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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纤激光切割机用户手册

Ver: A171226.001

GTDi-3015H 高功率光纤激光切割机

GTDi-3015F 中功率光纤激光切割机（独立控制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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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Di-3015L中功率光纤激光切割机（一体柜）

GH-3015 全防护光纤激光切割机

GF-3015 A8 交换平台光纤激光切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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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3015 A80 管板一体光纤激光切割机

GL-3015L A6 双驱齿条光纤激光切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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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深圳市广天地数控设备有限公司是一家深圳市及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公司专注于高光雕刻和光纤激光切割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

及精工应用服务配套解决方案，有 100 多个产品已应用于多个行业，

公司自主创新研发“JIEKE”系列雕刻机、“杰锐克”、“GTDi”系

列光纤激光切割机已成为业内首选新秀。

产品从中国各省、市地区远销到沙特、埃及、意大利、英国、美

国、德国、印度、越南、缅甸、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孟加拉国、秘鲁、土耳其、澳大利亚、俄罗斯、西班牙等 60多

个国家和地区。公司现有 150 多名技术人员、50多名工程研发人员

及配套 15000 ㎡的研发与生产基地。

自 2008 年成立以来，十余载风雨挺立，依旧不忘初心，我们将

顺应当下时代，通过不断的创新，更好的支持各地区合作伙伴，助力

于中国智造的发展与壮大，立志发展成为国际性数控设备集团领导企

业。同时，将 JIEKE 雕刻机，杰锐克光纤激光切割机、GTDi 光纤切

割机打造成为行业领先品牌，客户首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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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设备维护

7.1.1 机床的日常维护

保养时段 维护保养内容 维护保养目的

每日

1、及时清除机床床身，切割头、传感器等部件上

的污物和灰尘

保持机床外观整洁（图 1）

2、及时清理机床内的易燃物如手套、碎布 防止切割中引起火灾

3、及时清理废料车中的废料 保证切割废料能够顺畅落下（图 2）

4、清理交换台轨道上面的碎铁屑 保证交换台正常工作（图 3）

5、断电状态下吹扫稳压器内部铜柱 保证稳压器正常工作（图 4）

6、开机前检查气体减压阀的压力是否正常 避免气压不足，影响工作台运行和切割质量

（图 5）

7、检查冷水机并清理过滤网 避免散热不良产生高温报警（图 6）

8、检查切割头各气管接头，冷却水接头是否有漏

气漏水现象

保证气体、冷却水能正常供给（图 7）

9、切割前检查保护镜和聚焦镜(可选)并及时清洁 保证切割质量和镜片的寿命

10、吹扫 Z 轴光电开关上的灰尘 避免出现 Z 轴限位报警（图 8）

每月

1、清理导轨和齿条表面油污，之后齿条喷上黄油，

用油枪打油

保证机床齿轮齿条润滑性良好，延长机床寿

命（图 9）

2、检查气控柜内的液压油泵油位是否正常，不足

时加润滑油 （美孚 2 号导轨润滑油）

保证导轨润滑良好（图 10）

3、用干燥的空气吹扫电控柜内部的灰尘 保证元器件的清洁，以免引起电气故障（图

11）

4、清除各轴行程开关上的污物 保证机床能够正常回原点（图 12）

5、拆卸并清理抽风机内部的碎屑 保证抽风机正常运行

每季度

1、检查机械传动部分螺丝是否紧固（包括固定切

割头的螺丝）

保证机器传动部分的正常运行（图 13）

2、更换冷水机的蒸馏水 保证冷却水的洁净度和冷却效果

备注：

1.为保证人身安全，以上请务必关机操作！

2.保养所需物料：
防锈剂 2 瓶

手喷黄油 1 瓶

碎麻布 1 公斤

手套 2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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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保养相关表格

光纤切割机保养记录表 年 月

保养时段 维护保养目标 保养记录

执

行

人

责

任

人

1 2 3 4 5 6 7 8 9 ~
2

5

2

6

2

7

2

8

2

9

3

0

3

1

每
日

机床

清理漏料车，如手套、碎布

检查辅助气、切割气气压

检查切割头各部件是否有漏气漏水

检查保护镜并及时清洁

清理交换台导轨上的碎铁屑

吹扫 Z轴光电开关上的灰尘

空压机 排油、排水

冷水机
吹扫过滤网，检查水路密封、水温、水
压是否达到要求

稳压器 吹扫内部铜柱上的灰尘

保养时段 维护保养目标 保养记录

执

行

人

责

任

人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每
月

机床

清理各轴齿条导轨油污，之后齿条喷上
黄油，用油枪打油

检查各限位开关是否有污损

检查气控柜油雾器油位是否正常，不足
时加注透平 1号油

空压机

卸下水分离器，排污阀清洗干净

卸下空气进气滤芯，用压缩空气吹扫

更换机油

冷水机

用清洗剂或肥皂水清洗过滤网上的污
垢，请勿使用苯类、酸类、磨粉、钢刷、
热水等清洗

检查水箱水质情况，若污浊必须马上更
换

抽风机 拆卸并清理抽风机内部积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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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时段 维护保养目标 保养记录

执

行

人

责

任

人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每
季
度

机床
检查机械传动部分螺丝是否紧固

检查各部位限位开关是否磨损

空压机

更换油气分离器滤芯

检查/调节旁通阀，必要时更换密封件

检查卸载阀，必要时更换密封件

冷水机 更换循环水，并清洗过滤网

稳压器

彻底清扫稳压器各部位，特别是电刷、接
触调压器的裸露部分、电刷滑动导轨，必
须用汽油与干棉布擦拭

更换已经磨损的电刷

调整链条松紧，稍微有点活动余地即可



第 5页 /共 23页

附图

图 1.吹扫防尘罩

图 2.清理废料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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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清理交换台导轨上的碎铁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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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吹扫稳压器内部的灰尘

图 5.检查气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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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检查水温、水压，清理过滤网

图 7.检查切割头处是否漏气、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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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吹扫 Z 轴光电限位开关

图 9.齿条、导轨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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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液压油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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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吹扫电柜内部

图 12.清除行程开关油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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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检查螺丝是否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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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切割头保养

7.2.1 光学镜片的保养注意事项

序号 保养注意事项内容

1

光学镜片（保护镜、聚焦镜等）正表面，决不能用手直接触摸，这样容易

造成镜面划伤。若镜面上有油渍或者灰尘，将严重影响镜片的使用，应及时对

镜片进行清洗。

2
光学镜片严禁使用水、洗洁精等清洗。镜片的表面镀有一层特殊的膜，若

使用这些来清洗镜片会损伤镜片的表面。

3 请勿将镜片放置在阴暗潮湿的地方，这样将会使镜片表面老化。

4
镜片表面沾有灰尘、污物、或者水汽，容易吸收激光造成镜片镀膜损坏；

轻则影响激光光束的质量，重则无激光光束产生。

5
镜片有损伤时，应及时送到供应商处进行修复，尽量不要使用已经损坏的

镜片，否则将会加速损坏本可修复的镜片。

6
在安装或者更换保护镜或者聚焦镜时，不要使用太大的压力，否则会引起

镜片的变形，从而影响光束的质量。

7.2.2 安装或者更换光学镜片的方法

序号 更换光学镜片方法的内容

1

安装光学镜片前要注意：穿戴干净，用肥皂或者洗洁精清洁双手，并戴上白

色干净轻薄的手套；严禁用手的任何部位接触镜片；取镜片时，应戴上手套，并

从镜片的侧面拿取，不要直接触摸到镜片镀膜表面上。

2

组装镜片时，不要用口对着镜片吹气；镜片应平稳放置在清洁的桌面上，下

面垫上几张镜头纸。取镜片时应尽量小心，防止碰伤和摔伤，并且在镜片的镀膜

表面，不准施加任何力；安装镜片的镜座应清洁干净，用干净的空气喷枪清理镜

座里的灰尘及污物，然后，将镜片取出，轻轻地放入镜座里。

3
在将镜片安装到镜座时，固定镜片不要用太大的力量，以免镜片变形，从而

影响光束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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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换光学镜片时的注意事项：从包装盒中取出镜片时要十分小心，防止碰伤

镜片；在包装纸未打开之前，不要向镜片上施加任何压力；从包装盒中取出反射

镜和聚焦镜时，应戴上干净的手套，从镜片的侧面拿取；取下镜片上的包装纸时，

应避免灰尘等物掉在镜片上；取出镜片后，用喷枪清除镜面上的灰尘，然后将镜

片放在光学镜片专用纸上；清除镜片支持架及固定架上的灰尘及污物，切忌组装

时其它异物掉在镜片上；安装镜片在镜座上时，不要过度用力，以免镜片变形；

镜片组装完成后，用干净的空气喷枪再次清除镜片上的灰尘及异物。

7.2.3 清洁镜片的步骤

不同的镜片，清洁的方法是不同的。当镜面是平面且无镜座时，使用镜头纸

清洁，例如清洁保护镜；当镜面是曲面或者镜面带镜座时，应使用棉签清洁，例

如清洁聚焦镜。

清洗镜片时，一定要非常小心，镜片清洗前，请看下面的注意事项：
A 拆装镜片

1、拿取镜片一定要戴指套或橡胶手套（如图 1），因为手上的污垢和油滴会

弄脏镜片，引起性能下降。注意拿镜片正确与错误方法（如图 1、图 2）.

图 1 图 2（错误）

注：不要用任何工具来拿取镜片，例如镊子等。

2. 拆装镜片的方法（如图 3），先将镜片压环取出放置在镜片纸上，在按图 1
将镜片取出放置在镜片纸上，安装反之（如图 5）。

图 3
注：不要把镜片放在粗糙或硬的表面，红外镜片很容易被刮伤。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9%95%8A%E5%AD%90&fr=qb_search_exp&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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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清洗镜片

1、轻柔地清洁轻的污染物（灰尘，指纹）用丙酮/无水乙醇（酒精）通过滴

管滴向镜片上的擦镜纸，拉动擦镜纸尽量快地划过表面（如图 4、图 5、图 6），
利于液体蒸发，不留下条纹。如果这一步不能除去污垢，继续第三步。

图 4图 5 图 6
注意：推荐用试剂级的丙酮或无水乙醇（酒精）。

2、适度地清洁中等的污染物（灰尘等）用酒精沾湿棉签或棉球，用很小的

力擦洗表面（如图 7），然后用干的棉签擦掉多余的酒精。接着用吹气球迅速帮

助酒精挥发（如图 8）。

图 7 图 8
注意：

1）只能用纸柄的棉签

2）用高质量的外科棉球

3）推荐用浓度 99.99%的无水乙醇（酒精）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4%B8%99%E9%85%AE&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4%B8%99%E9%85%AE&fr=qb_search_exp&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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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清洁镜片的步骤内容

1

用镜头纸清洁镜片的步骤：用吹气球吹掉镜片表面的灰尘；

用酒精或者镜头纸清洁镜片的表面，切忌用干燥的镜头纸直接

在镜面上拖拉，而应该将镜头纸平放在镜片的表面，滴上 2～

3 滴高纯度酒精或者高纯度丙酮，向操作者方向水平地将镜头

纸慢慢抽出，反复上述动作操作几次，直到镜面上干净为止；

若镜面非常脏时，可将镜头纸对折 2～3 次，反复上述步骤，

直到镜面干净为止。

2

用棉签清洁镜片的步骤：先用喷枪吹掉镜面上的灰尘；再

用干净的棉签去掉污物；用新的沾有高纯度酒精或者丙酮的棉

签从镜片中心沿圆周运动，擦洗镜片，每擦完一周后，换另一

干净棉签，重复上述操作，直到镜片干净为止，千万不要用已

经使用过的棉签来进行操作；用干净的布清洗镜片，去掉镜面

上的残痕，当心不要划伤镜面；将清洗好的镜片拿到光线充足

的地方观察，若镜片的反射情况良好，表明镜片已经清洁干净，

若镜片的反射情况不好，则要继续清洁镜片；将已经清洁好的

镜片，按照上面所述的方法，将镜片安置在镜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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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故障分析及排除方法

序号 故障现象 原因分析 排除方法

01 开不了机
电柜空开没合上

稳压器高\低压报警

合上电柜所有空开

检查供电电压及线路

02 主机不自动启动 主板电池老化 更换主板电池

03 伺服不启动 相序继电器保护,指示灯不亮 检查供电电压及线路

04 主机启动显示器无信号 VGA 视频线松动/损坏 重插/更换 VGA 线

05 冷水机报警
冷水机水压、水温异常

冷水机管路受损

注水或换水，清洗水箱

清洁冷水机过滤网和冷却网

检查管路是否破裂或折弯

重启冷水机

06 激光器报警/断光

水冷系统故障

气路系统故障

光学系统故障

供电系统故障

工艺参数设置错误

检查水冷温度、压力和管路

检查气路流量、压力和管路

检查保护镜是否受污染，光纤

头是否松动，激光器散热环境

是否良好

检查供电电压、稳定性

正确设置工艺参数

重启激光器

07 伺服器报警

机床发生碰撞

伺服动力线与编码线损坏

内部报警

查看机床内部环境,清理障碍

物

检查电缆线通断，确定断线后

更换

查看报警代码,根据说明查找

原因

08
抽风机异响

风机反转、缺相
调换风机动力线相序

检查风机三相供电电压

09 手动吹气不出气

喷嘴堵塞

软件界面高低压气体选择错误

气源压力低、容量不足

调压阀没有打开

电磁阀电缆断线

端子板继电器老化

电磁阀损坏，无响声或响声异

常

更换喷嘴

选择对应的气体进行吹气

更换气源

调节调压阀到额定压力

更换电磁阀电缆线

更换端子板继电器

更换电磁阀

10 不吹气有漏气声音
气管损坏

比例阀受污染

检查并更换气管

检查气源并清洁维修比例阀

11 切割过程不出气/出光
软件 PLC 过程出错/丢失

平台配置出错/丢失

通过双击备份文件恢复 PLC

过程/平台配置

12
浮头报警

标定异常

未标定

陶瓷环/喷嘴损坏

进行标定

更换陶瓷环/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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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器/传感器线/TTW 线损坏 检查电缆通断，确定损坏后更

换

13 变频器报警
工作台导轨存在杂物

工作台运行过冲

清理导轨杂物

拭擦接近开关的灰尘

紧固感应开关固定块

检查感应挡片是否松动

14 点击按钮工作台不切换

变频器报警

空气压力过低

软件”启动工作台”按钮未点亮

软件界面打开了对话框

软件 PLC 过程出错/丢失

平台配置出错/丢失

解除变频器报警

检查气路，加大气压到额定值

点亮”数控”-“启动工作台”
关闭软件界面的对话框

通过双击备份文件恢复 PLC

过程/平台配置

15
工作台/抽风气缸缩进缓

慢

空气压力不足

杂质堆积

气管损坏

气缸漏气

检查气路，加大气压到额定值

清理杂质

更换气管

更换气缸

16 工作台进出异响

工作台导轨存在杂物

工作台发生碰撞

链条松动

清理导轨杂物

调整工作台水平

调紧链条

17

打开软件出现大量报警/

误报警/加密狗失效

加工运动/效果异常

手动运动/停止异常

24V 开关电源保护/跳闸

软件配置参数丢失

系统中毒

运动控制卡松动

断电再上电，打上电柜所有空

开

通过双击备份文件恢复 PLC

过程/平台配置/用户配置

卸载 CYPCUT 软件-360 杀毒-

清理垃圾-重启-安装 CYPCUT

柏楚软件-恢复备份文件，或

者开机按 F11 进行一键还原

操作

重新插拔运动控制卡

18
主机开机蓝屏/无法进入

系统/乱码等
系统崩溃

开机按 F11 进行一键还原操

作

19
Z 轴限位报警

回原点异常

Z轴处于限位位置

槽型开关上存在杂质油污

Z轴限位电缆断线

槽型开关损坏

Z 轴往限位反方向移动

擦拭槽型开关上的污染物

检查电缆线通断，确定断线后

更换

更换槽型开关

20
X/Y 轴限位报警

回原点异常

X/Y 轴处于限位位置

三位机械开关上存在杂物

X/Y 轴限位电缆断线

三位机械开关损坏

X/Y 轴往限位反方向移动

清洁机械开关上的杂物

检查电缆线通断，确定断线后

更换

更换三位机械开关

21 气压压力报警 气源压力/容量不足 调节气源输出压力/更换气源

22 龙门偏差过大
龙门发生碰撞

编码器电缆磨损/接触不良

进行龙门初始化后回原点

检查电缆线通断，确定断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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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

23 切割头跟随误差过大
未标定

陶瓷环与喷嘴受污染

重新标定

清洗陶瓷环与喷嘴

24
红光偏弱/角度偏移/扩

散/消失

光纤头松动

同轴度发生变化

切割头发生碰撞

激光器报警

紧固光纤头

调同轴

调正切割头

消除报警重启激光器

25 空气二联件漏气
空气压≤0.4MPA

油杯松动

增大压力到额定值

拧紧油杯

26 气管爆裂 供气气压超出额定值 降低压力到额定值

27
鼠标/键盘失灵

手持盒失灵

电池没电

USB 驱动失败

硬件损坏

更换电池

重插 USB 接收器

更换硬件

28 网络连接超时 IP 地址段错误 手动设置本机 IP 地址

29 切割头发热严重
保护镜受污染

水冷系统出现故障

清洁保护镜

检查水冷温度、压力和管路

30 切割直线不直/圆弧不圆
发生机械碰撞,减速机松动

缺乏保养,齿轮齿条/导轨磨损

调整减速机松紧度

清洁保养齿轮齿条/导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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