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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操作员必须仔细遵守使用手册和相关的安全守则。 因此，只有学习过这个设备和注意

使用手册中提到的建议且关心员工安全的操作员才能 

使用本设备。 

禁止用户将此设备用于使用手册中未包含的用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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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 使用手册的用途及限制 
本使用手册，主要针对玻璃拆解拆卸刀具的用户，普通的维护、

监督和最终的拆解操作者。 

本使用手册的如下用途： 

◼ 描述玻璃拆解拆卸刀具的用途 

◼ 说明玻璃拆解拆卸刀具的主要技术特性 

◼ 提供玻璃拆解拆卸刀具的安装及使用说明 

◼ 安全装置的描述 

◼ 维护和日常维修的提示 

◼ 帮助培训工作人员 

本实用手册不能代替在使用类似设备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或对 

此工具的使用有过培训的人员的支持。 

除了在使用手册中提到的操作，玻璃拆卸刀具的使用也应遵守所

在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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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 
作为生产商，湖北力帝机床股份有限公司不会对由以下操作导致

的问题负责： 

◼ 错误使用玻璃切割装置 

◼ 未经培训的员工使用设备 

◼ 工具使用时未遵守安全规定 

◼ 不满足要求的使用环境 

◼ 没有遵守本说明书规定的操作 

◼ 没有遵守本说明书的维护准则 

◼ 未经制造商授权的更改或维护 

◼ 使用非厂家原配备用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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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尺寸规格 
 

1.1 尺寸和重量 

 

最大高度 mm 945 

长度 mm 912 

宽度 mm 650 

重量（空载） kg 52 

1.2 工作特性 

 

从刀具到真空吸尘器的导管长度 m 5 

最小空气吸入量 L/min 200 

额定电压 V 220 

额定功率 kw 2.2 

额定频率 Hz 50 

真空吸尘机罐的最大负压（真空度） mm H2O 2200 

真空吸尘机的最大容量 L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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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尺寸示意图 

 

3. 使用玻璃拆解拆卸刀具的安全须知 
 

在使用玻璃拆解刀时，应谨慎遵守下列安全规则： 

1）经过严格培训的人员才能使用玻璃拆卸工具。 

2）玻璃拆卸刀具应在如下环境中使用： 

温度 0℃到+40℃ 

湿度 30-95％ 无冷凝 

操作期间，为防止灰尘，操作人员必须使用安全面罩，配带安全 眼

睛，挡屑板及工作手套和防护鞋。 

禁止使用玻璃切割刀去切割除挡风玻璃之外的物品。 

使用玻璃切割刀时必须连接真空吸尘机。 

定期检查真空吸尘机过滤器的清洁，以保护操作者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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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作时的注意事项（尚未排除的危险） 
 

4.1 璃碎片散落为危险 

使用玻璃拆卸刀具时，必须佩戴安全手套、面罩以避免接触玻璃碎

片。 

4.2 设备故障的危险 

在设备为进行全面检查，核对所有的控制和安全装置都能正常工作

之前，不允许操作设备。 

禁止使用损坏或有设备故障的设备。 

必须遵照用户手册上的细则及时进行设备的维护。 

4.3 低温环境 

在寒冷环境下操作，确保雪和冰没有阻碍机器的运作。 

在寒冷环境下，在启动机器之前，开启所有控制以便检查其是否能

正常运行。 

4.4  使用玻璃切割装置之前 

在运行之前，应检查设备及测试控制器和安全装置能正常使用。 

确保设备的使用手册是可用的。 

检查真空吸尘器收集的当前储存量。 

如果检查出故障，则必须在开始操作之前进行修复。 

操作人员必须通知负责维修的人员，并检查设备上易被忽视的装置。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造成人为伤害的风险，设备开始运行之前必须

先将故障排除。 

万一不能立即修复，损坏或失控的设备则不能启动运行。 

4.5 操作过程中 

只有充分理解知道手册的专业技术人员才能操作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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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穿戴好保护个人安全的装备。 

5. 技术规格 
本设备由其上集成有真空吸尘器总成和集成电源开关的手推车以及

一套切割工具组成。 

真空吸尘器组由离心真空吸尘泵，过滤器和储藏罐组成。 

切割工具是带有特制铣刀的研磨机。 

 

6. 操作铣刀 
6.1 确保机器启动时做过的如下检查。 

6.2 正确使用玻璃拆卸刀具应遵守的以下事项： 

◼ 将设备接入电源。 

◼ 将开关悬至“ON”位置。玻璃拆卸刀具则处于准备启动阶段。 

◼ 从手推车上取下刀具，启动真空吸尘器和切割工具。此时便可切割

玻璃。 

◼ 用锤子击碎挡风玻璃的边角处，以便拆卸刀具的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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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切割挡风玻璃时，拆卸刀具应与玻璃正面接触。切割时沿着挡

风玻璃的边缘拖动刀具。 

◼ 真空吸尘嘴应紧贴玻璃。 

◼ 切割结束后，关闭切割工具和真空吸尘器电源开关，将拆卸刀具

置于手推车上。 

◼ 将开关悬至“OFF”位置。 

 

7. 维护 
 

7.1 简介 

授权的操作人员可以执行日常的检查；其他的检查和维护必须由受

过培训的合格的人员进行。有必要备份主要的部件。 

在检查和维护的过程中，为了避免有毒的油液伤害到操作人员，建

议戴上安全手套和防护镜。 

严禁倾倒废弃玻璃渣在地面上或者不适合的地方；废弃玻璃应以应

用储藏罐单独收集好，并委托授权的废料处理公司处理。 

若发生油液意外泄露，用沙子或其他吸附性物质将其吸收并集中 

放至容器中；清洁污染的地面或用溶剂去除油污以避免油脂凝固以保 

护工作人员。 

7.2  每运行 10 小时或每日的例行检查 

◼ 检查真空吸尘器储藏罐的当前储存量。 

◼ 检查真空吸尘器的过滤器的清洁度。 

7.3  每运行 100 小时的例行检查 

◼ 检查软管。 

◼ 检查切割铣刀头得清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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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真空吸尘器离心泵。 

◼ 检查线路的过滤器。 

7.4  每运行 3 个月或 250 小时的例行检查 

◼ 检查泵上的螺栓连接是否松动。 

◼ 检查真空吸尘器，收集罐和切割刀具之间的连接是够牢固。 

◼ 检查切割铣刀。 

◼ 使用玻璃拆卸刀具时，应严格按照使用手册的使用规范。 

8.  故障诊断 
 

8.1  真空吸尘器故障： 

◼ 检查设备电源连接是否正常。 

◼ 检查开关是否正常工作。 

◼ 检查工具板下的限位开关是否工作正常。 

◼ 检查管道与泵和储藏罐的连接是否正常。 

8.2  切割刀具故障 

◼ 检查设备电源连接是否正常。 

◼ 检查开关是否正常工作。 

◼ 检查工具板下的限位开关是否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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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定期检查 
用户必须坚持本指导手册中提到的维护和监督的计划。 

序号 日期 检查的说明 签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