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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購買 Cubiio2
本手冊會幫助您充分理解本產品的各項功能與安全注意事項。  

操作 Cubiio2 必須遵守一定的操作方法及使用規範，
請務必在開始使用前熟讀並遵守本手冊的內容：

本手冊之著作權及本產品中所有硬體、韌體、軟體之權利，皆歸屬英屬維京群島商原
力精工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以下簡稱原力精工)所有。

本手冊不得以任何型式或因任何目的而進行重製或發送。
請妥善保留此用戶手冊以備將來隨時使用參考。

請確保您擁有最新版本的使用手冊，最新版本的使用手冊請至以下網址查詢：

如有任何疑問，我們提供全球線上技術支援服務：support@muher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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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y

雷射加工的原理是將高功率雷射光聚焦在加工物表面，加工物吸收光之後被瞬間加熱、
燒灼或氣化，得以雕刻或切割物體，過程中會產生強光、高溫與有害氣體，不當的操作
可能導致火災、視力受損、皮膚灼傷或吸入毒氣等人身財產安全的危害。為了避免傷害
到您與其他人以及您的Cubiio2，請詳閱以下安全規範，並確保所有將操作機器的人員
都會閱讀並遵守使用手冊。

請將機器設置於室內且通風良好的房間內

避免放置於戶外、受陽光直射的區域、不通風的地下室或頂樓等密閉空間。

請將機器放置在穩固的平面上
機體歪斜有可能觸發安全機制而停止工作

請勿將本產品暴露在陽光直射或潮濕的環境下

為使機器正常運作，請確保環境溫度介於0-30℃，濕度介於10-75%之間。

請勿讓兒童或寵物接近本產品

本產品並不適合讓15歲以下的兒童操作，15~18歲的未成年人可在家長或有
行為能力之成年人的協助下使用。

請勿將不適合雷射的材料放入加工[參閱5.2材料表]

含氯的材料加熱後會產生腐蝕性毒氣，造成產品腐蝕以及人員危害。
反射材料(如鏡面)可能導致雷射被反射至不預期的位置，並對用戶或機器造
成危害。

請勿讓機器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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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加工物不同選擇乾粉或泡沫式滅火器。
加工過程中如發現有火焰產生，請立即停止機器並立即滅火。請立即
請求消防隊支援。

請定期清潔保養機器[參閱04清潔與保養]
進行清潔保養前務必拔除電源。
清潔對效能與安全至關重要，加工後的碎屑與灰燼留在機台中有可能
降低效能或引發火災。

如果機器有損壞請勿操作

機器任何零件部位毀損皆有可能影響安全性並造成危害，如發現毀損，
請聯絡經銷商或本公司。

請勿在機器附近擺放液體容器或易燃、易爆之物品或揮發物

在機器周遭擺放危險物品有可能引發漏電或爆炸等意外。

請勿直視加工中產生的焰光
注視焰光有可能造成視力受損或其他光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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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若未遵循本手冊中關於本產品之控制、調整或性能規
範的說明，可能產生暴露於危險雷射光束下之危害。

只使用Cubiio認證配件

僅經過 Cubiio 認證的配件是經過工程設計並經證明安裝在 Cubiio2 後可
以安全地操作。使用非 Cubiio 發售之配件可能會損壞 Cubiio2，並使保
固無效。

台灣用戶的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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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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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語與標示位置
 Cubiio2 的警告與信息標誌皆位於可能在操作之前和/或過程中造成危險的地方，
為確保使用安全，請勿擅自去除這些警告標誌。

Cubiio2

序號貼紙 

序號貼紙 

Cubiio2 Plus

02 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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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準備創作空間
良好的環境對 Cubiio2 的使用體驗至關重要，強烈建議您對照下圖建置一個舒適
安全的創作空間。

限制區域 / 遠端互鎖

不讓兒童/寵物接近運作中的機器，用戶可依
個人需求將 Cubiio2 與進出門設為遠端互鎖

滅火毯 / 滅火器

防範火災應配備必要的設備

有害氣體偵測器

確保室內空氣沒有異狀

排氣與通風

將廢氣安全地排出室內空間，接至粉塵過濾機更佳

穩固的工作桌

確保機器遠離桌緣，並注意不要在桌上堆放易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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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風口 (風管接口) 

安全鎖(遠端互鎖)接口

Reset

濾芯放置處

加工區域

觸碰開關/狀態指示燈

可調整腳柱

雷射頭 (出光口)

WPS

3.2 開箱
內容物清單

3.3 產品概覽

變壓器

其他

電源接口

電源開關

進風口

風管&轉接頭電線

(依訂單內容內容物會有所不同)

Cubi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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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按鈕與指示燈號 圖例 指示燈號

藍色呼吸燈 等待初始化/設定網路

呼吸燈
緩慢漸明漸暗的閃爍。

警告燈
瞬間全亮再緩慢漸暗的閃爍。

三閃燈
規律地間隔較長時間後快速閃爍三次。

藍色三閃燈 WPS 設定

綠色呼吸燈 待機中

狀態

紫色警告燈 雷射出光中

紅色警告燈 系統錯誤

紅色三閃燈 更新韌體中

回歸機械原點 
當 Cubiio2 待機時(綠色呼吸燈)，您可以輕觸按扭3秒讓雷射頭移動至原點。

暫停/繼續
當雷射加工中(紫色警告燈)，您可以短暫輕觸按扭以暫停或繼續工作。

終止工作
當雷射加工中(紫色警告燈)，您可以輕觸按扭1.5秒以終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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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Step 5 安裝變壓器與電線並打開電源開關

Step 4 調整水平

旋轉底部四個腳柱，將機器調整至水平，此時闔上上蓋
可同時壓到前方2個偵測開關。

1

2

3

Step 2 撕開上蓋與加工區的保護貼

Step 1

上蓋保護貼 
(雙面都有)底板保護貼

3.5 安裝

放上風管轉接頭，再將4顆螺絲依序鎖回。

將風管拉開，一端接上轉接頭，一端接至適當的戶外
空間或煙霧過濾器。

Step 3 安裝風管

以PH2       螺絲起子拆下後方風扇四角的螺絲。

掃描觀看
教學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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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biio2 透過 Wi-Fi 無線網路以無線的方式與您的行動裝置連結，只要您的控制裝
置與您的 Cubiio2 加入同一個 Wi-Fi 無線網路，即能連線並操作您的 Cubiio2。您
的工作區域不會因為安裝了 Cubiio2 而多了一條惱人的線路，您的工作位置也不
會被限制在機器旁。

只要選擇其中一種方法即可

* WPS 是 Wi-Fi Protected Setup 的縮寫，可讓使用者省略輸入 Wi-Fi 名稱密碼的
步驟，同時建立安全的家庭區域網路。( 網路搜尋 WPS 即可獲得更多深入的介紹 )

您有兩種方法可以設定 Cubiio2 加入您的 WiFi 熱點

1. 使用 Wi-Fi 分享器的 WPS 功能，無需輸入

2. 使用 Cubiio2 APP 或電腦小助手來設定

電腦小助手Cubiio2
ＡＰＰ

電腦小助手

電腦小助手

Cubiio2
ＡＰＰ

Cubiio2
ＡＰＰ

Android

Android

Android

iOS

iOS

iOS

MacWindows

cubiio.com/support/download/

1. 按住 Cubiio2 機器背後WPS按鈕 [參閱3.3產品概覽]至少持續三秒，
直到指示燈轉為藍色三閃燈。

2. 按壓您的Wifi分享器上的WPS按鈕。
     *請根據您的分享器說明書執行該WPS功能。

3. 當您的Cubiio2雷射頭開始執行回歸機械原點 [參閱3.4按鈕與指示
燈號]，指示燈會轉為綠色呼吸燈，代表連線成功。

4. 請到 [3.8第一個作品]

3.6 安裝軟體

3.7 設定連線

3.8 第一個作品

WPS連線方法

透過 Cubiio2 APP 或電腦小助手連線

使用網路分享器的 WPS 功能

將 Cubiio2 加入您的 Wi-Fi 熱點

使用 Cubiio2 APP 或電腦小助手來設定

網路名稱/密碼

網路名稱/密碼

網路名稱/密碼

接下來的步驟將分別引導您將 Cubiio2 加入您的 Wi-Fi 熱點，即可透過 Wi-Fi 網路
來連線 Cubiio2 

請掃描本章節中的QRcode觀看教學影片

1

方法 2

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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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潔或保養前請務必拔除電源插頭

經常潤滑保養可延長機器使用壽命
建議保養頻率：

* 依加工物造成汙染程度，時間會有所變動

清理機體
潤滑保養

2-3 天
3-4  周

1. 準備吸塵器與刷子，將機器內部空間的雜物清出。

2. 打開濾心放置處，以吸塵器清潔後風扇。

3. 以無絨布將左右側的光軸上的髒污擦拭乾淨，請特別留意不可使用水、  
    酒精或其他介面活性劑擦拭此部分。

4. 以酒精或中性介面活性劑噴灑在無絨布上，將加工區與上蓋擦拭乾淨。
    *避免刮傷機器表面

5. 以中性介面活性劑噴灑在無絨布上，單方向擦拭出光口。避免刮傷保
護鏡片。

需要的工具：吸塵器、刷子、無絨布、酒精/中性介面活性劑

4.1 清理機體
1. 以T10H        螺絲起子拆除X軸蓋板

2. 以無絨布將左右側的Y光軸以及X軸滑軌上的髒污擦拭乾淨 
    *注意不可使用水、酒精或其他介面活性劑擦拭此部分。

3. 以乾淨之無絨布沾取潤滑油，均勻塗抹左右側的Y光軸上以及X軸滑軌。

4. 將X軸蓋板鎖回，手動將雷射頭前後左右來回滑動數次。

4.2 潤滑保養

需要的工具：T10H螺絲起子、無絨布、潤滑油（ISOVG3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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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更換雷射卡匣

1. 以H2.5        螺絲起子拆下雷射卡匣右上角的螺絲

需要的工具：H2.5 螺絲起子
2. 小心將雷射卡匣垂直拿起

3. 將新的雷射卡匣對齊載台後垂直輕輕壓下 *如位置不對會無法裝入，
切勿強行實裝。

4. 將右上角螺絲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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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密迪板使用的膠與木材會影響加工品質，
部分密迪板可能還有甲醛，需注意。

5.1 規格表

5.2 材料表

Cubiio2

500 x 400 x 60 mm 620 x 490 x 60 mm

Cubiio2 Plus

尺寸
紙 >1mm

材料 雕刻 切割 說明

        紙為易燃物，加工速度太低有可能會產
生火焰。

實木 >3mm
實木材料的木紋及保護漆等因素會影響
加工品質。

壓克力 >3mm 不同顏色的壓克力可切割的深度不同。

合板 >3mm
不同合板使用的膠與木材會影響加工品質，
部分合板可能還有甲醛，需注意。

密迪板 >3mm

真皮 >1mm
加工真皮時會產生大量氣體，請確保通風。
      加工速度太低有可能產生火焰。

EVA 
泡棉

>5mm
常用於製作地墊或印章，少數無毒可以
安全雷射加工的材料。

6 kg 8 kg重量

300 x 220 x 10 mm 420 x 300 x 10 mm加工範圍 

0 - 30 ℃工作溫度範圍  

10 - 75 %工作溼度範圍 

<5W @ 450 nm雷射源  

AC 100-240 V , 60 W電源輸入

Wi-Fi with WPS (2.4GHz only) 連線方式

 可切斷/雕刻材質

請務必詳閱本材料表，避免加工禁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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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

頁岩 水泥 鋁陽極 非亮面304不鏽鋼 

紙 實木 壓克力 真皮

 可雕刻材質

禁用材料

PVC與其他含氯物質

說明

禁用材料，ABS雖然易於雷射加工，但不完全燃燒
時易產生致癌物，不建議一般用戶使用。

禁用材料，如卡典西德或人造皮等含氯物質加熱後
會產生鹽酸與戴奧辛等氣體，會危害健康並腐蝕機
器零件。

高反射材質
禁用材料，如鏡子、拋光金屬等材料可能將雷射光
從不預期的方向射出，造成危害。

壓力容器
禁用材料，如氣泡酒瓶、啤酒瓶、噴漆瓶等，雷射
造成的溫升或刻痕可能導致容器爆炸。

禁用材質

頁岩

材料 雕刻 切割 說明

常用於製作餐盤，雷射後會產生金黃色的
紋路。 

水泥 不同參數可呈現出不同的效果。

鋁陽極
染色後的陽極層可被雷射氣化或氧化，依
設定不同可呈現出不同的效果。

非亮面
304不鏽鋼 

僅5W 雷射卡匣可雕刻304不鏽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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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潛在的危害程度，雷射系統被分為8個等級：
1、1C、1M、2、2M、3R、B和4。
Cubiio2隸屬於最安全的第1類雷射，即正常使用下並不會造成危害：這是
透過封閉的保護罩與安全裝置所實現的，Cubiio2內含強烈可見光的第4類
雷射源，但正常使用下在並不會對保護罩外造成危害。

而第4類雷射對眼睛非常危險（完全失去視力），對皮膚非常危險（有灼傷
的危險）。同時其漫反射光也可能是危險的。使用此雷射時有發生火災的危
險。如果沒有防護裝置，其直射光或漫反射光對人員和物體均具有危險性。

請注意不當改裝將使1級安全性狀態無效，並可能導致有害光的洩漏。沒有
防護措施的情況下使用雷射可能導致以下風險：

請務必只在 Cubiio2 指定的條件下操作雷射。
切勿改裝或拆卸 Cubiio2。

眼睛：視網膜灼傷，完全失明

皮膚：燒傷

服裝：著火危險

5.3 雷射安全
Cubiio2 提供自由模式讓擁有雷射專業技能的用戶雕刻無法放入 Cubiio2 的
物體，在此模式下 Cubiio2 並非第1類雷射的安全狀態，並可能引發前一章
節所提到的各種危險，請務必熟讀並遵守以下注意事項後再開始操作。

安全鎖(或遠端互鎖)

雷射安全眼鏡(OD5+, 450nm)

滅火毯與滅火器

通風良好的室內空間

配戴口罩或配置粉塵過濾設備

不會反射/漫反射藍光的工作平面，如水泥地面

必要的工具與場所: 

1. 將電源線拔除，並將 Cubiio2 翻轉為底面朝上。

2. 以T10H螺絲起子拆除不鏽鋼底板上的8顆螺絲。

3. 將機器翻轉回正面，插入安全鎖(或遠端互鎖)。
    *未插入安全鎖前雷射不會在自由模式下出光

4. 戴上雷射安全眼鏡、戴上口罩或開啟粉塵過濾設備，並完備其他必要保護措施。

5. 依需求調整腳柱的高度，保持機體水平。

6. 正常開機操作。

開蓋雕刻流程:

5.4 大型物件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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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附錄



主機與雷射卡匣於到貨日一年保固期內，在正常使用情況下故障，將
提供完整的維修或換貨的服務。本保固條款之適用範圍，不包括產品
因非自然的外在因素所造成的損壞。

因人為破壞、錯誤使用、錯誤安裝、未授權行為(包含但不限於拆卸、
改裝、修改、駭入系統)

如有下列狀況發生，則不適用本保固條款：

包含但不限於雷擊、洪水、火災、戰爭等災害或電源問題所造成之損壞。

產品序號與保固貼紙缺損或不可辨識。

下列項目亦不在保固範圍之內:
1. 附贈的材料、配件、耗材(例如空氣濾芯)。

2. 表面損壞，如刮痕、凹痕、裂痕、凹陷。

3. 違反當地法律而取得及/或所使用之產品與服務。

4. 雷射卡匣因正常使用而自然發生之衰減消耗。雷射卡匣的輸出功率會隨著
使用時間增加而自然衰減，雷射卡匣故障的定義為完全不發光或衰減到額
定功率的50%以下，以製造商之雷射功率計為量測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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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er stamp

Date of purchase

    DD     /     MM     /      Y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