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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購買.  本產品有許多獨家的設計, 即使您已熟悉其它品牌的夾盤, 也請在使用之前

研讀本說明書, 以充分了解本產品的正確使用方式.  務請保留此說明書. 

台灣地區經銷及說明書編譯: 大司有限公司  www.dastoo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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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司齒輪式連動夾盤組使用說明書大司齒輪式連動夾盤組使用說明書大司齒輪式連動夾盤組使用說明書大司齒輪式連動夾盤組使用說明書    

DAS Scroll Chuck System    

                90mm 大螺牙盤爪                               夾盤頭                        80mm 長頸盤爪 

 

 

 

 

 

 

                                   中心牙                          

                                                                                                             80mm 階段式盤爪 

                                                                             80mm 螺牙盤爪                              

 

 

 

 

齒輪式扳手                                                 T 型內六角扳手 



 

2 

目錄目錄目錄目錄    
一一一一....    本產品規格及簡介本產品規格及簡介本產品規格及簡介本產品規格及簡介 

二二二二....    使用上的安全注意事項使用上的安全注意事項使用上的安全注意事項使用上的安全注意事項 

三三三三....    開箱後的工作開箱後的工作開箱後的工作開箱後的工作 

四四四四....    使用方式使用方式使用方式使用方式 

一. 本產品規格及簡介 

牙規 1"*8 牙.  以單支齒輪式扳手即可使夾盤四爪連動(即以同心圓方式同時向內/外伸縮), 

夾緊木塊車製.  配件豐富, 可車製精緻小物/碗/盤/花瓶/椅面/球棒等.   

適用於六段變速車床, 580 小車床, 或頭座牙規 1"*8 牙之其它品牌木工車床.   
特製塑膠手提箱, 保護工具不生鏽不遺失, 攜帶方便.  
若車床頭座牙規為 3/4"*16 牙, 可另選購專用螺母.  
標準配件: 88mm 夾盤頭/80mm 螺牙盤爪(已安裝於夾盤頭)/80mm 階段式盤爪/80mm

長頸盤爪/90mm 大螺牙盤爪/中心牙/齒輪式扳手/T 型內六角扳手/備用螺絲 8 個  
夾力:四顆星 

夾盤頭及一組盤爪合重:約 1.5 公斤.  整組手提箱總重:約 4 公斤  
各式盤爪規格 

*選配可另行選購 

盤爪名稱 最大可夾直徑 mm 最小可夾直徑 mm 可夾深度 mm 

80mm 螺牙盤爪 內 72/外 85 內 38/外 50 14 

80mm 階段式盤爪 內 35/外 53/外 73 內 0/外 18/外 38 13*2 階  

80mm 長頸盤爪 內 45/外 60 內 10/外 25 26  

90mm 大螺牙盤爪 內 113/外 128 內 78/外 93 14  

*選配: 180mm 超大面盤 外徑 200 外徑 50 -  

*選配: 80mm 鱷嘴盤爪-大 內 85/外 102 內 50/外 67 38 

*選配: 80mm 鱷嘴盤爪-小 內 59/外 75 內 24/外 4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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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使用上的安全注意事項 ● 車製木材的轉速每分鐘 500-1500 轉(RPM) ● 砂磨抛光的轉速每分鐘 1500-2500 轉(RPM) ● 越大的工作物件, 轉速越慢. ● 使用前應取下任何扳手或起子等任何工具. ● 應視需要戴上防護用具如面罩/耳罩/口罩/圍裙等. ● 保持工作範圍清潔明亮. ● 應在室內乾燥的地方使用, 避免潮濕/室外/陰暗等處. ● 操作時應使孩童及動物保持相當距離, 避免無知而打擾操作者發生意外. ● 按照正常使用方式操作, 不可超出本產品適用範圍. ● 操作者與本產品應保持在舒適正確的使用距離, 勿失去平衡或重心. ● 時常以潤滑油適當保養本產品.  嚴重生鏽將導致本產品無法發揮最佳效能. ● 不用時應收在箱內.  長期鎖在車床頭座上會生鏽不易取下. ● 使用正確的配件及工具.  車刀應保持鋒利. ● 使用時, 應在刀架前面進刀.  木條應是向著使用者的正面轉進來. ● 疲勞精神不佳時切勿使用.  

三. 開箱後的工作及保養 ● 檢查配件是否齊全.  保留手提箱, 保護工具不生鏽不遺失. ● 只能用乾布沾上水或一般清潔劑/去鏽油擦拭.  強力溶劑會將表面烤漆去除掉. ● 用畢吹或刷淨木屑收妥在箱內.  定時在各螺牙孔及連動銷注入潤滑油. 

四. 使用方式 

1. 認識夾盤作用: 取出附 80mm 螺牙盤爪的夾盤頭, 這包含了 

a 本體: 旋入車床頭座牙, 搭配各式盤爪即可抓緊木材工件. 

b 連動銷: 盤爪鎖在上面即可同心圓內/外移動. 

c 盤爪: 每組四片, 其中一片底部有卡榫防止盤爪超出使用範圍. 

d 螺絲: 每個盤爪以 2 個螺絲鎖緊在連動銷上. 

e 扳手孔: 插入齒輪式扳手轉動即可使盤爪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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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使用方式 

2. 選用適當盤爪: 按照作品物件材料呎吋選擇夾力合適並在旋轉中也能保持穩定的盤

爪.  四個盤爪按號碼放在盤面相對位置上, 以內六角扳手鎖緊螺絲.   

       [使用例]: 碗外車完後, 可用盤爪夾住碗底或碗底內凹槽, 車削碗的內部, 注意碗底     

 至少需留約 5mm才能夠夾緊(圖 1). 

 

3. 中心牙: 可搭配任一螺牙盤爪使用.   

       [使用例]: 車碗時, 將木塊鑽孔旋入中心牙, 即可車削出碗的外部造型. 

 

4. 專用螺母: 假如您的車床頭座牙規是 3/4”*16 牙, 請選購專用螺母, 將螺母先旋入

夾盤頭, 再旋到車床頭座(圖 3). 

 

5. 夾盤旋入車床頭座: 確定牙規正確, 以車床推桿插入頭座心軸孔, 將夾盤持穩慢慢旋

入頭座牙.  再用齒輪式扳手鎖緊盤爪及工作物件(圖 4).  完成必需取下推桿/扳手. 

6. 80mm 長頸盤爪: 適用於直徑小而細長的物件. 

 

7. 80mm 階段式盤爪: 適用於木盒, 長管造型或類似物件. 

 

8. 90mm 大螺牙盤爪: 適用於大碗/大盤, 或大花瓶等物件. 

 

9. 角型木條: 應將邊角夾在盤爪對角線缺口, 而不是盤爪內(圖 5).  另一端以活動頂針

固定. 

 

10. 其它適用盤爪: 可選購 180mm 超大面盤, 以及 80mm 鱷嘴盤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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