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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恒温控制的FDM3D打印机PID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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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熔融沉积成型原理（FDM）的3D打印机具有结构简单、经济的优点，但是其成形表面质量不稳定，表面粗糙度

值较大，究其原因主要是成型温度对打印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受环境温度、
风速等因素的影响，
挤出头温度变动较大。文
中通过研究影响FDM打印机质量的因素，提出了一种采用PID控制方法实现打印挤出头的恒温控制，在对设定的PID控制
系统进行仿真中，通过采用Ziegler-Nichols工程整定法实现了S型阶跃响应曲线适用延滞一阶惯性环节，并运用Cohn-Coon
公式得到了受控对象的特征参数，从而保证了控制精度。
3D打印；熔融沉积成型；PID；
恒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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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of PID System Based on Constant Temperature Control of FDM 3D Pr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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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3D printer, which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FDM),has the advantages of simple
structure, economy of operation. But the forming surface quality is unstable and the surface roughness is large.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molding temperature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of printing.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temperature and wind speed, the temperature of extrusion head is greatly changed. Through the study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FDM printer, in the simulation ofthe PID control system, it achieves the step response curve
of S type in first -order delay by using Ziegler -Nichols engineering tuning method. At the same time the characteristic
parameters of the controlled object are obtained by using the Cohn-Coon formula, which would ensure the printing quality.
Keywords:3D printer; fused deposition modeling; PID; thermostaticall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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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3D打印机中，打印耗材的温度控制存在热传导和

3D打印技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近年来随着科技

热对流的两种导热方式：一方面采用热传导原理，使用加

的进步3D打印技术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熔融沉积成

热电阻将材料加热到熔融状态，使材料具有良好的流动

型（FDM）打印技术因其经济、结构简单的优点得到了广

黏性；另一方面为了防止加热腔温度过高或者过低，采用

泛的普及和传播，为教育、医疗、工业设计等领域注入了

热对流方式开启风扇控制加热腔的温度过高。这两个过

新的生产力 [1-7]，甚至近年来有学者已经对3D打印技术实

程控制的温度变化对模型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

现生物组织再生和生物器官打印进行研究

。因此3D打

本文恒温测控算法为PID算法，构建数学模型[16-17]。以

印技术是实现工业4.0和我国“2025”计划的一个不可忽

ABS成型材料为例，
进行加热，
温度控制在230 ℃。在控制

视的重要技术。但是采用FDM技术打印的产品普遍存在

系统中，PID算法是根据理想温度设定的值r（t）和实际测

台阶纹、开裂等表面缺陷

[8-9]

，分析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环

[10-11]

境空气扰动造成的打印温度不稳定，冷却速度不均匀等
问题。邹国林、汪程等[12-14]也通过实验和数据分析对FDM
工艺过程进行优化，提高模型的打印质量。杨柏森 研究
[15]

了打印过程中散热条件对FDM丝材黏结质量的影响，认

量反馈的值c（t）的偏差e（t）来进行比例、积分、微分的调
节，
如式（1）所示:

t

u（t）=Kp e（t）+

1
TI

t

乙e（t）dt+T
0

D

t

de（t）
；
dt

e（t）=r（t）－c（t）。

（1）

为通风速率、成形室温度、平台温度及分层截面尺寸等因

式中:T I为积分时间;T D 为微分时间;u（t）为控制器的输出;

素都会对丝材的黏结强度、尺寸精度以及翘曲变形都会

e（t）为控制器的输入;KP为比例系数。

有影响。本文提出了采用PID控制策略实现打印挤出头的
恒温控制。
1

处理，Ts为缩短采样周期，用求和代替积分，差商代替微

PID控制原理

∑∑∑∑∑∑∑∑∑∑

商，
从而使PID算法离散化，如式（2）所示：

基金项目：吉林市科技创新发展计划项目（20161203）;大学生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201610201042

对于产生的积分和微分连续时间信号要进行离散化

k

u（k）=KPe（k）+KI∑e（i）+K［e
+e（k－1）］；
D （k）
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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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KP×
KD=KP×

Td
Ti

式中：ΔC为控制系统输出响应；ΔM为控制系统阶跃输入；

；

Td
Ts

t 0.28 表示升高的温度达到0.28ΔC所用的时间；t 0.632 表示升
高的温度达到0.632ΔC所用的时间。因此传函为

。

－19.5s

G（s）=

式中:KP为比例系数;KI为积分系数;KD为微分系数。

=-19.6时，控制效果达到了需要的精度，当喷头加热到

－τs

K×e
。
Ts+1

G（s）=

（3）

式中:K为被控对象静态增益;T为时间系数;τ为滞后时间。
2

（5）

。

通过PID系数不断试验，验证了当K p =4、
K I =0.26、
KD

在加热系统中采用一阶惯性滞后环节建立温控对象
数学模型，所以加热模块传函为

0.233×e
25.5s+1

230 ℃需要12.5 s,超调量8.7%，稳定时间为34 s，如图3所
示。但是当环境存在空气扰动时，必然会引起温度起伏，
如图4所示。超调量增加的同时稳定时间也增长，但是虽
然温度不断发生起伏变化，但是PID控制系统一直可以维

仿真实验
采用Matlab的Simulink模块建立PID控制仿真实验系

持其不失调的状态。

统 [18]，如图1所示。Transfer Fcn为传递函数，配置函数：
Numerator为0.233，
Denominator为25.5，
Transport Delay滞
温度/℃

后时间为19.5 s。给系统一个300 ℃的阶跃信号，每相隔
10 s采集一次喷头温度并绘制阶跃曲线，并结合拟合曲线
求得传函参数值，
实验数据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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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PID控制响应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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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阶跃响应时间数据

时间/s

图4

3

行了温度控制，针对所需要控制的对象，找到了各个控制

图2 阶跃响应曲线

通过表1的数据拟合，得到如图2所示曲线。从图2可
以看出响应曲线近似为S型，由Ziegler-Nichols工程整定
法可知[19-20]，S型阶跃响应曲线适用延滞一阶惯性环节，验
证了传函，运用Cohn-Coon公式 (4) 得出：K=0.233 ，
T=
25.5，
τ=19.5。
ΔC
K=
;
ΔM
T=1.5（t0.632－t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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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PID控制算法对FDM3D打印机挤出系统进

时间/s

τ=1.5 t0.28－

结

空气扰动下的PID控制响应曲线

t0.632
3

"。

（4）

变量的最佳比例系数，实现了较低超调量的控制效果，对
FDM3D打印机的打印精度的提高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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