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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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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图示

工作场地

安全警告

a) 请保持工作区域的明净整洁。零乱和昏暗的工
作区域可能引发事故。
b) 请不要在有爆炸危险的环境中使用设备，如有可
燃液体、气体或废屑的环境。工具发出的火星可
燃液体、气体或废屑的环境。
能引燃废屑和气体。
c) 使用电动工具时请使儿童和其他人远离。注意力
分散会导致您失去对设备的控制。

电击的危险
阅读操作手册/注意事项
戴好防护眼镜

安全用电手则

戴好耳朵防护装置
图示说明请参见操作说明书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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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功率
转速
最大转速*
抛光垫直径可达
重量（电源线、抛光垫除外）
安全防护等级

1200 W
400-2100 r/m
3000 r/m
150 mm
2.1 kg
/ II

* 电控元件故障时可能出现的最大转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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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特性

[1-1]
[1-2]
[1-3]
[1-4]
[1-5]
[1-6]
[1-7]

主轴停止
速度控制
锁紧按钮
启/停开关
滤网
辅助手柄
抛光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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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

该机设计用于漆面抛光。
出于电气安全的考虑，本机不能在潮湿的环境中
储放和工作，仅适用于干磨。

警告
对于因使用不当而引发的伤害和事故由用户自己
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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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安全规范

安全指南

警告！请阅读下列全部内容。
警告！请阅读下列全部内容。违反下列规
范的操作可能导致触电、烧伤或其他严重
伤害。警告中的“电动工具" 指代所有须连
接电线或电池供电（无绳）的电动工具。
请妥善保存使用说明书和其他附带文件。如机器
请妥善保存使用说明书和其他附带文件。
易主，请将这些文件一并交给新的所有人。

a) 设备的电源插头必须和插座吻合。在任何情况
下不可改变插头。接地电器不可使用通用的配
适插头。使用未加改装过的插头和合适的的插
适插头。
座会减少电击危险。
b) 请避免身体与接地物体接触， 如管道、暖气、
炉灶和电冰箱等。如果您的身体接地, 将会增加
炉灶和电冰箱等。
电击危险。
c) 将设备远离雨水和潮湿环境。电动设备进水会
增加电击危险。
d) 请不要将电缆挪做它用。 如提挂或拖拽工具。
将电缆远离热源、油渍、尖锐边缘或活动部件。
损坏或缠绕的电缆会增加电击危险。
e) 当您在户外使用电动工具, 请使用适合户外使用
的加长电缆。使用适合室外使用的加长电缆可
的加长电缆。
降低电击危险。

个人安全
a) 操作电动工具时注意力要集中。当您疲劳或受
药物、酒精、治疗影响时请不要使用工具。使
药物、酒精、治疗影响时请不要使用工具。
用工具时注意力的瞬间分散都可能引发严重的
伤害。
b) 请穿戴个人防护用品并始终带好防护眼罩。按
电动工具的形式和特点带好个人防护用品， 如
防尘面罩、防滑安全鞋、安全防护帽或噪音防
护耳罩，可减低受伤危险。
c) 请避免意外启动。在将插头插入插座前， 请确
认开关设定在“关”的位置。当您使用工具时将手
认开关设定在“关”的位置。
指放在开关上或将打开的设备插头插入插座，
可能引起事故。
d) 打开设备前， 请将调整工具或螺母扳手远离。
接触到转动的设备部件的工具或扳手可能引起
伤害。
e) 身体不要过于前倾。要保持一个适当的姿势，使
身体始终处于平衡状态。这样可保证您在非预期
身体始终处于平衡状态。
的情形下更好地操控设备。
f) 请穿着合适的服装。不要穿戴太宽大的衣服和
饰品。请将头发、衣服和手套远离正在运行的
部件。松垂的衣服饰品或长发可能被正在运作
部件。
的部件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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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当您安装吸尘器和集尘设备时请确保设备紧密
连接且规范使用。使用这些设备可减少因废屑
连接且规范使用。
而引发的危险。

电动工具的维护和使用
h) 请不要使设备过载。请根据您的使用要求正确选
用电动工具。选用适合的电动工具可使您更好更
用电动工具。
安全的完成预定的工作目标。
i) 不要使用开关损坏的电动工具。无法正常开关的
电动工具是危险的，必须进行维修。
j) 调节设备、更换配件或储存设备前, 请将插头
从插座拔出。这些安全措施可防止设备被意外
从插座拔出。
开动。
k) 请将不用的电动工具放在儿童接触不到的地方。
不允许不熟悉该产品及其操作规程的人使用该
设备。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人使用该机， 是很
设备。
危险的。
l) 注意设备保养。请及时检查可能影响工具正常运
转的各部件的配合情况、坏损情况及其他问题。
一旦发现问题，修复之后方可使用。很多事故都
是由保养不当的电动工具引起的。
m) 请保持刀具的锋利、清洁。精心保养的锋锐刀具
不容易钝刀且工作时易于操控。
n) 请选用符合上述使用要求的电动工具、附件和
刀具，并将实际的工作环境和将进行的操作考
虑在内。未按照上述使用要求使用电动工具可
虑在内。
能引发危险。

服务
a) 请保证只由授权的专业人士使用原装替换部件维
修您的设备。这将保证设备安全的持续性。
修您的设备。

5.2

本机相关安全须知

- 本机主要实现抛光机的功能。请认真阅读体会
随机附带的安全警告、操作指南、插图和说明
书。忽视下面这些操作说明可能会导致电击、
起火和/或严重的伤害。
- 不推荐使用该机进行诸如打磨、砂光、线性刷光
或切割操作。超出机器设计用途的操作可能会导
或切割操作。
致危险和造成人身伤害。
- 请勿使用不是专门开发并计划用于该机的附件。
否则安装到您的机器上的零部件不能保证无危
险运行。
- 附件的允许转速必须至少和机器上指定的最大
速度一样高。转速超过许可值的附件可能会破
速度一样高。
裂。
- 附件的外径和厚度必须在机器指定的尺寸范围
内。尺寸不正确的附件无法受足够保护或控
内。
制。
- 磨垫、法兰、支撑板和所有其它附件的内经必须
完全符合机器主轴。直径不合适的附件会失圆、
完全符合机器主轴。
过度振动，并导致失控。

- 请勿使用损坏的附件。使用之前，始终检查附件
是否有刻痕或裂缝，例如磨垫，并检查支撑板是
否有裂缝和过度磨损。每次机器掉落时，检查机
否有裂缝和过度磨损。
器和附件是否损坏，或者安装完好的附件。检查
和组装附件之后，确保所有人都在刀具旋转范围
之外，并以最大速度运行机器一分钟。在该测试
时间内，损坏的附件通常完全破裂。
- 佩戴个人保护装置。根据应用不同，使用防护罩
或护目镜。如果可能，请佩戴适用于防止小型研
磨部件或加工件撞击的呼吸面具、护耳器、安全
手套及工作围裙。护目镜必须能够阻挡由各种操
手套及工作围裙。
作引起的飞来的碎片。呼吸面具或设备必须能过
滤工作中产生的微粒。持续曝于大声的噪音可能
导致听力受损。
- 确保站在机器附近的人员与工作区域有一段安全
距离。工作区域的所有人员必须佩戴个人保护装
置。工作件或损坏的附件可能飞落，并导致工作
置。
区域外围的人员伤亡。
- 使电力电缆远离旋转部件。如果您失去控制，电
力电缆可能被切断或者被刺破，而且您的双手或
胳膊有被卷进旋转部件的危险。
- 在刀具完全停止之前请勿放下机器。旋转的工具
接触摆放面会使您失去对机器的控制。
- 随身携带工具的时候切勿启动。旋转的刀具可能
会意外抓住您的衣服，并导致严重的切伤。
- 定期清洁您机器上的排气口。冷却风扇将粉尘
吸入机器，过度沉积的金属粉尘会导致触电危
险。
- 请勿在可燃物质附近运转机器。火花可能会引
燃这些物质。
- 请勿使用必须经过液冷的刀具。水和其它液体制
冷剂可能导致潜在的致命电击。

反冲原因及预防方法
反冲是对于阻塞或者旋转磨垫、支撑板、碳刷或
其它附件卡住时的突然反应。阻塞或卡住导致旋
转附件迅速停止，由此，作为一种反作用，失
控的机器会在阻塞点以与附件相反的旋转方向加
速。例如，如果磨垫堵塞或者被工作件卡住，则
圆盘四周会在阻塞点刺入工作件表面，导致磨垫
脱落。根据磨垫在阻塞点的旋转方向不同，磨垫
会飞向或者飞离用户。这样会导致磨垫破裂。机
器使用不当和/或不正确的工作方法或操作会引
起反冲，严格遵守下列预防措施可以避免反冲发
生。
- 始终牢牢把持机器，使身体和胳膊位于您能控制
任何反冲力的位置。如果附带了手柄，请始终使
任何反冲力的位置。
用辅助手柄，确保在起动过程中能对反冲或反作
用扭矩。如果采取了合适的预防措施，用户可以
控制反作用扭矩。
- 请勿将您的双手放在旋转工具附近。工具会反
冲到您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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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站立在机器发生反冲时移动的位置。反冲
会使机器与处在阻塞点的磨垫转向相反的方向
加速。
- 当在角落、利边等附近工作时，请格外小心。
避免反冲并防止旋转体卡住。角落、利边或脱
避免反冲并防止旋转体卡住。
落的背缘会引起旋转体卡住，从而导致失控或
反冲。
- 不可安装锯链、刻刀或带齿的锯片。这类刀具经
常会导致反冲和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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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设置

警惕
在对机器进行任何操作之前要拔掉电源插头。

7.1

电子控制

该机全波段电子控制，具有如下特性：

平滑启动

抛光操作安全警告

电子控制的平滑启动确保启动时磨机不抖动。

- 不允许抛光机罩壳或线性附件自由活动。去除或
修复任何松动附件。活动的丝织物会缠住您的手
修复任何松动附件。
指或卷入工件造成危险。
- 抛光时，防止液体溅入机器。因为溅入得液体会
增加机械故障的几率。

速度调节

5.3

噪音和振幅

以下根据 EN 60745 标准测定的典型数据：
声压
81分贝
噪音
92分贝
测量的不确定容限
K=3 分贝

警惕
工作时产生的噪音可能会损害您的听觉。
▶ 请配戴防护耳罩！
以下为根据EN 60745标准测得的总振幅水平（三
向矢量）：
振幅（3轴）
机身
ah < 2.5 m/s²
辅助手柄
ah < 2.5 m/s²
不确定容限:
K = 1.5 m/s²
振幅数值（震动，噪音）是按照EN 60745规定的
测量标准进行测量而得出的，用于机器综合性能
的比较。同时也可以用于操作时震动和噪音幅值
的预估。
振幅值是针对于其指定的那些应用范围。而对于
其他用途或未进行充分的维护保养工作时其振幅
值可能会更高。为了使得这些数值在某一指定时
期更加精确应当将机器的待机和停机时间考虑进
去。这对于机器工作时降低负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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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连接与启动

警惕
电源电压与频率必须和机器铭牌所标示的一致。
开关 [1-4]是一个启/停开关（按下=启动，松脱=停
止）
按下锁钮 [1-2]可实现机器的连续工作。再次按下
该钮，持续工作模式消除。

您可使用调速旋钮[1-3]在600到 2100r/m 的范围
内进行调速。 这样一来，便于您根据不同的材料
选择不同的磨削速度(见表)。
该机有一个加速开关：随着施加在启/停开关上压
力的增大工具转速也相应增大。这个速度可根据
需要在400r/min与调速旋钮预选速度之间进行调
节。
应用
普通抛光
抛光敏感表面
高光度表面抛光

转速设定
1-2
3-4
5-6

恒速
电子控制功能可确保工具无论在空载还是负载情
形下始终按照您预先设定的速度工作，保持不
变。

温度控制
如果电机运行温度过高，动力供应和速度就会降
低。此时较低的能量会通过电机风扇加速冷却。
当电机温度降下来以后，磨机又会自动加速。

过载保护
限流可防止在极端过载情况下出现过大电流消
耗。这样会导致马达转速下降。负载解除后马达
会立刻重启。

7.2

安装抛光垫

在特定的最高转速作业时只能使用合适的抛光
垫。
抛光垫上的M 14连接螺栓可直接旋入抛光机主
轴。

步骤
▶ 按下主轴停止按钮[2-1]。
▶ 在按住按钮的同时，旋转主轴 [2-3]至其锁紧位
锁死。
▶ 将抛光垫 [2-2]装上或卸下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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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安装抛光附件

清洁滤网

搭扣贴合是一种快速简便的连接系统，可以方便
快捷的将抛光附件（毛毡、海绵和羊毛球等）贴
合在抛光垫 [1-7]上。

▶ 要定期清洁工具两侧的滤网 [4-1]。
▶ 如果滤网污垢严重，请松开螺丝 [4-2]，拆下滤
网并借助吸尘器或压缩气清洁。

7.4

10

安装辅助手柄

辅助手柄[3-1]可以根据需要安装在机头的左右两
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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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指导

▶ 如果机器不能平滑启动或工作时不能调速说明电
子控制元件已出现故障，此时请不要继续使用机
器，防止机器转速失控。
▶ 工作时请不要过于用力压抛光机，这会使抛光机
过载！适当的压力可以得到完美的打磨表面。打
磨的质量主要取决于选用正确的打磨材料。
▶ 请用双手抓握机器，一只手握住机身，另一只
手把握机头或辅助手柄[1-6]，以确保安全平稳
的操控机器。
ⓘ 位于[3-2] 的橡胶支撑点在机器掉落时具有安全
防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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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保养

警惕
- 在对抛光机维修保养前要拔下电源插头，切
断电源。
- 任何需要打开马达机壳的保养和维修工作只能
由费斯托授权的客户服务部门进行。
任何时候都要保持马达外壳上通气口的清洁及畅
通以保证足够的空气循环量。
该机所配备的特殊碳刷具有自动断路功能，当其
消耗殆尽时，就会迫使马达自动停止。

附件

仅可使用与机器配套的Festool原厂配件和消耗
品，因为这些系统组件都经过专门的设计。如果
选用其他厂商供应的配件及辅料将会对你的工作
质量及日后的质量索赔产生不利影响，而且机器
磨损和您个人的工作量可能会增加。所以，为切
实保护您及机器的长远利益，并且更好的维护您
的保修索赔权利，请使用Festool原厂配件及辅料!
仅限于使用Festool原厂抛光垫。低质抛光垫可能
导致机器失去动平衡，抛光质量下降和增加机器
磨损。
附件和工具的订购可以在festool网站的目录下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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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

对所有Festool工具的材料和制造缺陷，我们提
供12个月的保修（以发票和出货单为依据）。
由于正常磨损、过载、不遵守操作说明书的错误
操作、使用者人为损坏或购买时就已确认有质量
问题的不在保修范围内。只有在机器未被拆卸，
且完整的送达供货商或FESTOOL服务部门的前
提下，投诉才会被接受。请妥善保管好使用说明
书、安全注意事项、备件列表和购买凭证。

备注
由于费斯托一贯奉行的不断研究和开发的宗旨，
我们保留对此资料中技术数据变更的权利。

图特斯工具系统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总部
上海浦东康桥工业区康桥东路1159弄51-1号
邮编：201315
电话：021-68182687
传真：021-68182690

http://www.festool.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