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876 / IP-420
安全注意事项



ѰҼᆿޞ൦ֵ⭞㕓㓡ᵰ
⭡Ҿ㕍ࡦъⲴާփᛵߥˈᴹᰦнᗇн䶐䘁ᵪಘ䖜ࣘⲴ䴦䜘Ԧ䘋㹼㘼ᴹਟ㜭᧕䀖ࡠ䖜ࣘ䴦䜘Ԧˈഐ↔ᇎ䱵
ᵪಘⲴઈ઼㔤Ⲵޫ؍؞㔤؞Ӫઈˈᗵ享൘һࡽԄ㓶䰵䈫 ᴿީᆿ⌞ⲺޞᝅӁ亯 ˈ⨶࠶ݵ䀓ᇩѻਾ䘋㹼
Ǆ↔ ᴿީᆿ⌞ⲺޞᝅӁ亯 ѝ䇠䘠ⲴᇩᴹⲴнᱟ⭘ᡧ䍝ҠⲴ୶૱㿴ṬⲴᇩ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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ᒦ䚥ᆸᤷ⽪Ⲵ㾱≲Ǆ

Ė ধ䲟ㅿ㓝Ⲻ䈪᱄

ধ䲟
䆜
⌞ᝅ

ᬃ֒ᡌ㔪ޱؓؤᵰಞᰬθྸ᷒ᖉӁӰȽㅢ  㘻ᬃ֒䭏䈥ᡌ⋗ᴿ䚵ރ䈛߫θᴿਇ⭕↱ӗ
ᡌ䙖ᡆ䠃՚Ⲻধ䲟Ⱦ
ᬃ֒ᡌ㔪ޱؓؤᵰಞᰬθྸ᷒ᖉӁӰȽㅢ  㘻ᬃ֒䭏䈥ᡌ⋗ᴿ䚵ރ䈛߫θᴿਇ⭕↱ӗ
ᡌ䙖ᡆ䠃՚Ⲻ▒൞ਥ㜳Ⱦ
ᬃ֒ᡌ㔪ޱؓؤᵰಞᰬθྸ᷒ᖉӁӰȽㅢ  㘻ᬃ֒䭏䈥ᡌ⋗ᴿ䚵ރ䈛߫θᴿ䙖ᡆѣ䖱
՚Ⲻਥ㜳Ⱦ

ė 䆜ഴḽ㺞⽰ૂ⽰ḽㆴⲺ䈪᱄
֒ѐᰬᤵ㕓㓡ᵰⲺ䈓θᴿ䇟ᢁ՚
Ⲻধ䲟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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ഴ
ḽ
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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ᴿভⳤޛᑜθ䙖ᡆ䍕՚Ⲻধ䲟Ⱦ

䀜Ҽ㓳ᢙՖ䘷ಞθᴿ՚Ⲻধ䲟Ⱦ

ྸ᷒ⴤ㿼◶Ⲻݿ䈓θᴿ՚ᇩ

ⶑⲺধ䲟Ⱦ
⽰
ḽ
ᴿཪ䜞䀜ࡦ㕓㓡ᵰⲺধ䲟Ⱦ
ㆴ

⽰↙⺤Ⲻ䖢ࣞᯯੇ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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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❸

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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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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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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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ᴿਇ⭕ѣ䖱ᓜ՚ᇩȽ䠃՚Ƚ↱ӗⲺধ䲟Ⱦ
 ・䀜Ҽ⍱ࣞ䜞࠼Ⲻ䈓θᴿਇ⭕䍕՚Ⲻধ䲟Ⱦ

❸

❷・ᓊᆿ㻻ᆿޞ䱨ᣚಞθ❬߃䘑㺂㕓Ⱦ
 ・ᓊᆿ㻻ᆿޞᣚ㖟θ❬߃䘑㺂㕓Ⱦ
 ・ᓊᆿ㻻ؓᣚ㻻㖤θ❬߃䘑㺂㕓Ⱦ
❸・ᗻ亱࠽ᯣ⭫Ⓠҁθ߃䘑㺂ɇサ㓵ɈȽɇᦘ䪾ɈȽɇᴪᦘợᗹɈԛɇࣖ⋯ȽᢡɈⲺᬃ֒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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ᴿީᆿ⌞ⲺޞᝅӁ亯

Ӂ᭻ φᱥ㔏фӰ䓡ԛ
䍘ӝᑜᶛᦕᇩȾ

ধ䲟
 䴶㾷ᢉᔶ⭫≊ᰬθѰҼ䱨↘䀜⭫Ӂ᭻θ䈭ީ䰣⭫Ⓠθ㔅䗽  ࠼䫕ԛрⲺᰬ䰪ҁ߃ᢉᔶ⭫≊ⴌȾ

⌞ᝅ






ะᵢ⌞ᝅӁ亯
ֵ⭞ҁࢃθ䈭ᛞжᇐ䰻䈱ֵ⭞䈪᱄Ҝԛ䱺ኔⲺᡶᴿ䈪᱄䍺ᯏȾ
ਜཌθ䈭ᛞؓ㇗ᵢֵ⭞䈪᱄Ҝθԛ䳅ᰬਥԛḛ䰻Ⱦ
ᵢ⌞ᝅӁ亯ѣᴿ䜞࠼ᇯਥ㜳уᱥᛞᡶ䍣ҦⲺᵰಞ㿺ṲⲺᇯȾ
ѰҼ䱨↘ᯣ䪾䙖ᡆⲺӁ᭻θ䈭ᡪрᆿޞ䱨ᣚ䮒䘑㺂ᬃ֒Ⱦ
ֵ⭞ᗹ㝅䎭ᩅಞⲺӰθ䈭жᇐфщ䰞ॱ⭕䈘ҁ߃ֵ⭞Ⱦ

ᆿޞ㻻㖤Ƚ䆜ḽㆴ
 ѰҼ䱨↘⭧ӄ⋗ᴿᆿ㻻ᆿޞ㻻㖤㙂䙖ᡆⲺӁ᭻θᬃ֒ᵢᵰಞᰬθ䈭⺤䇚ᆿޞ㻻㖤ᱥੜ↙⺤൦ᆿ㻻ࡦ㿺
ᇐփ㖤ҁ߃䘑㺂ᬃ֒Ⱦ
 ѰҼ䱨↘Ӱ䓡Ӂ᭻θমсҼᆿޞ㻻㖤θ䈭жᇐ߃ᆿ㻻ࡦᶛⲺփ㖤θᒬ⺤䇚ࣕ㜳ᱥੜ↙ᑮȾ
 ѰҼ䱨↘Ӱ䓡Ӂ᭻θ䈭ᣀ䆜ḽㆴᰬᑮ൦㋎䍪ࡦਥԛ᱄ᱴⵁࡦⲺᵰಞрȾྸ᷒㝧㩳ᡌਇ⭕⊗ᦕθ䈭
ᴪᦘᡆ᯦ⲺḽㆴȾ
⭞䙊Ƚ᭯㻻
 ѰҼ䱨↘Ӱ䓡Ӂ᭻θ䈭у㾷ሼᵢᵰಞֵ⭞ӄᵢᶛⲺ⭞䙊ૂֵ⭞䈪᱄Ҝ㿺ᇐⲺֵ⭞ᯯ⌋ԛཌⲺ⭞༺Ⱦྸ
ֵ᷒⭞ӄ㿺ᇐ⭞䙊ԛཌᰬθᵢޢਮжᾸу䍕Ա䍙ԱȾ
 ѰҼ䱨↘Ӱ䓡Ӂ᭻θ䈭у㾷᭯㻻ᵰಞȾሯӄഖ᭯㻻㙂ਇ⭕ⲺӁ᭻θᵢޢਮжᾸу䍕Ա䍙ԱȾ
ᮏ㛨ฯ䇣
 ѰҼ䱨↘⭧ӄу⟕㓹㙂䙖ᡆⲺӁ᭻θ䳽⭞ঋփᓊቧᴿީᵢᵰಞⲺᬃ֒ૂᆿ⌞ޞᝅӁ亯θሯᬃ֒Ӱ䘑
㺂ᮏ㛨θ㙂ъਠ䇟ޭᴿщѐ⸛䇼ૂᬃ֒ᢶ㜳Ⲻᬃ֒Ӱֵ⭞ᵢᵰಞȾੂᰬθ䳽⭞ঋփжᇐӁࢃ㕌ᬃ
֒ӰⲺᮏ㛨ฯ䇣䇗ࡈθᒬ࠽ᇔ൦ᇔ᯳Ⱦ
ᗻ亱ީ䰣⭫ⓆⲺӁ亯

ީ䰣⭫Ⓠ φᱥީ䰣⭫Ⓠᔶީҁθᒬъᣀ⭫Ⓠᨈ
ཪԄ⭫ⓆᨈᓝрᤊсᶛȾԛсੂȾ

 ѰҼ䱨↘Ӱ䓡Ӂ᭻θᖉ⺤䇚ҼᔸᑮȽ᭻䳒ԛ⭫ڒᰬθ䈭ީ䰣⭫ⓆȾ
 ѰҼ䱨↘ഖᵰಞシ❬䎭ࣞ䙖ᡆⲺӁ᭻θ൞ྸс߫ᰬθ䈭жᇐީ䰣⭫Ⓠҁ߃䘑㺂ᬃ֒Ⱦ⢯ࡡᱥֵ⭞
⿱ਾ傢䗴ᰬθީ䰣⭫Ⓠθжᇐ⺤䇚Ҽ㕓㓡ᵰᇂ↘ڒޞ䖢ࣞҁ߃䘑㺂ᬃ֒Ⱦ
ׁྸθੇᵰ䪾Ƚᕥ䪾Ƚ࠼㓵ಞㅿ䴶㾷サ㓵Ⲻ䴬Ԭ䘑㺂サ㓵ᡌᴪᦘợᗹᰬȾ
ׁྸθᴪᦘᡌ䈹᮪㓺ᡆᵰಞⲺᡶᴿ䴬䜞ԬᰬȾ
ׁྸθỶḛȽ⨼ؤȽᢡᵰಞᰬθᡌ⿱ᔶᵰಞᰬȾ
 ѰҼ䱨↘䀜⭫Ƚ╅⭫Ƚ⚡⚴Ӂ᭻θᤊ⭫Ⓠᨈཪᰬθжᇐ㾷ᢁᤷᨈཪᤊ⭫㓵θ㙂у㜳⭫㓵ᤊȾ
 уֵ⭞㕓㓡ᵰ䰨᭴ᰬθжᇐ㾷ީ䰣⭫ⓆȾ
 ѰҼ䱨↘ഖ⭫≊䴬䜞ԬⲺᦕඅ䙖ᡆⲺӁ᭻θ⭫ڒ䈭жᇐީ䰣⭫ⓆȾ

iiii

൞ֵ⭞䱬⇫Ⲻ⌞ᝅӁ亯
ᩢ 䘆
 ѰҼ䱨↘Ӱ䓡Ӂ᭻θᣢ䎭㕓㓡ᵰ〱ࣞᰬθ䈭жᇐṯᦤᵰಞⲺ䠃䠅䟽⭞⺤ؓᆿⲺޞᯯ⌋䘑㺂ᩢ䘆Ⱦਜཌθ
ᴿީᵰಞ䠃䠅θ䈭⺤䇚ֵ⭞䈪᱄ҜⲺ䈪᱄Ⱦ
 ѰҼ䱨↘Ӱ䓡Ӂ᭻θᣢ䎭㕓㓡ᵰ〱ࣞᰬθ䈭䟽⺤ؓᆿ᧠Ⲻޞ᯳䱨↘㘱وȽᦿ㩳Ⱦ
 ѰҼ䱨↘уਥ人ᜩⲺӁ᭻Ƚᦿ㩳Ӂ᭻Ƚᵰಞᦕඅθ䈭у㾷߃⅗ऻ㻻ᐨ㔅ᔶⲺᵰಞ䘑㺂ᩢ䘆Ⱦ
ᔶ 
 ѰҼ䱨↘Ӱ䓡Ӂ᭻θᔶᰬ䈭➝ԄрᯯᔶခⲺ亰ᓅ䘑㺂ᔶȾᵞṼऻ㻻ᰬθ䈭жᇐ㾷ቅᗹу㾷㻡䪿
ᆆᢄȾ䈭ᣀ䪿ᆆԄᵞᶵрᤊсᶛȾ
 ѰҼ䱨↘Ӱ䓡Ӂ᭻θ࠰ᵰಞᰬθ䈭жᇐ俌⺤ݾ䇚ᵰಞⲺ䠃ᗹփ㖤❬ቅᗹ൦࠰Ⱦ
ᆿ 㻻
δĖεᵰਦȽਦ㝐
 ѰҼ䱨↘Ӱ䓡Ӂ᭻θ䈭жᇐֵ⭞㓥↙ⲺᵰਦȽਦ㝐Ⱦуᗍԛֵ⭞䶔㓥↙Ⲻ䴬Ԭᰬθ䈭жᇐֵ⭞ਥԛݻ
࠼ᢵᵰಞ䠃䠅Ƚ䘆䖢ᰬⲺਃ֒⭞࣑ⲺᵰਦȽਦ㝐Ⱦ
 ѰҼ䱨↘Ӱ䓡Ӂ᭻θ൞ਦ㝐рᆿ㻻㝐䖤ᰬθ䈭ֵ⭞ޭᴿ࠼ݻᕰᓜⲺᑜ䬷ᇐ㻻㖤Ⲻ㝐䖤θᬃ֒ᵰಞᰬȽ
㔪ޱؓؤȽỶḛȽ⨼ؤᰬ䘑㺂䬷ᇐу㾷ᵰಞᱹࣞȾ
δėε⭫㔼Ƚᐹ㓵
 ѰҼ䱨↘䀜⭫Ƚ╅⭫Ƚ⚡⚴Ӂ᭻θֵ⭞⭫㔼ᰬ䈭у㾷ੇ⭫㔼᯳ࣖ䗽ཝⲺ࣑䠅Ⱦਜཌθ൞ 9 ᖘⳤᑜㅿ䖢
ࣞ䴬䜞Ԭ䱺䘇ᐹ䇴⭫㔼ᰬθᐨ㔅䇟⭫㔼䐓⿱ᆹԢ PP ԛрȾ
 ѰҼ䱨↘䀜⭫Ƚ╅⭫Ƚ⚡⚴Ӂ᭻θ䈭у㾷䘑㺂࠼ዊᐹ㓵Ⱦ
 ѰҼ䱨↘䀜⭫Ƚ╅⭫Ƚ⚡⚴Ӂ᭻θ䈭жᇐ⢘ര൦രᇐ䘔ಞȾਜཌθᤊ䘔ಞᰬθ䈭жᇐᢁᤷ䘔ಞᤊ㓵Ⱦ
δĘε൦
 ѰҼ䱨↘ഖ╅⭫Ƚ㔓㕎㙆ু㙂䙖ᡆⲺӁ᭻θжᇐ䈭ޭᴿ⭫≊щ䰞⸛䇼ⲺӰᆿ㻻⭫ⓆᨈཪȾਜཌθ䈭ж
ᇐᣀ⭫Ⓠᨈཪ䘔ࡦ൦Ⲻ⭫ⓆᨈᓝрȾ
 ѰҼ䱨↘ഖ╅⭫䙖ᡆⲺӁ᭻θ䈭жᇐᣀ൦㓵൦Ⱦȼȼ
δęε傢䗴
 ѰҼ䱨↘傢䗴✝⇷㙂䙖ᡆⲺӁ᭻θ䈭жᇐֵ⭞㿺ᇐⲺ仓ᇐ傢䗴 㓥↙ Ⱦ
 ֵ⭞ᐸ൰࠰Ⲻ⿱ਾ傢䗴ᰬθഖ㻡ভ ޛ9 ᖘⳤᑜ㙂䙖ᡆⲺӁ᭻θ䈭жᇐ䘿⭞ᆿ㻻ᴿ䱨↘ভࣕޛ㜳Ⲻⳤ
ᑜᣚ㖟Ⲻ⿱ਾ傢䗴Ⱦ
ᬃ֒ࢃ
 ѰҼ䱨↘Ӱ䓡Ӂ᭻θ䙐⭫Ⓠҁࢃθ䈭жᇐ⺤䇚䘔ಞȽ⭫㔼ㅿ⺤ᇔ⋗ᴿᦕ՚Ƚ㝧㩳ȽᶴࣞȾ
 ѰҼ䱨↘Ӱ䓡Ӂ᭻θ䈭у㾷ᣀᢁծࡦ⍱ࣞⲺ䜞փȾਜཌθ䈭⺤䇚ⳤᑜ䖤Ⲻ䖢ࣞᯯੇᱥੜф㇣ཪḽ䇦ж㠪Ⱦ
 ֵ⭞ᑜ㝐䖤Ⲻᵰਦ㝐ᰬθѰҼ䱨↘シ❬Ⲻ䎭ࣞ䙖ᡆⲺӁ᭻θ䈭жᇐ䬷ᇐ㝐䖤θᑜᴿ䈹㢸ಞᰬθ䈭䈹㢸
ਦ㝐ᣀ㝐രᇐླȾ
ᬃ֒ѣ
 ѰҼ䱨↘ভޛ㙂䙖ᡆⲺӁ᭻θᬃ֒ᵰಞᰬθ䈭⌞ᝅу㾷䇟ᢁȽཪਇȽ㺙ᵃ䶖䘇ⳤᑜ䖤Ƚᢁࣞ伔䖤Ƚ
傢䗴ㅿ䖢ࣞ䜞փθҕу㾷ᣀ⢟᭴ࡦр䶘Ⱦ
 ѰҼ䱨↘Ӱ䓡Ӂ᭻θ䙐⭫Ⓠᰬᡌᵰಞᬃ֒ѣθ䈭у㾷ᣀᢁ䶖䘇ᵰ䪾θҕу㾷ᣀᢁծࡦ᥇㓵ᵼᣚ
㖟䠂Ⱦ
 㕓㓡ᵰԛ儎䙕൞䘑㺂䖢ࣞȾѰҼ䱨↘ᔺ՚ᢁθᬃ֒ѣ㔓ሯу㜳䇟ᢁ䶖䘇ᕥ䪾Ƚ࠼㓵ಞȽ䪾ᵼȽᰁợȽ
ᐹ࠽࠶ㅿ⍱ࣞ䜞փȾਜཌθᴪᦘ㕓㓡ᵰᵰ㓵ᰬθ䈭ީ䰣⭫Ⓠθ⺤䇚Ҽ㕓㓡ᵰૂ傢䗴ൽᇂ↘ڒޞҁ߃
䘑㺂ᴪᦘȾ
 ѰҼ䱨↘Ӱ䓡Ӂ᭻θԄᵰਦрম㕓㓡ᵰᰬθᡌ㘻䘊ഔᆿ㻻ࡦᶛⲺփ㖤ᰬθ䈭⌞ᝅу㾷ࡦᢁȾ
 ѰҼ䱨↘ഖシ❬Ⲻ䎭ࣞ䙖ᡆⲺӁ᭻θমⳤᑜᣚ㖟ԛ 9 ᖘⳤᑜᰬθ䈭жᇐީ䰣⭫Ⓠθ⺤䇚Ҽ㕓㓡ᵰ
ૂ傢䗴ൽᇂ↘ڒޞҁ߃䘑㺂মȾ
 ֵ⭞հᵃ傢䗴ᰬθᵰಞ↘ڒᰬ傢䗴уਇ࠰༦丩ȾѰҼ䱨↘ഖシ❬Ⲻ䎭ࣞ䙖ᡆⲺӁ᭻θ䈭⌞ᝅу㾷ᘎ䇦
ީ䰣⭫ⓆȾ
 ѰҼ䱨↘ഖ䗽✣䙖ᡆⲺ⚡⚴Ӂ᭻θֵ⭞ᰬ䈭у㾷օ傢䗴⭫ⓆⲺ߭পਙȾ
iii
iii

ࣖ ⋯
 䈭ֵ⭞ -8., 㓥↙Ⲻᵰ⋯ૂ -8., 㓥↙Ⲻ⏜┇㜸ੇ㿺ᇐ䜞փ䘑㺂ࣖ⋯ૂ⎸ᣯ⏜┇㜸Ⱦ
 ѰҼ䱨↘⛄⯽ૂ㝉㛵θⶑȽ䓡։р㋎䱺Ҽ⋯ᰬθ䈭䘑㺂⍍Ⱦ
 ѰҼ䱨↘㞯⌱Ƚઋθྸ᷒䈥侤Ҽᵰ⋯θ䈭䇟ॱ⭕⋱⯍Ⱦ























㔪ޱؓؤ
ѰҼ䱨↘ഖу⟕㓹㙂䙖ᡆⲺӁ᭻θᴿީ⨼ؤȽ䈹᮪θ䈭жᇐ䇟⟕ᚿᵰಞⲺ㔪ޱؓؤᢶᵥӰ➝ֵ⭞
䈪᱄ҜⲺ䈪᱄䘑㺂ૂ⨼ؤ䈹᮪Ⱦਜཌθᴪᦘ䴬䜞Ԭᰬθ䈭жᇐֵ⭞ᵢޢਮⲺ㓥↙䴬䜞ԬȾሯӄу䘸ᖉ
Ⲻૂ⨼ؤ䈹᮪ԛֵ⭞䶔㓥↙䴬䜞Ԭ䙖ᡆⲺӁ᭻θᵢޢਮжᾸу䍕Ա䍙ԱȾ
ѰҼ䱨↘ഖу⟕㓹㙂䙖ᡆⲺӁ᭻ԛ䱨↘䀜⭫Ӂ᭻θ䈭жᇐ䇟ޭᴿ⭫≊щ䰞⸛䇼ⲺӰᡌညᢎᵢޢਮȽ
ԙ⨼ᓍⲺᢶᵥӰ䘑㺂ᴿީ⭫≊Ⲻૂ⨼ؤ㔪ᤢऻ ؤᐹ㓵 Ⱦ
ѰҼ䱨↘ഖシ❬Ⲻ䎭ࣞ䙖ᡆⲺӁ᭻θૂ⨼ؤ㔪≊⭞ֵޱؓؤ㕮ㅿ儎ুグ≊Ⲻᵰಞᰬθ䈭жᇐমсグ≊
ב㔏ⓆⲺ㇗ᆆθᧈ᭴࠰⇁⮏Ⲻグ≊ҁ߃䘑㺂ૂ⨼ؤ㔪ޱؓؤȾ
ѰҼ䱨↘Ӱ䓡Ӂ᭻θ⨼ؤ䈹᮪ૂᴪᦘ䴬䜞Ԭθ䈭жᇐ⺤䇚㷰ѓ㷰∃ㅿ⋗ᴿᶴࣞȾ
ᵰಞⲺֵ⭞ᵕ䰪ѣθ䈭жᇐᇐᵕ൦䘑㺂ᢡȾ↚ᰬθѰҼ䱨↘ഖシ❬Ⲻ䎭ࣞ㙂䙖ᡆⲺӁ᭻θ䈭ж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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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全地使用 AP-876 缝纫机的注意事项
1. 为了防止因触电造成的事故，在接通了电源的状态下，请不要打开马达电气箱的盖子，也不
要触摸电气箱内的零件。

危险
1. 为了防止对人身的伤害，请不要在卸下了皮带护罩、手指防护器等安全装置的状态下运转机
器。
2. 为了防止被卷入机器的人身事故，缝纫机运转中，请不要让手指、头发、衣服靠近皮带轮、
V 型皮带、马达附近，也不要把物品放到上面。

注意

3. 为了防止对人身的伤害，打开电源时或缝纫机运转中，请不要把手指放到机针附近。
4. 为了防止对人身的伤害，缝纫机运转中，请不要把手指放到挑线杆护罩内。
5. 缝纫机运转时，是以高速转动。为了防止伤害到手，运转中请绝对不要让手靠近切布刀。另外，
更换机线时，请一定关闭电源。
6. 为了防止对人身的伤害，缝纫机上下动作时或返回原来位置时，请一定注意不要夹到手指。
7. 缝纫机运转中，请不要切断电源或切断空气供给源。
8. 为了防止突然的起动造成的事故，当准备工作完了，达到可以进行缝制的状态时，请卸下布
料导向器。
9. 为了防止因触电造成的事故，在卸下电源地线的状态下，请不要运转缝纫机。
10. 为了防止因触电和电气零件损坏造成的事故，插拔电源插头时，请一定先关掉电源开关。
11. 为了防止因电气零件损坏造成的事故，打雷时，为了安全请停止作业，并拔掉电源插头。
12. 为了防止因电气零件损坏造成的事故，从寒冷的地方立即移动到温暖的地方等时会发生结露
现象，因此请待水滴万全干燥之后再接通电源。
13. 因为本产品属于精密机器，所以操作时请充分注意，不要把水、油溅到机器上面，也不要让
机器掉落给与机器冲击。
14. 本机器是 A
� 级工业用机器。在家庭环境下使用此机器的话，有可能发生电波干扰的现象。此
�����������������������������������
时，请使用人采取适当的措施解决电波干扰问题。

15. 堆积器动作时关闭了电源开关之后，堆积杆动作，因此请注意不要夹到手指等。
16. 布压脚动作中关闭了电源开关之后，布压脚动作，因此请注意不要夹到手指等。
17. 折边机动作中，把手指放到折边机内时，请注意不要让气缸夹到手指。

·「CompactFlash (TM)」是美国 SanDisk 公司的注册商标。



关于安全装置和警告标签
安全管
这是防止因折边机的
起动而伤害人体的安
全管。

注意被夹标签

注意被夹标签

表示有因折边机起动而夹伤手
指等的危险。

表示有因传送体的起动
而夹伤手指等的危险。

注意胶带
表示堆积器动作时
有接触到人体的危
险。

暂停开关

挑线杆护罩

这是让装置暂停的开
关。

这是防止人身体和挑线
杆接触的护罩。

注意被夹标签
表示有把手指等
夹进挑线杆等危
险。

XY 装置安全
护罩
这 是 防 止 手、
头发、衣服卷
入皮带的护
罩。

挑线杆护罩
这是防止因马达的转
动而卷入手、头、头
发、衣服的护罩。

安全管
这是防止堆积器动作
时伤害人体的安全
管。
注意被夹标签
表示有堆积器动作时夹入
手、手指的危险。

紧急停止开关
这是切断电气箱的电
源的开关。
触电危险标签

（参照 i
记载着为了防
页触电
止 触 电， 避 免 （EU 规格） 危险标
危险的安全注
签）
意事项。

电源开关

警告标签

这是切断缝纫机电源装置的
电源的开关。

记载着操作缝纫机
时的最低限度的注
意事项。

电源开关（EU 规格）
这是切断缝纫机电
源装置的电源的开
关。
同时还兼用紧急停
止开关。

重心标签
这是表示机械重
心位置的标签。

关于电源开关的选定
请使用在额定电流 20A 以上、
短 路 遮 断 容 量 120A 以 上 的
黄色背部具有红色操作部并
符 合 IEC60204-1 标 准 依 据
的电源开关。

注意
另外，本实用说明由于突出说明的重点，有的图示省略了「安全管」等安全装置，请
给予了解。实际使用时，请绝对不要拆卸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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