高。 

4.2 電腦程式控制 

於電腦端的軟體控制部分，使用了 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10 作為開發工具，以傳送命令至單

晶片。在控制介面中包含了通訊埠的連線設定、Z

軸平台升降狀態顯示面板、動態光罩的載入及投影

切換面板、全自動控制介面的啟動面板及參數設置

區域、全參數初始校正暨調整面板、控制原始程式

碼檢查暨監看面板等，如圖 4.2 所示。而加工流程，

如圖 4.3 所示。 

 
圖 4.2 控制軟體介面 

 

 
圖 4.3 鋪層動作流程圖 

 

    加工流程在重複執行完成所載入之動態光照數

量後，即於監看程式運作面板顯示任務完成。 

 

5. 製作與成型試驗 

    本章首先介紹漿料中四種材料的性質與選用、調

配，再針對迴轉式鋪料系統作探討，並設計出本論文

系統之最佳旋轉鋪料機構，試驗其機構運作可行性，

再作曝光、燒結、收縮與粗糙度實驗，最後進行成型

試驗。 

5.1 曝光實驗 

    影響硬化時間長短的因素可分兩項，一為光硬化

樹脂的比例，另一為投影機投射光的強度。圖5.1為

使用泰仕TES-1330A 數位式照度計，用來測量光的

強度如圖5.2，投影機距離成型區為17cm，測得強度

為4.6KLux，投影機光照強度與使用時間長短有直接

關係，內部的燈泡會隨著使用時間越長，強度便會慢

慢減弱，因此每隔一段時間必需再量測一次，紀錄目

前投影光強度作為日後調整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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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 照度計與量測狀況 

5.2 刮刀實驗 

    本實驗之刮刀設計使用硬質之壓克力圓筒，其硬

質材料可較容易做刮面磨平的動作，而在鋪料設計

上，行星齒輪會持續施予刮刀下壓力使漿料溢出困

難，刮刀會壓在鐵氟龍平台上反覆經過成型區製作工

件，而刮刀若直接下壓在鐵氟龍平台上，會因刮面截

面積的磨擦力過大，使刮刀卡在在鐵氟龍平台的現象

發生，為解決此問題，方法為使用車床將刮刀刮面做

導角，如此能夠將刮刀摩擦力減至最低也能順利的在

鐵氟龍版上鋪層，圖5.2為壓克力圓筒刮刀導角示意

圖。 

 
圖5.2 刮刀導角示意圖 

 

5.3 線收縮率量測 

    工件製做完後的陶瓷生坯，需要經過燒結使工件

變得緻密而有強度，在燒結後尺寸會因生坯內的黏結

劑燒失而產生收縮，故需要量測其收縮值，以便在製

作工件前放大尺寸。試片尺寸為11×11×2.5mm，圖 5.3 

左為試片燒結前之試片，圖 5.3右為燒結後之試片，

以3D數位顯微鏡進行燒結前與燒結後之尺寸量測，得

到尺寸數據厚計算出正確之收縮率，如表 5.1所示。 

 
圖5.3 試片燒節前後示意圖 

表5.1 試片尺寸與收縮率 

 長 寬 高 

燒結前(μm) 11118.1 11276.0 2465.3 

燒結後(μm) 8711.1 8828.3 1941.2 

收縮率(%) 21.6 21.7 21.3 

 

5.4 表面粗糙度量測 

    在工件加工完成後，其表面會因刮刀或機台震動

產生一些不規則的刀痕或軌跡，又表面特性對工件使

用時的潤滑、磨耗、疲勞破壞及外觀光澤質感等都有

直接且重要的影響，故需要量測表面的粗糙度，以檢

視加工的品質狀況。 

    在試片的粗糙度量測上，因上表面為刮刀鋪料

行進面，而下表面為光照第一層的面，會稍微硬化

過深達犧牲層，以致下表面之粗糙度會優於上表

面，故分為上平面與下平面量測，而每一平面之粗

糙度又分為 X 與 Y 方向值，其目的為了解刮刀行進

方向與其法向方向之粗糙度差異。因本研究之鋪層

行為與往復式不同，在於其鋪層行為非直線式，而

是刮刀圓心繞著直徑 120mm 之圓作圓周運動，而刮

刀本身又有自轉，所以在成型區上的刀痕會造成將

近 30 度往上的痕跡，如圖 5.4 所示，表 5.2 為燒結前

後之粗糙度比較表。 

 

圖 5.4 工件表面刀痕 

表 5.2 試片燒結前後之表面粗糙度比較 

 
上表面 Ra (μm) 下表面 Ra (μm) 

X 方向 Y 方向 X 方向 Y 方向 

燒結前

平均 
0.319 0.445 0.275 0.435 

燒結後

平均 
0.344 0.381 0.409 0.428 

 

5.5 工件成型結果 

    本製程在開始製造陶瓷工件前，需先調製漿料並

經過球磨24小時，再將欲製作工件之STL圖檔在介面

進行切層動作來取得光罩圖檔，並根據每層加工的厚

度來設定切層的厚度。本實驗是以每層0.02mm的厚

度來進行工件的加工。首先會啟動蠕動幫浦進行下料

動作，下料完成後X軸以迴轉方式進行鋪層，並持續

移動至乾燥區進行乾燥作業，等待漿料中的溶劑揮

發，使鋪層表面呈現乾燥的狀態後開始進行光照，再

由先前曝光實驗所得秒數1.5秒作為光照秒數，製作

如以下之獅子，圖 5.5為未燒結之獅子生坯，圖 5.6

為燒結過後之獅子成品，表示本製程具有製作出細微

特徵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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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5 未燒結之獅子生坯 

 
圖5.6 燒結後之獅子工件 

 

6. 結論 

在工件製作方面，此種鋪層方式能夠成功的製

作出物件，但因本論文機台為驗證行星式齒輪鋪層之

可行性，所以成形物件不得大於25mm長寬大小，且也

因漏料問題需要人工清潔刮刀外側以防止殘料在刮

刀行進時破壞成型面，但可不需每層清理，若能解決

漿料滲出刮刀外的問題，必能實現全自動工件製作之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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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develop a new 

solvent-based slurry stereolithography(3S) ceramic 

addit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lthough previous 

machine set up has been proved to be able to paving 

process automatically, it can’t build entire ceramic parts 

stably. 

This research change revolve-paving-system as 

planetary type revolving paving,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in-tube slurry coating mechanism which achieves 

paving process automatically without any slurry of 

waste. 

On the other hand, Added a high rate filter in front of 

the projector lens can shrink the image and enhance the 

resolution. During experiments, the hard material more 

suit this process by compare soft material scraper. Then, 

modify the shape of scrapper until can pave a complete 

plane in 3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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