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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機

主機附件

9.  鑽機板手 10.  送料槽

11.  螺絲 x 4

12.  介子 x 8

13.  避震膠 x 2

14.  絲帽 x 4

15.  鑽頭匙 x 2

1.  鑽孔滾筒

2.  珠夾
3.  珠夾板手

4.  鑽頭

5.  機座

6.  送料槽螺絲7.  導柱8.  傳動帶



各配件主要功能 (動力馬達)

1. 鑽孔滾筒 – 用作帶動鑽頭轉動, 最高速可達每分鐘16,000轉。 

2. 珠夾 – 用作配套珍珠夾頭於適當位置。

3. 珠夾板手 – 用作控制珠夾夾緊或放鬆珍珠之動作。

4. 鑽頭 – 用作抓緊鑽針於適當位置。

5. 機座 – 用作承托主機於工作檯上以及減低開動主機時所產生之震動。

6. 送料槽螺絲 – 用作鎖緊送料槽於主機上。

7. 導柱 –用作調教兩邊鑽針於鑽孔時的最短距離, 以被免鑽孔時兩邊鑽針
發生碰撞。

8. 傳動帶 – 連接鑽孔馬達及動力馬達的傳動轆, 令鑽孔馬達產生身動力。 

9. 鑽機板手 –用作控制鑽孔馬達的活動範圍, 將珍珠鑽孔。

10. 送料槽 –用作盛載及傳送已鑽孔的珍珠。

11. 螺絲 –用作裝嵌鑽孔機於工作檯上。

12. 介子 –用作裝嵌鑽孔機於工作檯上。

13. 避震膠 –支持主機於工作檯上及減低開動主機時所產生的震動。 

14. 絲帽 –用作裝嵌鑽孔機於工作檯上。

15. 鑽頭匙 –用作將鑽針鎖緊於鑽頭上。



1.  傳動轆 x 2

2.  接線座蓋

3.  底座

4.  保護蓋

5.  踏板
6.  支架 x 2

7.  螺絲 x 4

8.  絲帽 x 8

9.  介子 x 4

動力馬逹

動力馬逹附件



各配件主要功能 (動力馬達)

1. 傳動轆 – 連接傳動帶以帶動鑽孔滾筒。

2. 接線座蓋 –用以保護接線座及防止漏電。

3. 底座 – 用於連接動力馬達在工作檯上。

4. 保護蓋 – 用以避免當鑽孔時, 傳動帶飛脫或有物件及捲進傳動轆中。

5. 踏板 – 以腳踏開關形式控制珠夾的動作。

6. 支架 – 用以將踏板連接於工作檯底部。

7. 螺絲 – 用作裝嵌動力馬達於工作檯上。

8. 絲帽 – 用作裝嵌動力馬達於工作檯上。

9. 介子 – 用作裝嵌動力馬達於工作檯上。



操作步驟

步驟一: 將送料槽裝上主機, 並用送料槽螺絲將其鎖定在主機上。(見圖一)

圖一

圖二

步驟二: 將鑽機板手裝在鑽孔機的後方。(見圖二)

步驟三: 因應不同的珍珠大小裝上適當的珠夾頭於珠夾上。

步驟四: 裝上適當的鑽針#於鑽頭上, 用鑽頭匙將其鎖緊。



將珠夾板手壓下少許, 並將鑽機板手推向最左邊 ; 調校鑽針(利用鑽
頭匙) 令兩支鑽針對中,當鑽機板手推到最左邊時,兩支鑽針須要保持
約有1mm 的距離。(見圖三)

步驟五:

警告:  請緊記於操作本機前必須完成此步驟! 
  否則開動鑽機時兩支鑽咀將會碰撞及損毀。

打開動力馬達的接線座蓋, 接上電源輸入線及調整金屬片的排列方法
以選擇適合當地之電壓。(見圖四)

步驟六:

圖三

圖四



金屬片

關閉調壓座蓋; 裝嵌鑽孔機及動力馬達於工作檯上。(見圖六。)步驟七:

注意:  
選擇電壓的金屬片排列方法可見於圖五, D1及D2是電源輸入端。

圖五

圖六

注意:  圖六所顯示之工作檯及開關制箱並不提供於此產品之內
  (須自備), 工作檯之參考尺寸請參閱附錄之圖表。



放置珍珠於兩夾頭之間, 踩下踏板將珍珠夾於夾頭之中。(見圖七)步驟八:

圖七

圖八

步驟九: 將鑽機板手拉往右端以確保鑽針離開珠夾。  

步驟十: 將電源插頭接好。*

步驟十一: “開啟”開關電制。

步驟十二: 將鑽機板手慢慢拉往左端並開始將珍珠鑽孔。(見圖八)



注意:  
如發現鑽孔機未能將珍珠鑽穿, 可調校位於鑽機右邊機底位置之保
贘螺絲 (見圖九) 以調整鑽孔時兩枚鑽針之間之保贘距離。

圖九

# 鑽針必須要先經打磨後才能使用, 否則不能鑽孔; 並會令鑽針斷掉! 
 鑽針之打磨方法及打磨後鑽針之參考圖樣請參閱附錄之圖表。

步驟十三: 繼續鑽孔直至鑽機板手拉往左端盡頭並將珍珠鑽穿。  

步驟十四:

步驟十五:

將鑽機板手拉回至右端及“關閉”開關電制。

鬆開踏板使珠夾打開, 已鑽孔之珍珠將會跌落送料槽上並運送往不同
的容器作儲存。

* 請注意 ! 

一. 請於使用前先仔細閱讀動力馬達上之規格標籤, 以確保電壓能於當地
 正常使用; 輸入不合適之電壓將會損毀鑽孔機並會造成危險! 

二. 請確保於接駁電源前先將開關制關上, 以防造成危險! 



附錄

圖十

鑽針樣本及尺寸圖則

圖十一 圖十二

工作檯面之尺寸圖則



附錄

圖十三

珍珠夾頭樣本

圖十四

鑽針尺寸圖則



產品應用規格

鑽孔直徑範圍  0.5 – 3.0 毫米 (本機不連鑽針, 請自備或另購)

可用珍珠尺寸(直徑) 2.0 – 14.0 毫米 (本機不連珍珠夾頭, 請自備或另購)

轉速    16,000 轉/分鐘

功率    200 瓦

電壓輸入   110伏 或 220伏 

主機+馬達淨重   23 千克

主機尺寸   340毫米 x 340毫米 x 180毫米 (長x濶x高)

* 注意 !

1. 此鑽孔機必須作出定期之檢查及維修‧

2. 如須長時間使用此鑽孔機, 建議應每隔四小時添加40號機油一次以確 
 保馬達轉動順暢及避免生銹‧

3. 此鑽孔機必須每日進行清潔以保持正常運作‧ 

4. 傳動帶必須每次進行清潔以保持鑽孔機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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