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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购买我公司激光雕刻机，该设备是集光、机、电于一体的高科技产品，专

业性强、科技含量高，为了用户能更好的使用及维护该设备，特编写此说明书。

说明书中，附有大量的实物图片，以便您的理解。内容详尽的介绍了设备的

安装调试、日常维护与安全注意事项等方面的知识。

相信本书的内容定会为您更好的掌握机器的操作与维护带来帮助，因此建议

用户在使用设备前，务必详细阅读本说明书。

因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及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用户提供宝贵意见及

建议，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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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在操作设备之前，用户务必认真阅读本说明书及相关的操作手册，严格遵守操

作规程，非专业人员不得开机。

★本设备使用四类激光器(强激光辐射)，该激光辐射可能会引起以下事故：①点

燃周边的易燃物；②激光加工过程中，因加工对象的不同可能会产生其它的辐射

及有毒、有害气体；③激光辐射的直接照射会引起人体伤害。因此，设备使用场

所必须配备消防器材，严禁在工作台及设备周围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同时务必

保持通风良好，非专业操作人员禁止接近本设备。

★加工对象及排放物应符合当地的法律、法规要求。

★激光加工可能存在风险，用户应慎重考虑被加工对象是否适合激光作业。

★激光设备内部有高压或其它潜在的危险，非厂家专业人员严禁拆卸。

★设备在开机状态下,必须有专人值守，严禁擅自离开。人员离开前必须切断所

有电源。

★设备在工作时，严禁打开任何端盖。

★雕刻机及其相关联的其它设备都必须安全接地，方可开机操作。

★严禁在设备中放置任何不相干的全反射或漫反射物体，以防激光反射到人体或

易燃物品上。

★在设备工作过程中，操作员必须随时观察设备的工作情况，如出现异常状况应

立即切断所有电源，并积极采取相应措施。

★设备所处环境应干燥，无污染、无震动、无强电、强磁等干扰和影响。工作环

境温度 5-40℃，工作环境湿度 5-95%(无凝水)。

★设备应远离对电磁干扰敏感之电气设备，可能对其产生电磁干扰。

★设备工作电压：AC220V，50Hz。当电网电压不稳或不匹配时，严禁开机。因使

用不当或不遵守以上各项规则引起的任何损失，厂商概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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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1、此说明书中的内容由于产品升级改进等原因，可能会与实际产品有差异，

另外，此说明书内容可能会有变动，恕不提前通告。

2、此说明书中的图示因产品改进等原因，可能会与购买的产品有所不同，以

购买的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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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机器外观及随机配件

1.1 机器外观：

机器正面：

机器背面：

1.2机器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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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雕刻机主机外，您的随机配件应包含以下配件（选购配件除外）：

1 水泵：

2 烟管：

3手续袋及内部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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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机器的安装及调试

完整的工作系统由激光雕刻机主机、风机、烟管、水泵、数据传输线等组成。

根据工作需要用户自行配置电脑、打印机、扫描仪等。

2.1 安装步骤

1 安装水泵

将水泵从包装盒中取出，并将其中其他小组件正确安装在水泵上。然后，将雕刻机的进

水水管与水泵相连，将水泵和雕刻机出水管一起放入水箱中（客户需自备水箱，容积在 10L
以上的容器即可）。

在水箱中注入纯净水，水面至少要没过水泵。

2 安装风机和烟管

风机及烟管的安装很简单，在机器的背面，你可以找到安装风机的插槽，直接将风机插

入插槽即可。然后，将烟管月风机相连，将烟管的另一端放到室外以保证将烟顺利排出。

3 安全接地

龙泰激光雕刻机使用的激光管为四类激光器，驱动方式为高压激励，所以用

户使用时一方面要遵守《安全注意事项》，另一方面，对用户安全接地提出了严

格的要求，安全地线对地电阻应小于 5Ω。具体连接方法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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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用户注意，接地不良会导致设备的高故障率，同时可能引发其它安全事故！！！

本公司对由此引起的故障及事故不承担任何责任和义务！！！

4 光路检测及调整

为了使激光雕刻机达到最佳工作效果，我们强烈建议您在安装完机器后，对光路进行检

测，必要的话，对其作出调整。

首先，我们需连接雕刻机电源，雕刻机使用 220V ，50Hz 的电压，请正确连接。然后，

打开水泵，确保冷却水正常循环。

其次，打开雕刻机开光，此时激光头会自动复位到工作台的左上角。然后，调整电流到

30%。

※ 检测和调整光路时，我们建议不要用过高的电流；对于新机器来说，正常工作时的电流

调到 30%左右，根据所加工材料的不同，用户自行适当调整。

最后，开始检测和调整光路。

先调整激光管位置：将多层调光纸粘在 1号镜架上，然后按控制面板上的“测

试开关”键，在调光纸上打一个点，观察光点是否完全在反光镜的区域内，

如不完全在，通过调节激光管的位置使之完全处于反光镜的区域内。

再调整 1 号反射镜，把横梁移至离 1 号镜片最近处打上一个点，再移到最

远处打一个点，通过调整镜片背后的三颗螺丝对镜片角度进行调整（顺时针旋转

下方的螺丝，使光点上移；顺时针旋转上方左侧的螺丝，使光点右移；顺时针旋

转上方右侧的螺丝，使光点左移。），使远处这个光点与第一个光点重合即可。

调整好 1 号反射镜后，接下来，再调整 2 号反射镜，同样将激光头移至最

靠近 2 号镜片的一端打一个光点，再移到最远处打一个光点，将远处的光点调

整到与第一个光点重合即可。

※以上光点的位置，打在镜片的中央为最佳，绝对不能打在边缘处。如果

打在边缘处，请继续调整镜片。

调整好以后，我们再看看这个光点是否打在激光头入光孔中央，如果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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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关闭激光电源。如果是前后偏移，调整激光头的位置，则偏向哪方，就往哪方

调，比如：偏前，就把激光头向前调整一点；偏后，则把激光头向后调整一点。

如果是上下偏移，我们需调整激光管位置，偏向哪方，就往哪个方向调整激光管

（此处指激光管的出光端）。

光路调整的详细说明，请参见第四章《光路准直标准》。

光路调整完毕后，请将激光管保护盖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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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激光雕刻机操作说明

激光雕刻机的操作非常简单，下面介绍操作面板的构成和操作方法：

3.1 龙泰激光雕刻机控制面板外观介绍及开关功能说明

1 龙泰激光雕刻机控制面板外观：

控制面板上共有 3 个开关，1个电位器旋钮，一个电流表。

主开关：用于打开和关闭雕刻机；

激光开关：用于打开和关闭激光电源，按下为开，弹起为关；

测试开关：当我们按下测试开关时（激光开关处于打开状态时），激光管会

发出激光，同时，电流表会有相应电流的示数指示。一般，测试开关用于光路的

测试及调整和电流大小的调整。

电流表：用于指示当前电流大小。

3.2 设备操作说明

1 首次开机的注意事项

激光雕刻机首次通电开机之前，请确认以下情况：

■激光雕刻机的输入电源应符合设备供电标准：AC220V，50Hz。

■雕刻机各连接线对接牢固，特别是激光管高压接头。

■激光雕刻机及电脑设备均应安全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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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水管与出水管应正确连接，保证循环水水流顺畅。

■雕刻机工作台面上不应放置任何不相关的物品。

上述事项确认无误后，可开机工作。

2 操作方法

通电启动设备，机器开始自检，激光头归位到工作台的左上角。

※ 如果在初始化过程中，复位不正常，或工作过程中出现异常情况，请切

断电源，向厂商咨询。

初始化完成之后，系统自动进入工作等待状态。此时雕刻机机可接收电脑数据，

进行雕刻作业。

加工时，用夹具卡住加工材料，调整材料位置，使材料被加工平面与夹具表面在

同一水平面内。

在软件中设计印章或图案，调整激光头位置，输出文件进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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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光路准直标准

我们的雕刻机在使用中，有可能会发生光路偏移，导致无光或光路不正现象，

这时请参照以下方法将光路调整正确：

第一步：先保证从激光管发出的光束入射在 1＃反射镜的中心。

第二步：在2＃反射镜前贴上多层双面胶调光纸（或其它能打出标记的物体），

将横梁移至最靠近激光管的位置，按点射（控制适当的光强），打上一个标记(特

别注意：为防止激光辐射伤人，请先用一块纸板测试出光斑的大概位置，然后再

进行调整)。

第三步：逐渐将横梁移至离激光管最远的位置，按点射，打上一个标记。

第四步：如果两个标记不重合，调整 1＃反射镜，使这两个标记中心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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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反复第二步至第四步，直至两个标记中心完全重合。

第六步：在3＃反射镜前贴上双面胶调光纸（或其它能打出标记的物体），

将小车(激光头)移至最靠近 2＃反射镜的位置，按点射（控制适当的光强），打

上一个标记。

第七步：逐渐将激光头（小车）移至离2＃反射镜最远的位置，按点射(最好

先用一块纸板，先测出光斑的大概位置，以防伤人)，打上一个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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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步：如果两个标记不重合，调整 2＃反射镜，使这两个标记中心重合。

第九步：反复第六步至第八步，直至两个标记中心完全重合。

第十步：在 3＃反射镜前面的入光孔上贴上双面胶调光纸，点射，打上标记。

如果处在中心，则合格。

第十一步：若激光未落在入光孔的中心，如下图：

在本例中，落点偏上和偏外。

上下偏差：只能将激光管抬高或降低。

里外偏差：只能将激光管向里或向外调整。

在本例中，必须降低激光管（此处指激光管低压端），然后，从第一步开始

全部重新调整。

注意：以上的工作，操作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后方可进行。否则必须请有关人员

帮助操作。调整时必须注意安全，防止激光辐射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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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日常维护与常见故障

机器的稳定正常工作，与平时的正确操作和日常维护是密不可分的。下面将

介绍一下日常维护与常见故障分析：

5.1 日常维护

1 冷却水的更换（建议每星期清洗水箱与更换循环水一次）

冷却水的水质及水温直接影响激光管的使用寿命，建议使用纯净水，并将水

温控制在 35℃以下。如超过 35℃需更换冷却水，或向水中添加冰块降低水温。

注意：机器工作前一定保证激光管内充满冷却水。

2 风机的清洁

风机长时间的使用，会使风机里面积累很多的固体灰尘，让风机产生很大噪

声,也不利于排气和除味。当出现风机吸力不足排烟不畅时，首先关闭电源，将

风机从雕刻机上卸下，除去里面的灰尘，然后将风机倒立，并拔动里面的风叶，

直至清洁干净，然后将风机安装好。

3 镜片的清洁（建议每天工作前清洁，设备须处于关机状态）

在前面机器介绍中,已经讲到雕刻机上有 3 块反射镜与 1 块聚焦镜(1 号反

射镜位于激光管的出光口处，也就是机器的左上角，2 号反射镜位于横梁的左端，

3 号反射镜位于激光头的顶部，聚焦镜位于激光头下部可调节的镜筒中)，激光

是通过这些镜片反射、聚焦后从激光头发射出来。镜片很容易沾上灰尘或其它的

污染物，造成激光的损耗或镜片损坏，清洗时勿须取下，只需将蘸有清洗液（丙

酮或无水酒精）的棉棒小心地沿镜片中央向边缘旋转式擦拭。

注意：①镜片应轻轻擦拭，不可损坏表面镀膜；②擦拭过程应轻拿轻放，防止跌

落；③聚焦镜安装时请务必保持凸面向下。

4 导轨的清洁（建议每半个月清洁一次，关机操作）

直线导轨的清洁：首先把横梁移动到最后侧(或前侧)，用干棉布擦拭直到光亮无

尘，再加上少许润滑油(可采用缝纫机油)，将横梁前后慢慢推动几次，让润滑油

均匀分布即可。

注意：清洁导轨请准备——干棉布、润滑油。

5 光路的检查

激光雕刻机的光路系统是由反射镜的反射与聚焦镜的聚焦共同完成的，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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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中聚焦镜不存在偏移问题，但三个反射镜是由机械部分固定的，偏移的可能性

较大，虽然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偏移，但建议用户每次工作前务必检查一下光路

是否正常。

详解请参照第四章《光路准直标准》。

5.2 常见故障分析

序号 故障现象 分析方法 处理方法

1 开机无动作 1、检查机器是否通电。 将各连接线重新拔插。

2、主板参数是否正确。 参照软件使用说明，更正参

数。

2 工作时一直出光 主板参数是否正确。 参照软件使用说明，更正激光

器参数。

3 开机复位不正常 主板参数是否正确。 参照软件使用说明，更正复位

极性或X轴、Y轴方向极性。

4 机器工作中，激光

断断续续

1、检查水循环是否顺畅。 清洁水箱与水泵，疏通水管

2、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为输入电源添加稳压器

5 电脑传送数据，机

器不工作

1、检查数据发送端口是否

选择正确。

选择正确端口。

2、是否打开雕刻机电源开

关。

打开电源开关。

3、检查是否接地。 接好地线。

4、驱动程序是否安装。 安装 USB 驱动程序。

6 工作中无激光 1、查看光路是否偏移。 参照（光路垂直标准或培训人

员指导方法）

2、检查水循环 保证水循环顺畅

7 无法检测激光设备 电脑或USB通信故障 更换电脑或USB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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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保修条例

6.1 保修期

本产品自购买日起，整机保修一年（耗材除外）。光学镜片及激光管为耗材，

保修三个月。

6.2 保修条款

本保修条款是以聊城龙泰激光设备有限公司所销售的产品为保修对象。

在保修期内，正常使用本公司产品出现故障，可依据本保修条款的内容，出

示保修卡或发票，享受本公司的无偿保修服务。

下列情形，不享受无偿服务，视具体情况酌情收费：

1）非设备质量原因而引起维修服务的；

2）超过保修期限的；

3）无法出示或私自涂改保修卡的；

4）未按合同规定履行约定义务的；

5）未经本公司同意，私自进行拆装、改造、维修产品的；

6）因人为因素或不可抗拒力引起设备故障的。

本公司只对所售产品本身承担应尽的法律义务，但不承担由于使用本公司产

品而引起的其它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