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吹风机

BBX7600

使用说明书
重要信息 :

操作吹风机之前请仔细阅读本使用说明书，并严格遵守安全规定！

请妥善保管本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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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中文

感谢您购买 Makita 吹风机。很高兴能为您提供经长期研发和多年知识

经验积累而生产出的 Makita 吹风机产品。

BBX7600 型吹风机是先进的工艺技术与人体工程学设计的完美结晶。其

小型、轻质，易于操作，是用途广泛的专业设备。

本小册子中详细归纳了有关本产品出色性能的各个要点，请阅读、理解

并按照本书中的说明进行操作。这样将有助于您安全地获得 Makita 吹

风机的最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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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

阅读本使用说明书时，一定要理解下列符号的含义。

警告／危险／注意 燃料 （汽油）

阅读、理解并按照本使用说明书的内容进行

操作
手起动发动机

禁止 紧急停止

禁止吸烟 急救

禁止明火 回收再利用

必须佩戴防护手套 打开／起动

使所有其它人员和宠物远离操作区域 关闭／停止

佩戴防护眼镜和护耳 小心被叶轮片切到手指或手

小心手指或手被灼热表面烫伤 当心火灾！ 



3

安全说明

一般说明

• 为确保正确和安全的操作，用户必须阅读、理解并按照本使用说明书的

内容进行操作以保证熟练操作本吹风机 (1)。如果用户未阅读并理解本

说明书的内容即进行操作，其不当操作可能会对自身或他人带来危险。

• 建议仅将本吹风机借给具有吹风机实际操作经验的人员。

• 同时，请务必转交说明书。

• 初学用户应向经销商询问基本操作说明以熟悉吹风机的基本操作。

• 禁止儿童和18岁以下的青年操作本吹风机。仅可以培训目的并在合格培

训员的直接监督下，允许 16 岁以上的人员操作本机。

• 使用吹风机时请特别小心并留意。

• 仅在身体状况良好的条件下操作本吹风机。

• 认真、仔细地执行所有作业。用户必须对他人的安全负责。

• 饮酒或服药 (2) 后，切勿使用本吹风机。

• 请勿在疲劳时使用本机。

• 将本说明书妥善保管以供今后使用。

个人防护装备

• 所着衣物应实用并适当，即，既要紧身合体又不会对操作造成阻碍。请

勿佩戴可能会被吸入进风口的首饰、穿着类似的衣物或留长发。

• 为避免头部、眼睛、手部或脚部受伤并保护听力，操作吹风机时必须使

用下列防护装备并穿着防护服。

请特别注意以下规定

• 所着衣物必须结实耐用并贴身合体，但是必须保证身体可以自由活动。

切勿穿着宽松的外套、喇叭裤或宽腿裤、佩戴围巾、留松散的长发，或

佩戴和穿着任何可能会被吸入进气口的物品。穿着连体工作服或长裤以

保护腿部。

请勿穿着短裤。(4)

• 吹风机的噪音可能会损坏听力。佩戴音障(耳塞或耳罩)以保护听力。持

续和经常使用本机的用户应定期检查听力。(3)

• 建议使用本吹风机时佩戴手套。

穿着具有防滑鞋底的结实鞋子。(4)

• 必须对眼睛进行适当的防护。虽然出气方向距离操作者较远，但是在吹

风机操作期间可能会发生跳飞和反弹。(3)

• 未佩戴护目镜或具有良好的上部与侧面保护的适当防护眼镜(符合 ANSI

Z 87. 1，或相应的国家标准 ) 时，切勿操作吹风机。

起动吹风机

• 请确保在 15米 (5)的作业范围内没有儿童或其它人员，同时还要留意作

业区附近的动物。切勿在市区内使用吹风机。

• 操作前，务必确认吹风机可以进行安全操作 :

检查油门杆是否牢固。检查油门杆是否可以顺畅操作。检查油门杆锁是

否正常工作。检查手柄是否清洁和干燥，并测试I-O开关工作是否正常。

请勿让手柄沾上机油或燃料。

(1)

(2)

(3)

(4)

(5)

1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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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根据说明起动吹风机。

请勿使用任何其它方法起动发动机 (6)！

• 仅可将吹风机和附带的工具用于指定的用途。

• 只有在整台吹风机组装完成后才可以起动发动机。只有在安装了所有相

应的附件后，才可以操作本机。

• 如果出现任何发动机故障，立即将发动机关闭。

• 使用吹风机作业时，务必牢牢地握住手柄，使控制手柄位于大拇指和食

指之间。将手保持在这个位置以保证机器随时处于控制之下。确保控制

手柄处于良好状态：不潮湿、没有上下摇晃、没有沾上机油或油脂。

务必确保安全、均 的脚步行进。

• 以适当的姿势操作吹风机，以防止吸入排出的气体。切勿在封闭的房间

内运行发动机 ( 可能有窒息和毒气中毒的危险 )。一氧化碳是一种没有

气味的毒气。务必确保通风良好。

• 当休息或无人照管吹风机时，请关闭发动机。将其放在安全的位置，以

防对他人造成危险、引燃易燃材料或对机器造成伤害。

• 切勿将灼热的吹风机放在干草或任何易燃材料上。

• 必须在操作期间使用本机附带的所有防护零件和保护罩。

• 排气消音器有故障时切勿使用该机。

• 运输期间应关闭发动机 (7)。

• 汽车或卡车运输过程中，要安全放置吹风机，以防燃料泄漏。

• 运输吹风机时，确保燃料箱彻底清空。

补充燃料

• 补充燃料期间 (7)，关闭发动机、远离明火 (8) 并不能吸烟。

• 避免皮肤接触石油产品。请勿吸入燃油蒸汽。补充燃料期间，务必佩戴

防护手套。定期更换和清洗防护服。

• 为防止土壤污染，小心不要洒出燃料或机油 ( 环境保护 )。燃料溢出后，

请立即清洁吹风机。在适当的有盖容器中处理湿衣物前，先将其晾干，

以防发生自燃。

• 避免任何燃料接触衣物。如果衣物溅上燃料(可能有着火危险)，立即将

其更换。

• 定期检查油箱盖，确保其能被牢固拧紧。

• 小心拧紧燃料箱盖。更换位置起动发动机 ( 距离补充燃料的地点至少

3 米远 ) (9)。

• 切勿在封闭的房间内补充燃料。因为在地平面会积聚燃油蒸汽 ( 有爆炸

的危险 )。

• 只可在经认可的容器中运输和存放燃料。确保儿童无法接近存储的燃

料。

• 请勿尝试对灼热或正在运行的发动机补充燃料。

(6)

(7)

(8)

(9)

3 米

• 休息

• 运输

• 补充燃料

• 维护

• 工具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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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法

• 仅在光线和可视性良好的情况下使用吹风机。在寒冷季节使用时，请小

心光滑或潮湿的区域以及冰雪地面 ( 有滑倒的危险 )。

务必确保安全行进。

• 切勿在不平稳的地面或陡坡上工作。

• 为减少人身伤害的危险，请勿将吹风机指向周围人员，因为气流的高压

可能伤害眼睛并可能以高速吹动小物体。

• 切勿将任何异物插入到本机的出风口或喷嘴。这样会损坏风扇叶轮，并

可能由于物体或碎片的高速喷出而对操作员或周围人员造成严重的人身

伤害。

• 注意风向，即，不要顶风作业。

• 为减少摔倒和失控的危险，操作本机时请勿倒行。

• 进行本机的清洁或维修，或者更换零件前，务必将发动机关闭。

维护说明

• 请勿破坏环境。尽量在低噪音、低污染的情况下操作吹风机。特别要检

查是否正确调整了化油器。

• 定期清洁吹风机，并检查所有的螺丝和螺母是否牢固地拧紧。

• 切勿在明火、火花等附近维修或存放吹风机 (11)。

• 务必将吹风机存放在通风良好且锁闭的房间内，存放时要排净燃料箱内

的燃料。

请遵守并执行同业公会和保险公司发布的所有相关技术安全规程。请勿以

任何方式改装本吹风机，否则可能会对您的安全造成危险。

用户只能执行本说明书中所述的维护或维修操作。所有其它工作应由授权

的维修代理商完成。

请仅使用由 Makita 提供的原厂部件和附件。

使用未经认可的附件和工具会增加发生事故和人身伤害的危险。Makita

对于使用任何未经认可的工具或附件而造成的事故或损坏不承担任何责

任。

急救

一旦发生事故，确保在操作区的附近有药品完备的急救箱可以使用。从急

救箱中取用的物品应立即补充。

寻求帮助时，请提供以下信息：

• 事故地点

• 所发生的事故

• 受伤人数

• 受伤程度

• 您的姓名

包装

为防止运输损坏，Makita 吹风机在运送时使用了坚固的防护纸板箱。纸

板是一种基本原材料，因此可重复使用或适宜回收再利用 ( 废纸可回收再

利用 )。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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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备注：

1. 请使用 Makita 指定的机油和火花塞。

2. 以上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绳索起动装置技术参数

型号 BBX7600

重量 ( 不含吹送管 )  (kg) 10.2

尺寸 ( 长×宽×高，不含吹送管 ) (mm) 350 × 430 × 495

发动机标定转速 (min-1) 7,000

怠速 (min-1) 2,800

发动机排量 (mL) 75.6

燃料 车用汽油

燃料箱容量 (L) 1.9

机油
API 类，SF 级或更高级别 ( 汽车的四冲程发动机 ) 的 SAE 10W- 30 机油

建议使用四冲程 10W- 30 型机油

机油容量 (L) 0.22

化油器 ( 膜片式化油器 ) WALBRO WYK

点火系统 固态点火

火花塞 NGK CMR6A

电极间距 (mm) 0.7 - 0.8

汽油机型号
技术参数

EH075

质量 (kg) 0.166

外形尺寸 (mm) 100.5 × 94 × 36

最大输出扭矩 (N·m) 6.48

绳索最大作用力 (N) 180

安装要求 棘爪灵活、起动后迅速脱离并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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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名称

零件名称 零件名称 零件名称 零件名称

1. 停止开关 8. 吸气阀杆 15. 火花塞盖 22. 吹送管

2. 控制手柄 9. 起动把手 16. 火花塞 23. 吹风机喷嘴 L=450

3. 油门杆 10. 燃料箱 17. 油箱盖 24. 软管卡箍φ 100

4. 控制杆 11. 燃料箱盖 18. 排油螺钉 25. 软管卡箍φ 76

5. 启动泵 12. 消音器 19. 弯头 26. 吹风机喷嘴 L=200

6. 滤芯盖 13. 背带 20. 软性管

7. 旋钮螺钉 14. 进气滤网 21. 旋转管

选购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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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装说明

吹送管的组装

注意：在吹风机上进行工作前，务必停止发动机并将火花塞帽拉出火花

塞。

务必佩戴防护手套！

注意：只有在完整组装好吹风机后才能将其起动。

1. 将带旋转接头(3)的直管组装到软性管(1)并用软管卡箍φ76 (2) 紧

固。

2. 将控制手柄 (4) 安装到带旋转接头的直管上，然后用夹紧螺丝 (5) 拧

紧。

3. 将软性管安装到吹风机的弯头 (6) 上，然后用软管卡箍φ 100 (7) 紧

固。

4. 将直管 (8) 组装到带旋转接头的直管上，顺时针转动直管将其锁定到

位。

5. 确保拧紧了所有的卡箍。

(5)

(4) 

(1) (2) (3)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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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背带

安装步骤

将背带安装到吹风机。

• 如右图所示，将背带的末端穿过挂钩的下部并结环。具有折叠末端的背

带侧应朝外。然后，将背带的末端再转回到挂钩之上并将剩余长度的背

带穿过带扣 (1)。以图中箭头所示的方向朝挂钩推动带扣，同时向相反

的方向拉动背带，使带扣 (1) 卡紧。

• 安装背带后，将带扣卡紧到挂钩。用力拉动背带，确保背带已紧固不会

松散。

• 将背带底部的挂钩安装到机框的环上。

• 确认背带没有缠绕。

注意：请确保将折叠末端朝外安装背带。如果将背带的外侧朝内使用，可

能会使背带松散而造成吹风机掉落。

(1)

快速断开弹簧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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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动发动机之前

1. 检查并重新填注机油

1) 机油冷却，即，吹风机未运行时，根据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 检查： 将吹风机放在水平表面上，然后拆下油箱盖。检查油量是否位于油

尺的上限和下限标记之间。如果油量不足 100 mL，填注新的机油。

• 添加机油：将吹风机放在水平表面上，然后拆下油箱盖。将机油填注到油尺的

上限位置。

2) 平均算来，通常需要在每操作 20 个小时后添加机油。与为吹风机加油对应

的每次更换机油的间隔约为 10-15 次。

3) 如果机油变脏或明显变色，请将其更换。( 有关机油更换步骤和频率，请参

见第 15 页。)

建议使用的机油：Makita 原厂机油或 API 型，SF 级或更高级别 ( 汽车的四冲程发动机 ) 的 SAE10W-30 机油。

油箱容量：约 0.22 L (220 ml)

注意

• 如果未将吹风机直立放置存放，机油可能会从油尺中流入到发动机并在检查油量时造成读数错误。这样会导致添加机油时不经意地添加过量。

务必将吹风机直立放置存放。

• 如果超过油量上限，可能会导致机油变脏或由于燃烧了过量的机油而冒出白烟。

检查点 1：机油盖

• 拆下机油盖前，擦净开口周围的污垢。

• 拆下机油盖并将其放在清洁的表面上，以防机油盖沾上沙土、污垢或其它异物。这些物体可能会粘附到盖上并掺杂到机油中。含有沙土、污垢

或异物的脏机油可能会由于润滑不良造成发动机过度磨损，而导致发生故障。

检查点 2：机油溢出

• 机油溢出到吹风机的外部，可能会导致机油变脏或掺杂异物。因此，起动发动机前，请将溢出的机油擦净。

上限

下限

油尺

剩余 100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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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供油

燃料的贮存期

即使将燃料保存在专用容器中并置于通风良好的阴凉处，也应在 4 周内将其用完。

否则，燃料可能会在一天内变质。

燃料

本发动机为四冲程发动机。请务必使用车用汽油 （一般汽油或高级汽油）。

填充燃料时，请停止发动机并等发动机冷却。

填注方法

• 松开一点箱盖，以释放箱内压力。

• 分离燃料箱盖，倾斜燃料箱以排出空气，使燃料填注口朝上，然后补充燃料。切勿加满燃料到箱顶。

• 补充燃料后，牢固地拧紧燃料箱盖。

• 如果燃料箱盖上有裂纹或损坏，请更换。

• 箱盖会随着时间而磨损。请每隔 2 到 3 年更换一次。

• 切勿在机油填充口中放入燃料。

警告

• 填充燃料时，务必遵守以下说明以防止着火或火灾：

-必须在没有火源的地方进行供油操作。切勿将火源（吸烟等）带至供油处附近。

-填充燃料前，关闭发动机并使其冷却。

-慢慢打开燃料箱盖。由于内部压力，燃料可能会冒出。

-小心不要洒出燃料。如果燃料溢出，将其擦净。

-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执行供油操作。

• 小心处理燃料。

-如果燃料粘附到皮肤或进入眼中，可能会导致皮肤过敏或眼睛刺痛。如果感到身体有任何不适，请立即与专科医生联系。

• 切勿在燃料箱中放入机油。

机器和燃油储存箱的存放

• 将机器和燃油储存箱置于远离阳光直射的阴凉处。

• 切勿将燃料存放在汽车中。

燃料的注意要点

• 切勿使用含有机油的汽油混合物。否则，将造成过量积碳或机械故障。

• 使用变质的机油将造成不规则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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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1. 起动

1)当发动机冷却时或在填充燃料之后

(1)将本机放在平坦的空间上。

(2)将停止开关扳到 “I”位置。

(3)检查控制杆是否位于低速位置。

(4)连续按动启动泵，直到燃料进入启动泵。

• 通常，按 7 到 10 次，燃料就会进入化油器。

• 如果按动启动泵次数过多，过量的汽油会返回到燃料箱。

(5)将吸气阀杆抬到关闭位置。

(6)用左手按住滤芯盖以防发动机移动。

(7)慢慢拉出起动把手直到感到有明显的阻力。将起动器把手从此

位置向后返回一次，然后用力将其拉出。

• 切勿将绳索拉到头。

• 起动把手被拉动时，切勿立即松手。握住起动把手直到其返回原

位。

(8)发动机起动后，打开吸气阀杆。

• 在检查发动机运转的同时将吸气阀杆完全打开。

• 寒冷条件下或发动机冷却后，切勿突然打开吸气阀杆。否则，发

动机可能会停止。

(9)持续进行预热操作 2 到 3 分钟。

(10)如果发动机可以从低转速迅速加速到最高速，则表明预热完

成。

警告

• 切勿尝试在供油处起动发动机。

-否则可能导致着火或火灾。起动发动机时，请保持至少 3m 的距离。

• 从发动机排出的废气含有有毒物质。切勿在通风不良的地方 （如，隧道、建筑物内等）操作发动机。

-在通风不良的场所内操作发动机可能会导致毒气中毒。

• 如果在起动后发觉声音、气味或振动有异常，请立即停止发动机并进行检查。

-如果不顾这些异常情况继续操作发动机，可能会发生事故。

• 检查停止开关的功能，确认停止开关位于“O”位置时发动机停止。

(2)

停止开关

控制杆

打开

(3) 高速

低速

(7)

(8)

吸气阀杆

启动泵 关闭(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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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动机温热时

(1)将发动机放在平坦的地面上。

(2)按启动泵几次。

(3)确认吸气阀杆已打开。

(4)用左手按住滤芯盖以防发动机移动。

(5)慢慢拉出起动把手直到感到有明显的阻力。将起动把手从此位置向后返回一次，然后用力将其拉出。

(6)如果起动发动机有困难，打开节流阀约 1/3。

2. 停止

1)控制杆位于低速位置时。

释放油门杆以减小发动机转速，并将停止开关设为“O”位置。

2)控制杆位于低速位置之外的位置时。

将控制杆设为低速位置，减小发动机转速，然后将停止开关设为

“O”位置。

怠速的调节

怠速的检查

将怠速设为 2800 rpm (/min)。

• 如果需要更改旋转速度，使用十字螺丝刀对怠速调节螺丝进行调节。

• 将怠速调节螺丝拧向右侧，发动机转速增大。将怠速调节螺丝拧向左

侧，发动机转速降低。

备注

• 如果将吸气阀杆移动到 “关闭”位置以外，可能会损坏发动机。

• 如果发动机点火又停止，请将此阀杆返回到 “打开”位置，然后拉动几次起动把手再次起动发动机。

• 如果吸气阀杆位于 “关闭”位置时，操作者持续多次拉动起动把手，则发动机可能因吸入过量燃料而难以起动。

• 如果吸入了过量燃料，拔出火花塞并快速拉动把手几次以排出过量的燃料。擦干火花塞电极。

• 如果即使将油门杆设为低速时，节流阀也不能返回到与怠速调节螺丝相接触的位置，校正操纵索联结状态以确保阀的正确返回。

危险

出厂时已对化油器进行了调节。请勿进行怠速调节以外的其它调节。需要进行调节时，请与特许经销商或授权的维修代理商联系。

控制杆 高速

低速

停止开关

化油器 怠速调节螺丝



14

操作方法

1. 调节背带

将背带调节到携带吹风机进行作业时的合适长度。

如图所示进行调节。

2. 调节控制杆

沿旋转管将控制手柄移动到最舒适的位置。

3. 吹风机操作

操作吹风机时，调节油门杆使风力适合于作业所需的大小。

低速：适用于干树叶和干草

高速：适用于砂砾和泥土

巡航控制杆允许操作者无需操作触发杆就可以保持恒定的发动机速度。

抬起巡回控制杆会增大发动机转速。

压下巡回控制杆会减小发动机转速。

使用巡回控制杆时调节发动机转速：

增大发动机转速时：

• 拉动触发杆以增大发动机转速。释放触发杆时发动机转速会返回到其

原来设置。

• 以这种方式增大发动机转速也会增大巡回控制杆设置。拉动触发杆时

巡回控制杆也会同时被抬起，并且新巡回控制杆设置将被维持在较高

的发动机转速。

减小发动机转速时：

• 降低控制杆到低速位置。

运输和存放吹风机

运输或存放时，请将吹风机保持在直立放置。( 请参见右图 )。

如果未直立运输或存放吹风机，可能会造成机油流入到吹风机发动机内

部。这样会导致机油泄漏和燃烧而冒出白蓝烟，而且空气滤清器也可能被

机油弄脏。

危险

• 运输吹风机时，务必将发动机关闭。

拉紧背带 放松背带

控制杆
高速

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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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和维护

1. 机油的更换

变质的机油可以很大程度地缩短滑动零件和旋转零件的寿命。务必查看更换的周期和用量。

更换间隔： 第一次使用时，在工作 20 小时之后更换，以后每工作 50 小时更换

建议使用的机油：API 类，SF 级或更高级别 ( 汽车的四冲程发动机 ) 的 SAE10W-30 机油

机油更换步骤

更换机油时，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1) 将吹风机放在水平平面上。

(2) 将一个废机油容器放在排油孔 (1) 下以盛接排出的机油。要盛接所有的机

油，容器的容量至少应为 220 ml。

(3) 松开排油螺钉 (2) 使机油排出。小心不要让机油溅到燃料箱或其它零件上。

注意：小心不要丢失垫圈(铝制垫圈) (3)。将排油螺钉(2)放在干净的地方。

(4) 拆下油箱盖 (4)。( 拆下油箱盖 (4) 使机油顺利排出。)

注意：务必将油箱盖 (4) 放在干净的地方。

(5) 排出的油量逐渐减少时，将吹风机朝排油方向倾斜，使机油完全排出。

(6) 机油完全排出后，牢固地拧紧排油螺钉 (2)。如果螺钉未拧紧，可能会导致

漏油。

注意：重新安装放油塞时，不要忘记重新装回垫圈 ( 铝制垫圈 ) (3)。

(7) 机油更换过程期间添加机油的方法与油量不足时单独说明的机油添加方法

相同。务必从油箱盖下的开口填注机油。

( 额定油量：约 220 ml)

(8) 填注机油后，牢固地拧紧油箱盖 (4) 以防漏油。

危险

• 进行检查和维护前，停止发动机并让其冷却。拆下火花塞和火花塞帽。

-否则操作员可能会被灼伤或由于不小心起动而造成严重伤害。

• 检查和维护后，务必确认已组装了所有的零件。然后，再继续进行操作。

危险

• 通常，发动机主机和机油在发动机刚刚停止后仍是热的。更换机油时，确认发动机主机和机油已充分冷却。否则，可能会有烫伤的危险。停止

发动机后，等待足够时间让机油回到油箱中，以确保油量指示的读数准确。

• 如果填充机油超过限度，可能会变脏或可能燃烧并冒出白烟。

机油更换要点

• 切勿将更换的机油弃置在垃圾堆、地面或排水渠中。机油的弃置是受法律约束的。弃置时，务必遵守相关的法律和规定。有关任何仍不明确的

要点，请与授权的维修代理商联系。

• 即使将机油存放不用，其也会变质。定期进行检查和更换 （每 6 个月更换一次新机油）。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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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空气滤清器的清洁

清洁和检查的间隔：每日 (每操作 10 个小时 )

(1)松开旋钮螺钉。

(2)拆下空气滤清器盖。

(3)取出滤芯并用毛刷除去其上面的灰尘。

备注：滤芯为干式滤芯，请勿将其弄湿。切勿用水清洗。

(4)如果其损坏或脏污严重，请更换新的滤芯。

(5)用抹布擦去进入通气孔中的机油。

(6)将滤芯放入滤清器盒内。

(7)装上空气滤清器盖并拧紧旋钮螺钉。

3. 检查火花塞

(1)打开／关闭火花塞盖

要打开火花塞盖，向上拉火花塞盖突出部分的接缝处并向右图中所示的“打

开”方向滑动。

关闭盖时，将盖朝“关闭”方向滑动，直到火花塞盖突出部分下的卡爪压扣

到发动机盖上。最后，推入突出部分。

(2)拆下火花塞

使用附带的套筒扳手拆下或安装火花塞。

(3)检查火花塞

火花塞两个电极之间的间隙 ( 参见左图 )为 0.7 至 0.8 mm。当间隙过宽或过

窄时，请调节到正确的间隙。

如果火花塞上积碳或变脏，将其彻底清洁或进行更换。

(4)更换火花塞

使用 NGK-CMR6A 进行更换。

警告：严禁易燃品

危险

• 如果滤芯上粘附了过多的灰尘，一天内要多次进行清洁。

• 如果继续使用仍然粘有机油的滤芯，空气滤清器中的机油可能会溅出而导致机油污染。

注意

• 拆下火花塞后，先清洁火花塞和汽缸盖，这样污垢、沙土等就不会进入到

汽缸中。

• 必须在发动机冷却后再拆下火花塞，以避免损坏汽缸中的螺纹孔。

• 必须将火花塞正确安装到螺纹孔中。如果偏斜装入，汽缸中的螺纹孔将损

坏。

滤芯

通气孔

滤芯盖

旋钮螺钉

电极间隙
0.7 - 0.8 mm

侧电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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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洁吸油头

• 阻塞的吸油头可能会造成起动困难或发动机不能加速。

• 根据以下说明定期检查吸油头：

(1)拆下燃料箱盖，然后将燃料彻底排净。检查油箱内部是否有异物。如果有，

将这些异物擦净。

(2)使用钢丝从燃油填注口拉出吸油头。

(3)如果吸油头的表面变脏，用汽油进行清洁。用于清洁的汽油必须根据每个

地方部门的规定来处理。太脏的滤清器必须更换。

(4)将吸油头放回燃料箱，并牢固地拧紧燃料箱盖。有关可用的更换产品，请

与特许经销商或授权的维修代理商联系。

5. 螺钉、螺母和螺丝的检查

• 将松动的螺钉、螺母等重新拧紧。

• 检查燃料和机油是否会泄漏。

• 更换损坏的零件以确保安全操作。

6. 零件的清洁

• 用抹布擦拭以保持发动机清洁。

• 清洁汽缸散热片上的尘土或污垢。粘附到散热片上的尘土或污垢将造成发动

机的损坏。

• 吹风空气是从进气滤网吸入的。如果操作过程中气流变小，停止发动机并检查

进气滤网是否被异物堵住。

• 堵塞可能导致过热并会损坏发动机。

7. 垫圈和垫片的更换

如果拆卸发动机，请更换垫圈和垫片。

此处未包含或未在本说明书中说明的维护调整工作只能由授权的维修代理商进行。

存放

按照以下步骤从燃料箱和化油器中排净燃料：

(1)拆下燃料箱盖，然后彻底将燃料排净。

如果燃料箱中留有任何异物，请将其完全除去。

(2)使用钢丝从填注口拉出吸油头。

(3)按动启动泵，直到燃料从其中排出，并排出进入燃料箱的燃料。

(4)将吸油头返回燃料箱，并牢固地拧紧燃料箱盖。

(5)然后，继续操作发动机直到其停止。

(6)拆下火花塞，然后从火花塞孔滴入几滴机油。

(7)轻轻拉动起动把手以便机油在发动机上散开，然后装上火花塞。

(8)将把手朝上放置本机。

(9)将排出的燃料保存在专用容器中，并置于通风良好的阴凉处。

警告：
切勿使用不带吹风机滤网的吹风机。每次使用前，检查滤网是否安装

到位并没有损坏。

警告

• 排出燃料时，请停止发动机并等发动机冷却。

-否则可能导致灼伤或火灾。

危险

• 长时间存放本机时，从燃料箱和化油器中排出所有燃料，并将其存放在干燥、清洁的地方。

软管夹

吸油头

燃料箱盖

进气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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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定位

*1 操作 20 个小时后，执行首次更换。

*2 对于操作 200 个小时后的检查，请联系授权的维修代理商或机修车间。

*3 排空燃料箱后，继续运行发动机并耗尽化油器中的燃料。

故障 系统 观察到的情况 原因

发动机不起动或起动困难 点火系统 点火火花良好 供油或压缩系统故障、机械故障

无点火火花 操作了停止开关、配线故障或短路、火花塞或火花塞帽故障、

点火模块故障

供油 燃料箱已加满 风门位置错误、化油器故障、供油管弯曲或被阻塞、燃料变

脏。

压缩 拉动时无压缩 汽缸底部衬垫故障、曲轴密封损坏、汽缸或活塞环故障、或

火花塞密封不良

机械故障 起动器不啮合 起动器弹簧破裂、发动机内部零件损坏

热起动故障 油箱已加满且有点火火花 化油器变脏，将其清洁干净

发动机起动后停止 供油 燃料箱已加满 错误的怠速调节、化油器变脏

燃料箱通风口故障、供油管不通、电线或停止开关故障

性能低下 可能多个系统同时受到影

响

发动机空转不良 空气滤清器变脏、化油器变脏、消音器被阻塞、汽缸中的排

气管被阻塞

操作时间

项目

操作前 润滑后
每天

(10 个小时 )
30 个小时 50 个小时 200 个小时

停机／

休息

相应的

参考页

机油
检查／清洁 10

更换 *1 15

紧固零件 (螺钉、螺母 ) 检查 17

燃料箱
清洁／检查 －

排出燃料 *3 17

油门杆 检查功能 －

停止开关 检查功能 12

低速旋转 检查／调节 13

空气滤清器 清洁 16

火花塞 检查 16

冷气管 清洁／检查 17

燃料管
检查 17

更换 *2 －

吸油头 清洁／更换 17

进气阀和排气阀间的间隙 调节 *2 －

油管 检查 *2 －

发动机检修 *2 －

化油器 排出燃料 *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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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请求他人维修前，可以先自行检查故障。如果发现异常，请根据本说明书中的说明检查机器。切勿违背说明改装或拆卸任何零件。有关维修事宜，

请与授权的维修代理商或本地特许经销商联系。

当预热操作后发动机不起动时：

如果未发现各检查项目有异常，将油门打开约 1/3，然后起动发动机。

异常情况 可能原因 ( 故障 ) 解决方法

发动机不起动

没有操作启动泵 按动 7 到 10 次

起动索的拉速过低 用力拉动

燃料不足 加油

吸油头被阻塞 清洁

燃料管弯曲阻塞 将燃料管拉直

燃料变质 变质的燃料会造成起动困难。更换新燃料。

( 建议的更换间隔：1 个月 )

吸入燃料过多 将油门杆从中速设为高速，并拉动起动把手直

到发动机起动。

如果发动机仍不起动，拆下火花塞，将电极擦

干，然后再将其装回原位。最后，按照说明起

动。

火花塞帽松脱 牢固地安装

火花塞变脏 清洁

火花塞的间隙异常 调节间隙

火花塞的其它异常情况 更换

化油器异常 请求检查和维护

无法拉动起动索 请求检查和维护

驱动系统异常 请求检查和维护

发动机很快停止

发动机速度不增加

预热不足 执行预热操作

虽然发动机已预热，但是吸气阀杆被设为 “关

闭”。
设为 “打开”

吸油头被阻塞 清洁

空气滤清器变脏或被阻塞 清洁

化油器异常 请求检查和维护

驱动系统异常 请求检查和维护

油门线松脱 牢固地安装

发动机不停止。 接头松脱 牢固地安装

电力系统异常 请求检查和维护

空转运行发动机，并将吸气阀杆设为“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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