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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本机器适用于工业及商业用途，专门用于清洗室内的硬质地板，不能作其他用途。请

一律使用建议的百洁垫和刷子，以及适用于本机器的市售地板清洁剂。

所有的操作人员必须阅读、理解和遵守下面的安全注意事项。

以下针对本手册中使用的安全警示符号与「为安全起见」标题进行说明：

警告：用于警告会导致严重人员伤害或死亡的风险或不安全的操作。

为安全起见：指出使用机器时所必须遵守的事项以保障安全。

若未遵守下列警告，可能会造成：个人伤害、触电、火灾或爆炸。

警告：火灾或爆炸危险：

－ 不可使用易燃性液体；切勿在靠近或位于有易燃性液体、气体或可燃性灰尘的场所

操作机器。

   本机器并无配备防爆马达。若在具有易燃性气体、液体或可燃性灰尘的场所中使用本

机   器可在启动及操作期间电动马达将会产生火花，有可能导致闪火或爆炸。

－ 请勿拾取易燃性材料或活性金属。

－ 电瓶释放出氢气。请远离火花或开放式火源。充电时须保持电瓶舱开启。

警告：触电危险。维修机器前请先断开电瓶接线。

警告：旋转刷运转。双手请勿靠近。维修机器前请关闭电源。

下列资讯指出会对操作人员或设备造成潜在危险的情况：

为安全起见：

1. 请勿操作机器：

－ 接触易燃性液体或靠近易燃性气体时，否

   则可能会导致爆炸或闪火状况。

－ 除非受过训练和有授权操作机器。

－ 除非已阅读并理解操作手册。

－ 若非在正确操作的情况下。

2. 在启动机器之前： 

－ 请确定所有的安全装置都已就定位并且操作正确。





接收机器

拆开机器包装

1. 请仔细检查机器包装箱上是否有破损的情形。如有破损立即向货运业者反应。

2. 检查货运内容清单，如有遗漏项目，请联络销售商。货运内容：

● 6V 电瓶4只－标配

● 24V 电瓶充电器1只－标配

● 电瓶连接线1套-标配

● 吸水胶条1付－标配

● 洗地刷2只－标配

● 针盘2只－标配

● 其他配件－另购

3. 拆开机器包装前，请先拆除将机器固定在货栈上的出货固定件及绳索。在他人协

助下，小心从货栈上卸下机器。

注意：如未使用装卸坪，请勿直接推动机器，以免造成机器损坏。

注意：为避免机器发生损坏，请将机器卸离货栈后再安装电瓶。

安装电瓶

警告：火灾或爆炸危险。电瓶释放出氢气。请远离火花或开放式火源。充电时须保持

电瓶盖开启。

为安全起见：维修机器时，请在处理电瓶及电瓶接线时穿戴防护手套及护目装备。避免

接触电瓶液酸。

1、将机器停放在水平地面上，并取出钥匙。

2、抬起污水箱使可触到电瓶舱露出

3、小心将电瓶安装在电瓶舱闸内，并依照下图所示连接电瓶电缆线

注意：请勿将电瓶丢掷到电瓶舱内，以免造成电瓶与机器的损坏。

4. 接上电瓶之前，请先确定电极和电端是否干净的。视需要使用电极清洗液和钢丝刷。

说明：在连接的接线上涂抹薄薄一层不含金属的润滑油或是保护喷雾剂，以避免电瓶腐

蚀。

5. 电瓶装妥后，请检查电瓶电量表的电量刻度。视需要进行电瓶充电。

机器清洗方式

清洗方式：

手动控制水阀调整清洗液（水和清洁剂）流到地面上的水量。刷子利用清洁剂和水混合

的溶液清洗地板。在机器前进的同时，用吸水扒将地板上的污水吸入污水箱。

刷子和百洁垫资讯

为确保最佳效能，请使用正确的刷子类型进行清洁工作。建议使用的刷子和百洁垫如下：

软质尼龙刷子（白）－

建议用来清洗涂层地板而不伤地面。清洁而不留刮痕。

磨光垫（白）－

用于维护高度亮滑或抛光地面。

缓冲垫（红）－

用于擦洗轻微污垢而不伤地面。

重力折打垫（黑）－

用来强力去除厚重涂层或基底，或者进行超强力擦洗。



机器安装

装接吸水扒组件

1. 将机器停放在水平地面并取出钥匙。

2. 将吸水扒升降杆降至下方位置。

3. 如图将吸水扒装至吸水扒安装托架上务必将紧固旋钮完全置入插孔后再旋紧旋钮

4.将真空吸水管接上吸水扒组件。

5.检查吸水扒胶条并进行适当调整

安装刷子/百洁垫

说明：有关建议使用的刷子与百洁垫，请参照本手册的「刷子与百洁垫资讯」一节，或者

向您当地的授权经销商洽询。

1.将机器停放在水平地面并取出钥匙。

2. 踩住刷头升降踏板，使刷头升离地面

3. 先将百洁垫置于针座上，再安装驱动盘。栓紧中央锁将百洁垫固定。

4.将针座/刷子安装柱栓对准插入马达驱动盘卡扣，按下刷盘马达开关。

5.如要卸除针座和刷子，踩住刷头升降踏板，使刷头升离地面，按下刷盘马达开关。

机器操作

为安全起见：尚未阅读并理解操作手册前，请勿操作机器。

警告：火灾或爆炸危险。切勿在靠近或位于有易燃性液体、气体或可燃性灰尘的场所
操作机器。

操作前检查

□清扫地面上的灰尘。

□检查电瓶电量表的电量刻度。（参照电瓶电量表）

□检查百洁垫/刷子的磨损情况。

□检查吸水扒胶条的磨损情况，并适当调整角度。

□确定污水箱是空的，并已安装干净的浮动式过滤网。

□检查刷头裙部的磨损情况。

操作机器

1. 将主电源钥匙转开至（I）的位置。

2. 将吸水扒升降杆往下拉，使吸水扒组件降至地面。

3. 踩住刷头升降踏板，使刷头降至地面。

4.打开清水控制旋钮。

5.按下刷盘马达开关，然后按下吸水马达开关。

6. 马达驱动机型：将速度控制旋钮调整到您所要的清洗速度

说明：建议使用每分钟45-60 米的清洗速度。

操作机器期间

警告：火灾或爆炸危险。请勿拾取易燃性材料或活性金属。

1. 每道清洗路径重叠5 厘米。

2. 使机器持续行进以免损伤地面。

3. 如吸水扒吸水后，地面有拖痕，用抹布擦试胶条去除垃圾。事先清扫以防拖痕产生。

4. 勿于坡度超过5%（3°）的斜面操作机器。

为安全起见：使用机器时，在斜坡和滑面地面上，请缓慢移动。

5. 如果泡沫过多，将建议使用的消泡剂溶液倒入污水箱。

注意：请勿让泡沫进入过滤网，以避免损坏真空马达。泡沫会让过滤网开关无法失效。

6. 使用双重清洗方式清洁极度脏污的区域。先将吸水扒升起进行清洗，让溶液浸渍3-5 分

钟后，将吸水扒降下并再次清洗。

7. 视需要更换或旋转百洁垫。

8. 观察电瓶电力表的用电量（参照「电瓶电力表」）。

9. 透过清水箱液位计察看剩余液量。传统洗地方式每10 分钟的用量约10 公升；

10. 清水箱内的溶液用完时，先清空污水箱再重新注入溶液。

11. 工作人员离开机器时，请将机器停放在水平地面并取出钥匙。

12. 清洗完毕后，进行每日维护程序。



电瓶电量表

电瓶电量表会显示电瓶的电量。当电瓶充满电时，所有的指示灯均亮起。随著电量耗

用，指示灯会从右至左依次熄灭。为延长电瓶寿命，请勿让指示灯熄灭至低于下述的

用电量。

说明：为延长电瓶的寿命，请务必于机器总使用时数超过30 分钟后再进行电瓶充电。

水箱排水

每次使用后应将污水箱排干并清洗。清水箱应定期清理以去除任何腐蚀部位。将机器

搬运至排水地点，关闭电源钥匙，依照下列排放指示进行排水：为安全起见：离开或

维修机器之前，请将机器停放在水平地面上并关闭机器和取出钥匙。

排放污水箱

1. 依逆时钟方向旋开污水箱排水管盖，将其取下

2.打开污水箱盖，然后冲洗水箱

3.拆卸并冲洗位在污水箱内的浮动过滤网。

电瓶充电

注意：为了延长电瓶的寿命并确保机器的最佳效能，必须在机器使用时间最少超过30 分

钟以上才能进行电瓶充电。请勿让电瓶长期处于未充电状态。以下的充电说明适用于本

机器随附的充电器。请务必使用下列规格的充电器，以免电瓶损坏。电瓶充电器规格：

● 充电器类型：－铅酸电瓶用充电器

● 输出电压－24 伏特

● 输出电流－15 安培

● 自动断电电路

● 适用于深度循环式电瓶充电

1. 将机器移至通风良好的场所进行充电。

警告：火灾或爆炸危险。电瓶释放出氢气。请远离火花或开放式火源。充电时须
保持电瓶舱开启。

2. 将机器停放在水平地面上，并将钥匙转到关闭位置。

3. 充电前，检查各电瓶单元中的电解液液位。

为安全起见：维修机器时，请在处理电瓶及电瓶接线时穿戴防护手套及护目装备。
避免接触电瓶液酸。

4. 充电时，请将污水箱侧开以利通风

5. 将充电器的AC（交流）电源线插入接地良好的电源插座上。

6. 将充电器的DC（直流）线插入污水箱后方的电瓶充电插座上。

7. 充电器将自动开始充电，并且会在充满时自动关闭。

说明：机器接上充电器时将无法操作。注意:充电器充电期间，请勿将充电器的DC 线拔

出机器上的插座中拔出。以免产生弧光放电。如于充电途中必须暂停充电，请先拔除AC

 电源线。

警告：火灾或爆炸危险。电瓶释放出氢气。请远离火花或开放式火源。充电时须保持电

瓶舱开启。

8. 充电完毕后，再次检查电解液面高度。

机器维护

只要确实遵守每日、每周及每月的维护程序，机器即可保持在最佳工作状态。

警告：触电危险。维护机器前请先断开电瓶接线。

每日维护（每次使用后）

1.排干并清洗污水箱

2. 拆取并冲洗位于污水箱内的浮动式过滤网

3. 排干清水箱，并视需要用不高于60℃的热水冲水箱

4. 卸取百洁垫/刷子进行清理。如有磨损，翻转或更换百洁垫

5.擦拭吸水扒胶条。将吸水扒组件放置于升起位置，以防胶条损坏。

6. 检查吸水扒胶条刮刀边缘的磨损状况。如有耗损，将胶条两头对调。

7. 使用多用途清洁剂和湿布擦拭机器。为安全起见：清理机器时，请勿以高压喷洒或水

管冲洗机器。以免造成电子零件故障。

8. 检查刷头裙边的磨损状况，如有耗损或损坏即予更换。

9. 给电瓶充电。为了延长电瓶的使用寿命并确保机器的最佳效能，必须在机器使用时间

超过30 分钟以上才能进行电瓶充电。



每月维护（每使用 80 小时）

1. 从机器下面拆卸清水箱过滤器并清洗滤网。确保在拆卸过滤器之前倒空清水箱。

2. 清洁电瓶顶端以防电极腐蚀（参照「电瓶维护」）。

3. 检查电瓶接线是否松脱。

4. 检查并清洁污水箱盖封条。如有损坏即予更换。

5. 在所有的枢轴及滚轮上喷洒矽胶干式润滑剂，再覆盖一层防水性润滑油，以保持轮

轴的顺畅运作。

6. 检查机器上的螺帽及螺栓是否松脱。

7. 检查机器是否渗漏。

每季维护

每 250 小时检查驱动马达（驱动机型）、真空马达及刷子马达的碳刷磨损情况。当炭刷

长度磨损10 毫米以内时，需要换碳刷。机器如需送修，请与授权的服务中心联络。

警告：触电危险。维修机器前请先断开电瓶接线。

搬运机器

使用卡车或拖车搬运机器时，请务必遵循下列捆绑程序：

1. 将刷头升起至搬运位置。

2. 使用建议的装卸坪装载机器。

3. 将机器正面紧靠在卡车或拖车的前方部位。机器放妥后，降下刷头并将钥匙转到关闭位

置。

4. 在每个驱动轮的后方放置障碍物，以防机器滑动。

5. 使用绳索固定机器的顶端以防止倾斜。您必须要在卡车或拖车的车板上装设托架。为安

全起见：搬运机器时，请使用建议的装卸坪从卡车或拖车上装卸机器，并以绳索将机器固

定在车板上。

贮存机器

1. 存放前请先将电瓶充电。切勿在电量耗尽的情况下进行贮存。

2. 将水槽内的水槽箱彻底排干并冲洗干净。

3. 将机器存放在干燥的场所，且刷头应保持在升起位置。

4. 打开污水箱盖以利通风。注意：切勿让机器受到雨淋，将其贮存在室内。

5. 如于寒冷环境下存放机器，请确实排干机器内部所有的液体。

故障排除

问题 原因 解决方法

机器无
法操作

电瓶没电 电瓶充电

电瓶故障 更换电瓶

电瓶接线松脱 拧紧电瓶接线

主保险丝烧断 更换保险丝

刷盘马
达不工
作

刷头升离地面 降下刷头

电瓶电量表锁住未启动 电瓶充电

刷盘马达电路断路器触发跳电 重设刷子电路断路器按钮

刷子（上/下）开关故障 请与服务中心联络

马达碳刷磨损 请与服务中心联络

真空马
达不工

作

吸水扒升离地面 降下吸水扒

真空马达保险丝烧断 更换保险丝

真空马达或配线故障 请与服务中心联络

马达碳刷磨损 请与服务中心联络

少量或
无水流
出

清水箱过滤器或溶液管堵塞 清洗清水箱过滤器

水流控制旋钮流速设定太低 调整水流控制旋钮

松开控制旋钮的螺丝 润滑旋钮后锁紧螺丝

回收污
水效率
低

污水箱已满 排干污水箱

吸水胶条磨损 更换吸水胶条

吸水管堵塞 清除堵塞的碎屑

污水箱密封条损坏 更换密封条

真空马达故障 请与服务中心联络

运转时
间缩短

电瓶有瑕疵 更换电瓶

电瓶充电故障 维修或更换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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