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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清单 
Silhouette Cameo® 附带下列物品。 继续使用机器前，请检查附带物品是否齐全。 若您缺少以下任意物品，请
联系  support@silhouetteamerica.com。 

Silhouette Cameo® 桌面裁切工
具 

电源适配器和电源线 USB 线 
12" 切割垫 

手持刀片调
整工具 刀具转接头 

Cameo 4 使用的 
Auto 刀片 

mailto:support%40silhouetteamerica.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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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下机器的包装 
Cameo 机器上有一些起到保护作用的固定胶带、卡片纸和泡沫，用于避免机器中的运动部件在运输过程中受到
损坏。 
从包装箱中取出 Silhouette Cameo®，取下用于固定上盖和机械部件的胶带。 
取下机器前方用于固定透明塑料盖的三条胶带；两侧各一条胶带，顶部一条胶带。 
然后，轻轻抬起并打开上盖。 取下您能看到的胶带、卡片纸和泡沫块。 

请不要忘记取下机器背部用于固定横裁刀的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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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您的机器 
前往 SilhouetteAmerica.com/setup，完成适当的步骤，注册好您的机器。 首先要做的是创建 Silhouette 账户
（若有必要的话），然后注册您的机器。 完成这一步骤后，您将可以访问 Silhouette 库中的 100 款免费设计作
品。 

若您已有一个账户，请输入您的登录凭据并点击“登
录”。 

然后，您要输入您的地址。 提交此信息后，您就会
看到这一界面，您需要在此界面上注册自己的机器。 
您要熟悉输入机器的序列号。 您可以在右手侧机器
底部的贴纸上找到此信息。 您还需要输入购买日期
和购买来源。 

在下一部分，您看到机器的保修信息（若适用）。 
完成注册流程后，您可以继续安装自己的机器。 

若您没有 Silhouette 账户，请点击“免费注册”链接。 
填写您的信息。 完成后，请点击“创建账户”按钮。 

http://silhouetteamerica.com/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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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并安装 Silhouette Studio® 
前往 SilhouetteAmerica.com/setup（第 2 步）下载最新版的 Silhouette Studio®。 点击您使用的操作系统
（Mac 或 Windows），按照电脑上的提示完成安装过程。 
此软件是运行 Cameo 4 裁切工具所必需的，请不要忘记此步骤！ 

在本手册的后半部分，您将进一步了解如何使用 Silhouette Studio® 软件。 现在，请完成机器的安装流程。 

http://SilhouetteAmerica.com/set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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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获取的 1 个月基础订阅 
注册好自己的 Silhouette 机器后，您就可以免费获得 Silhouette 设计商店的 1 个月订阅服务。 完成注册流程
后，请一定要取回发送到您的电子邮件地址的推广码。 
开启订阅后，您每个月都能获得一定数量的积分，您可以用它来购买设计作品。 获得的积分数量取决于您的订
阅等级。 您最开始享受的是基础订阅，这意味着您当月可获得价值 25 美元的积分。 
若要免费获取的 1 个月基础订阅，请前往 Silhouette 设计商店。 您可以打开网页浏览器并前往  
SilhouetteDesignStore.com；或者点击 Silhouette Studio® 内的“商店”按钮（软件的右上角）。 
在设计商店中登录您的 Silhouette 账户。 账户信息与您注册机器时使用的信息相同。 若要登录您的账户，请点
击右上角的“登录”。 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然后点击“登录”。 
然后，找到主页顶部，点击“订阅”，或者输入 SilhouetteDesignStore.com/subscription-signup。 您应该会看到
这个页面。 

选择“基本订阅”并点击“继续”，或者点击写有“付款与账单信息”的部分来进入下一步。 您可以在这里输入您的推
广码，点击“应用”来获取您的 1 个月订阅服务。 填写完您的信息后，请前往下一步来“检查和确认”您的订阅。 

http://SilhouetteDesignStore.com
http://SilhouetteDesignStore.com/subscription-sign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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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库中的 100 个免费设计作品 
注册好您的 Cameo 4 后，您就可以免费访问 100 款随机附带的专享设计作品。 
若要查看您的免费设计作品，请前往 Silhouette Studio® 中的“库”选项卡。 若您尚未登录，软件会提醒您登录自
己的 Silhouette 账户。 然后，请前往左侧的文件夹。 点击“随机免费赠送”，然后点击“Silhouette Cameo® 4”。 
请注意：若未看到专为 Silhouette Cameo® 4 准备的免费内容，请退出软件并确认您已注册好 Silhouette Cameo® 4。 然后，您可以重
新打开软件来寻找此内容。 若仍有问题，请联系 support@silhouetteamerica.com 

请注意：虽然您需要连接 Internet 来完成初始安装，但是，您可以离线访问和使用 Silhouette 库中的所有内容。 在已登录的所有设备
上，您都能获得一致的 Silhouette 库使用体验（包括库中的内容和库的结构）。 

连接 Cameo 4 
将 Silhouette Cameo® 通电。 连接电源线和电源适配器，将电源线插入 Cameo 机器。 将电源插头插入插座。 

下一步，使用 USB 线连接您的机器和电脑。 然后，按一下圆形的电源按钮，打开您的机器。 
若您还未连接好，请打开 Silhouette Studio®。 若您还未连接好，请打开 Silhouette Studio®。 检查您的机器是
否连接正常，是否显示为“准备就绪”状态。 

您可能需要点击机器图标并选择您的机器，以便正确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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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 Silhouette Studio® 
既然您已经下载了 Silhouette Studio®，那就来学习如何使用它吧。 若要打开 Silhouette Studio®，
请在桌面上，或 PC 的开始菜单中，或 Mac 的应用文件夹中找到 Silhouette Studio® 图标。 双击此
图标来运行应用程序。 

Silhouette Studio® 加载完成后，您会在屏幕上看到一个 12" x 12" 的空白设计区以及环绕此区域的工具。 
在本手册中，您将学习如何使用此软件的基本知识。 若要进一步了解，您可以访问 Silhouette Studio® 软件手册。 您可以在 
SilhouetteAmerica.com/setup（第 6 步）上或 Silhouette101.com 上找到此软件手册。 

工作区介绍 
1. 文档工具 — 调整文档或选择文档中的对象所使用的工具。 
2. 快速访问工具栏 — 这些是与工作具体相关的工具，可以帮助您更方便地调整。 
3. 绘图工具 — 绘图工具是您绘制图形以及为设计区添加文本所使用的工具。 
4. 分栏显示 — 此按钮让您可以将库和设计区分开显示在屏幕上。 
5. 文档选项卡 — 您可以使用这些选项卡来切换显示已打开的文档。 
6. 保留区（灰色）—  若您要重新安排设计区，可以利用保留区来保留设计。 此区域内的设计不会被裁切或打印。 
7. 活动裁切区 — 您要在这里创建和放置您的设计作品。 此区域内的任何内容都会被裁切或打印。 
8. 导航选项卡 — 点击这些选项卡，您将前往软件的特定位置。 
9. Silhouette Studio® 工具 — Silhouette Studio® 工具拥有各种功能，您可以使用它来调整您的设计作品。 

10. 面板 — Silhouette Studio® 工具的面板会在这里出现，其中有更多选项。 
11. 偏好与主题 — 这些选项允许您调整 Silhouette Studio® 的偏好设置。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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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选项卡 
右上角有四个选项卡，它们分别是： 

设计 
此设计区就是您创建项目使用的工作区。 此区域中有工具栏、白色
的设计页面和灰色的保留区。 当您在位于库中、Silhouette 设计商
店中或“发送”菜单中时，点击“设计”选项卡可以回到设计页面。 

商店 
当您连接 Internet 后，“商店”选项卡会打开一个浏览器窗口并带您前
往 Silhouette  设计商店，您可以在这里浏览和购买设计作品。 

库 
您可以在“库”选项卡中访问已保存的设计作品。 您可以添加文件夹、
子文件夹，以您喜欢的方式排序和组织自己的设计作品。 设计作品
可以保存在您的电脑中，也可以保存在 Silhouette 库中。 

发送 
“发送” 选项卡允许您调整设计作品的裁切设置，将设置发送到您的 
Silhouette。 此菜单与其他程序中的“发送到打印”菜单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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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区 
设计区是您打开 Silhouette Studio® 后看到的第一个区域，也是您最经常
使用的区域，所以，您一定要学习如何使用它来创建您的设计。 

面板 
每个 Silhouette Studio® 工具图标都会打开各自的面板。 打开的面板位
于设计区右侧，Silhouette 工具图标旁。 默认打开的面板是“页面设置”面
板，您可以在这里调整设计区，如机器、页面尺寸，以及您想要使用的
材料（媒介）尺寸。 
您可以每次打开一个面板，或者同时使用多个面板。 若要使用多个面板，
请点击并拖动名称栏，将面板移动到新位置，然后点击另一个图标来打开
下一个面板。 您可以随意打开多个面板，将面板随意移动到设计界面的
任意位置。 

折叠面板 
点击面板左侧的箭头可以折叠面板。 折叠，移动并重新放置面板，按您
喜欢的方式设置您的界面。 当您关闭面板时，下方的面板会自动弹出并
填充它的位置。 

粘性 面板 
面板是有粘性的，它可以粘在设计区顶部，或者与其他面板粘在一起。 
但是，面板没必要相互粘在一起。 您可以将面板组或单个面板移动到屏
幕的任意位置。 您可能想打开多个面板，使用多种工具进行调整；或者，
您可能只想一次打开一个面板；这取决于您的项目。 

含有多个图标的面板 
有些面板是单图标面板，比如 PixScan™ 或“偏移”。 其他面板则由一组
相关的图标组成。 您可以在面板中点击各个选项卡来访问相应的图标。 
例如，“变换”面板中有“对齐”、“缩放”、“旋转”、“移动”以及“斜切”图标（
如果您拥有设计师版的话）。 

面板模式 
 您可以在偏好面板中自定义面板模式。    默认情况下，您可以选择面板的打开方式。   

 f  单面板模式：一次只打开一个面板。   如果您已打开了一个面板，当您点击另一个图标时，新面板会在旧面板的
位置上打开，替换旧面板。 

 f 灵活面板模式：默认设置。 与单面板模式类似，灵活面板模式下，新面板会替换默认位置的面板，但是不会
替换已移走的面板。 

 f 多面板模式：所有的新面板都会打开，不论您已打开了多少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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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工具 
软件左侧的工具条包含了创建和修改基本形状和文本所需的工具。 

选取工具 

编辑点 

直线工具 

绘图工具 

手绘工具 

文本工具 

绘制注释 

橡皮擦工具 

裁刀工具 

请注意：如果您有其它版本的 Silhouette 
Studio® （如 Silhouette Studio® 设计师版）
，您可能会看到更多的绘图工具（与图中列出
的工具相比）。 您可以在 Silhouette Studio® 
软件手册中进一步了解这些工具。 

简单形状 
直线 

若要绘制直线，请选择左侧工具条上的直线工具。 点击或
拖动鼠标都可以绘制直线，开始绘制直线后，请再次点击
来结束绘制。 

 f 绘制直线时按住 SHIFT 键可以绘制竖直线、水平线
或 45° 斜线。 

矩形/正方形 
若要绘制矩形，请选择左侧工具条上的矩形工具。 点击或
拖动鼠标都可以绘制矩形，开始设定好一个角点后，请再

次点击来设定对角点。 

 f 绘制矩形时按住 SHIFT 键来绘制正方形。 

 f 按住 ALT 键（对应 Mac® 的 OPTION 键）来从中心（
非角点）绘制矩形。 

 f 按住 SHIFT 和 ALT 键（对应 Mac® 的 SHIFT 和 OPTION 键）来绘制中心位于点击位置的正方形。 

手绘 
若要使用手绘工具绘图，请点击左侧工具条上的手绘工具。 您可以选
择标准手绘工具或光滑手绘工具。 若要绘制，请在设计区内按住并拖
动鼠标来绘制您想要的图形。 
若要调整您创建的图形，您可以使用编辑点工具。 此工具可以显示图
形的编辑点，方便您移动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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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 
若要裁出您电脑上字体样式的字母或文字，请选择屏幕左侧工具条上的文本工具。 选择文本工具后，请点击页
面的任意处来开始键入文字。 输入的字体为默认字体，但是您可以在弹出的字体样式面板中方便地修改字体。 

选择文本工具并在页面上点击后，页面上会出现一个闪烁的光标。 开始键入您选择的字母、文字或短语。 
在您键入或编辑文本时，屏幕右侧会出现文本样式面板。 在此面板中，您可以修改字体、文本大小、粗细、对
齐方式、字符间距和行距。 开始调整字体、文本大小和粗细前，请使用鼠标选中文本。 
键入完成后，请点击页面以外的任意处。 这会结束文本编辑模式并取消所选的文本。 若您需要修改文本，请使
用选择工具（位于左侧工具条内）双击页面上的文本。 

 f 若要移动页面上的文本，请点击并将文本拖动到新位置。 

 f 若要重新设置文本的大小，请选择文本，然后点击并拖动其中一个角点控制柄。 

 f 若要旋转文本，请选择文本，然后点击并拖动对象上方的绿色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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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登录 
库中存放了您从 Silhouette 设计商店中获得的设计作品。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设计作品保存到您的 Silhouette 
库。 
当您点击“库”选项卡时，若您尚未登录，软件会提醒您登录自己的 Silhouette 账户。 输入您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密
码，然后点击“登录”。 若您没有 Silhouette 账户，请点击“免费注册”链接。 

登录后，您将看到左侧的文件夹和右侧的设计作品。 若您还没有设计作品，也不要担心！ 稍后会有足够的时间
来添加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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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您的库 
您可以为设计作品创建新文件夹，通过这种方式组织好库中的设计作品。 
将右侧窗口中的设计作品拖动到左侧文件夹面板中的新建文件夹内。 每个文件夹旁圆圈中的数字表示文件夹中
包含的设计作品数量。 

当您在 Silhouette 设计商店中购买设计作品时，这些设计作品会出现在“最近下载”文件夹中。 在这里，您可以将
设计作品移动到不同的文件夹中。 
若要在您的库中添加文件夹，请点击“设计”文件夹。 右键单击文件夹中的空白区域，然后选择“新建文件夹”。 一
个名为“未命名文件夹”的新文件夹就会出现，但是您可以对它重新命名。 
使用相同的方法继续添加文件夹和子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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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库中的设计作品 
您从 Silhouette 设计商店购买的设计作品带有特定的关键字标签，这使得搜索具体的设计变得非常容易。 若您
想要搜索一个设计，请点击“库”选项卡打开您的库。 前往右上角的搜索栏，然后键入您的关键字。 

使用库中的设计作品 
待您找到想要使用的设计作品时，只需双击此设计作品来将它放置到您的页面上。 您还可以右键单击设计作
品，然后选择“打开 [文件名称]”。 这会自动关闭库，然后带你回到设计页面。 单击“库”选项卡，即可重新打开
库。 
若要在不插入设计作品的情况下关闭库，只需点击“设计”选项卡来回到设计区，或者点击“商店”选项卡来搜索更
多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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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分栏显示 
若要同时浏览您的设计区和 Silhouette 库，您可以使用“库的分栏显示”功能。 若要分割屏幕，您必须前往设计界
面。 找到屏幕左下角，点击带有向下箭头的文件夹图标（或者叫做“库”图标），或者点击图标右侧的三角形。 
这就会打开分栏显示界面。 

打开分栏显示后，您可以浏览自己的库文件夹，找到您想要添加到设计页面的合适设计作品。 您可以双击设计
作品，或者点击并拖动设计作品，将它放置到设计页面上。 

完成分栏显示界面下的工作后，您可以点击分栏显示界面中间的“库”图标（还是那个图标），再次隐藏库文件
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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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lhouette 设计商店 
Silhouette 设计商店中有超过 17 万款设计作品供您的 Silhouette 机器使用，包括简单的裁切画、复杂的样式和
设计、字体和词语、3D 设计等各种内容。 大部分设计作品仅售 99 美分。 设计商店内经常有促销活动，并且每
周都会发布一款免费的设计作品。 
若要访问 Silhouette 设计商店，请点击软件右上角的“商店”选项卡。 这会打开一个浏览器窗口，带您来到 
Silhouette 设计商店。 
本周限免的设计作品位于“折扣”页面。 您还可以查看其它折扣、新鲜设计作品、潮流设计作品等精彩内容。 

在搜索栏中输入关键字，搜索设计作品；或者使用菜单系统来搜索特定类别的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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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设计作品 
现在，请点击本周限免的设计作品，尝试下载一款免费的设计作品。 您可以在“免费设计作品”下的“折扣”页面中
找到免费的设计作品。 

当您点击一款设计作品时，会有一个弹窗出现，供您了解这款设计作品更多信息。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这款设
计的类别，文件类型，以及价格。 

若要将设计作品添加到您的购物车，请点击蓝色的购
物车图标。 然后点击箭头，或者点击设计商店右上角
的图标来前往您的购物车。 
由于您下载的是免费的设计作品，购物车内的金额应
该是 0.00。 
查看过您的购物车后，请点击“结算”按钮来继续下一
步。 此时，在下载设计作品前，设计商店会请求您登
录。 
您应该已经创建了 Silhouette 账户，若您还没有账
户，新建一个账户也只需要几秒钟时间。 点击登录页
面上的“免费注册”链接来创建新帐户。 

账户创建完成后，您需要再次访问您的购物车，再次
进行结算流程。 每次下载设计作品时，您需要输入自
己的密码来验证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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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面板 
当您点击“发送”选项卡时，您会看到左侧的设计界面变成灰色，右侧的发送面板高亮显示。 发送面板允许您调整
自己的裁切设置，以便达到最佳的裁切效果。 
在“发送”选项卡中，您可以选择四个操作：简单，线条，填充和分层。 

每个操作都允许您调整具体的裁切设置。 进行裁切非常简单，只需在“简单”面板中选择您的材料，您的动作和您
的刀具，然后点击“发送”即可。 
发送界面分为两个部分：右侧的面板和左侧显示设计内容的界面。 右侧的面板中包含动作选项卡以及动作选
项。 当您进入“发送”选项卡时，设计作品中的裁切线条会变得更粗，方便您一眼看出 Silhouette 即将裁切的内
容。 
若要调整自己的设计作品，您必须点击“设计”选项卡，回到设计界面进行调整。 你可以在“发送”选项卡下移动自
己的设计作品，但是无法调整设计作品。 
动作面板上的第一个选项卡是“简单”选项卡。 您可以在这里选择材料类型，您想要 Silhouette 执行的动作，您要
使用的刀片类型，您想要裁切、凿刻、刻画、浮雕或点刻的线条。 
若需更多高级设置，您可以使用“线条”面板、“填充”面板，或“分层”面板。 使用“线条”面板或“填充”面板，您可以
根据图像中的线条颜色或填充颜色为 Silhouette 指定任务。 若您的设计作品分为多层，可以使用“分层”面板来选
择要裁切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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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 Cameo 4 
将材料放在切割垫上 
取下切割垫上的不粘底层。 刚开始使用时，新的切割垫粘性很大。 为避免损坏放在切割垫上的材料，请将切割
垫有粘性的一面朝向放置在毛絮较少的表面上（如牛仔布或超细纤维布）。 这会使切割垫的粘性变小，使切割
垫不会破坏材料，但依然可以粘住材料。 

按照 Silhouette Studio® 中的说明将您的纸张或其他媒介放在切割垫上。 

打开 Cameo 
打开 Silhouette Cameo®：按一下电源按钮，等待机器启动。 如何将切割垫送入机器： 

 f 抬起并打开上盖。 

 f 将切割垫的左边缘对齐机器左侧的灰色定位标志。 

 f 将切割垫按在白色的滚子上。 

 f 按一下触控面板上的向上箭头，将切割垫载入裁切位置。 

在屏幕上，若您没有在自己的文档下看到切割垫的图像，请点击窗口右侧 Silhouette 工具条顶部的“页面设置”图
标。 在“切割垫”部分，选择 Cameo 切割垫。 
在屏幕上，将您的图像放在想要切割的位置。 一定要将您的设计作品放在页面的红色边界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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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载刀具 
准备 Silhouette 进行裁切时，选择刀具或刀片是非常重要的步骤。 由于您的机器带有 Auto 刀片，您可以插入该
刀片。 不同类型的刀片有不同的调整方式。 调整替换刀片的操作说明请见刀片外包装。 

若您使用 Auto 刀片，当您将设计作品发送去裁切时，刀片会自动调整。 若要手动调整 Auto 刀片或其他刀片，
请使用机器上的调整槽或者随机附带的手持工具。 上下轻轻挪动刀片，将刀片放入调整槽，直至红色的指示线
指向想要的数值。 

请注意：Auto 刀片、棘轮刀片、高级刀片、织物刀片和绘图笔只能使用左侧的刀具夹具（或刀具夹具 1）。 

上述刀片设置仅适用于 Auto 刀片、棘轮刀片或高级刀片。 在任何情况下，刀片设置的数值越高，露出的刀片就
越长，越适合裁切较厚的材料。 适用于不同材料的建议刀片设置请见 Silhouette Studio® 。 
当您不使用刀具时，可以将它放在机器左侧的刀具盒中。 只需将盖子向左滑并打开，然后将您的刀具放入其
中。 完成后，将盖子向右滑并关上。 

指示刻线 

调整槽 

Auto 刀片 

刀片设置 

1

4–6

7–10

2–3

材料 

薄的材料，如醋酸纸和光滑的导热材料 

更厚的材料，如带纹理的卡片纸和样板纸 

厚的材料，如帆布 

中等厚度的材料，如纸张、卡片纸和植绒的导热材料 

盖子 

刀具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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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刀具检测 
Cameo 4 新增自动刀具检测功能。 此功能允许软件检测插入机器的刀具类型，然后软件根据检测结果自动选择“
发送”面板中的动作选项。 
此功能仅限 Cameo 4 和 Cameo 4 刀具使用。 您可以在刀具和刀具转接头背后看到一个金属条。 就是它告诉机
器（然后告诉软件）插入刀具夹具的刀具类型。 

刀具转接头 
由于 Cameo 4 刀具夹具的构造与之前的 Cameo 夹具略有不同，因此，Cameo 4 配有四个刀具转接头，您可以
使用它们来将刀具插入 Cameo 4： 

双持设置 
Cameo 具有双持功能，可以同时夹持两个不同的刀具。 这允许您使用不同类型的刀片执行多种动作。 两个夹持
座分别为 1（或左侧的刀具 1）和 2（或右侧的刀具 2）。 Cameo 4 刀片上可能标有 1 或 2 这样的号码。 这些数
字表示此刀具可以用在哪个刀具夹具上。 
若您要使用带转接头的刀具（如 Cameo 3 的棘轮刀片），则此刀具只能用在 1 号位置。 

锁紧和解锁刀具 
首先，拉出锁紧杆，解锁刀具 1 的夹持位置。 将 Auto 刀片（或您要使用的任意刀具或刀具
转接头）插入刀具夹具 1，然后将锁紧机构推回原位。 推回锁紧杆时，您可以下压刀具，以
便操作。 这会确保刀具锁紧牢固。 
刀具夹具 1 和 2 的锁紧杆的使用方法相同。 与所插入的刀具无关；每个刀具的锁紧方法相
同。 
若您看到刀具号码旁的蓝点，您就知道刀具已锁紧牢固。 

蓝色的刀具转接头配
合 Silhouette 绘图
笔使用 

灰色的刀具转接头配
合深切刀片使用 

黑色的刀具转接头配
合标准（棘轮）刀片
和高级刀片使用 

白色的刀具转接头
配合 2mm 牛皮纸刀
片使用（兼容旧的 Silhouette 
机器） 

锁紧 解锁 

锁紧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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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滚子 
通过调整主滚轴上的滚子，Silhouette Cameo® 可以裁切以下规格的媒介：A4，信纸，12寸和13寸。 

白色滚子 
锁紧杆 

找到右侧的释放杆，顺时针旋转。 

抓住滚子体，按下锁紧按钮。 

按住锁紧按钮，将滚子滑到想要的位置。 放开滚子体上的按钮，逆时针转动
释放杆，将其锁紧。 

若滚子的锁紧不牢，则有可能移动位置。 

滚子头 

滚子体 

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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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载材料 
把材料放在切割垫上，或者您知道自己要使用的材料后，就可以将切割垫或材料载入到机器中。

请注意：将未使用切割垫的材料送入机器时，一定要将材料张紧，以便两侧的送料滚子能够均匀地夹住材
料。否则，材料的中部会下垂，造成裁切效果不好。

有两种不同的加载方法。在这两种情况下，您都要调整滚子的位置，将滚子滑到适合您
的材料的合适位置：
1. 滑动右侧的滚子，使它匹配您的切割垫或材料的宽度。
2. 调整中间的滚子，使它位于左侧滚子和右侧滚子的中间。

加载完材料后，若想要调整起始裁切点，您可以使用控制面板上或 Silhouette Studio® 软件中的方向键。
裁切完成后，按下卸载按钮。机器会送出并卸下滚子滑杆下方的切割垫或材料。

第一种方法是延迟加载法（裁切区域较大时推荐使用此法）：

1.  按下 Cameo 上的加载按钮。加载按钮会闪烁，这表示机器已准备好加载材料。

2.  将切割垫或待送入材料的左边线与刀具座和滚子滑杆上左滚子前方的灰色刻线对齐。

3.  几秒钟后，机器会夹住您的切割垫或材料，将它送入滚子滑杆下方。

第二种方法是立即加载法（裁切区域较小时推荐使用此法）：

1. 将切割垫或待送入材料的左边线与刀具座和滚子滑杆上左滚子前方的灰色刻线对齐。

2.  按下 Cameo 上的加载按钮。机器会立即夹住您的切割垫或材料，将它送入滚子滑杆下方。

加载 
卸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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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切设计作品 
挑选好您的设计作品，加载完材料，机器已准备就绪后，您就可以开始第一次裁切了！ 
回到 Silhouette Studio®，补充完成所有可能缺失的必要信息。 对于您使用“
简单”操作进行裁切时遇到各个部分，以下是简单的介绍。 
在刀具 1 和刀具 2 部分，您会看到材料、动作和刀具的下拉列表。 
首先，请选择您的材料。 请务必准确选择您的材料，因为 Silhouette Studio® 
为每个材料准备了精心调整的裁切设置。 若您发现自己需要进行调整，可以
自行修改这些设置。 若要添加新材料，您可以点击材料下拉菜单底部的“添加
新材料类型”按钮，添加您自己的裁切设置。 
然后，请选择刀具，或者确保已选择的刀具正确无误。 配有自动刀具检测功
能时，您的机器应该能自动检测刀具夹具中的刀具类型。 这里，我们在 
Cameo 4 中安装了两种不同刀具：Auto 刀片和绘图笔转接头。 

现在，您就可以点击“发送”按钮，观赏 Silhouette 精确切割您的设计作品了！ 

若要机器提醒您如何操作来进行裁切，您可以点击“发送”按钮左侧“发送”面板左下角的毕业帽图标。 您会看到一
个讲解操作步骤的简短幻灯片。 

刀具 1 和刀具 2 
与 Cameo 3 不同，双持系统中的刀具夹具可执行不同的裁切功能，因此刀具无法互换使用。 以下是每个刀具夹
具兼容的刀具和功能： 

刀具 自动动作 
刀具 1 Auto 刀片 裁切 

棘轮刀片 裁切 
深切刀片 裁切 
绘图笔 绘图 

刀具 2 牛皮纸刀 裁切 
旋转刀片 旋转裁切 
冲孔工具 冲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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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切割垫裁切（啤半穿） 
当您在使用带有底层（即乙烯基底、传热基底、贴纸衬底等）的裁切材料时，就会用到啤半穿。当您使用 
Cameo 4 进行啤半穿时，Cameo 4 有其他两种您可能想使用的功能，即 滚子送料器和横裁刀。 
若您不想在啤半穿时使用滚子送料器和横裁刀，您需要做两件事： 
1. 前往“页面设置”面板，将切割垫选项改为“无”。 
2. 前往“发送”选项卡，选择您的材料（请记住，要执行此种裁切类型，您的材料必须有底层）。 

完成这两步后，您就可以进行裁切。 



26

Silhouette Cameo® 4 用户手册 

使用滚子送料器 
内置的滚子送料器位于 Cameo 4 前方的托盘中。 若要打开滚子送料器，只需轻轻拉出托盘。 
请注意：打开过程中，滚子送料器托盘会伸出机器 8 英寸长。 若您发现托盘只伸出 4 或 5 英寸，则托盘可能被卡出了，没有完全伸
出。 继续轻轻拉动托盘，直至其完全伸出。 

拉出托盘后，翻开插板，您可以将滚子送料器放在它上面。 还有两个可以翻开的端板，您可以将待送入的材料放在它上面。 滑动右侧
的端板，使左右端板的间距与您的材料（9" 或 12"）匹配。 

将待送入的材料放在滚子送料器上。 拿着端板，将它送入滚子送料器的槽口。 然后点击触控面板上的“加载”按钮，将它送入机器。 一
定要保证材料笔直地送入机器。 

用完滚子送料器后，请取下材料卷，收回端板和插板，将托盘推回原位。 

打开送料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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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横裁刀 
若要在不带切割垫的情况下使用成卷的带衬底材料，裁切完成后，您可以使用机器背后的横裁刀来修理您的项
目。 Cameo 已经配备了横裁刀。 

请一定要 Silhouette Studio® 中设置正确，以便您的裁切作品能够正确送入 Cameo。 首先，在“页面设置”面板
上，将切割垫选项设置为“无”。 然后，当您进入“发送”选项卡发送您的设计作品前，请点击右下角的齿轮图标，
打开高级设置。 将送料选项改为“送料”，设置您想要送入的材料长度。 输入的材料长度不准也没关系，因为在
您完成裁切后，可以使用 Cameo 触控面板上的方向键调整送入长度（按需要）。 下一步，请将您的设计作品发
送到机器。 

若要使用横裁刀，在裁切结束时，请一定要将您的设计作品从机器背后送入。 松开横裁刀盒顶部两侧的锁紧装
置，放下横裁刀轨。 沿刀轨滑动横裁刀，裁断您的材料。 当您完成后，请一定要将横裁刀靠在刀轨任一端，提
起刀轨放回原位，然后拧紧两个锁紧装置。 

锁紧 

横裁刀 

锁紧 

横裁刀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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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横裁刀盒 
若您的横裁刀变钝，您想要更换横裁刀，只需取下并更换横裁刀盒。 
若要取下横裁刀盒，请同时按下两个端部的锁紧杆。 按住得同时，将横裁刀盒向外拉出来。 横裁刀盒是长条形
的装置，如下图所示。 
请注意：尝试取下横裁刀盒前，请务必将横裁刀锁紧。 

若要将横裁刀盒放回机器，请将横裁刀盒的底脚与 Cameo 的横裁刀盒安装口底面上的沟槽对齐。 对齐后，提住
横裁刀盒顶部，将它推入安装口，直至您听到它卡回原位。 

锁紧杆 锁紧杆 

横裁刀盒 

锁紧杆 

锁紧杆 

底脚 

底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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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切割垫裁切（冲孔切） 
Cameo 4 新增的第二种免切割垫裁切选项。 裁切纸张、卡片纸这样的材料也不需要切割垫了，这还是头一回。 
有了这项功能，Cameo 可在重要位置进行冲孔（裁切），无需移动材料也能实现裁切。 从裁切机器上取出材料
后，只需轻压一下即可取下裁切好的设计作品。 
得益于刀片区下方设计的通道，Cameo 4 能够执行特殊的裁切动作，即使没有切割垫也能实现材料的裁切。 它
的实现原理是：在裁切过程中上下移动刀片，形成针孔细密的断续线。 完成裁切动作后，轻压一下即可从材料
上取下裁切好的设计作品。 
1. 您必须拥有兼容的 Cameo 型号（限 Cameo 4），您的机器已连接软件，并且与软件同步完成。 
2. 在“页面设置”面板中，在切割垫下拉菜单中选择“无”，和啤半穿时的选项一样。 将媒介尺寸恰好设定为您要使用的材料尺寸。 

3. 在“发送”面板中，选择您的材料类型。 软件会根据您的切割垫选项和所选的材料自动选择“裁切”还是“冲孔切”。 当您没有在“页面设置”
面板中选择切割垫时，对于通常需要切割垫来配合完成裁切的纸张和类似硬质材料，应该使用“冲孔切”。 

您要记住以下几点： 
 f 冲孔切不适合较薄或柔性的材料，如复印纸或织物。 

 f 冲孔切功能仅能在 Cameo 4 机器和 Portrait 3 上使用。 若您正在使用旧型号的 Silhouette 机器（Cameo 3
，Portrait 2 等），您必须使用切割垫来裁切卡片纸或其他纸质材料。 

 f 裁切设计作品前，请务必进行裁切测试，确保您已选择了正确的裁切设置。 

取消裁切 
若要取消正在进行的裁切任务，您有三种方法来取消： 
 1. 在 Silhouette Studio® 中选择“取消”。 
 2. 按一下暂停按钮。 几秒钟后，卸载切割垫的按钮会闪烁，说明您可以卸载切割垫，结束裁切任务。 
 3. 按住 Cameo 4 机器上的暂停按钮 5 秒钟。 请注意：此选项不会自动卸载切割垫或材料。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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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uetooth® 连接性 
Silhouette Cameo® 4 兼容 Bluetooth®，具备无线通信功能。 这样，即使您的机器没
有与电脑相连，您也可以将开启 Bluetooth® 的设备上的设计作品发送到 Cameo 4。 
若要连接开启 Bluetooth® 的 Cameo 4，请按一下 Cameo 上的 Bluetooth® 按钮，确
保 Bluetooth® 已开启。 背景光会从白色变为蓝色，说明 Bluetooth® 已打开。 
在 Silhouette Studio® 中，前往“发送”选项卡。 点击面板底部的 Bluetooth® 图标，然
后选择“添加 Bluetooth® 设备”。 几秒钟后，Cameo 在“发送”面板中的状态将显示为“准
备就绪”，设置就完成了。 

如何查找更多信息 
完整的软件手册 
若要查看完整的、带插图的 Silhouette Studio® 用户手册，请点击 帮助 > 用户手册。 

网站 
浏览 SilhouetteAmerica.com 上的教程部分， 了解具体功能，一步步学习如何使用 Silhouette Cameo® 裁切不
同的媒介类型。 

博客 
访问 Silhouette 官方博客（Silhouette101.com）了解您的机器，浏览教程、使用方法、电子书、视频以及新的
创意想法。 许多博客文章都有分步教学说明，供 Silhouette 产品和软件的高级用户使用。 

电子报 
在 SilhouetteAmerica.com 上注册来接收电子报，通过电子邮件获取产品更新信息和特别优惠。 

客服 
若您还有更多问题，请随时联系客服： 
Silhouette America, Inc. 

support@silhouetteamerica.com 

https://www.silhouetteamerica.com/contact 

Bluetooth® 
状态 

http://SilhouetteAmerica.com
http://Silhouette101.com
http://SilhouetteAmeri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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