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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 警告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 

有关作业现场的注意事项 

●为了使您掌握所选机种的使用方法及安全操作,请务必阅读随机附

上的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本产品。 

●本安全操作注意规程属于一般安全性方面的说明书。为安全使用请

仔细阅读有关内容。 

●请绝对不要在指定用途以外使用电动螺丝刀及变压器。 

 

 

●要时常整理、整顿作业现场的周围。保持便于操作的生产作业环境。 

●电动螺丝刀等电动工具要避免阳光直射。 

●所使用的电压必须符合电动螺丝刀本体制造标牌上所指定的电压额

定值。 

●如果使用指定以外的电压的话机体将会发生故障诱发触电事故。 

 
１．为安全使用 

●为了能安全使用本产品、请必须按照下面注意事项及警告使用产品。 

●请不要以使用说明书指定以外的目的使用电动螺丝刀或变压器。是引起故障或事故

的原因。 

 

 

 

●使用变压器时请必须设置防漏电跳闸和安全跳闸。 

●请必须接上变压器以及HIOS电动螺丝刀的接地线以确保安全。 

●本产品为在100V电压下使用的产品，切勿在其他电压条件下使用。 

●本型号的电动螺丝刀为主机电源线一体型，任何部分如有异常，请不要自行拆开主

机，而应立即停止使用并交给厂家或经销商修理。 

●更换碳刷时，由于磨掉的碳粉致使绝缘效果降低，故请交给厂家或经销商进行维护

检查。一般每使用100万次或者每使用1年要做一次检查。 

 

 

●请绝对避免与指定电压以外的电源进行连接。万一发生触电事故或受伤等、本公司

不承担责任。 

●不要用湿手或带油的手操作电动螺丝刀。是引起感电事故或受伤的原因。而且因危

险请绝对避免用湿手触摸插头或AC插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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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生产作业时,聊天会使精神分散,集中力欠佳,是容易致伤引发

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在生产作业时请集中精神进行安全操作。 

●请勿用手触摸处于旋转状态下的电动螺丝刀的刀头尖端部。不然有

可能被卷入机内,造成事故。 

●如果戴着手套作业,有被卷入机内的可能性,因此绝对不能戴着手套

进行作业。 

 

●请一定要设置地线。 

●室外作业会存在始料不及的隐患,在各各方面都存在着危险。因此请

不要在露天的室外使用。 

 

 

●严守工作单位所规定的一天内的作业时间,请在此规定时间范围内

进行作业。 

●进行生产作业时,聊天会使精神分散,集中力欠佳,是容易致伤引发

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在生产作业时请集中精神进行安全操作。 

●即使在工作单位所规定的时间内进行作业,也会因作业条件等客观

原因的不同给手腕、胳膊、腰部造成一定的负担,成为引起肌肉及手

腕损伤的一大要因。请定时休息,不要勉强进行作业。 

 

●进行以下作业时,请一定要事先确认电动螺丝刀机体未接通电源。如

果在通电状态下进行以下操作的话将会致伤并有可能引发事故。 

●更换炭刷时 ●安装及卸下刀头时 ●安装及拆卸真空吸着部时 

●安装及拆卸套筒（真空吸着式）时 ●安装及拆卸弹簧吊绳时  

●安装及拆卸各种外围设备时  

●安装及拆卸其它附件时  ●离开生产作业现场时 

●长时间不需作业的情况下,请切断总电源。 

●长时间的连续作业或进行较大负荷作业时,电动螺丝刀机体会发热。

由于机体发热而对生产作业带来影响时,可采取以下措施:一种方法

是准备一台相同机种的备用电动螺丝刀,当机体发热时可交替使用。 

另一种方法是重新选择电动螺丝刀的机种,请选定符合作业条件的

相应机种。 

确保电气方面的安全 

为确保人身安全 

 
 
 
 
 
 
 
 
 
 
 
 
 
 
 
 
 
 
 
 
 
 
 
 
 
 
 
 
 
 
 
 
 
 

使用中的注意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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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过程中如出现转速不稳定、伴有异样音、断路开关起动的情 况、可能是发生了故障。

此时,请立即停止使用并交于专人进行修理。 

●刀头的尖端部是相当危险的部位,因此绝对不要将其对向人体。在作业以外时请取下刀头。 

●电动螺丝刀处于工作状态时请勿进行正反转切换,如要切换旋转方向请将电动螺丝刀停止后再

进行切换。 

●从插座上拔掉或插入电源线时,请务必手持插头拔掉或插入。如果  从插座上拔掉时随意拉扯

电源线的话,电源线则很有可能断裂而引发触电事故，这是相当危险的。 

●请不要给电源线施加过大的重量及压力。因此而产生的断线及电源线破损很有可能会造成触电

事故。 

●请将需作业的制品用夹具及固定装置将其牢牢固定后再进行拧装操作。如果作业中制品突然移

位则会伤及手及手指,是很危险的。 

●为确保安全使用本产品,请定期进行点检。 

●请选择无湿气,无尘的常温场所进行保存。 

●请将刀头与电动螺丝刀的电线从机体上卸下。 

●长期不使用时,请将附件从电动螺丝刀的机体上卸下，将附件存放于包装箱内保管。 

●本产品经长时间使用后,请定期进行点检。 

●请勿擅自拆卸、改造这是相当危险的。另外,经用户擅自拆卸改造的制品即使在保修期内也要

支付修理时所发生的费用。 

●用户可自行更换的维修部件为炭刷.以下机种的炭刷用户可以进行更换 

炭刷（VZ18-0480）：VZ-1820、VZ-1820PS、VZ-3012、VZ-3012PS、VZ-4506PS 

   （ACL10-0490）：VZ-1510、VZ-1510PS 

使用维修部件时请选用正牌产品.如需购买维修部 

 

 

 

 

株式会社ＨＩＯＳ 

好握速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太子路18号海景広場10D  TEL:+86 755-26674278 

总公司 东京都墨田区押上1-35-1 

TEL. 81-3-6661-8821   FAX. 81-3-6661-8828 



 4 

VZ-1510 拉杆起动式              VZ-1510PS 按压起动式  

 

 

２．各部分名称 

 

 
 
 
 
 
 

 
 
 
 
 

                      
         
 

                                  
 

                                       
 

 
 
 
 
 
                                                  
 
 
 
 
 
 
 
 

保护盖盒 

保护盖盒右转可从 

前取出 
刀头 

扭矩调整螺母连 

扭矩调整螺扣 

（扭矩调整用刻度） 

CCC认证编号电源线 ３m 

过滤箱 

 
 
 注意 

绝对不要拔出过滤箱两端的

电线。并且请绝对避免鲁莽

地拆卸等。 

正反转切换开关
FOR/OFF/REV 

接轴套环 

 

扭矩调节螺 

母保护盖      

钳位滤波器 

 
挂环 

＋ 碳刷    

- 碳刷    

- 碳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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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环 
正反转切换开关

FOR/OFF/REV 

刀头 

接轴套环 

 

 

 

 

 
 

扭矩调整螺母连 

拉杆起动方式          

VZ-1820            

VZ-3012            

                       

   

    

CCC认证编号电源线 ３m 

过滤箱 
 
 
 
 

注意 

绝对不要拔出过滤箱两端的

电线。并且请绝对避免鲁莽

地拆卸等。 

扭矩调节螺 

母保护盖      

保护盖盒 

保护盖盒右转可从 

前取出 

扭矩调整螺扣 

（扭矩调整用刻度） 

钳位滤波器 

 

按压起动方式 

VZ-1820PS 

VZ-3012PS 

VZ-4506PS 

   

    

＋ 碳刷    

- 碳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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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号 
VZ-1510 

VZ-1510PS 

VZ-1820 

VZ-1820PS 

VZ-3012 

VZ-3012PS 
VZ-4506PS 

输出扭矩

范围 

N・m 0.15 - 1.5 0.4 - 1.8 0.9 - 3 1 - 4.5 

（Kgf・cm） 1.5 - 15 4 - 18 9 - 30 10 - 45 

扭矩切換 无级调节 

额定无负载旋转速

度（r･p･m）±10% 

    
1,000 2,000 1,200 600 

适用螺丝 

(mm) 
小螺丝 2.0 - 4.0 2.6 - 4.0 3.0 - 5.0 3.0 - 5.0 

自攻螺丝 2.0 - 3.0 2.6 - 3.0 3.0 - 4.0 3.0 - 4.0 

尺寸（mm） 
握柄直径 φ33 φ37.8 φ37.8 φ37.8 

全長 236 276（280）＊ 276（280）＊ 2676（280）＊ 

重量 （g） 497 660 660 660 

适用刀头 HIOS H４或 

对边距5mm的

六角刀头  

HIOS H5和对

边距5mm的六

角刀头（两用

插口）六角形

对距6.35mm 

HIOS H5和对边

距5mm的六角

刀头（两用插

口）六角形对距

6.35mm 

 

六角形 

对距6.35mm 

螺丝刀电源线 m 3m 3m 3m 3m 
 
●（ ）：按压起动式  *：重量的表示包括电动螺丝刀电线全部 

●规格及外形设计今后可能会有部分变动，恕不另行通知 

 

型号 

刀头（各一个）  

碳刷 

 

固定用  

螺 丝 

 

扭矩调

整弹簧 
 HIOS 

六角刀头对边距

6.35mm 

VZ-1510 

VZ-1510PS 

H4+ #1φ4×40mm 

+ #2φ4×40mm 

 
1对 

 

 

紅色   

一个 

VZ-1820 

VZ-1820PS 

H5+ #1φ5×60mm 

+ #2φ5×60mm 
+ #1φ5×50mm 

+ #2φ５×50mm 

-   φ5×50mm 

1对 
圆头一支

2.6X5mm 

 

VZ-3012 

VZ-3012PS 

H5 +#1φ5×60mm 

+ #2φ5×60mm 
+ #1φ5×50mm 

+ #2φ5×50mm 

-   φ5×50mm 

1对 
圆头一支

2.6X5mm 

 

VZ-4506PS 

 

 + #1φ5×50mm 

+ #2φ5×50mm 

-   φ5×50mm 

1对 

  

４．规格 

 

３．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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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操作程序 

○操作程序 

（1） 请将合适的刀头安装在螺丝刀的前端。 

参照刀头安装方法（下一页） 

（2） 旋转扭矩调节螺母，调节扭矩。 

参照扭矩调整方法（下一页） 

 

（3） 使用前应先确认是否已将将正/反转开关设到OFF处。 

（4） 将电源插头插入AC100V插座。 

（5） 将正/反转开关置于FOR（正转）处，按下开关拉杆确认旋 

转方向。 

（注意）进行正/反转切换操作时，应松开开关拉杆，使其停转， 

然后将正/反转开关先置于OFF处再向反方向调节。 

 

（6） 将刀头置于螺丝头部，按下开关拉杆即可起动。 

      * 按压起动方式只是将刀头按到螺丝头部，螺丝刀即可起动 

并旋转。 

（7） 螺丝拧紧到设定的扭矩值时，在离合器的作用下旋转立即停 

止。将刀头从螺丝头移开后松开开关拉杆。这样可以反复 

进行稳定的螺丝拧紧作业。 

* 按压式只要将刀头从螺丝头处移开，开关自动关闭。 

（8） 另外，当要松开已拧紧的螺丝时，请将正/反转开关置到REV 

（反转）再起动螺丝刀。 

* 无法松动螺丝时请调节扭矩调节螺母调大扭矩。 

 

６．各部分的操作方法 

○刀头的安装方法 

  推上螺丝刀前端的连接轴套环插入刀头。装好后请试拉 

刀头确认是否会脱落。请使用刀杆形状与螺丝刀匹配的刀头。 

             参照前面关于附件的章节 

更换用刀头有各种型号，请根据需要选用。 

（注意）更换刀头时，特别是按压起动式螺丝刀必须切断电源或取 

下电源线再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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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角刀头 对边距5mm 

VZ-1820,VZ-1820PS,VZ-3012,VZ-3012PS电动螺丝刀的一个特征是可以兼用HIOS的φ

5的刀头和市场上有售的一般六角形对边距5.0mm的刀头。 

使用六角刀头时将附带的十字螺丝拧入刀头插口内侧，然后按下连接轴套环 

插入刀头。 

（注意）更换刀头时，必须将切换开关置于OFF处或拔下电源插头。 

 

●VZ-1820,VZ-1820PS,VZ-3012,VZ-3012PS机种可使用的刀头种类与 

注意事项 

 

 

 

 

 

 

 

 

 

 

 

 

 

 

 

 

 

 

 

 

 

 

 

 

 

（请注意） 

产品出厂时,做为附加零件的固定用螺丝被包装在内,但附加螺丝是没有塞进本体内的,

因此在使用 HIOS刀头φ5或对边距为 5mm的六角 W刀头时,要确认电动螺丝刀的本体内

＋螺丝(附加螺丝)没有被塞进。  ※ 如果＋螺丝被塞进则刀头会掉落。 

（请注意） 

使用对边距为 5mm 的六角刀头时,则需将＋螺丝(附加螺丝)牢固地拧装在

刀头盒口的内侧,然后再安装此刀头。 

※如果没有拧进＋螺丝,则刀头便不能得到固定, 

螺丝拧紧作业也会不稳定。 

将+调整螺丝稳固地塞进 

六角Ｗ刀头 对边距5mm 

HIOS刀头φ5 

对边5mm 

φ5 

对边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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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矩调整方法 

 电动螺丝刀上的扭矩调节刻度不是真正的扭矩值。刻度所代表 

的扭矩值请通过最后一页的输出扭矩曲线确认。 

 但是，由于螺丝或工件的材料不同，实际拧紧的扭矩和设定扭 

矩可能会有不同。该曲线只能作为读取扭矩时的参考。 

（1） 参考输出扭矩曲线，决定将扭矩调整螺母调整到什么位置。 

（2） 选定想要设定的刻度后，请转动扭矩调整螺母使其上边缘 

位于刻度的正上方。 

（3） 起动螺丝刀，拧紧螺丝并自动停止后确认螺丝的拧紧情况。 

（4） 螺丝紧固不足时就将扭矩调整螺母向上方旋转调整，若过 

紧就向下稍松开一些螺母。如此一边反复调整一边找到最佳位置。 

 

○ 已拧紧的螺丝的扭矩检测和电动螺丝刀的扭矩管理 

对于已拧紧螺丝的扭矩检测和电动螺丝刀的扭矩管理，建议使用HIOS的扭矩测量仪。 

* 测量已拧紧的螺丝的旋出扭矩和旋入扭矩时，・・・ ・ HDP型 

* 用于电动螺丝刀的扭矩设定，扭矩螺丝刀， 

扭矩扳手等的检测……HP型 

 

○ 更换碳刷 

·用一字螺丝刀将碳刷盖旋下。 

·碳刷表面为凹面，请注意插入的方向， 

以使凹面与转子面吻合。 

·更换期限以使用到碳刷的沟槽处为限。 

如果沟槽处已磨掉，请尽快更换碳刷。 

另外为了保证使用性能，建议尽早更换碳刷。 

 

·请注意不要将碳刷盖拧得过紧。 

 

（注意） 

·更换碳刷时请将电源插头拔下。 

·关于碳刷的建议 

  由于磨掉的碳粉会造成绝缘功能的降低，建议使用100万次后， 

或者使用1年后将电动螺丝刀交给厂家或经销商做检查及维护。 

●更换碳刷时, 2个位置(部件名称图中分别用⊕,⊖ 符号表示）的碳刷与新品同时交换。 

凹面 

＋ 碳刷    

- 碳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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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矩刻度 

紅 (添付) 

緑（装着） 

扭矩刻度 

扭矩刻度 扭矩刻度 

７．售后服务 

请务必通过购买时的经销商交付修理。 

  请参照下面表格尝试自行处理，如无法修复则请与销售商联系。  

故障 原因和处理 

1、有时不起动。 ·碳刷磨损得如何？ 

更换上新的碳刷。 

·是电源线断了吗？ 

  停止使用交付修理。 

2、扭矩弱，不能充分拧紧螺丝。 ·扭矩调节到正确位置了吗？ 

  请仔细观察输出扭矩曲线。 

·碳刷磨损得如何？ 

更换上新的碳刷。 

关于售后服务，有不明之处请与经销商或我公司售后服务部门联系。 

■输出扭矩曲线VZ系列（AC100V） 

 

 

 

 

 

 

 

 

 

 

 
 

 

 

 

 

 

 

 

 

 

 

黄 

白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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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RoHS相关 

下记是与中国RoHS2相关的表格。 

出口中囯的货物在接受中国海关检查时，请出示此份表格。 

 

另外，在产品以及产品的个装箱上也需附上"中国RoHS标记"。万一遇上没有标记的

紧急情况下，请剪下「中国RoHS标记」贴在产品以及个装箱上。或者直接咨询敝司

营业部。 

"中国RoHS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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