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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安全知识

1. 警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安全问题以及危险事故的发生， 在使用产品之前请了解以下的安全知识。

2. 阅读并了解产品的说明书， 了解此工具的运用范围以及误操作可能带来的危险和伤害。

3. 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本产品， 也不要将产品放置在雨水中。

4. 不要在有可燃性汽油或气体的环境中使用本产品。

5. 在产品放置不平稳或是易滑的地面上不要使用本产品。

6. 保持旁观者远离工作区域， 请不要让小孩或宠物接近工作区域。在物件旋转的圆周方向视为工作区

域。

7. 正常使用产品应有的功能， 不要进行改装或实现一些其它的用途。

8. 在操作此产品的过程中， 请不要穿着松施的衣服， 不要戴手套、项链或饰品。总是穿着防滑的鞋并

将长发盘起在脑后面。

9. 请戴上防尘的设备， 如口罩之类的。

10. 在做任何的产品调整、变换配件、清洁、以及在工作台安装固定工件时， 请注意要先拔掉电源插头。

11. 在开机之前， 总是确保所有的调节工具已经全部从工具上移除。

12. 在将产品电源线插上插座之前， 总是确保产品开关在其“关” 的位置。

13. 在产品完全停止之后方可离开产品。

14. 从来不要站在产品上面，也从来不要在产品上放置任何其它的物品。

15. 工作时站立的姿势一定要平稳， 站牢。

16. 随时保持产品清洁， 工作完成之后对工具进保养清洁以及一些凅滑和防锈处理。

17. 在工作之前检查其运动件是否已经安装固定好， 各种运动件是不是完好无损。

18. 将产品存放在远离小孩的地方，确保非常专业人员不可使用此产品。

19. 从来不要通过拉电源线来移动此产品， 同时保持电源线远离高品、油以及锋利的物品。

20. 在服过任何药品以及吮酒之后不要操作此产品。

二、木工车床的安全知识

警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安全问题以及危险事故的发生， 在产品通电之前请了解以下的安全知识。

1. 在操作木工车床之前， 请仔细阅读此说明书。产品没有完全安装好之前请不要使用产品。

2. 总是戴着防护眼睛， 保持手远离旋转部件。

3. 将产品固定在一个工作台面上，木工车不能倒置使用，不能反转使用。

4. 操作之前固定所有紧固件。

5. 不能车开裂的木头。

6. 在车新工件时， 请在最低速启动。

7. 在工件安装到产品上时， 在插入电源， 启动开关之前， 先用手旋转一下工件， 检查其工作是否与

产品上其它部有干涉并确保旋转的时候，工件没有明显的晃动。

8. 在运转工件的时候， 在低速的时候要校正其工件， 使其在旋转过程中是在没有明显的偏摆。

9. 工件运动的过程中， 不要将旋转工具快速切入工件中， 否则可能导致

10. 工件的开裂或是飞出来伤人， 应该缓慢地进入工件。

11. 总是置刀架在车床中心线下方 3mm 或是小于 3mm 的地方。

12. 将工件安装在花盘上时，应尽可能地将工件的旋转中心与产品的旋转中心重合， 尽可能地减少其旋

转过程中摆动。

13. 保持你的手在操作过程中不要接触到旋转的工件。

14. 从来不要对产品进行可能降低产品安全性能的改装。

15. 在加工的过程中请不要戴手套。

16. 在产品完全停止之后方可离开产品。

17. 总是保持车刀的锋利和定期更换或是重磨车刀，这将减少切削时候的危险性以及减少电机过载而起到

保护电机的作用。

18. 在产品做任何的调整或是清洁之前， 请务必将电源插座拔出。

19. 产品工作时产生的飞尘可能会对身体有一定危害性， 请在使用产品的时候建议戴好口罩等。

20. 如果要在室外使用此产品的时候，请务必使用带接地电流保护器的延长线。



21. 任何产品的修理必须是专业人员进行。

三、电气信息

1. 产品是带接地的产品， 请用户使用带接地的插座。

2. 如果要使用延长线， 请使用比产品的电源线大一号的延长线及插线座。

四、产品示意图

图 1

A、驱动箱侧手轮 K、脚垫

B、驱动箱 L、床身

C、小花盘 M、刀架座

D、驱动顶尖 N、刀架座锁紧手柄

E、刀架 O、电机

F、刀架固定手柄 P、电机位置调节手柄

G、活顶尖 Q、开关盒锁紧手柄

H、尾架 R、主开关

|、尾手轮 S、速度调节旋钮

J、手轮手柄 T、数显



五、产品参数

型号 W20 W30

电气参数 220V,50Hz, 250W 220V,50Hz, 750W

输出速度
750~2000rpm 低：300~1200Rpm
1000~3200rpm 高：1000.3700Rpm

可调速度 两档无级调速 两档无级调速

回转直径 200mm 300mm

两顶尖距离 356mm 457mm

花盘直径 76mm 76mm

刀架长度 180mm 150mm

毛重 20kg 38kg

六、产品安装

拆开包装时你可以看到以下的产品附件，如果发现配件不对的话，请与本公司联系。请在产品未正式使用之前，

保护好产品包装， 并不要丢弃产品的包装(图 3 所示）。

图 3

A. 尾架手轮手柄 1 套 E. 产品主机 1 件

B. 驱动顶尖 1 个 F. 内六角扳手(3/6/8mm 各一根）

C. 尾架顶尖 1 个 G. 开口扳手 2 件

D. 顶杆 1 个

1、尾架手轮手柄的安装将（图 3）中的 A 尾架手轮手柄

安装到主机的尾架手轮上。用“ 一” 字螺丝刀将手轮手柄中心的螺

钉旋紧即可。(图 4 所示）

2、产品顶尖的安装＆拆即。

a. 将（图 3）中的 B 驱动顶尖安装到驱动头的中心孔里。注意在安装

之前，将顶尖锥轴上以及主轴内孔里面的飞尘擦干净。后用点爆发力将顶

尖直接插入孔中即可。此顶尖是锥度连接的，在使用过程中，由于两头顶

紧木料， 此顶尖会越来越紧的， 不用担心它会松脱的。 图 4



b. 用同样的方法将（图 3）中的 C 活顶尖， 安装到产品尾架上的中心孔中。（如图 5 所示）

c. 顶尖的拆卸， 将（图 3）的 D 顶杆从驱动头左侧手轮的中心孔中插入其中，后用锤子轻敲几下， 其顶尖就

可顶出来。（如图 6 所示）

七、产品的调整与使用

1、将前面安装好的产品放置千一水平的工作台上， 如果可能的话，在产品与工作台面之间垫一块橡胶垫。

2、花盘的使用与装卸：

使用： 对千要车比较大的而又需要一端固定的物件时， 可以用木螺钉从花盘的背面通过其固定孔位将工件固

定在花盘上。注意其螺钉的长度要适中， 螺钉旋进入工件中的部分为加工余晕的， 在加工好产品后， 要将其在

螺钉外侧切割下来的。其螺钉不能进入到工件上所要切去的部分中。

装卸： 当在使用过程不需要用到花盘的时候， 可以将花盘拆下来。

在拆卸花盘的时候， 用附件中顶杆(图 3 中的 D)插在车出输上的孔中， 用开口扳手(图 3 中的 G)卡在花盘上的

扁口上。其花盘为正螺纹的，因此顶杆与开口扳手相对用力的时候，其花盘即可松下来。

反之， 即将花盘装紧。如下图（图 7）所示。

也可以用附件中的两个开口扳手， 一个卡在轴上， 一个卡在花盘的卡口上， 来拆卸或是安装花盘的（如图 8
所示）。

3、开关盒的安装

a. 将产品开关盒组件上的转销 1 取出（如图 9 中所示）， 将开关盒上的转角孔与产品左后方的转销孔对齐，后

再将转销从上而下将开关盒栓到产品上。

b. 将图 10 中的锁钮 1,朝下扳， 将开关盒组件转到正前面前贴上产品床身的左端面， 后将锁钮 1 朝上扳， 将

开关盒扣上即可。

图 5 图 6

图 7 图 8



4、卡盘的安装（卡盘另外购买）此产品的输出轴与花盘的连接螺纹的直径是 1"(25.4mm)，其螺距是 8 牙/1"
(25.4mm)。因此如果想配卡盘的话， 一定要找到连接螺纹与之相匹配的卡盘。只要卡盘的螺纹拧到木工车的输出

轴上即可。（右图 11 所示）

5、连接杆以及钻夹头的安装（需要另外购买）

产品驱动轴以及尾架上的锥孔的锥度是莫氏 2 度的。因此在购买连接杆时一定要注意， 与木工车床连接的一

端其锥度一定要是莫氏 2 度的， 连接杆的另一端面的锥度是与钻夹头连接的， 一定要与钻夹头相匹配方可以使用

的。（图 12 所示）

注意：如果在安装过程中发现连接杆 2 插不到底，即固定不住的话，稍松以下固定手柄 4，后摇动尾架上的手

轮手柄，将轴 3 旋出一些，后再安装就没有问题了。

6、开关

a 如（图 13）中， 主开关 2 是控制产品整个电路的电源开与关的。在开关是拔钮开关， 将其拔钮朝上拔到位，

为处千“开”的位置， 拔钮朝下拔到位为开关处千“关”的位置。在此拔钮的外端有一个黄色的小插销， 当开关

处于“关”的位置的时候， 如果拔出此黄色小按钮， 开关将处千锁定状态，此时拔钮再朝上拔的话， 开关将开

不启来的。

b．在主开关 2 的上方是一个速度调节旋钮 1 的 C（图 13 所示）， 将此旋钮逆时针旋转到底， 速度将是调节范

围内的最底速。速度将随着此旋转的顺时针旋转而增加， 当此旋钮顺时针方向旋转底的时候， 速度将是此调节范

围内的最高速度。

注意：在产品启起之前，将调速旋钮逆时针旋到最底，即调节到最低速度。

图 9 图 10

图 11 图 12

图 13 图 14



C. 过电流保护器

在开关盒的背面的电源线下方有一个调速旋钮 C（图 14）5 中的 1 所示，它就是过电流保护器， 当电机处千一

个长时间工作或是过负荷的工作状态下， 当电机品度达到设定的品度时， 此按钮将会跳起来， 断开电路中的电

源， 使电机暂时停止工作， 从而保护电机， 以免烧坏。等过了一段时间， 电

机冷了下来之， 再将此按钮按进去， 重新开启开关，产品将继续正常工作。

7、产品尾架(图 15)
a. 在松掉产品尾架固定手柄 1 之后，可以在床身的导轨上左右推动尾架到

所要求的位置，再将固定手柄 1 锁紧。

b. 尾架上的伸缩轴， 可以左右伸缩的距离大约是 4cm，在松掉其锁紧手柄

2 之后， 可以通过摇尾架上的手轮 3 来调节其伸缩来顶紧工件。调节好其距离

之后， 将其 2 固定。

C. 尾架伸缩轴的中心有一个空心的孔洞，可以使用顶杆从手轮这边通过其

中将尾顶尖顶出，从而将顶尖拆下。

d. 在顶架上一殷都是安装活络顶尖或是安装钻夹头组件。（如图 12)

8、刀架组件(图 16)
a.松掉刀架座的锁紧手柄 1,其刀架座 5就可在床身 2上前后左右四个方向移

动， 当移动到所要的位置之后，将锁紧手柄 1 转一定角度就可将其锁紧固定。

b.松掉其刀架锁紧手柄 3, 其刀架 4 可以上、下调节， 同时也可旋转到所需

角度，当调节到所要求的位置之后,固定其锁紧手柄 3 即可。

注意：其刀架的前边缘应该靠近其加工的工件，并保持与工件最大回转直径

有 2mm 左右的间隙，在产品开启开关之前，务必先用手旋转工件，确保工件不

能与刀架有干涉。其刀架的上表面应该调节到比工件的旋转中心低 2~3mm.

9、工件的装夹（如图 17 所示）由千工件的形状比较多，我们一殷都建议只加工比较有规则的木料，不适合加

工空心的比较长的物件（如竹子）。

对千使用顶尖来固定工件，在装夹之前，要先找到木料两端面的中心点。后

用电钻或是相关工具，在要加工的木料两端面打上适当深度的中心孔。安装在驱

动头的中心孔

要加工深一点，以便在安装的时候，让顶尖的外围四个齿能够吃进木料中。

10、产品的加工（如图 18 所示）

a. 在按下产品开关按钮之前，必须先检查一下工件是否装夹牢靠？并用手旋

转一下工件，确保工件在旋转过程中能够顺畅无任何阻碍的情况下，方可按下“开

按钮。在按下按钮的时候， 人不要站立在工件旋转的圆周方法上， 以防刀一工

件没有夹牢。

b. 在工件正常运转起来后，再手握车刀靠在刀架上。慢慢地向工件推动车刀， 当车刀正好接触到工件地的时

候，进刀要更加特别注意了，可能会有一定撞击力产生的。刀一定要紧握牢靠的。

c. 当车外圆的时候，注意刀口一殷是朝左前方的，与工件轴线成一定角度。当在外圆上切槽的时候， 其刀刃

口应该是朝上方向的。

图 18

图 15

图 16

图 17



11、速度的调节（如图 19 所示）

a. 当需要调节驱动轴的速度的时候，先将机头箱背面的盖板打开来，后用附件中的内六角扳手将下图 19 中的

1 电机固定螺钉松一些。后将电机位置手柄 2 朝上扳起， 皮带将会变松施。

b. 从机头箱背面将松施的皮带 3 调节到所要的速度档位置上， 后将电机位置手柄 2 下压， 将皮带涨紧， 再

将电机固定螺钉 1 锁紧， 即可。

图 19 图 20

注意：在（图 20）中，其中 5 是输出轴，4 是皮带轮。当皮带置于皮带轮上最小槽中，其输出速度是最大的，

当置于皮带轮最大槽中，其输出速度是最小的。

12、皮带的更换

a. 如前面步骤 11 中的 a 所示， 先将皮带松施。

b. 将（图 20）图 20 中的 4 皮带轮的固定螺钉松掉，其固定螺钉在皮带轮的

中间槽上。

c. 将（图 21）中的 2 驱动箱外侧手轮的紧固螺钉 1 拧松后，再将手轮 2顺时

针方向旋下来。

d. 后用一胶锤将驱动轴沿（图 21）中箭头所指方向将轴敲出至皮带可以取出

即可。后更换上新的皮带。

e. 按前面相反的步骤依次将皮带调节安装好即可。

八、工具的保养

一般的保养

警告：在你做产品的保养或润滑工作之前，为了你的安全，请关闭电源开关并拔除插头。

A、定时地去除积留在产品机器以及电机中的飞尘

B、清除车刀上的飞尘以及一些枯结物。随时保持刀具的锋利。

C、对于有破损的电源线， 应该被立即更换掉。

D、使用餐具清洁剂和水清洁塑料件。

E、注意卡盘、输出轴、床身轨道、刀具等在工作之后的防锈处理。

注意： 一些化学物质清洁将破坏塑料件不要使用以下物质来消洁塑料件：化学清洁、溶解性物质、汽油、各

种漂白剂、溶色剂、氨水、以及彖庭用的其它清洁剂。

润滑

所有的电机轴承都是永久的润滑轴承， 没有必要再进行润滑。

需要润滑的地方：所有的转轴、螺杆等， 最好的润滑剂是石墨以及一

些硅树脂等，它们将不粘飞尘。

警告：

所有的电气部分以及机械部件部件的修理工作都应交给专业人员来进行，仅仅使用指定的部件，使用任何其它

的零配件都是比较危险的。

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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