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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熟讀並完全了解本說明書內
容前請勿開啟雷射模組的電源



1. 警告與注意事項

安全規範

警告

開始使用本產品(或稱“Cubiio”)前，您已了解到操作雷射產品(如
Cubiio)是一項具危險性的活動；此外，您必須達到依您的國籍所在地
及或在您正使用Cubiio的國家規定之法定年齡才能使用Cubiio。

如您使用本手冊說明以外的方式，或未能依照本手冊之操作指示及
安全規範使用本產品者，您可能會因此受到身體傷害，並可能對本產
品之設備裝置、零件及鄰近物品造成損害。

本模組使用第四類(class4)雷射源。即使不是直接照射依
然會對眼睛及皮膚造成危害；避免爆炸物置於雷射光的路
徑上，亦不可將易燃物堆放在Cubiio加工範圍四周。操作時
必須配戴護目鏡並且不要凝視及注視加工範圍。



1. 警告與注意事項

注意 請小心遵循本手冊的所有指示操作本產品。

注意 本產品不包含任何使用者可更換元件。
不論基於任何原因，請勿企圖自行修復Cubiio或排除問題。

注意 暴露在雷射加工光束中，對皮膚會發生燒傷之危險且會對
眼睛產生嚴重的傷害。正確地使用及維護本產品，對本產品
的安全操作至關重要。

關於本產品之控制、調整或性能規範，若未遵循本手冊中的
說明，可能會產生暴露於危險雷射光束下之傷害。
 
務必全程配戴護目鏡，並保持所有身體部位遠離雷射光。 
若不慎灼傷皮膚或眼睛時， 應立即關閉電源，儘速就醫。

注意 操作本產品時, 與本產品在同一空間的所有人員，務必全程
配戴護目鏡。

警告 請保持手及其他身體部位遠離雷射光。

警告 Cubiio為一個您必須限制觸及場所(restricted access location, 
RAL)之設備，您必須向任何取得您授權而進入該場所之人警告
操作本產品之危險性；並應隨時防止任何未取得您授權之人在
未配戴合適安全防護裝備之狀況下接近Cubiio。
 
Cubiio應隨時保持在限制觸及場所(RAL)中，且必須透過特殊
工具、鑰匙、鎖或其他相類似之安全控制方法才能接近Cubiio。

注意 請詳閱「2.2使用安全指南」並謹記全部內容以進行後續
操作。



低功率電波輻射性電機管理辦法
第十二條 經型式認證合格之低功率射頻電機，非經許可，公司、商號或

使用者均不得擅自變更頻率、加大功率或變更原設計之特性
及功能。 

第十四條 低功率射頻電機之使用不得影響飛航安全及干擾合法通信；
經發現有干擾現象時，應改善至無干擾時方得繼續使用。前項
合法通信，指依電信法規定作業之無線電通信。低功率射頻電
機須忍受合法通信或工業、科學及醫療用電波輻射性電機設
備之干擾。

2.1 ＮＣＣ警語

請確保本產品放置穩固後再行使用。傾覆或摔落地面可能造成
Cubiio損壞。
避免兒童、未成年人、寵物及可能觸擊cubiio之移動物體接近本產品操
作區域。
請您確保在加工之材料不會在加熱後排放毒性物質。
不可加工含氯材料(如PVC等)。

操作Cubiio時請穿著合適服裝並隨時配戴安全防護裝備，例如(但不限
於)護目鏡、包鞋、可包覆四肢的衣著等。
當雷射出光加工時請隨時提高警覺。

搬運Cubiio時請將電源線分離再移動。

請勿將本產品暴露在高濕度之環境下（濕度>��%）。
請勿在產品附近放置易燃物。

部分材料加工時會產生大量煙霧，請隨時注意環境通風。

請您務必依照本產品標籤上標示正確的電能功率及電能種類。

每次產品開機前請先確認Cubiio外觀是否完整無缺損（包括螺絲及零件），
若有瑕疵及缺損時，千萬不可使用本產品。

不可加工高反射性或鏡面的材料。

2.2 使用安全指南

2.3 免責聲明
台端（包括您的繼受人或指定受益人）同意免除或使Cubiio及其實質所有權
人、董事、員工、代理人、經銷商、零售商、承包商或關係企業免受現在或未來
因操作使用Cubiio而發生之任何責任、損失、賠償（包括但不限於產品責任、
過失責任、違約責任等）或違約金等。

2. 法規遵循



3.1 包裝內容物
正面 背面

3. 開始之前

3.2 規格

USB線

Cubiio 
basic

SD卡(已插在機身上)

護目鏡

雷射源 ��� nm 藍光雷射

最大輸出功率 < ��� mW 

工作範圍 ��� × ��� mm 

尺寸 �� × �� × �� mm

重量 ��� g 

電源輸入 DC � V, over � A via microUSB Type B

檔案傳輸 
Micro SD 記憶卡

App OS iOS ��+ / Android �.�+ 

工作溫度範圍 � ℃ 至 �� ℃

工作濕度範圍 � % 至 �� %

建議加工時間 連續加工�小時需休息��分鐘

產品連線方式 BLE (Bluetooth Low Energy) ����-���� MHz
使用建議：手握行動裝置並距離� m內進行產品連線操作

工作距離 ���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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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購買Cubiio掌上型雷射雕刻機，本手冊提供您詳細地產品功能介紹及安全
操作規範等資訊。開始使用之前，請您詳讀本手冊以強化您對於本產品之瞭解。

檔名只接受半型英數字與底線，且不超過 � 個字



3.2 安全機制

每套cubiio產品均有包括護目鏡。雷射加工現場需
全程配戴適合的護目鏡，且不可直視雷射光。

護目鏡

每次啟動時都會要求輸入用戶密碼，只有取得授權
之人得使用cubiio。

密碼鎖

紅光LED指示燈提醒使用者雷射正在運作出光。
指示燈

內建MEMS三軸加速規，如加工中突然被移動或
環境振動太大則立即停止出光。

加速規

cubiio必須在易散熱之環境使用。如裝置內部溫
度異常就會自動關閉電源。

測溫計

Cubiio有數項安全防護能讓使用者安心使用：

3. 開始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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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模組外觀

4.2 應用程式

依照說明逐步安裝並仔細閱讀app內警告及注意事項，以確
保能夠正確操作本產品。

�. 您可透過以下的QR Code下載。
�. Google Play (Android)或Apple Store (iOS)搜尋下載
“Cubiio Remote” app。

3. 雷射出光口
4. 雷射警語標示

1. 雷射電源開關
2. 指示燈

5. Micro SD卡插槽
6. USB插槽 
�. 1/4 ″ 螺絲安裝孔

4. 使用Cubiio



4.3 操作流程
�. 準備一可靠的�V/超過�.�A 直流電源，如Cubiio保護罩, 充電

器，行動電源或其他型式的電源。

�. 利用�/�″ 螺絲將Cubiio雷射模組確實安裝在三腳架或其他穩
固的基座上。

�. 將被加工物放在Cubiio雷射模組前方��� (+/-�) mm處。

�. 以附上的USB線接續Cubiio雷射模組與前述電源。

155mm

(0,0)

x

(50,50)

(-50,-50)

y

4. 使用Cubiio



�. 長按開關至指示燈亮起白燈。

�. 開啟手機的藍芽功能。      請勿將Cubiio與手機配對

�. 執行Cubiio remote APP並搜尋您的Cubiio名稱。

�. 第一次使用請依照APP的指示註冊該Cubiio的管理員信箱，
並建立�位數字密碼鎖。

請妥善保管此信箱與�位數字密碼，二者將用於修改管理
員階層設定時的身分認證。

�. 開啟專家模式並詳讀聲明。
點選螢幕右上角的選單圖示 > 開啟「專家模式」

��. 請依照app指示使用SD卡內附檔案完成首次加工。

專家模式是供受過訓練之人員使用的模式。 該操作
人員需負責確保雷射運作時周遭環境的安全性，且
每次重新啟動Cubiio都需再次開啟。

��. 如需查詢Cubiio序號、韌體版本、APP版本等資訊或更改機
台設定，請點選APP畫面右上角圖示      。

��. 使用完畢後，請先長按電源開關至指示燈熄滅，再拔除USB
線與電源。

4. 使用Cubiio



5. 線上支援

6. 版權說明

7. 聯絡資訊

我們提供全球線上技術支援服務。若您對產品有任何問題，
請Email至 support@muherz.com ，我們將盡快回覆，
客服時間為一般工作日�:��-��:��。

本手冊之著作權及在本產品中所有軟體、硬體、韌體之權利，皆歸屬
英屬維京群島商原力精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原力精工」)所有。All 
rights reserved.

Cubiio為原力精工註冊之商標；於本使用手冊中提及之其他商標皆為
各別所有人所有。

本手冊資訊如有更改恕不通知；且本手冊資訊並不構成本公司之承
諾。請參訪我們的網頁（https://cubiio.muherz.com）以了解最即時
的更新。

除購買本產品者之個人使用外，如無本公司之書面許可，本手冊之內
容不得以任何形式或因任何目的而進行重製或發送。

線上支援 support@muherz.com
 (一般工作日�:��-��:��)

製造商 Force Precision Instrument Co., Ltd.

地址 No. �, ��F, No.��, Sec. �, Xintai �th Rd., Xizhi Dist., 
New Taipei City �����, Taiwan

電話 +���-�-��������

傳真 +���-�-��������



�. 產品不當使用（包含但不限於：錯誤輸入電壓、未參照使用手冊錯
誤安裝及使用）。

�. 因雷擊、洪水或火災等自然或人為災害造成。
�. 產品序號與保固貼紙缺損、不可辨識或遭移除。
�. 由未經授權的服務機構或個人進行修改或調整而導致的損害。

保固除外責任  

8. 保固條款

在生產過程中，英屬維京群島原力精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原力精工）
嚴謹地測試產品以確保在出貨前產品的品質與可靠度。
然而在某些情況下，產品可能不如預期表現。
有任何故障情形，請先聯絡客服部門(support@muherz.com )查明故
障的主因。在申請保固維修服務之前，請確認您的產品已依照說明書
與支援中心的指示，正確的安裝使用。

產品的保固期限由產品的出貨日期起算12個月。針對符合以下條件，
並在保固期限內的產品，原力精工保留維修或更換良品的權利： 
消費者需將保固卡以及購買明細/收據，連同產品一併寄回原力精工
指定維修地點，始可享有保固維修服務。若未提供清楚可辨識之上述
文件及產品序號，原力精工保留拒絕保固申請的權利。

保固範圍

�. 防護眼鏡、三腳架、材料包等配件或耗材。
�. 表面損壞，如刮痕、凹痕及凹陷等。
�. 於募資平台（如Kickstarter、 Indiegogo）所取得之獎勵品。
�. 違反當地國家法律而取得及/或使用之產品或服務。
�. 雷射源因正常使用累積之能量衰減消耗。

非保固範圍



官方網站

8. 保固條款

1. 在法律允許之範圍內，本保固條款具有排他性，且取代所有其他明示性或
暗示性或法令的保固條件，包括在某特殊目的、法令規定或任何其他情況，包
括但不限於商品之適銷性或適合特定用途等衍生的任何責任。此外，對於任
何意外、特殊、間接或衍生性損壞，原力精工將概不負責(可能起源於使用、誤
用、不會使用或產品瑕疵)。

2. 消費者於申請保固服務時，有義務事先備份所有個人重要資料數據。維修
處理過程，如更換零件或更新產品軟體版本，資料將會在維修過程中消失，原
力精工不予提供資料備份或相關資料與設定值之完整性。

3. 產品在出貨日的15日內享有免運費的免費維修保固服務，出貨日的15日
後至保固期限內，則需支付運送費用。

4. 任何更換或維修後的產品，將保有原產品剩餘之保固期限或於更換後30
天的保固，原力精工將給予兩者中較長之保固。

5. 針對非台灣當地銷售之產品，消費者向原力精工申請保固服務時，由於各
國法規、安全規範、關稅、維修技術及零件庫存等因素，導致部份國家銷售之
產品無法寄回原力精工尋求保固服務，對此原力精工僅能提供有限保固服
務。故非台灣地區之消費者，無論是否在保固範圍內，需先至原購買國授權之
通路尋求保固服務，將收取檢測和人工處理費用，如收件人所處國家有額外
關稅，將由消費者自行負擔；消費者直接向原力精工申請保固服務者，亦同。

6. 經銷商可能就其所經銷之原力精工產品，售予非台灣地區之消費者，如有
提供有別於本保固的加值服務，該服務僅對經銷商所販售之區域有效，與本
保固服務無關。

7. 加工品質與使用者操作、加工物、加工環境高度相關，亦不在保固範圍內。

注意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