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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有多個系列，可對應各種應用。

高輸出、具有卓越的耐環境性的雷射雕刻機

實現深層雕刻和高速刻印的42W高

功率，可在苛刻環境中使用的強韌

機身[IP67G]、備有光纖單元脫卸

機構，提高設備設計自由度。

凸輪軸 引擎閥門

LP-S SERIES

高速刻印，品質卓越的雷射雕刻機

實現了階層方式操作介

面的中文化，印字內容

的步進&重複功能，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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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燈。操作簡便，功能

豐富，設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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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9年領先世界的光纖雷射雕刻機發售以來，為有助於生產性的提高，我們始終都在精益求精。

另一方面，隨著配備有雷射的生產設備的普及，人們制定出新的安全規格，要求採取更高的安全對策。

LP-M系列所配備的安全功能足以對應新的安全規格。

不僅為生產性做出貢獻，還有助於構建安全性更高的設備。

3D光纖雷射雕刻機     　　　　　　新上市。

兼顧生產性和安全性的

LP-M SERIES 

LP-M SERIES

採用功率高達40W的雷射，可實現更深層、更快速的刻印

和加工。縮短生產週期，大幅提高生產性。

高輸出高輸出高輸出
可根據工件的大小和形狀來進行刻印。便於設計生產線，還

能順暢地完成產品切換。

3D控制3D控制3D控制
針對危險源(雷射)採取雙重安全功能，從而有利於構建安全

級別更高的設備。

安全功能安全功能安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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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本體[刻印] 引擎零件[刻印] 活塞墊片[塗膜剝離加工]連桿[刻印]

並且

新增耐環境性能

控制器

雷射頭主振盪器

鐿 雷射

←光纖
傳輸電纜

低輸出LD 低輸出LD

低輸出LD 低輸出LD

■發振示意圖

光纖
雷射
單元

本公司最高級別的40W高輸出FAYb雷射雕刻機。

可在金屬工件上實現[更深層][更快速]的刻印和加工。

雷射雕刻機的刻印/加工應用用途得到進一步擴大。

IP64無風扇小型雷射頭

所採用的保護構造足以對應
有粉塵和水滴的嚴苛現場

高 輸 出高 輸 出高 輸 出

向工件施加的能量越大，越能實現[更快速][更深層]的刻印/

加工。通過縮短時間來大幅提高生產性。

實現更深層、更敏捷的刻印和加工。另外，還可用於雷射

加工用途。由於不使用刀片，因此可實現高品質的穩定加

工。

無風扇小型雷射頭

雖然實現了高輸出，但由於無風扇、且採用小

型雷射頭，因此大幅提高了散熱性能。無需擔

心風扇堵塞，即可放心地安裝到設備上。

為提高雷射頭內部的氣密性，在外側和內側

採用[雙重保護構造]。通過完全密閉，從而全

面防止塵埃、灰塵、水滴的浸入，可在生產

現場穩定地進行工作。

保護構造[IP64]雷射頭

FAYb(光纖)雷射的發振原理和特點

[FAYb雷射]是一種劃時代的方式，指主振盪器所產生的

微弱雷射穿過添加有Yb(鐿)元素的光纖，從而進行增

幅，並輸出較強的雷射。由於使雷射在光纖內進行增

幅，因此減少了轉換損失，實現約50%的卓越的光－光

轉換效率。雖然實現了高輸出，但採用了減少消耗電力

的構造，因此更加環保、節能。

微弱的脈衝雷射通過光纖時，吸收低輸出LD的光，然後增幅。

深層雕刻  刻印/雷射加工 高速刻印

利用高功率雷射實現深層雕刻和高速刻印

※JIS/IEC規格規定條件下的防塵、防水構造。　          ※為發揮本產品的耐環境性能，需要正確地安裝各個部品。

即使任何方向上有水滴濺到產品
上，也不會產生有害影響。

粉塵不會侵入到內部。
(完全防止)

什麼是IP？

指產品不受水、人體以及固體

異物的影響的程度。

基於JIS/IEC規格。

←
深
度

時間→

速度相同的情況下，更深層

深度相同的情況下，更快速

剪切 開孔 雕刻 表面處理

深層雕刻的樣品[示意圖] 高速深層雕刻的示意圖

雷射加工的樣品[示意圖]

利用20W刻印

利用40W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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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多種產品上刻印][希望在複雜的形狀上刻印]

能滿足多種需求的便是3D控制功能。

可在任何產品上實現最佳的刻印效果。

生產效率化、設備小型化等，有助於削減成本。3 D控制3 D控制3 D控制

高性能  Z軸行程機構

無補正 有補正

■在高度相差2mm的位置上進行刻印的樣例

Z軸行程機構在Z方向上控制雷射的焦點，從而可在存在高

低差的物件物上進行刻印。即使是存在斜面、曲面、段差

的形狀，也可實現美觀、毫無歪斜的刻印效果。另外，利

用光點均一刻印功能來控制雷射光點的直徑，還可使刻印

粗細和深度保持均勻。

可在所有工件上實現最佳的刻印品質

並 且

新 增 刻 印 穩 定 功 能

位移輸入功能
利用位移感測器實現
全數最佳刻印

生產過程中如果工件的高度發生變化，則刻印品質會

變得參差不齊。LP-M系列可通過位移感測器直接讀取

工件的高度資料。對於所有工件，可確認高度，進行

刻印，因此能以穩定的品質進行生產。

利用Z軸行程對焦點距離進行控制

Z方向

焦點距離

即使存在高低差，也可實現粗細均勻的刻印效果

簡單完成3D設定[NAVI LINK-3D] 可選件

使用該軟體，只需將工件形狀與想要刻印的文字、圖形資料相重合，即可

簡單製成刻印數據。可在示意圖畫面上從各個角度進行確認，因此便於進

行調整。另外，除日文外，還對應英語。在海外工廠也可放心使用。

高低差

位移感測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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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選件



安全控制器

安全功能安全功能安全功能
隨著全球化的展開，機械安全的相關意識也在逐步提高。

對於雷射機器，針對屬於危險源的雷射，必須安全地進行[隔絕]或者[停止]。

(對應國際規格ISO11553-1)

配備全新的兩大安全功能，從而可進一步兼顧[生產性]和[安全性]。

※雷射為示意圖。

　隔絕過程中，不會照射雷射。

以往僅配備1個互鎖回路，此次則配備了兩個。另外，採用

安全繼電器，從而可確實隔絕雷射電源。

採用獨自開發的隔絕功能，從而大幅改善耐久性。另外，

可對用於確認雷射隔絕的2輸出進行監控，從而構建安全回

路。即使雷射電源處於ON狀態，也能確保安全，因此不會

影響生產性。

雷射隔絕功能[僅限S型] 互鎖回路的雙重化

利用兩大新功能簡單構建安全回路

並 且

新增將故障防範於未然、便捷放心的功能

國際規格ISO 13849-1(JIS B 9705-1)對控制系統的安全相關部分的安全功能做出規定，

對於裝有雷射雕刻機的裝置，需要整體採取安全措施。
構建安全控制系統的示例

針對工件進出門的安全措施

利用[雷射隔絕功能]來安全構建

工件每次進出時，門都會開閉。開門時，關閉雷射隔絕功能，確

保安全。即使生產量較多，由於開閉時無需隔絕雷射電源，因此

不會影響生產效率。

﹝所使用的安全機器﹞⋯安全磁開關等

針對維護用門的安全措施

利用[雷射隔絕功能]來安全構建

維護時以及調整時，都會開閉門。開門時，關閉雷射隔絕功能，確

保安全。即使頻繁開閉，由於開閉時無需隔絕雷射電源，因此可高

效率地完成操作。

﹝所使用的安全機器﹞⋯安全門開關等

針對緊急情況的安全措施

利用[互鎖回路]來安全構建

緊急時，可切實隔絕雷射（危險源）電源。
﹝所使用的安全機器﹞⋯緊急停止開關

安全繼電器❶ 安全繼電器❷

雷射電源

互鎖回路❶ 互鎖回路❷

用於監控觸點異常的端子

雷射隔絕示意圖

閉輸出❶

雙重輸出監控

閉輸出❷

安全控制器

■刻印能量測量功能
每次刻印都測量功率，如超出設定範圍，則通

過輸出報錯來告知。

■誤照射檢測功能
如檢測到意外的雷射照射，則立即停止雷射。

■斷線檢測功能
如檢測到光纖發生斷線，則立即停止雷射。

■緊急停止開關
雷射雕刻機的本體上也配備有緊急停止開關。

可單獨進行停止。

■雷射輸出測量功能
可測量當前的雷射輸出。

■雷射輸出補正功能
可與市售的功率表的數值進行校準。

■雷射輸出確認功能
可瞭解從購買時起的雷射輸出衰減量。

■錯誤履歷顯示功能
可顯示發生錯誤的時間以及錯誤內容。

生產過程中有所幫助的放心功能 保養點檢時有所幫助的便利功能

雷射隔絕功能

隔絕雷射

互鎖回路的雙重化

隔絕雷射電源

雷射輸出測量

雷射功率測量值

雷射功率初始化

雷射功率設定值

累計雷射照射時間

測量

補正

最適化

結束



安全控制器

安全功能安全功能安全功能
隨著全球化的展開，機械安全的相關意識也在逐步提高。

對於雷射機器，針對屬於危險源的雷射，必須安全地進行[隔絕]或者[停止]。

(對應國際規格ISO11553-1)

配備全新的兩大安全功能，從而可進一步兼顧[生產性]和[安全性]。

※雷射為示意圖。

　隔絕過程中，不會照射雷射。

以往僅配備1個互鎖回路，此次則配備了兩個。另外，採用

安全繼電器，從而可確實隔絕雷射電源。

採用獨自開發的隔絕功能，從而大幅改善耐久性。另外，

可對用於確認雷射隔絕的2輸出進行監控，從而構建安全回

路。即使雷射電源處於ON狀態，也能確保安全，因此不會

影響生產性。

雷射隔絕功能[僅限S型] 互鎖回路的雙重化

利用兩大新功能簡單構建安全回路

並 且

新增將故障防範於未然、便捷放心的功能

國際規格ISO 13849-1(JIS B 9705-1)對控制系統的安全相關部分的安全功能做出規定，

對於裝有雷射雕刻機的裝置，需要整體採取安全措施。
構建安全控制系統的示例

針對工件進出門的安全措施

利用[雷射隔絕功能]來安全構建

工件每次進出時，門都會開閉。開門時，關閉雷射隔絕功能，確

保安全。即使生產量較多，由於開閉時無需隔絕雷射電源，因此

不會影響生產效率。

﹝所使用的安全機器﹞⋯安全磁開關等

針對維護用門的安全措施

利用[雷射隔絕功能]來安全構建

維護時以及調整時，都會開閉門。開門時，關閉雷射隔絕功能，確

保安全。即使頻繁開閉，由於開閉時無需隔絕雷射電源，因此可高

效率地完成操作。

﹝所使用的安全機器﹞⋯安全門開關等

針對緊急情況的安全措施

利用[互鎖回路]來安全構建

緊急時，可切實隔絕雷射（危險源）電源。
﹝所使用的安全機器﹞⋯緊急停止開關

安全繼電器❶ 安全繼電器❷

雷射電源

互鎖回路❶ 互鎖回路❷

用於監控觸點異常的端子

雷射隔絕示意圖

閉輸出❶

雙重輸出監控

閉輸出❷

安全控制器

■刻印能量測量功能
每次刻印都測量功率，如超出設定範圍，則通

過輸出報錯來告知。

■誤照射檢測功能
如檢測到意外的雷射照射，則立即停止雷射。

■斷線檢測功能
如檢測到光纖發生斷線，則立即停止雷射。

■緊急停止開關
雷射雕刻機的本體上也配備有緊急停止開關。

可單獨進行停止。

■雷射輸出測量功能
可測量當前的雷射輸出。

■雷射輸出補正功能
可與市售的功率表的數值進行校準。

■雷射輸出確認功能
可瞭解從購買時起的雷射輸出衰減量。

■錯誤履歷顯示功能
可顯示發生錯誤的時間以及錯誤內容。

生產過程中有所幫助的放心功能 保養點檢時有所幫助的便利功能

雷射隔絕功能

隔絕雷射

互鎖回路的雙重化

隔絕雷射電源

雷射輸出測量

雷射功率測量值

雷射功率初始化

雷射功率設定值

累計雷射照射時間

測量

補正

最適化

結束



觸摸屏顯示語言

請選擇觸摸屏顯示語言，並按下“設定”按鈕。

觸摸屏顯示語言

下一次啟動時不顯示語言選擇畫面

當前設定中的未登錄設定內容將被撤銷。

设定 取消

對應Ethernet
可簡單地連接多台雷射雕刻機和周邊機器。

※1：產品加工端的輸出。(設定功率100、出廠時)。※2：雷射雕刻機本體可使用的檔格式(LOGO檔)。※3：要使用SQRC時，需要使用另售的軟體。另外，本功能不能在日本以外的地區使用。※4：請通過

幹接點來連接INTERLOCK的1PIN-3PIN。另外，可通過INTERLOCK1-2 PIN和INTERLOCK2-2 PIN來監控內部繼電器的接點熔融。1 PIN-3 PIN閉合時，2 PIN-2 PIN開放。　※5：對於雷射頭部分，僅限配

置有電子部品和光學部品的區域為IP64。※6：要使用[Export Vec]時，需要安裝Adobe® 、 Illustrator® 日語Ver.9/10/CS∼CS5(僅限日語OS)、英語CS3∼CS5(僅限英語OS)、簡體中文CS5(僅限簡體中文

OS)。Windows® 7 Professional、Vista Business、 XP Professional是美國微軟公司在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商標和注冊商標。

平均輸出※1

文字間隔

行間隔

半徑

角度

行間隔半徑

放射头

控制器
重量

Laser Marker Utility※6

NAVILINK-3D※6
(另售)

PC軟體
對象OS

產品型號

刻印雷射

導向雷射‧指示器

掃描方式

掃描速度

文字設定(文字高度‧寬度)

LOGO數據

刻印形狀

文字種類

條碼

二維碼

組合碼

輸入/輸出

介面

變位感測器輸入

冷卻方式

電源電壓

消耗功率

雷射門

使用環境溫度

保管環境溫度

使用環境濕度

保護構造

LP-M200LP-M500
LP-M500-CHN LP-M500-S-CHN LP-M505-CHN LP-M505-S-CHN LP-M200-CHN LP-M200-S-CHN LP-M205-CHN LP-M205-S-CHN

未配備 雷射頭內部配備 未配備 雷射頭內部配備 未配備 雷射頭內部配備 未配備 雷射頭內部配備

Yb：光纖型雷射　λ=1,064nm　4級雷射產品

紅色半導體雷射　λ=655nm　2級雷射產品  最大輸出1mW以下

X, Y, Z方向　三維掃描方式

最大12,000mm/s

0∼999.999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

－180°∼＋180°(按照0.01°間隔設定)

VEC※2、DXF、BMP、HPGL、JPEG、AI、EPS

直線、比例、均等配置、扇形

英文大寫、英文小寫、數字、片假名、平假名、漢字(JIS第一‧第二水準)、符號、用戶註冊文字(最多可設定50種)

CODE39、CODE128、ITF、NW-7、JAN/UPC、RSS-14(GS1 DataBar)、RSS(GS1 DataBar)Limited、RSS(GS1 DataBar)Expanded

QR代碼、微型QR代碼、SQRC(安全QR代碼)※3、資料矩陣、GS1資料矩陣

RSS-14(GS1 DataBar)CC-A、RSS(GS1 DataBar)Limited CC-A、RSS(GS1 DataBar)Expanded CC-A、UCC/EAN COMPOSITE等

輸入終端、輸出終端、I/O連接器

雷射頭：自然空氣冷卻、控制器：強制空氣冷卻

模擬量電流輸入(4~20mA)

90∼132V AC或180∼264V AC、50/60Hz(自動切換)

控制器、雷射頭均0∼＋40℃(應無結露和結冰)

控制器、雷射頭均－10∼＋60℃(應無結露和結冰)

控制器、雷射頭均35∼85%RH(應無結露和結冰)

IP64※5

12kg
28kg

VGA埠、USB連接器A、I/O輸入輸出、RS-232C、Ethernet、輸入輸出端、INTERLOCK※4、變位感測器、雷射門輸入輸出(僅限-S型)

120mm×120mm 120mm×120mm

40W±5%(脈衝振動) 16W±5%(脈衝振動)

580VA 以下(100V AC時)、720VA 以下(200V AC時) 390VA 以下(100V AC時)、510VA 以下(200V AC時)

190±22mm

220mm×220mm

220±22mm 190±22mm

220mm×220mm

0∼120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 0∼120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0∼220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 0∼220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

0∼120mm 0∼120mm0∼220mm 0∼220mm

0.1∼120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 0.1∼120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0.1∼220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 0.1∼220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

220±22mm

Microsoft Windows®7 Professional(32位/64位) SP1/ Vista Business(32位) SP2/XP Professional(32位) SP3

Microsoft Windows®7 Professional(32位/64位) SP1/ Vista Business(32位) SP2/XP Professional(32位) SP3

設定範圍

設定範圍(扇形)

工件間距(±可變範圍)

刻印範圍

主要規格

直線‧比例‧均等
配置

外形尺寸圖 ﹝單位 ：mm﹞

■雷射頭 ■控制器

（27）390（29）

30
0

98200 （
60

）4-M5 螺絲深度7
（相對面同樣）

（
24

6）

（30）

光纖電纜

220

225

（
41

0）

40
1

（
8.

5）

■觸控螢幕LP-ADP40(另售)

80±0.8

2900±70

143±1.2

（60）

（55）

（19.5）

（6）

4-M4固定用螺母、深度6

筆桿固定用螺母M4、深度6

控制器連接電纜

（嵌式螺母）

（左右兩側）

（171）

（128）（197）

（253）

（41.5）

（15）

並 且

新增便利性
配備有許多有助於設備

設計和在現場有所幫助的功能。

對應多國語言
可簡單切換到日語、英語、中文（簡體）、韓語、德語。

※觸控螢幕另售。

I/O檢查監控
可對連接器的I/O狀態進行監控。啟動設備時，可快速確認輸入信號。

電腦軟體

[Laser Marker NAVI plus]
標準附帶可簡單設定刻印數據的電腦軟體。即使不在生產現場，

也可製作資料。(對應多國語言)另外，還附帶有LOGO資料製作軟

體和字體製作軟體以及Adobe®、Illustrator® 件。可隨心所欲地製

作資料。

※Adobe®、Illustrator®均為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的商標。

標準配備USB連接器
可將設定內容保存至市售的USB記憶體，因此可對刻印條件進行備

份，還可將資料複製到多台雷射雕刻機。

※需要事先確認動作。

對應螢幕顯示
如在本體上連接螢幕和滑鼠，則可在大畫面上進行操作。

顯示嚮導畫面
通過紅色光來追蹤刻印區域和刻

印文字。另外，還可事先測量刻

印所需要的時間，因此便於在刻

印前進行確認。

防護玻璃
雷射射出口採用雙重防護玻璃。

可拆下外側的防護玻璃，因此十

分便於清掃。如事先備好備用的

防護玻璃※，則清掃期間也無需

停止生產線。保護雷射射出口不

受污漬和傷痕的影響，削減維護

費用。

※備用防護玻璃另售。

外部
防護玻璃

固定環

﹝雷射雕刻機﹞ ﹝影像處理裝置﹞ ﹝PLC﹞

Ethernet

19
0 

or
 2

20
18

0

311 （195）

224

74

刻印中心

指示器光路

光纖電纜 5m

135
148

雷射放射顯示燈

60 60

40
40

80 80 80

55

55
56

21207

4 +0.1
0 ×7 螺絲深度8  

雷射指示器出射口

6-M6 螺絲深度8

水準較長方向

（
12

6）

122

1273

37
10

0

80

19

信號
連接器

電源連接器

雷射門連接器

（LP-Mxxx-S）

F.G. M4 深度5

4 +0.1
0  深度8  

﹝螢幕﹞

﹝滑鼠﹞

﹝電腦﹞

﹝USB記憶體﹞

※可從Web網站上下載外形尺寸圖的CAD資料。

【注 意】

關於雷射
・本產品相當於JIS標準的等級4雷射。請注意避免目視或接觸雷射的直射光及其反射光，請根據標準內容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
・產品上粘貼有右側所示的標籤。右圖為LP-M500上粘貼的標籤。標籤內容因型號而異。(本樣本內的產品照片上未粘貼)
・由於雷射為紅外光，因此肉眼是看不到的。雷射振動時，請尤其注意。

推薦使用吸塵器

關於維護

・空氣篩檢程式⋯為確保空冷效果，請定期清洗安裝在本產品上的空氣篩檢程式。

・雷射射出口⋯雷射射出口附著有垃圾和污漬等時，可能會對刻印品質產生不良影響，或者對雷射刻印機造成嚴重損壞。請定期清掃雷射射出口。

・使用雷射雕刻機時，建議安裝吸塵器。詳細情況，請向營業擔當人員諮詢。

可 見 及 不 可 見 雷 射 輻 射

可 見 及 不 可 見 雷 射 輻 射 窗 口

目視或皮膚直接接觸雷射的直射光或反射光有危險！
不要目視或接觸雷射

4注意-打開此處時有4類可見及不可見雷射輻射
目視或皮膚直接接觸雷射的直射光或反射光有危險！

不要目視或接觸雷射

回 避 這 裏 避 免 被 照 射 從 此 處 視 窗 有 雷 射 輻 射

YB: Fiber 雷射

波長：1064nm
波長：655nm

4類 雷射產品 JIS C6802 2011
脈衝幅：1-1000nsec.

脈衝幅：CW

半導體雷射
最大輸出：110W 最大輸出：1mW
最大峰值功率：100kW

雷射雕刻機 － 環境設定畫面

環境 1 環境 2 環境 3 系統預約模擬輸出

運轉畫面

文件

文字設定

功能設定

列印條件

雷射設定

觸發設定

共同設定

圖像顯示

語言選擇系統資訊觸摸屏調整

USB媒體

環境設定



觸摸屏顯示語言

請選擇觸摸屏顯示語言，並按下“設定”按鈕。

觸摸屏顯示語言

下一次啟動時不顯示語言選擇畫面

當前設定中的未登錄設定內容將被撤銷。

设定 取消

對應Ethernet
可簡單地連接多台雷射雕刻機和周邊機器。

※1：產品加工端的輸出。(設定功率100、出廠時)。※2：雷射雕刻機本體可使用的檔格式(LOGO檔)。※3：要使用SQRC時，需要使用另售的軟體。另外，本功能不能在日本以外的地區使用。※4：請通過

幹接點來連接INTERLOCK的1PIN-3PIN。另外，可通過INTERLOCK1-2 PIN和INTERLOCK2-2 PIN來監控內部繼電器的接點熔融。1 PIN-3 PIN閉合時，2 PIN-2 PIN開放。　※5：對於雷射頭部分，僅限配

置有電子部品和光學部品的區域為IP64。※6：要使用[Export Vec]時，需要安裝Adobe® 、 Illustrator® 日語Ver.9/10/CS∼CS5(僅限日語OS)、英語CS3∼CS5(僅限英語OS)、簡體中文CS5(僅限簡體中文

OS)。Windows® 7 Professional、Vista Business、 XP Professional是美國微軟公司在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商標和注冊商標。

平均輸出※1

文字間隔

行間隔

半徑

角度

行間隔半徑

放射头

控制器
重量

Laser Marker Utility※6

NAVILINK-3D※6
(另售)

PC軟體
對象OS

產品型號

刻印雷射

導向雷射‧指示器

掃描方式

掃描速度

文字設定(文字高度‧寬度)

LOGO數據

刻印形狀

文字種類

條碼

二維碼

組合碼

輸入/輸出

介面

變位感測器輸入

冷卻方式

電源電壓

消耗功率

雷射門

使用環境溫度

保管環境溫度

使用環境濕度

保護構造

LP-M200LP-M500
LP-M500-CHN LP-M500-S-CHN LP-M505-CHN LP-M505-S-CHN LP-M200-CHN LP-M200-S-CHN LP-M205-CHN LP-M205-S-CHN

未配備 雷射頭內部配備 未配備 雷射頭內部配備 未配備 雷射頭內部配備 未配備 雷射頭內部配備

Yb：光纖型雷射　λ=1,064nm　4級雷射產品

紅色半導體雷射　λ=655nm　2級雷射產品  最大輸出1mW以下

X, Y, Z方向　三維掃描方式

最大12,000mm/s

0∼999.999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

－180°∼＋180°(按照0.01°間隔設定)

VEC※2、DXF、BMP、HPGL、JPEG、AI、EPS

直線、比例、均等配置、扇形

英文大寫、英文小寫、數字、片假名、平假名、漢字(JIS第一‧第二水準)、符號、用戶註冊文字(最多可設定50種)

CODE39、CODE128、ITF、NW-7、JAN/UPC、RSS-14(GS1 DataBar)、RSS(GS1 DataBar)Limited、RSS(GS1 DataBar)Expanded

QR代碼、微型QR代碼、SQRC(安全QR代碼)※3、資料矩陣、GS1資料矩陣

RSS-14(GS1 DataBar)CC-A、RSS(GS1 DataBar)Limited CC-A、RSS(GS1 DataBar)Expanded CC-A、UCC/EAN COMPOSITE等

輸入終端、輸出終端、I/O連接器

雷射頭：自然空氣冷卻、控制器：強制空氣冷卻

模擬量電流輸入(4~20mA)

90∼132V AC或180∼264V AC、50/60Hz(自動切換)

控制器、雷射頭均0∼＋40℃(應無結露和結冰)

控制器、雷射頭均－10∼＋60℃(應無結露和結冰)

控制器、雷射頭均35∼85%RH(應無結露和結冰)

IP64※5

12kg
28kg

VGA埠、USB連接器A、I/O輸入輸出、RS-232C、Ethernet、輸入輸出端、INTERLOCK※4、變位感測器、雷射門輸入輸出(僅限-S型)

120mm×120mm 120mm×120mm

40W±5%(脈衝振動) 16W±5%(脈衝振動)

580VA 以下(100V AC時)、720VA 以下(200V AC時) 390VA 以下(100V AC時)、510VA 以下(200V AC時)

190±22mm

220mm×220mm

220±22mm 190±22mm

220mm×220mm

0∼120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 0∼120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0∼220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 0∼220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

0∼120mm 0∼120mm0∼220mm 0∼220mm

0.1∼120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 0.1∼120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0.1∼220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 0.1∼220mm(按照0.001mm間隔設定)

220±22mm

Microsoft Windows®7 Professional(32位/64位) SP1/ Vista Business(32位) SP2/XP Professional(32位) SP3

Microsoft Windows®7 Professional(32位/64位) SP1/ Vista Business(32位) SP2/XP Professional(32位) SP3

設定範圍

設定範圍(扇形)

工件間距(±可變範圍)

刻印範圍

主要規格

直線‧比例‧均等
配置

外形尺寸圖 ﹝單位 ：mm﹞

■雷射頭 ■控制器

（27）390（29）

30
0

98200 （
60

）4-M5 螺絲深度7
（相對面同樣）

（
24

6）

（30）

光纖電纜

220

225

（
41

0）

40
1

（
8.

5）

■觸控螢幕LP-ADP40(另售)

80±0.8

2900±70

143±1.2

（60）

（55）

（19.5）

（6）

4-M4固定用螺母、深度6

筆桿固定用螺母M4、深度6

控制器連接電纜

（嵌式螺母）

（左右兩側）

（171）

（128）（197）

（253）

（41.5）

（15）

並 且

新增便利性
配備有許多有助於設備

設計和在現場有所幫助的功能。

對應多國語言
可簡單切換到日語、英語、中文（簡體）、韓語、德語。

※觸控螢幕另售。

I/O檢查監控
可對連接器的I/O狀態進行監控。啟動設備時，可快速確認輸入信號。

電腦軟體

[Laser Marker NAVI plus]
標準附帶可簡單設定刻印數據的電腦軟體。即使不在生產現場，

也可製作資料。(對應多國語言)另外，還附帶有LOGO資料製作軟

體和字體製作軟體以及Adobe®、Illustrator® 件。可隨心所欲地製

作資料。

※Adobe®、Illustrator®均為Adobe Systems Incorporated的商標。

標準配備USB連接器
可將設定內容保存至市售的USB記憶體，因此可對刻印條件進行備

份，還可將資料複製到多台雷射雕刻機。

※需要事先確認動作。

對應螢幕顯示
如在本體上連接螢幕和滑鼠，則可在大畫面上進行操作。

顯示嚮導畫面
通過紅色光來追蹤刻印區域和刻

印文字。另外，還可事先測量刻

印所需要的時間，因此便於在刻

印前進行確認。

防護玻璃
雷射射出口採用雙重防護玻璃。

可拆下外側的防護玻璃，因此十

分便於清掃。如事先備好備用的

防護玻璃※，則清掃期間也無需

停止生產線。保護雷射射出口不

受污漬和傷痕的影響，削減維護

費用。

※備用防護玻璃另售。

外部
防護玻璃

固定環

﹝雷射雕刻機﹞ ﹝影像處理裝置﹞ ﹝PLC﹞

Ethernet

19
0 

or
 2

20
18

0

311 （195）

224

74

刻印中心

指示器光路

光纖電纜 5m

135
148

雷射放射顯示燈

60 60

40
40

80 80 80

55

55
56

21207

4 +0.1
0 ×7 螺絲深度8  

雷射指示器出射口

6-M6 螺絲深度8

水準較長方向

（
12

6）

122

1273

37
10

0

80

19

信號
連接器

電源連接器

雷射門連接器

（LP-Mxxx-S）

F.G. M4 深度5

4 +0.1
0  深度8  

﹝螢幕﹞

﹝滑鼠﹞

﹝電腦﹞

﹝USB記憶體﹞

※可從Web網站上下載外形尺寸圖的CAD資料。

【注 意】

關於雷射
・本產品相當於JIS標準的等級4雷射。請注意避免目視或接觸雷射的直射光及其反射光，請根據標準內容採取適當的安全措施。
・產品上粘貼有右側所示的標籤。右圖為LP-M500上粘貼的標籤。標籤內容因型號而異。(本樣本內的產品照片上未粘貼)
・由於雷射為紅外光，因此肉眼是看不到的。雷射振動時，請尤其注意。

推薦使用吸塵器

關於維護

・空氣篩檢程式⋯為確保空冷效果，請定期清洗安裝在本產品上的空氣篩檢程式。

・雷射射出口⋯雷射射出口附著有垃圾和污漬等時，可能會對刻印品質產生不良影響，或者對雷射刻印機造成嚴重損壞。請定期清掃雷射射出口。

・使用雷射雕刻機時，建議安裝吸塵器。詳細情況，請向營業擔當人員諮詢。

可 見 及 不 可 見 雷 射 輻 射

可 見 及 不 可 見 雷 射 輻 射 窗 口

目視或皮膚直接接觸雷射的直射光或反射光有危險！
不要目視或接觸雷射

4注意-打開此處時有4類可見及不可見雷射輻射
目視或皮膚直接接觸雷射的直射光或反射光有危險！

不要目視或接觸雷射

回 避 這 裏 避 免 被 照 射 從 此 處 視 窗 有 雷 射 輻 射

YB: Fiber 雷射

波長：1064nm
波長：655nm

4類 雷射產品 JIS C6802 2011
脈衝幅：1-1000nsec.

脈衝幅：CW

半導體雷射
最大輸出：110W 最大輸出：1mW
最大峰值功率：100kW

雷射雕刻機 － 環境設定畫面

環境 1 環境 2 環境 3 系統預約模擬輸出

運轉畫面

文件

文字設定

功能設定

列印條件

雷射設定

觸發設定

共同設定

圖像顯示

語言選擇系統資訊觸摸屏調整

USB媒體

環境設定



安全多用途控制器

SFL SERIES Ver.2
節省浪費

小型安全系統

簡化複雜的

安全回路

符合機械·EMC指令

C US

雷射雕刻機   陣容

備有多個系列，可對應各種應用。

高輸出、具有卓越的耐環境性的雷射雕刻機

實現深層雕刻和高速刻印的42W高

功率，可在苛刻環境中使用的強韌

機身[IP67G]、備有光纖單元脫卸

機構，提高設備設計自由度。

凸輪軸 引擎閥門

LP-S SERIES

高速刻印，品質卓越的雷射雕刻機

實現了階層方式操作介

面的中文化，印字內容

的步進&重複功能，頭部

安裝了符合IEC規格的三

色燈。操作簡便，功能

豐富，設計安全。

雷射標籤(刻印+半切斷) 印刷電路板

LP-800 SERIES

實現鮮明的樹脂著色刻印的短脈衝雷射雕刻機

將熱影響較少的短脈衝雷射的特

性發揮到極致，可實現美觀的樹

脂著色刻印，如同印刷般精美。

IC 樹脂成型品

LP-VSERIES

FAYb LASER MARKER CO2 LASER MARKERFAYb LASER MARKER

安全機器產品   陣容

LP-MSERIES

FAYb雷射雕刻機
3D控制

2016.01

敬請垂詢

台灣松下環境方案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10448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44號15樓
電　　話：(02) 2581-6020
傳　　真：(02) 2581-6354
統一編號：86381252
http://pesstw.panasonic.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