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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SK312GD SK209GD
激光源 线光束： 绿色半导体激光器

低位点光束： 红色半导体激光器

激光波长 510~530 nm（低位点光束激光波长 650~660 nm）

激光输出 各 1 mW 或以下（2 级激光器产品）
 IEC 60825-1:2014

激光线发射角 垂向 130°±10%
180° 垂直线 240°±20%
横向 110°±10%

垂向 130°±10%
横向 110°±10%

激光点直径 1.5 mm / 1 m（低位点光束）

激光束选择 水平线 / 
水平 / 垂直线 / 
3- 垂直线 / 水平线

水平线 / 
2- 垂直线 / 
2- 垂直线 / 水平线

亮度选择 3 种模式（脉冲恒定）节能模式 / 正常模式 / 明亮模式

指示方法 垂直线自动指示（由平衡环机构指示）

垂直线指示范围 ±2°（如果超出该范围，则通过灯熄灭发出警报）

水平微调范围 整个圆周

控制方法 磁铁减震法

精度 发射的激光 ±1 mm / 10 m *（出厂前）

2- 垂直线 90°±0.01°
电源 Makita 电池组 / USB 适配器

额定电压 D.C.10.8V - 12V（最大），D.C. 5V
工作时间 
（当使用 BL1015 或
BL1016 时）

3- 垂直线 / 水平线情况下
明亮模式：约 10h
正常模式：约 16h
节能模式：约 21h

2- 垂直线 / 水平线情况下
明亮模式：约 15h
正常模式：约 23h
节能模式：约 28h

工作温度范围 -10°C~+40°C (14°F~104°F)
ESD 防护措施 等级：4（IEC61000-4-2）
尺寸 87 mm（直径）x 230 mm（高度）（不包括突起处）

电池组 BL1015、BL1016、BL1020B、BL1021B、BL1040B、BL1041B
净重 1.5 kg - 1.6 kg
三脚架螺钉 W 5/8″

注：在以下工作环境下使用本产品。
• 室内使用
• 高度：最大 2000 m
• 湿度：在温度上升至 31°C (87.8°F) 时的最大相对湿度为 80%，以线性方式减小至 40°C (104°F) 时

50% 的相对湿度
• 污染等级 3

* 鉴于我公司持续进行研发工作，本文中的规范不断变更，恕不通知。
* 规范值因工作环境条件和其它因素而异。



4 中文简体

* 规范和电池组因国家而异。
* 重量因电池组而异。根据 EPTA-Procedure 01/2014，最重与最轻的组合见表格。

注： 在 0°C 或以下使用时，激光线在刚刚打开电源之后较微弱。打开激光器，待其稳定。

符号

下文中的定义介绍了本手册中使用的各标志词的严重等级和各符号的含义。
请阅读本手册，并注意这些符号：

：阅读使用说明书。

 危险 ： 表示有导致死亡或经常发生
严重损伤的危险。

 警告 ： 表示有导致发生严重损伤的
危险。

 小心 ： 表示有导致发生轻微损伤的
危险。

注意
注

： 表示有导致发生故障或性能
损坏的危险。

：表示有触电危险。

：表示有火灾危险。

：激光器警告

： 仅限于欧盟国家 
请勿将电气设备或电池组与家庭普通
废弃物一同丢弃！请务必遵守欧洲关
于废弃电子电气设备、电池和蓄电池
以及废弃电池和蓄电池的指令并根据
法律法规执行。达到使用寿命的电气
设备和电池组必须分类回收至符合环
境保护规定的再循环机构。

用途

测量工具用于结合使用水平线、垂直线和铅垂点进行找平工作。

激光束相关安全标准

本产品符合以下标准要求：
• IEC 60825-1:2014

激光辐射
勿直视光束
2 类激光产品
最大输出功率：P=1mW
波长 : λ=510 ～ 530nm / 650 ～ 660nm
脉冲 : 150~600ns/1.5~1.7MHz 控制在 60~160μs/5kHz（λ=510 ～ 530nm）

小心

使用非本说明书规定的控制装置或调整装置或进行非本说明书规定的操作步
骤会导致发生有害的辐射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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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声明

本产品符合以下标准要求：
• EN61326-1:《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 – EMC 要求》
• IEC61010-1:2010（第 3 版）《测量、控制和实验室用电气设备安全要求》 
为确保符合该标准要求，规定本产品的使用条件如下。

  小心 – 在安装 BL1040B/BL1041B 电池组时（该警告是对本产
品使用的标签的说明。）

在安装本产品的电池前将其放置在地板或桌子上，向下拨动手柄并检查产品
是否脱落。

• FCC 第 15 部分 B 分部：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无意辐射体的设备授权
• ICES003: 加拿大 ICE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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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相关安全标准

• FCC 第 15 部分 B 分部 /ICES 003

小心

未经符合要求负责方明确批准的变更或修改会使得用户使用设备的授权无效。

注：
本设备经按照《FCC 规则》第 15 部分要求检测，发现符合 B 类数字装置的
限值要求。
这些限值旨在提供合理保护，防止在居住区使用时产生有害干扰。
本设备产生、使用并会辐射射频能量；如果不按照本说明书要求安装和使用，
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
但是，并不能保证具体安装中不产生干扰。
如果本设备对无线电或电视接收造成有害干扰（可以通过打开和关闭本设备
确定），鼓励用户采用以下一种或多种措施矫正干扰：
— 重新定向或重新定位接收天线。
— 增大本设备与接收器之间的间距。
— 将本设备连接到与接收器连接插座不同的电路插座上。
— 咨询经销商或有经验的无线电 / 电视技术人员，寻求帮助。
如果未按照制造商规定的方式使用本设备，则本设备提供的保护将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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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告

警告

阅读随本产品一起提供的所有安全警告、说明书、插图和规范。如果不遵守下列说明，
可能会导致触电、火灾和 / 或严重损伤。

保存所有警告和说明书，以备将来查阅。

警告 - 激光器安全

 ■ 切勿直视光学仪器上的激光束。
 ■ 通过望远镜光学器件、放大镜或类似仪器直视激光束非常危险。
 ■ 切勿直接盯视激光束。
 ■ 避免将激光束路径设置在眼睛高度。
 ■ 切勿进入激光束的路径。
 ■ 切勿在激光束的路径中放置反光物体。
 ■ 切勿使激光束对着其他人。

• 持续观察激光束会损伤眼睛。如果眼睛受到损伤，立即就医。

警告 - 工作区安全

1. 保持工作区干净，照明良好。
混乱或黑暗的工作区域容易招致意外情况发生。

2. 切勿在易发生爆炸环境中，比如在有易燃液体、气体或粉尘的环境中使用本
设备。
本产品会产生火花，可能会引燃粉尘或烟雾。

3. 操作本设备时，使儿童和旁观者远离。
操作时的分心会使您无法正常控制工具。

警告 - 电气安全

1. 请避免与接地的表面如管子、散热器、炉灶以及冰箱等进行身体接触。
如果您的身体接地，将会增加触电的危险。

2. 切勿使本产品接触雨水或潮湿环境。
如果有水进入本产品中，将会增大发生触电的危险。

3. 切勿短接本产品上的接线端子。
勿使大头针或线进入 USB 端子内。这会导致短路，从而导致出现冒烟或点
燃的危险。

4. 切勿用嘴含着电源线。
如用嘴含着电源线，可能会导致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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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存放

充电工具不使用时，妥善存放。将其存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安全位置，确保存放
位置干燥，并上锁。

警告 - 电池的使用和保养

1. 仅限使用制造商规定的充电器进行充电。将适用于某一种类型电池组的充电
器用于其他类型的电池组时，可能会导致起火。

2. 该产品只能使用专门指定的电池组。使用其他类型的电池组可能会导致人身
伤害或起火。

3. 电池组不使用时，远离会导致两端子连接的其他金属物体（比如回形针、硬
币、钥匙、钉子、螺钉或其他小型金属物体）放置。这些物体可能会使电池
端子短路，引起燃烧或起火。

4. 使用过度时，电池中可能溢出液体。请避免接触。如果意外接触到电池漏液，
请用水冲洗。如果液体接触到眼睛，请就医。电池漏液可能会导致过敏发炎
或灼伤。

5. 切勿使用已损坏或经改装的电池组或产品。已损坏或经改装的电池会出现一
些不可预测的性能，从而导致火灾、爆炸或人员损伤。

6. 切勿使电池组接触火或过高温度。接触火或130°C以上高温可能会引发爆炸。

7. 遵守所有充电说明要求，切勿在本说明书中规定的温度范围之外对电池组或
产品充电。
不正确充电或在规定温度范围之外充电会损害电池，增大发生火灾的风险。

8. Makita 电池组仅限结合 Makita 指定的产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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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维护

1. 请联系合格的维修人员，使用相同的更换零件维修本产品。这样可以确保本
产品的安全。

2. 切勿维修已损坏的电池组。电池组的维修仅限由制造商或获得授权的维修服
务提供商进行。

3. 遵守配件更换说明。

4. 切勿拆卸、维修、改装或改进本产品、充电器或电池。否则，会导致引燃或
异常工作，从而会导致人员损伤。

5. 检查本产品是否有损坏的零部件。如果本产品工作异常或出现故障，立即停
止使用。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使用会导致冒烟、引燃、触电或人员损伤。
< 异常情况和故障示例 >
x 电源线和电源插头异常发热。
x 电源线有较深划痕或发生变形。
x 电源线被移动时，电源出现打开、关闭现象。
x 有烧焦气味。
x 有触电刺痛感。

如果感觉到故障，比如本产品在电源开关接通后不能正常工作，立即取出电
池，并联系销售店或 Makita 授权维护中心进行检查和维修。

6. 本产品符合相关安全标准要求。请勿改装或改进本产品。

7. 如果由不具备专业知识和维修技能的人员进行维修工作，不仅会导致本产品
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而且可能会引发事故或损伤。

警告 - 附加安全

使用正确的配件。只使用本《用户说明书》和 Makita 产品目录中推荐的配件。
切勿使用其它配件；否则，会导致故障、意外事故或人员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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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措施

1. 每次开始工作前，检查本产品的精度。详情请见“检查精度”。

2. 请勿剧烈摇动本产品或在本产品上施加冲击力。
本产品采用耐冲击结构。但是，过大冲击会导致性能降低。剧烈冲击后，应
检查精度。

3. 移动本产品前，通过关闭电源锁定本产品。
工作完成后，关掉电源开关。然后本产品将被内部锁定。

4. 如有明显异常，切勿使用本产品。
立即停止工作，并联系销售店或最近的 Makita 销售办事处。

5. 如果接通电源后，未发射激光，轻摇本产品数次。 
如果即使轻摇本产品数次后，仍未发射激光，请立即停止工作，并联系销售
店或最近的 Makita 销售办事处。

6. 电源接通后，本产品以与上次关闭时相同的方式发射激光束。操作开关时，
确保激光束远离眼睛。

7. 在黑暗区域，除了常规的激光线，还可以看到反射光。

8. 如果发现冷凝现象，请勿使用本产品。
切勿接通电源。待冷凝现象自然消失。

9. 切勿在激光线相互交叉的点附近使用激光接收器。在激光线相互交叉的点附
近，激光接收器无法进行检测。

10. 本产品装箱运输。

11. 本产品装箱存放。存放区应远离热源，保持干燥，无振动和粉尘。

12. 用软布清理激光束出口处的玻璃，确保性能。

13. 本产品脏污时，使用柔软的干布擦拭。如果污垢较为顽固，用蘸水并拧干的
抹布擦拭。然后，再用柔软的干布擦掉水。切勿使用酒精、苯、涂料稀释剂
或其它挥发性溶剂。（否则，会导致褪色、变形、变样或其它异常。）

14. 切勿洗涤本产品。否则，会引发故障。

15. 切勿改装或改进本产品。拆卸、改装或改进本产品会导致故障或触电。

16. 本产品长时间不使用时，将电池取出。

17. 就安全教育而言，用户必须充分了解激光束的特性和危险。

18. 本产品不适于体力、感官能力或精神能力低下或缺乏经验和知识的人员（包
括儿童）使用。做好幼儿的监护工作，确保他们不使用本产品进行玩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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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组的重要安全注意事项

1. 在使用电池组之前，请仔细通读所有的说明以及（1）电池充电器，（2）电池，以及（3）
使用电池的产品上的警告标记。

2. 请勿拆解电池组。

3. 如果机器运行时间变得过短，请立即停止使用。否则可能会导致过热、起火甚至
爆炸。

4. 如果有电解液进入眼睛中，使用清水将电解液冲洗出，并立即就医。否则可能会
导致视力受损。

5. 请勿使电池组短路：
(1) 请勿使任何导电材料碰触到端子。
(2) 避免将电池组与其他金属物品如钉子、硬币等放置在同一容器内。
(3) 请勿将电池组置于水中或使其淋雨。 

电池短路将产生大的电流，导致过热，并可能导致起火甚至击穿。

6. 请勿将工具和电池组置于温度可能达到或超过 50°C（122°F）的场所。

7. 即使电池组已经严重损坏或完全磨损，也请勿焚烧电池组。电池组会在火中爆炸。

8. 请小心，勿撞击电池或使其掉落。

9. 请勿使用损坏的电池。

10. 本工具附带的锂离子电池需符合危险品法规要求。
对于商业运输，比如由第三方、运输代理进行的运输，必须遵守包装和标示要求。 
有关运输项目的准备作业，咨询危险品方面的专业人士。 
同时，请遵守可能更为额详尽的国家法规。 
请使用胶带保护且勿遮掩表面的联络信息，并牢固封装电池，使电池在包装内不
可动。

11. 关于如何处理废弃的电池，请遵循当地法规。

请保留此说明书。

小心

请仅使用 Makita（牧田）原装电池。
使用非 Makita（牧田）原装电池或经过改装的电池可能会导致电池爆炸，从
而造成火灾、人身伤害或物品受损。同时也会导致牧田工具和充电器的牧田
保修服务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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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电池最大使用寿命的提示

1. 在电池组电量完全耗尽前及时充电。发现工具电量低时，请停止工具操作，并给电池
组充电。

2. 请勿对已充满电的电池组重新充电。 
过度充电将缩短电池的使用寿命。

3. 请在 10°C - 40°C（50°F - 104°F）的室温条件下给电池组充电。请在灼热的电池组
冷却后再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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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名称

1. 操作面板

2. 垂直激光束出射窗口 
• SK312GD：3 个 
• SK209GD：2 个

3. 水平激光束出射窗口

4. 圆形水平仪

5. 旋转微调旋钮

6. 调整螺钉腿

7. 橡胶脚帽

8. 下激光束出射口（底座）

9. 外部三脚架安装螺钉孔（底座）

10. DC 插座盖

11. 电源开关

12. 电池（可选配件）

13. 手柄

14. 小心标签

可选配件

对于可选配件详情，可以参考产品目录或咨询销售店，也可以咨询 Makita 销售
办事处。

小心：这些配件或附件建议结合本说明书中规定的 Makita 工具使用。使用
任何其它配件或附件可能会导致人员损伤。仅将配件或附件用于其指定用途。

如果您需要了解有关这些配件的更详细信息，可以联系当地 Makita 服务中心。

• Makita 正品电池和充电器
• USB 适配器
• 电源线
• 手带
• 激光接收器 LDG-3

• 安装壁
• 三脚架
• 肩带
• 激光观察镜
• 存放箱

注：本清单中的一些物项可能作为标准配件纳入了工具包中。这些配件因国
家而异。

12
2

2

3

4
5

6
7

8 9

10

11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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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或拆卸电池组

小心

• 调节或检查工具功能之前，请务必关闭工具的电源并取出电池组。
• 安装或拆卸电池组之前，请务必关闭工具电源。
• 安装或拆卸电池组时请握紧工具和电池组。否则它们可能从您的手中滑落，
导致工具和电池组受损，甚至造成人身伤害。

1. 红色部分

2. 按钮

拆卸电池组时，按下电池组前侧的按钮，同时将电池组从工具中抽出。

安装电池组时，要将电池组上的舌簧与外罩上的凹槽对齐，然后推滑到位。将
其完全插入到位，直到电池组被锁定并发出卡嗒声为止。如果插入后仍能看到
按钮上侧的红色指示灯，则说明电池组未完全锁紧。

小心

• 务必完全装入电池组，直至看不见红色指示灯。否则它可能会意外从工具
中脱落，从而造成自身或他人受伤。

• 请勿强行安装电池组。如果电池组难以插入，可能是插入方法不当。

1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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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保护系统

电池配有一个保护系统，用于自动关闭输出，以延长电池寿命。之所以发生这
种情况，是因为配备了电池保护系统，并不是故障。

操作面板 电池指示灯

• 如果电池在本产品使用过程中即将耗尽，操作面板上的电池指示灯会点亮。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使用，激光束会熄灭。

• 电池指示灯可能根据使用条件、空气温度和其他因素，指示不同的剩余电量。

注：为确保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 切勿对已充满电的电池再充电。
• 电池充电在 10°C~40°C（50°F~104°F）环境温度范围内进行。
• 我公司建议将使用完毕后发热的电池插入到充电器中，进行再次充电前，先待其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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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USB 适配器（可选配件）

1. 确保本产品关闭，并取下 DC 插座盖。然后，将电源线的 DC 插头连接到 DC
插座上。

2. 将电池与 USB 适配器连接。

3. 打开 USB 适配器上的电源开关，然后接通本产品上的电源开关。

*  当使用带有三脚架（可选配件）的USB适配器时，将手带（可
选配件）安装到 USB 适配器上。将三脚架固定螺钉紧固定
到位，将手带钩到固定螺钉上，如图所示。如果固定螺钉
松动，USB 适配器可能会脱落，造成其发生故障，损坏电
源线或造成 USB 端子或 DC 插座故障。

1: 固定螺钉
2: 手带
3: 三脚架
4: 电池
5: USB 适配器
6: 电源线

注意

• 电池不能通过 USB 适配器充电。
• 使用 USB 适配器前，阅读其使用说明书。

1

1: DC 插座盖

1

2

1: DC 插座
2: DC 插头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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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激光墨线仪

1. 安装激光墨线仪
将本产品放置在水平表面上。调节调整螺钉腿，使圆形水平
仪中的气泡滚动到红色圆的中心。

圆形水平仪

使用三脚架时，首先放下三脚架。然后，将激光墨线仪安装
到三脚架上。展开或缩回三脚架的腿，使得水平仪中的气泡
在红圈中心。

警告

1. 切勿将本产品或 USB 适配器放置在发生跌落危险的位置。

2. 在安装本产品的电池前将其放置在地板或桌子上，向下拨动手柄并检查产品是否
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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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操作电源开关

1. 电源开关

[ 电源打开 ]
将电源开关拨至 "I/ON" 侧。有激光束发射出。激光束以上一次本产品被关闭时激光束发
射方式发射出。

[ 电源关闭 ]
将电源开关拨至 "O/OFF" 侧。电源关闭，摆锤内部被锁定。关闭电源后，断开电池或 DC
插座的连接。

3. 亮度选择
通过操作面板上的亮度选择开关，选择发射线光束的亮度。
电源打开后，激光束以明亮模式发射出。

亮度选择开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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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亮： 线光束在此模式下较亮。
正常： 亮度处于节能和明亮模式之间。 

这是使用接收器时的最佳模式。
节能： 在此模式下，电池的寿命较长。

1: 亮度指示器

4. 线光束模式选择
通过操作面板上的线光束选择按钮，选择线光束发射模式。

线光束选择按钮

电源打开后，本产品以其上次被关闭时的激光束发射模式发射激光束。

SK312GD

1
[ 回路开关系统 ]

明亮

明亮 正常 节能

红色 LED
亮起

LED 熄灭
绿色 LED

亮起

模式

亮度指示器

[ 回路开关系统 ]

低位点光束 低位点光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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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209GD

注：
可以使用三脚架（可选配件）很容易地调整水平线光束的高度。

1: 微调旋钮

微调机构
其可以通过旋转微调旋钮从任一侧进行微调。

注：关于橡胶脚帽
使用橡胶脚帽防止地板被划伤，或在地板较滑的情况下使用橡胶脚帽。
橡胶帽按标准要求供应。在不平整表面，比如混凝土地板上使用前，可以将橡胶帽取下。

[ 回路开关系统 ]

低位点光束 低位点光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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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精度

 ■ 如果在检查过程中发现激光墨线仪超出容许偏差范围，联系销售店或 Makita
授权服务中心。

1. 检查水平线

A

5m

B

1. 将激光墨线仪放置在设有约 5m 墙壁的房间中心附近。
2. 调整激光墨线仪，使得水平仪中的气泡在红圈中心。
3. 在墙壁上的水平激光线的位置标记 A。
4. 将激光墨线仪旋转 180 度，在水平激光线的位置标记 B。

Aʼ

AB

B’

5. 将激光墨线仪移至距离墙壁 1m 处的位置，调节水平仪中的气泡。
6. 在水平激光线的位置标记 B’。
7. 将激光墨线仪旋转 180 度，并在水平激光线的位置标记 A’。 

如果 A-A’ 与 B-B’ 之差在 1mm 范围内，则结果正常。

A’

8. 水平旋转激光墨线仪，测量标记 A’ 的水平激光线的最大差值。 
如果 A’ 点处的偏差在 1 mm 范围内，则结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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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铅垂点和垂直线

1. 将“铅垂”设置在墙壁上，地板上方约 3m 位置处。

2. 将激光墨线仪放置在距离墙壁 3~5m 位置处。

3. 调整姿势，使水平仪中的气泡滚动到红色圆的中心。

4. 将激光束模式设置为“垂直线”或“2- 垂直线”。

5. 旋转激光墨线仪，观察屋顶上的铅垂点。 
如果铅垂点仅在激光线的宽度范围内移动，则结果正常。

6. 水平旋转激光墨线仪，使垂直激光线与“铅垂”绳对齐。 
可以使用旋转微调旋钮调整对齐。 
如果垂直激光线与“铅垂”绳对齐，则结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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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检查 180 度垂直线

BC

A

1. 在设有 4~6m 墙壁的房间中心附近，在地板上做一个标记。

2. 发射垂直线光束。

3. 在右墙壁上的垂直激光线的中心附近标记 A，在前墙壁上的“90 度垂直激光线”的中
心附近标记 B。 
在左墙壁上的“180 度垂直激光线”的中心附近标记 C。

C B

D A

4. 将激光墨线仪旋转 180 度，旋转时激光墨线仪保持在其初始位置；将“右侧垂直线”
与左墙壁上的 C 点对齐，并在右墙壁上的“左侧垂直线”的中心附近标记 D。

5. 如果 A 点与 D 点之间的差值在 1mm 范围内，则结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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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查 90 度垂直线

C B

A

1. 在设有 4~6m 墙壁的房间中心附近，在地板上做一个标记。

2. 发射所有垂直线光束。

3. 在右墙壁上的垂直线的中心附近标记 A，在前墙壁上的“90 度垂直线”的中心附近标
记 B。 
在左墙壁上的“180 度垂直线”的中心附近标记 C。

C’ B

C

4. 将激光墨线仪旋转 90 度，旋转时激光墨线仪保持在其初始位置；将“右侧垂直线”
与前墙壁上的 B 点对齐，并在左墙壁上的“90 度垂直线”的中心附近标记 C’。

5. 如果 C 与 C’ 之间的差值在 1mm 范围，则结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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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209GD]
BC

1. 在设有 4~6m 墙壁的房间中心附近，在地板上做一个标记。

2. 发射所有垂直线光束。

3. 在前墙壁和左墙壁上的垂直线的中心附近标记 B 和 C。

BC

D
A

B’

4. 将前墙壁上的垂直线与 C 对齐，并在后墙壁的中心附近标记 D。

5. 同理，标记 A 和 B’。
6. 如果 B 与 B’ 之间的差值在 3mm 范围内，则结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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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小心

始终确保在进行检查或维护工作前，将工具关掉，并取出电池组。 
为保持产品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维修、维护或调整工作应由 Makita 授权服务
中心或工厂服务中心，使用 Makita 更换零部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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