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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打标机



如今，又迈入全新的领域。

高输出 耐环境
能适应苛刻环境条件的强韧机身实现深层雕刻和高速刻印的高功率

金属专用

1999年在世界上率先推出光纤激光打标机(FAYb激光※)。

之后仍坚持不懈地追求最新技术，为激光打标机领域的发展做出贡献。

以前所未有的高输出著称的FAYb激光打标机[LP-S系列]

发挥FAYb激光独有的特点，在苛刻的环境条件下也可进行深度刻印。

这是长年在光纤激光打标机方面追求精益求精的松下电器提出的新方案。

※FAYb：Fiber Amplified Ytterblum的简称

凸轮轴 引擎阀门 轴承 连杆

FAYb LASER MARKER



如今，又迈入全新的领域。

高输出 耐环境
能适应苛刻环境条件的强韧机身实现深层雕刻和高速刻印的高功率

金属专用

1999年在世界上率先推出光纤激光刻印机(FAYb激光※)。

之后仍坚持不懈地追求最新技术，为激光刻印机领域的发展做出贡献。

以前所未有的高输出著称的FAYb激光刻印机[LP-S系列]

发挥FAYb激光独有的特点，在苛刻的环境条件下也可进行深度刻印。

这是长年在光纤激光刻印机方面追求精益求精的松下电器提出的新方案。

※FAYb：Fiber Amplified Ytterblum的简称

凸轮轴 引擎阀门 轴承 连杆

FAYb LASER MARKER



对工件施加的能量越大，刻印、加工就会变得[越快]、[越深]。

LP-S500配备有高输出激光。

通过缩短刻印时间来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性。

达到本公司最高输出功率的42W激光刻印机※。

此机型为高输出机型，适用于金属上的深层雕刻和黑色刻印等需要强大功率的刻印。

还可推广到切割等加工用途。

※LP-S500。激光输出稳定性调整为±5%以内。

※因工件而异。

高输出
实现深层

雕刻和高速刻印

的高功率

通过高速来提高生产性

摇臂

以往机型(20W) [同等时间内实现了约为以往2倍的深层雕刻※]

曲轴 立铣刀 链条

控制器 放射头

主振荡器

镱 激光

←光纤传输线缆

微弱的脉冲激光在通过光纤的过程中吸收低输出LD的光，然后增幅。

低输出LD 低输出LD

低输出LD 低输出LD

发振示意图

以 42W 的高功率实现了在金属工件上高速深层刻印。更快速、更鲜明。

另外，在轴承和工具等精密金属部品上还可实现黑色印字。

利用高输出实现的深层雕刻性能

FAYb激光的发振原理
[FAYb激光]是指主振荡器发出的微弱的激光通过添加有

Yb(镱)元素的光纤内，从而实现增幅，输出较强激光的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方式。

高效率、节能
由于FAYb激光是在光纤内使激光增幅，因此减少了转

换损失，实现了约50%的卓越的光-光转换率。其所采

用的结构在实现高输出的同时还降低消耗功率，有助于

削减CO2的排放量。

光纤激光
单元

■雕刻部位的截面图

↑
深
度

时间→

■高速、深层刻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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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沫均不会侵入内部

采用卓越的机构设计和高品质的保护部品，从而实现了[IP67G]，打造出坚固的机身。

首次※1在激光刻印机业内实现了[IP67G]的保护构造※2，

具有强大的环境适应性，能够适应有灰尘、尘埃、水滴、油雾等制造现场的苛刻环境。
采用独特构造实现[IP67G]

※1 ： 截止到 2010 年 12 月 依据本公司的调查

※2 ： 仅限放射头

耐环境
能适应苛刻

环境条件的

强韧机身

卓越的机构设计
通过采用独特的设计，从而成功地减少了筐体的联结点。利用密封胶水和衬垫牢靠地封闭

为数不多的联结点和螺丝孔。使施加在衬垫上的压力保持恒定，从而保持更坚固的密闭性。

另外，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冷却效率，从而在实现高输出的同时，实现了完全空冷的无风

扇头部。

高品质的保护部品
采用了吸水性较小、且具有卓越的耐油性的无缝衬垫。连接器部位当然也具备防尘、防水、

耐油的功能。透镜部配备有防护玻璃。

什么是IP?

[IP6X]……粉尘不会侵入内部(完全防止)
[IPX7]……在规定条件下即使浸入水中，水分也不会侵入内部

[G] ………针对JIS标准规定的油采取的保护构造，任何方向的油滴、

IP是指保护产品不受水、人体及固体异物影响的程度。

依据JIS/IEC标准。

透镜防护玻璃 无缝衬垫

防尘、防水、耐油的连接器密封垫圈(用于螺丝孔的衬垫)

■示意图

※JIS/IEC标准规定条件下的防尘、防水构造。另外，关于耐油性能，对具有代表

  性的润滑油、切削油实施了性能评价，并非对应所有种类的油。

※为发挥本产品的耐环境性能，需要正确地安装各个部品。

※详情请参照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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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事先确认动作。

标准配备USB接口

可拆卸式光纤单元

飞跃性地提高设备设计的自由度

可对刻印数据进行简单设定的免费软件。简单地操作鼠标，便可设计出所需要的

刻印布局。即使是脱机工作，也可编制数据，因此只要使用办公室的计算机，即

可在无需停止激光刻印机工作的状态下进行设定。另外，通过连接激光刻印机和

计算机，不仅可确认工作情况，还可确认I/O监控和报错履历。

计算机

在办公室也可进行设定

只需连接市售的监控器和鼠标，即可对激光刻印机进行操作。如果使用现有的监

控器和鼠标，则无需花费多余的设备费用。另外，如将监控器安装在便于查看的

场所，则在相距较远的位置既可查看正在刻印的内容，也能方便地确认刻印内容

的改变时的情况。

※需要事先确认动作

显示屏&鼠标

通过大画面来确认刻印内容

采用了彩色触摸屏式控制台，即使是不熟悉机械操作的人员也可方便地操作。

直观明了的软件构成，可顺畅地访问任何设定画面。无论是手持操作，还是安装

在设备上操作，这款设计都考虑到了使用便利性和人体工程学。

触摸屏式控制台

实现简单操作

选 件

配备有丰富多彩的功能

出于安全性考虑而内设的各种功能

通过实时测量刻印过程中

的能量，从而有助于实现

刻印品质的稳定。

测量刻印

能量的功能

放心

始终对刻印触发信号和激光输出进行监控，从而即使发

生错误地将线缆断线的情况，仍可自动地关闭激光发射。

是可将事故防范于未然的具备安全性设计的功能。

输出异常时关闭激光安全

可简单地确认当前的激光输出值。

检查设备时可有效管理数值。

测量输出功能放心

内部快门打开

待机

内部快门关闭

正在激发

正在照射激光

正在刻印

激光放射工作指示灯安全

配备紧急停止开关安全

透镜防护玻璃放心

插图为示意图

便利性
业内首创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可拆卸式光纤单元机构，使得

设备设计更加自由

放心、安全性

操作性

触摸屏式控制台

※画面为嵌入式

因为可拆卸，所以…

有利于节省设备空间、削减成本！

组装设备时的施工变得更加简单！

运输设备时的分解变得更加简单！

激光刻印机的维护变得更加容易！

[可拆卸式光纤单元的优点：]

■可拆卸式光纤单元的示意图

标准配备电力监控器
■安装、拆卸光纤单元的模式图

扫描器单元 光纤单元

隔板部分 采用独特的隔板构造※2，即使拆下光纤单元，也可

防止灰尘侵入隔板内部。

※1 ：
※2 ：

采用独特的设计，使得光纤单元可从扫

描器单元上拆下。这是光纤激光刻印机

业内首创※1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构。

因为可拆卸，所以便于组装到设备上，

飞跃性地提高了设备设计的自由度和施

工性。

放射头配备有显示激光放射工作状态的3色指示灯。可一目了

然地掌握激光的工作状态和内部快门的工作状态，是一项顾

及安全的功能。

在激光射出口外侧配备有防护玻璃。保护激光射出口免受污渍、

伤痕侵扰，有利于稳定地工作。

在控制器前面标准配备紧急停止开关。即使发生意外，也可立

即停止激光。

可将设定内容保存到市售的USB存储

器中，因此还可对刻印条件进行备份，

或复制到多个激光刻印机。

截止到2010年12月 依据本公司的调查

IP67G为正确地安装光纤单元及连接器

部等状态下的保护构造。拆卸部位和隔

板部位附有灰尘时，可能会对刻印性能

产生影响，因此请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下

安装、拆卸光纤单元。另外，安装、拆

卸时请务必切断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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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器单元上拆下。这是光纤激光刻印机

业内首创※1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结构。

因为可拆卸，所以便于组装到设备上，

飞跃性地提高了设备设计的自由度和施

工性。

放射头配备有显示激光放射工作状态的3色指示灯。可一目了

然地掌握激光的工作状态和内部快门的工作状态，是一项顾

及安全的功能。

在激光射出口外侧配备有防护玻璃。保护激光射出口免受污渍、

伤痕侵扰，有利于稳定地工作。

在控制器前面标准配备紧急停止开关。即使发生意外，也可立

即停止激光。

可将设定内容保存到市售的USB存储

器中，因此还可对刻印条件进行备份，

或复制到多个激光刻印机。

截止到2010年12月 依据本公司的调查

IP67G为正确地安装光纤单元及连接器

部等状态下的保护构造。拆卸部位和隔

板部位附有灰尘时，可能会对刻印性能

产生影响，因此请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下

安装、拆卸光纤单元。另外，安装、拆

卸时请务必切断电源。



对应较广区域的3D控制激光刻印机短脉冲激光刻印机，实现鲜明的树脂着色刻印

放射头

控制器 触摸屏式控制台P-ADP40(另售)

LP-ZLP-V
充分发挥受热影响较少的短脉冲激光的

特性，可实现如同印刷般美观的树脂着

色刻印。

配备3D机构，可在高度差、曲面、倾斜、

球面等上刻印。330mm的刻印区域，可

对应大型工件或者一次性对应一模几出

的工件。有利于提高生产性。

FAYb激光刻印机的阵容

气缸块

工具(超硬)

压力变换器

镊子

活塞环

医疗器具

IC 树脂成型品 轴承(黑色、曲面刻印) 树脂成型品(着色、高度差刻印)

SERIES SERIES

刻印示例 主要规格

外形尺寸图 ［单位：mm］

备有四大系列：LP-S系列、LP-Z系列、LP-V系列、LP-W系列。

满足各种用途的需求。包括传统机型LP-F系列在内，确保兼容性。

【注 意】�

关于激光

关于维护

推荐使用吸尘器

试验油一览 非水溶性切削油

水溶性切削油

Yushiron cut ABAS BM405
Daphne Alpha Cool EWYushiroken EC50T5

润滑油

机油

Cosmo Allpus 32Super Marupus DX2
Daphne Mechanic Oil 46

试验油分类 商品名称 试验油分类 商品名称

【关于防尘、防水、耐油】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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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96222234.7

4-   30

130

97.5200

45

390(170)

(28.8)

300

97.5200

(27)

(25.5)

光纤电缆
2.8m

4-M5螺丝深度7(相对面同样)

2.5(注2)

397.5

11(橡胶支脚)

48.8

225

35.5

367.5

220

49

289.5

(注1)连接扫描器单元时需要拆下。

(注2)未安装橡胶支脚状态下的凸出部的高度。另外，橡胶支脚可更换使用到任意一个侧面。

113
87

激光放射显示灯

117114

362.5

(50)

F.G.

(18.5)

电源连接器信号连接器

(391)190

(19.4)

160

67

17

(  13)

(  7)

头部电源/头部控制电缆3.5m
最小弯曲R100

光纤电缆2.8m
最小弯曲R70

刻印中心

刻印范围90×90

215

40

40

3.5

47.5

30

109
404040 40

64
6060

69

+0.05
+0.024　　　×5长孔深度8

水平方向长孔

26 导视光射出口

10×M6螺丝深度7
4H7深度8

■光纤单元(拆卸时)

94

(71) (417)
69 25

83

扩幅器盖(注1)

4-M4固定用螺母、深度6
(嵌式螺母)

用来固定笔架的螺母
M4、深度6(左右两侧)

连接控制器的电缆(2.8m)

本产品的头部具有JIS/IEC保护等级IP67的防尘、防水性能，对JIS标准IPXXG及一部分润滑油、切削油具有耐油性能。(控制器部分除外)按照规定的环境、时间、方法实施试验，并非对所有环境下的
防尘、防水、耐油性能做出保证。试验方法的详细内容请参照JIS C 0920(IEC 60529)。另外，对于耐油性能，只对具有代表性的润滑油、切削油(参照下表)实施了性能评价，因油的种类不同，有时
可能无法发挥性能。
仅在正确地安装了光纤单元/连接器/用于焦点调整功能的盖板/透镜防护玻璃的状态下，保护构造可发挥性能。
虽然实现了保护构造，但是无法在水中/油中使用。

·本产品相当于JIS标准的等级4激光。请注意避免目视或接触激光的直射光及其反射光，请根据标准内容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

·产品上粘贴有右侧所示的标签。右图为LP-S500上粘贴的标签。标签内容因型号而异。(本样本内的产品照片上未粘贴)
·由于激光为红外光，因此肉眼是看不到的。激光振动时，请尤其注意。

·空气过滤器……为确保空冷效果，请定期清洗安装在本产品上的空气过滤器。

·激光射出口……激光射出口附着有垃圾和污渍等时，可能会对刻印品质产生不良影响，或者对激光刻印机造

                成严重损坏。请定期清扫激光射出口。

·因刻印对象物不同，刻印时，可能会产生有害气体和烟雾，对人体和激光刻印机产生不良影响。

  另外，因激光会被烟雾反射/吸收，因此可能会对刻印品质产生不良影响。使用激光刻印机时，建议安装吸

  尘器。

※详细情况，请向营业担当人员咨询。

LP-S505CHN
LP-S205CHN

A

B

C

D

40.5

350

106

LP-S500
LP-S200CHN

19.4

190

87

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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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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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 160×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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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头

控制器 触摸屏式控制台P-ADP40(另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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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受热影响较少的短脉冲激光的

特性，可实现如同印刷般美观的树脂着

色刻印。

配备3D机构，可在高度差、曲面、倾斜、

球面等上刻印。330mm的刻印区域，可

对应大型工件或者一次性对应一模几出

的工件。有利于提高生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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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超硬)

压力变换器

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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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具

IC 树脂成型品 轴承(黑色、曲面刻印) 树脂成型品(着色、高度差刻印)

SERIES SERIES

刻印示例 主要规格

外形尺寸图 ［单位：mm］

备有四大系列：LP-S系列、LP-Z系列、LP-V系列、LP-W系列。

满足各种用途的需求。包括传统机型LP-F系列在内，确保兼容性。

【注 意】�

关于激光

关于维护

推荐使用吸尘器

试验油一览 非水溶性切削油

水溶性切削油

Yushiron cut ABAS BM405
Daphne Alpha Cool EWYushiroken EC50T5

润滑油

机油

Cosmo Allpus 32Super Marupus DX2
Daphne Mechanic Oil 46

试验油分类 商品名称 试验油分类 商品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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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产品的头部具有JIS/IEC保护等级IP67的防尘、防水性能，对JIS标准IPXXG及一部分润滑油、切削油具有耐油性能。(控制器部分除外)按照规定的环境、时间、方法实施试验，并非对所有环境下的
防尘、防水、耐油性能做出保证。试验方法的详细内容请参照JIS C 0920(IEC 60529)。另外，对于耐油性能，只对具有代表性的润滑油、切削油(参照下表)实施了性能评价，因油的种类不同，有时
可能无法发挥性能。
仅在正确地安装了光纤单元/连接器/用于焦点调整功能的盖板/透镜防护玻璃的状态下，保护构造可发挥性能。
虽然实现了保护构造，但是无法在水中/油中使用。

·本产品相当于JIS标准的等级4激光。请注意避免目视或接触激光的直射光及其反射光，请根据标准内容采取适当的安全措施。

·产品上粘贴有右侧所示的标签。右图为LP-S500上粘贴的标签。标签内容因型号而异。(本样本内的产品照片上未粘贴)
·由于激光为红外光，因此肉眼是看不到的。激光振动时，请尤其注意。

·空气过滤器……为确保空冷效果，请定期清洗安装在本产品上的空气过滤器。

·激光射出口……激光射出口附着有垃圾和污渍等时，可能会对刻印品质产生不良影响，或者对激光刻印机造

                成严重损坏。请定期清扫激光射出口。

·因刻印对象物不同，刻印时，可能会产生有害气体和烟雾，对人体和激光刻印机产生不良影响。

  另外，因激光会被烟雾反射/吸收，因此可能会对刻印品质产生不良影响。使用激光刻印机时，建议安装吸

  尘器。

※详细情况，请向营业担当人员咨询。

LP-S505CHN
LP-S205CHN

A

B

C

D

40.5

350

106

LP-S500
LP-S200CHN

19.4

190

87

90×90

LP-S502CHN
LP-S202CHN

22.1

130

92

55×55 160×160

产品型号
LP-S500 LP-S200

LP-S500
(通用型)

LP-S502CHN
(小光点型)

LP-S505CHN
(宽区域型)

LP-S200CHN
(通用型)

LP-S202CHN
(小光点型)

LP-S205CHN
(宽区域型)

工件间距 190mm 130mm 350mm 190mm 130mm 350mm
刻印激光 Yb：光纤型激光λ=1064nm 4级激光产品

平均输出 42W(±5％)脉冲振荡 17W(±5％)脉冲振荡

导视激光 半导体激光λ=655nm 2级激光产品

刻印范围 90×90mm 55×55mm 160×160mm 90×90mm 55×55mm 160×160mm
扫描方式 Galvano-Scanning方式

文字设定(文字高度、宽度) 0.1～90mm※2 0.1～55mm※2 0.1～160mm※2 0.1～90mm※2 0.1～55mm※2 0.1～160mm※2

刻印间隔(文字间隔、行间距)
0～90mm※2 0～55mm※2 0～160mm※2 0～90mm※2 0～55mm※2 0～160mm※2

扇形：-180°～+180°※3

文字排列 直线状、成比例的、均匀排列、扇形

文字种类 英文大写、英文小写、数字、片假名、平假名、汉字(JIS第一·第二水准)、符号、用户注册文字(可设定50种)
条形码 CODE39、CODE128、ITF、NW-7、JAN/UPC、RSS-14(GS1 DataBar)、RSS(GS1 DataBar) Limited、RSS(GS1 DataBar) Expanded
二维码 QR代码、微型QR代码、SQRC(安全QR码) ※4, 数据矩阵、GS1数据矩阵

组合码 RSS-14(GS1 DataBar) CC-A、RSS-14(GS1 DataBar) Stacked CC-A、RSS(GS1 DataBar) Limited CC-A、UCC／EAN COMPOSITE等
输入输出 输入终端、输出终端、I/O接口

接口 RS-232C、Ethernet
冷却方式 放射头：自然空气冷却、控制器：强制空气冷却

电源电压 90～132V AC或180～264V AC(自动切换)、50／60Hz
消耗电力 530VA以下(100V AC时)、650VA以下(200V AC时) 330VA以下(100V AC时)、450VA以下(200V AC时)
保护构造 放射头：IP67G

适用环境温度※5 放射头、控制器均为0～+40℃
保管环境温度※5 放射头、控制器均为-10～+60℃
适用环境湿度※5 放射头、控制器均为35～85%RH
国外适用标准 FDA标准、CE标记※7

重量
放射头 7.5kg 7.5kg 8kg 7.5kg 7.5kg 8kg
控制器 25kg 24kg

Laser Marker Utility适用OS※6 Microsoft Windows® 7 Professional(32位)／Vista Business(32位)／XP Home Edition／XP Professional(均为日文版)
※1：工件间距，每个产品约有±0.5mm(宽区域型为±2mm)的个体误差。※2：按照0.001mm的间隔进行设定。※3：按照0.01°的间隔进行设定。※4：选件。※5：应无结露和结冰。
※6：关于收录软件的详情，敬请垂询。Windows® 7 Professional／Vista Business／XP Home Edition／XP Professional均为美国微软公司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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