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graphtecchina.com

热转印印
花 皮革工艺品 布制小物件 时尚饰物纸质工艺品 家庭装饰

CAMEO4的性能不变，
宽幅加长的Silhouette CAMEO4 PLUS型切割机！

5 NEW 刀片/工具

最快 30cm/s 切割速度

Silhouette CAMEO4 拥有专用并充实的工具产品线。
可根据不同用途选择对应的工具。

2 工具·工具自动检测 
Silhouette CAMEO4 支持双工具。可同时将两种不同的刀片安装在切割机上。
搭载了工具自动检测功能，不需要再从软件上选择工具。

100件
免费模板＊1

横切功能
可方便地将剪切好的卷材介质裁切下来。

内置卷材托架
使用时抽出。
设置好卷材介质，使其切割品质更稳定。

最快30cm/s的切割速度可提高工作效率，
还配合实现了静音化。(与本公司其它产品相比)

6 刀片/工具
除了可自动出刀调整的自动刀片外，
还有用于切割较厚介质的深切刀片，
以及用于适配水性笔的笔具等各类工具。 

小型切割机

Silhouette Portrait 2

Silhouette  CAMEO4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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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 411mm的
小型化机身

简单的切割
推荐使用Portrait！ 

Silhouette CAMEO4是一款可以在学校、家庭以及办公室等场所使用的个人型切割机。
即使是第一次使用的人，也可以简单地设计和剪切各类纸质、膜类以及布制品等材料。
切割必需的部件全都附带，只要有材料就能立即开始制作。

小型切割机
Silhouette CAMEO4

＊1 : 在网站上注册产品后安装。

＊1 : 在网站上注册产品后安装。

A4  LETTER 长尺 3m

可切割尺寸范围

305mm (12 inch )

A4  LETTER 长尺 3m

可切割尺寸范围

305mm (12 inch)

381mm (15 inch) A3+ A3

Silhouette系列切割机的入门款型号
Silhouette Portrait 2。
紧凑的尺寸和设定简单的单工具结构，
即使第一次使用切割机的人也能轻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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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TER 长尺 3m

可切割尺寸范围

工具盒

50件
免费模板＊1

通过无线通信与电脑连接。
Bluetooth蓝牙通信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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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领域
推荐使用！

可切割最大至371mm的宽幅

| 任何
形状都能自由自在地剪切！|小型切割机

文字

轮廓

图案



 

※ 设备或PC故障时，不保证设备内数据不丢失。为了防止数据丢失，请做好数据的备份。 ※ 彩页中记述的软件名称和硬件名称等均为各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 彩页中记述的内容截止至2020年10月。  ■ 彩页中的记述事项 ( 规格·设计·价格等 )可能由于商品改良在未告知的情况下进行更改。请务必向当地的销售人员或经销商咨询确认。 

Silhouette系列切割机使用的切割数据为对应于Windows和Mac系统的标配设计软件Silhouette Studio的格式，制作简单。
想要获得更高级设计功能的用户可以选择选配的升级版软件。

设计软件   Silhouette studio  Silhouette studio 的升级版
· Designer edition　· Designer edition Plus　· Business edition

选配软件

Silhouette Design Store(网上商店)可提供2D/3D的剪切设计，Print & Cut用图案和字体等
17万件以上的各类设计商品的销售。
不擅长制作切割数据的用户也能通用Silhouette Design Store来获得高品质的设计产品。
下载好的数据保存在软件里的图形库中，使用简单方便。

种类丰富的耗材

Silhouette Design Store设计软件 (收费)选配软件Silhouette CONNECTIllustrator / CorelDRAW插件类软件选配软件

可以直接从Adobe Illustrator或CorelDRAW向Silhouette系列切割机
发送切割数据的插件类软件，
从轻度用户到核心用户的各类使用者均适合。 至2020年10月

总数量

16万件以上

包括从制作产品时需要的剪切工具，
到特殊的介质材料，以及对于初学者也能轻松使用的启动套装等。 

文字输入 图像描绘功能

利用现有的图像就可以简单地制作切割数据。
通过提取轮廓线，再配合偏移功能，
就能作成带有留白区域的数据。 

可以直接使用电脑上已安装的字体，
并能指定或更改字体格式和大小等。
还可在文本输入后旋转文字或改变其大小。

PixScan

利用相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扫描仪
抓取粘贴在PixScan用衬纸(选配件)上的
插图等图案，
然后导入至Silhouette Studio中，
就可以简单地按照图像位置进行剪切。

图形的制作·编辑·结合等

可对绘制好的多个图形进行合并等操作，
创建出各种形状的切割图案。

轮廓线贴合着图案
剪切也方便！

＊ 1： 15英寸的切割用衬纸在切割范围的左右两端存在无粘性的区域。宽度较窄的剪切对象请避开该在区域放置。
＊2：  使用另售的24英寸衬纸(CUT-MIT-24)时为305mm×610mm。  　＊3：可切割的介质尺寸或因其材料或所用底纸而发生变化。
＊ 4： 需要另售的笔用适配工具(CAMEO 4: PEN-HOLDER-C4，Portrait 2: PEN-HOLDER 2-3T)。适配工具包括本体和3种固定螺丝。
  请根据市场上销售的笔的粗细来选择固定螺丝。[固定螺钉] S(浅蓝色): Φ8~9mm，M(白色): Φ9~10.2mm，L(灰色): Φ10.2~11.3mm。

特殊材料标准材料 启动套件切割用衬纸 · 刀片

颜色  白色  白色  黑色 白色

型号  SILH-CAMEO-4-PLUS SILH-CAMEO-4-WHT SILH-CAMEO-4-BLK SILH-PORTRAIT-2

最大切割长度 (走纸方向)  3000 mm

动作保证范围 使用衬纸时 371 mm x 381 mm (＊1)(＊2)  305 mm  x  305 mm (＊2)   206 ｍｍ  x 305 mm

 扩展时 371 mm x 1016 mm  295 mm  x 1016 mm   206 ｍｍ  x 1016 mm

可加载介质的宽度 CAMEO4 PLUS  381 mm(15inch)、304.8 mm(12 inch)、A3+ (325 mm)、A3(297 mm)、A4(210 mm)、LETTER(215.4 mm) (通过压轮切换来对应)

(＊3) CAMEO4  304.8 mm(12 inch)、A4(210 mm)、LETTER(215.4 mm) (通过压轮切换来对应)

 Portrait 2 A4(210 mm)、LETTER(215.4 mm)

最大切割速度   300 mm/s   100 mm/s

最大切割压力  工具1: 2.1 N (0.21公斤力)，工具2: 高度控制  2.1 N (公斤力)

定位标记读取   支持 (根据介质材料颜色的不同，可能有无法读取的场合)

可装载笔的数量   2 支   1 支

切割刀 / 笔的种类   超硬刃 / 市售笔 (＊4)　

可切割介质的种类 薄膜  厚度0.1mm以下 (高亮度反射膜除外)

(根据介质材料的不同， 纸张 肯特纸157g/m2、画纸、明信片、剪纸、喷墨相片纸、罗勒纸、0.5mm厚纸 
可能有无法切割的场合)

 其它  布、合成皮革 (可切割的厚度因材料质地而异)   ー

标准接口   USB 2.0(高速)，Bluetooth蓝牙通信 ※因操作电脑的不同，可能会有无法连接使用的情况。 

额定电源  AC100~240V专用电源适配器 DC24V输出(1.25A)

外形尺寸 [W×D×H] (约) 642 x 195 x 170 mm 570 x 195 x 170 mm  411 x 140 x 112 mm　

质量 [重量] (约)   5.4 kg 4.7 kg  1.6 kg

操作系统  Windows 10/8.1、Mac OS X 10.10以上 (仅支持intel Mac)

EMC认证  VCCI Class B

 付属品  · AC电源适配器 (附电源线) · USB线 (1.5m) · 自动刀片(可自动出刀调整) · AC电源适配器 (附电源线) · USB线 (1.5m)

  · 切割用衬纸 (CAMEO4 PLUS: 15英寸、CAMEO4: 12英寸) · 工具转换适配器4种 · 保证书  ·自动刀片(可自动出刀调整) · 切割用衬纸 · 保证书

　　　　　　　　　网络下载  · 设计软件Silhouette Studio · 用户手册 · Silhouette Design Store的1个月试用期 (产品注册后提供试用代码)　  

  · 100件免费模板 (注册产品后安装)  · 50件免费模板 (注册产品后安装) 　

规格比较表 CAMEO4 CAMEO4 PLUS Portrai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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