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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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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缝制作业的具体情况，有时不得不靠近机器转动的零部件进行操作而有可能接触到转动零部件，因此实际操作

机器的操作员和维修保养的维修人员，必须在事前仔细阅读 有关安全的注意事项  ，充分理解内容之后再进行操

作。此 有关安全的注意事项  中记述的内容有的不是用户购买的商品规格的内容。

另外，为了能让用户充分地理解使用说明书以及产品的警报标签，特将警报表示分为如下种类。请充分了解这些内容，

并遵守指示的要求。

( Ⅰ ) 危险等级的说明

警

告

图

标

表

示

有接触转动部，造成负伤的危险。 警

告

图

标

表

示

作业时拿缝纫机的话，有让手受伤

的危险。

有接触高电压部，造成触电的危险。 有卷入皮带，造成负伤的危险。

有接触高温部，造成烫伤的危险。 触摸了纽扣传送器，有受伤的危险。

如果直接目视激光的话，有伤害眼

睛的危险。
指

示

标

签

指示正确的转动方向。

有头部接触到缝纫机的危险。 指示地线的连接。

危险 操作或维修保养机器时，如果当事人、第 3 者操作错误或没有避免该情况，有发生死亡

或造成重伤的危险。

警告 操作或维修保养机器时，如果当事人、第 3 者操作错误或没有避免该情况，有发生死亡

或造成重伤的潜在可能。

注意 操作或维修保养机器时，如果当事人、第 3 者操作错误或没有避免该情况，有造成中轻

伤的可能。

( Ⅱ ) 警告图标表示和指示标签的说明

警

告

标

签

    

❶

❷
❸

❶ ・有发生中轻度伤害、重伤、死亡的危险。

 ・触摸了活动部分的话，有发生负伤的危险。

❷ ・应安装安全防护器，然后再进行缝制。

 ・应安装安全护罩，然后再进行缝制。

 ・应安装保护装置，然后再进行缝制。

❸

❷

❶

❸ ・必须切断电源之后，再进行「穿线」、「换针」、「更换梭心」以及「加油、清扫」的操作。

触

电

危

险

标

签

　

为了安全地使用缝纫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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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安全的注意事项 事故： 是指给与人身以及
财产带来损害。

 1. 需要打开电气箱时，为了防止触电事故，请关闭电源，经过 5分钟以上的时间之后再打开电气箱盖。

危险

注意
基本注意事项

 1. 使用之前，请您一定阅读使用说明书以及附属的所有说明资料。

  另外，请您妥善保管本使用说明书，以便随时可以立即查阅。

 2. 本注意事项中有部分内容可能不是您所购买的机器规格的内容。

 3. 为了防止断针造成的事故，请戴上安全防护眼镜进行操作。

 4. 使用心脏起搏器的人，请一定与专门医生咨询之后再使用。

安全装置、警告标签

 1. 为了防止由于没有安装安全装置而造成的事故，操作本机器时，请确认安全装置是否正确地安装到规

定位置之后再进行操作。

 2.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卸下了安全装置后，请一定再安装到原来的位置，并确认功能是否正常。

 3.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请把警告标签时常地粘贴到可以明显看到的机器上。如果脱落或发生污损，请立

即更换成新的标签。

用途、改装

 1.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请不要将本机器使用于本来的用途和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使用方法以外的用处。如

果使用于规定用途以外时，本公司一概不负任何责任。

 2.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请不要改装机器。对于因改装而发生的事故，本公司一概不负任何责任。

教育培训

 1. 为了防止由于不熟练而造成的事故，雇用单位应就有关本机器的操作和安全注意事项，对操作人员进

行教育，而且只让具有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的操作人员使用本机器。同时，雇用单位一定事前编制操

作人员的教育培训计划，并切实地实施。

必须关闭电源的事项 关闭电源：是指关闭电源开关之后，并且把电源插

头从电源插座上拔下来。以下相同。

 1.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当确认了异常、故障后以及停电时，请立即关闭电源。

 2. 为了防止因机器突然起动造成的事故，在如下情况时，请一定关闭电源之后再进行操作。特别是使用

离合马达时，关闭电源后，一定确认了缝纫机完全停止转动之后再进行操作。

 2-1. 例如，向机针、弯针、分线器等需要穿线的零件进行穿线或更换梭心时。 

 2-2. 例如，更换或调整组成机器的所有零部件时。

 2-3. 例如，检查、修理、清扫机器时，或离开机器时。

 3. 为了防止触电、漏电、火灾事故，拔电源插头时，一定要手持插头拔电线，而不能拉着电线拔。

 4. 不使用缝纫机闲放时，一定要关闭电源。

 5. 为了防止因电气零部件的损坏造成的事故，停电后请一定关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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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使用阶段的注意事项

搬 运

 1.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抬起缝纫机移动时，请一定根据机器的重量采用确保安全的方法进行搬运。另外，

有关机器重量，请确认使用说明书的说明。

 2.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抬起缝纫机移动时，请采取确保安全的措施防止翻倒、掉落。

 3. 为了防止不可预想的事故、掉落事故、机器损坏，请不要再次包装已经开箱的机器进行搬运。

开 箱

 1.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开箱时请按照从上方开始的顺序进行开箱。木框包装时，请一定要小心不要被钉

子扎破。请把钉子从木板上拔下来。

 2.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取出机器时，请一定首先确认机器的重心位置然后小心地取出。

安 装

（Ⅰ）机台、台脚

 1.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请一定使用纯正的机台、台脚。不得以使用非纯正的零件时，请一定使用可以充

分承受机器重量、运转时的反作用力的机台、台脚。

 2.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在台脚上安装脚轮时，请使用具有充分强度的带锁定装置的脚轮，操作机器时、

维修保养、检查、修理时进行锁定不要机器晃动。

（Ⅱ）电缆、布线

 1. 为了防止触电、漏电、火灾事故，使用电缆时请不要向电缆施加过大的力量。另外，在 V 形皮带等转

动零部件附近布设电缆时，已经让电缆距离它们 30mm 以上。

 2. 为了防止触电、漏电、火灾事故，请不要进行分岔布线。

 3. 为了防止触电、漏电、火灾事故，请一定牢固地固定连接器。另外，拔连接器时，请一定手持连接器拔线。

（Ⅲ）接地

 1. 为了防止因漏电、绝缘耐压而造成的事故，一定请具有电气专门知识的人安装电源插头。另外，请一

定把电源插头连接到接地的电源插座上。

 2. 为了防止因漏电造成的事故，请一定把地线接地。　　

（Ⅳ）马达

 1. 为了防止马达烧毁而造成的事故，请一定使用规定的额定马达 (纯正品 )。

 2. 使用市场出售的离合马达时，因被卷入 V 形皮带而造成的事故，请一定选用安装有防止卷入功能的皮

带护罩的离合马达。

操 作 前

 1.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接通电源之前，请一定确认连接器、电缆等确实没有损伤、脱落、松动。

 2.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请不要把手伸到活动的部位。另外，请确认皮带轮的转动方向是否与箭头标记一致。

 3. 使用带脚轮的机台脚时，为了防止突然的起动造成的事故，请一定锁定脚轮，带有调节器时，请调节

台脚把脚固定好。

操 作 中

 1. 为了防止卷入而造成的事故，操作机器时，请注意不要让手指、头发、衣服靠近皮带轮、手动飞轮、

马达等转动部位，也不要把物品放到上面。

 2.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接通电源时或机器操作中，请不要把手指靠近机针，也不要把手指伸到挑线杆护

罩里。

 3. 缝纫机以高速在进行转动。为了防止弄伤手，操作中绝对不能让手靠近弯针、分线器、针杆、旋梭、

布切刀等活动部位。另外，更换缝纫机机线时，请关闭电源，确认了缝纫机和马达均完全停止之后再

进行更换。

 4.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从机台上拆卸缝纫机时，或者返回安装到原来的位置时，请注意不要夹到手指。

 5. 为了防止因突然的起动造成的事故，拆卸皮带护罩以及 V 形皮带时，请一定关闭电源，确认了缝纫机

和马达均完全停止之后再进行拆卸。

 6. 使用伺服马达时，机器停止时马达不发出声音。为了防止因突然的起动造成的事故，请注意不要忘记

关闭电源。

 7. 为了防止因过热造成的火灾事故，使用时请不要堵住马达电源箱的冷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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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油

 1. 请使用 JUKI 纯正的机油和 JUKI 纯正的润滑脂向规定部位进行加油和涂抹润滑脂。

 2. 为了防止炎症和脓肿，眼睛、身体上粘附了油时，请立即进行清洗。

 3. 为了防止腹泻、呕吐，如果误饮了机油，请立即让医生治疗。

维修保养

 1. 为了防止因不熟练而造成的事故，有关修理、调整，请一定让熟悉机器的维修保养技术人员按照使用

说明书的说明进行修理和调整。另外，更换零部件时，请一定使用本公司的纯正零部件。对于不适当

的修理和调整以及使用非纯正零部件造成的事故，本公司一概不负任何责任。

 2. 为了防止因不熟练而造成的事故以及防止触电事故，请一定让具有电气专门知识的人或委托本公司、

代理店的技术人员进行有关电气的修理和维修 (包括布线 )。

 3. 为了防止因突然的起动造成的事故，修理和维修保养使用气缸等高压空气的机器时，请一定卸下空气

供给源的管子，排放出残留的空气之后再进行修理和维修保养。

 4.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修理调整和更换零部件后，请一定确认螺丝螺母等没有松动。

 5. 机器的使用期间中，请一定定期地进行清扫。此时，为了防止因突然的起动而造成的事故，请一定关

闭电源，确认了缝纫机和马达均完全停止之后再进行清扫。

 6. 进行维修保养、检查、修理时，请一定关闭电源，确认了缝纫机和马达均完全停止之后再进行操作。(离

合马达时，请注意关闭电源后马达由于惯性仍然回继续转动一定时间。)

 7.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经过修理调整，机器不能正常操作时，请立即停止操作，与本公司或代理店联系，

委托有关技术人员修理。

 8. 为了防止人身事故，保险丝熔断后，请一定切断电源，排除了保险丝熔断的原因之后，更换相同规格

的新保险丝。

 9. 为了防止马达的火灾事故，请定期地进行风扇通气口的清扫和配线四周的检查。

使用环境

 1. 为了防止因误动作造成的事故，请在没有高频电焊机等强噪音源 (电磁波 )影响的环境下使用缝纫机。

 2. 为了防止因误动作造成的事故，在超过额定电压±10％的地方，请不要使用缝纫机。

 3. 为了防止因误动作造成的事故，对于使用气缸等高压空气的装置，请确认了压力符合规定之后再进行

使用。

 4. 为了安全地使用缝纫机，请一定在下列环境下进行使用。

  动作时的周围温度 5℃～ 35℃

  动作时的相对湿度 35％～ 85％

 5. 为了防止因电气零部件的损坏和误动作造成的事故，从寒冷的环境急速地变到温暖的地方后容易产生

结露现象，请等待水滴完全干燥之后再接通电源。

 6. 为了防止因电气零部件的损坏和误动作造成的事故，打雷时为了安全，请停止操作，并拔下电源插头。

 7. 有的电波状态下，可能会给予附近的电视机、收音机带来噪音。此时，请在稍稍离开缝纫机的地方使

用电视机、收音机。

 8. 为了确保作业环境，请遵守各国的有关法令。

  需要对应噪音时，请穿戴有关法令规定的防音防护用具等。

 9. 有关产品、包装的废弃，使用完的润滑油等的处理，请按照各国的法律法规进行适当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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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安全地使用 LBH-1790S 系列缝纫机的注意事项

注意

	1.		打开 (ON) 电源开关后 ,操作盘上什么也不显示时 ,请关闭 (OFF) 电源开关 ,然后确

认电源电压和电源规格。

	2.		为了防止造成人身事故 , 打开电源时和缝纫机运转途中 , 请不要把手指放到挑线杆、

布压脚、布切刀以及机针下面的附近。

	3.		为了防止突然的起动造成人身事故 ,放倒缝纫机时 ,拆卸马达外罩时 ,请关掉电源。

	4.		为了防止卷入机器的人身事故 , 缝纫机运转中请不要把手指、头发、衣服靠近马达、

切刀等驱动部分 ,也不要把物品放到机器的上面。

	5.		为了防止对人身的伤害 , 请不要在卸下马达外罩、眼睛保护罩等安全装置的状态下运

转缝纫机。

	6.		为了防止对人身的伤害 , 放倒缝纫机时和返回到原来的位置时 , 请注意不要夹到手指

等。

	7.		为了防止触电和损坏电气零件的事故 ,插拔电源插头之前请一定关掉电源开关。

	8.		为了防止损坏电气零件的事故 ,打雷时 ,请停止操作 ,拔下电源插头 ,以保证安全。

	9.		为了防止损坏电气零件的事故 , 从寒冷的地方移动到暖和的地方等时 , 容易发生结露

现象 ,所以请待水滴完全干燥之后再打开电源。

	10.		为了防止损坏电气零件的事故 ,停电时 ,请一定关掉电源。

	11.		本装置请在工业用环境下使用。在一般家庭里使用时如果靠近电视机或收音机使用的

话 ,有发生接收不良的故障。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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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1.		为了防止触电事故 , 打开电源时 , 请不要打开马达电气箱盖 , 也不要触摸电气箱内的

零件。

	2.		变更图案后 , 请确认落针位置。万一压脚超越图案范围 , 缝制中有可能机针与压脚相

碰 ,发生断针的危险。另外 ,请确认被设定的压脚和安装到缝纫机的压脚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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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全装置和警告标签

警告标签 （参照

i页警

告标

签）

记载着操作缝纫

机时的最低限度

的注意事项。

挑线杆护罩

这是防止人身体和

挑线杆接触的护罩。

眼睛防护罩

这是防止因断针而

伤害眼睛的护罩。

手指防护器

这是防止手指和机

针接触的护罩。

马达护罩

这是防止马达、齿

轮、风扇、皮带轮

和人体接触的护罩。

注意被夹标签

表示防止压脚等

和人体的夹入。

注意被夹标签

说明有把手夹进

缝纫机和机台之

间的危险。

注意
另外，在使用说明书中为了突出说明的重点，有的地方省略显示了「眼睛防护罩」、「手

指防护器」等安全装置，请了解。

但是实际使用时，请绝对不要卸下这些安全装置。

注意被夹标签

这是不要把手指

等夹进挑线杆和

挑线杆护罩内的

注意标签。

电源开关

这是切断缝纫机电源装置的电源

的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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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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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触电危险标签

（EU 规格）

（参照

i页触

电危险

标签）

记载着为了防

止触电，避免

危险的安全注

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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