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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顧客!
請在購買產品時：

 ` 先检查平板夯已成功接通电源，並仔細檢查配件清單上所列之相應配備皆為完整。

 ` 請確保保修卡進行啟動服務，上面必須已清楚填寫好銷售日期，並必須附有商店的印章和賣方的簽名。

 `
 ` 在首次使用本產品之前，請仔細閱讀本使用說明書，並嚴格遵從當中的要求。請在使用期間保留此說明

書及操作時作適時查閱，可避免錯誤使用及减低發生風險。

切記！錯誤使用本產品，有機會會導致受傷。

WARNING

本產品僅供戶外使用。

產品發動機所使用的燃料皆為易燃品。

為避免火災，或導致人身傷害及財產損

失，請嚴格遵守易燃品的處理規定。

在操作過程中，產品某些部分會變熱，

不慎觸摸有可能會導致灼傷。

發動機的廢氣排放具有毒性，可能導致

中毒。請勿在無人監管情況下讓發動機

開著。請勿在室內進行。請勿在沒有適

當安全保護下使用，而讓廢氣進入人體

及動物呼吸中。

本產品機件的正常運作會帶來振動並帶

來噪音，在使用時必須要使用聽力保護

裝備。

在長期重工業及重工情況下，本產品的使用壽命將

會縮短。

使用範圍

振動板汽油可逆設計用於壓實土壤，沙子，瀝青，
礫石和其他建築材料。

請仔細閱讀本使用說明書，包括“操作說明”和“
一般安全說明”。避免錯誤使用而導致的危險。

本產品適用於一般程度及短時期操作量。於適中氣
候環境，溫度(-28至+ 40°C)的地區中存放及操作，空
氣相對濕度不能超過80％，並且此機不適宜長期暴
曬或直受雨水，又或過量塵埃的環境中。

本產品符合要求海關聯盟的技術法規：

 ` ТРTS 010/2011“關於機器的安全和設備“。

本使用說明包括高效和安全的造材，並符合一切安

全規定，確保可靠，及經過安全有效的產品測試。

關於產品的持續改進，制造商保留在產品設計中引

入微小變化（不影響產品的有效和安全運行）的權

利，本使用說明有可能未能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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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規格

內容 ZVPB-25 GRH ZVPB-30 GRH ZVPB-38 GRH
發動機的制造商 Honda Honda Honda

引擎類型 單缸，四衝程，空氣冷卻

排量，立方厘米, cm3 163 270 389

發動機功率* : 

千瓦 4 6.6 9.8

馬力 5.5 9 13

額定 3600 3600 3600

燃料轉數，分-1 汽油AI-92 汽油AI-92 汽油AI-92

油箱容積，公升 3.6 6 6.5

滑油加油量，公升 0.6 0.6 1.1

離心力，千牛 25 30 38

密封深度，毫米 300 500 900

工作板的尺寸，毫米 500 570 650

推薦的密封材料類型 土壤 土壤 土壤

工作板的尺寸，毫米 630 х 400 730 х 360 (480) 820 х 480 (650)

工作板的面積，平方米 0.25 0.26 (0.35) 0.39 (0.53)

逆向運動 有 有 有

低油位保護 有 有 有

設置計時表的可能性 有 有 有

起重機吊鉤扣緊元件 有 有 有

啟動方法 參照手冊 參照手冊 參照手冊

車輪 有 有 有

聲功率級（k = 3），dB 105.98 105.45 105.72

聲壓級（k = 3），dB 94.65 94.73 93.3

均方根振动加速度 (c=1.5)，m/s2 8.7 9 9

產品重量/包裝，千克 124 / 141 161 / 185 261 / 292

使用年限，年 5 5 5

4

*- 規定額定的電機功率是根據SAE J1349 / ISO 1585標准測量的平均功率平均容量（按規定的轉速）。市售
發動機的實際功率可能與與指示值不同。實際發動機功率（安裝在模型上）可能取決於運行速度，環境條
件和別的數據。

Article meanings
ZVPB-25GRH

H – Honda engine
R – reversible
G – for ground
25 – centrifugal force

B – petrol powered
VP – vibrating plate
Z – ZUBOR (3Y6P) trade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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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NING
確保產品或配件沒有在運輸 過程中被
損壞。

使用说明

構造

  1 空氣過濾器
  2 扼流控制桿
  3 燃油旋塞
  4 起動器的手柄
  5 燃料箱
  6 車輪
  7 滑油加油量的量油尺
  8 燃油箱蓋
  9 緊固件，時計的支架 (緊固件在產品上顯示)
10 點火開關
11 供應皮帶罩頂
12 工作平台
13 二次過濾器
14 搭鉤緊固手柄
15 基本手柄
16 框架
17 供應燃料的調節器
18 消音器
19 燃油調節器（在發動機上）
20 偏心輪
21 高壓線(後部)

22 振動力調節器

23 排油塞

24 定位螺栓

平板夯包括安裝在框架上的內燃機，通過供應皮帶

連接偏心輪。發動機讓偏心輪旋轉，令產品的垂直

和縱向振動，而去將相應施行的建材表面壓實。

內燃機（ICE）-單缸，四衝程，汽油，化油器，具

有獨立的動力系統和潤滑功能。配備了穩定速度（

離心調節器）的系統，確保操作正常流暢。。活塞

驅動的曲軸是利用往復運動，由曲軸傳遞到扭矩再

到驅動齒輪。發動機的軸轉動轉交偏心輪是利用皮

帶傳動的。

內燃動機的點火系統是電子式， 有可能因為其增加

火花，而影響到機件穩定性和可靠性。

装配

WARNING

請在裝配、拆卸；或安裝任何元件，又或補充燃料

包裝內容 ZVPB-25 GRH ZVPB-30 GRH ZVPB-38 GRH
平板夯 1 個 1 個 1 個

手柄（已安裝） 1 個 1 個 1 個

火嘴扳子 1 個 1 個 1 個

帶輪子的框架 1 個 1 個 1 шт.

延長線 – 2 個 2 個

延長電纜接頭 – 1 組 1 組

安全說明 1 份 1 份. 1 份

使用說明書 1 份 1 份 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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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必須先確保發動機已斷電，及已停止操作。

6

請使用帶有運輸輪托的框架去運送本產品。

通過鬆開鎖定指旋螺釘24，將產品的手柄15帶到工
作位置。

如有需要，在為此目的提供的支架9上安裝另外購
買的ZUBR計時器

並用螺絲固定。 將儀表上的導線拉到高壓導線上，
避免接觸產品的移動和加熱部分。 將儀表線固定到
高壓導體21（夾鉗，儀表線組件等）。

準備工作

燃料補給產品

 ` 準備汽油（無鉛汽油，辛烷值至少為92）。 推薦
類型 - Аи92;

注意！ 不能使用經過長期儲存（超過1個月）的汽
油。 在加燃油時，請先考慮準備執行的工作量所需
要的油量。 在使用本機器時，只可使用新開汽油，
長期存放的氣油會降低工作性能，並可能導致產品
損壞。 注意保修條款並不支持此類故障。

 ` 卸下燃油箱蓋8, 擰鬆。

 ` 用准备的汽油量填充燃油箱。避免溢出。

注意！ 不要填滿邊緣。保留空間供燃料受熱時會膨
脹。。

注意事項！汽油氣是易燃和有毒的。灌入汽油期
間，嚴格遵守安全規定：

-使用已完全冷卻的發動機，切記在灌加汽油時，切
勿點燃任何點火器。

-加油時切勿吸煙；

-加油區內，請先清除所有明火和熱源;

-切勿在室內，如房間或沒有通風的地方中灌加氣
油。

加汽油後必須緊緊擰緊頂蓋，並小心清除好溢出的
汽油殘留物。

在添加燃油時: 

本產品配有自動的關閉系統，當燃油余量極低或者
無油時全自動關閉操作。

WARNING
儘管上述已準備妥當，亦必須非常小心: 不要嘗試在
沒有油情況下去啟動發動機，這會可能導致曲柄結構
出現過熱和導致不必要的磨損。

加油時，為安全起見:

 ` 將產品放在平坦的水平上;

probe plug

7

emptying screw

         maximum level

         minimum level

 ` 擰開油頂蓋7 (跟量油尺)，檢查曲軸箱內的油。
如果量油尺上有任何油痕，請檢查曲軸箱內的油
位：用乾凈的破布擦拭量油尺，將量油尺放回原
位，再次取出。如果油位足夠（在量油尺最小和
最大標記之間），就不要加油。

 ` 第一次啟動：如果油位小於量油尺上的最少標
記，請勿補充油，應按照“定期維護”，將發動
機機油排出;

 ` 之後每次啟動：如果油位不夠，那就需要補充
油。注意，不要將不同品牌的油混合在一起使
用。

 ` 注意！ 為了避免損壞的發動機，不要混合不同品
牌的油。

 ` -準備油（四沖程發動機，根據API分類不低於
SH）。 相應的型號為SAE10W-30。 推薦的油是
3Y6P ZMD-4T;

-補充相應之技術數據所示需要油量。更換注口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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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並確保油位足夠。保持在最小和最大標記之間
的水平。按需要補充。

WARNING
在使用標誌勁量的品牌產品，或使用長期儲存的汽
油，又或不正確類型的汽油；都會導致產品損害。
保修條款不支持這些人為失誤。

準備工作：

 ` 為確保燃油和油系統的正常運行，請將產品安裝
在平坦的水平表面上;

 ` 從準備要夯實的區內，清除所有干擾工作的物品
(如大石頭，罐頭和瓶子);

 ` 確保在要夯實區域內沒有開動著的電纜或連接
線，水，氣體和其他媒體，這些可能會在產品產
生振動下被損壞。

 ` 確保產品和產品的運轉部件上沒有鬆散的物體;

WARNING
由於工作期間產品會發生振動，週邊鬆散的小物體
可能會進入產品的運動部件。並可能導致這些部件，
甚至整個產品被卡住，導致損壞，以及操作者受傷。

 ` 在每次啟動之前：應檢查油位（見上文）。 如有
需要，請先補充;

 ` 在每次啟動之前：檢查產品是否有汽油污漬。 如
果有請先擦掉;

 ` 請讓兒童和動物，保持遠離產品（不少於10米）;

 ` 補充（ZVPB-10 G(H) 和 ZVPB-20 GH 除外）罐24
與水;.

工作程序

WARNING
本產品僅供戶外使用。 在內燃機的過程中，形成高
溫的有毒廢氣。切勿讓發動機在室內或通風不足的
地方運行。

啟動冷發動機：

 ` 從加油地點移動至少3米的距離;

 ` 將燃料控制桿17（或19）移動到最小的位置;

WARNING
該產品配有離心離合器。當發動機達到設定速度（
高於空轉）時，離心離合器加入偏心輪工作。由杠
桿17設定的轉是不同於空轉。在起動發動機之後，
這個轉會引起產品突然的不受控制的移動。可能會
造成傷害。

- 將節流閥控制桿移至2 ;

- 通過龍頭3將移動到 «開» 的位置來打開燃料供應;

- 通過開關10將切換到“開”位置來打開點火;

-要拉起起動器手柄直至起動的零位，然後將其拉
緊。拔出電源線時請勿松開手柄 - 平穩地退回。如
果發動機未啟動，請重覆3-4次。如果發動機仍然沒
有啟動，請將杠桿2移動到中間位置，然後重試；

-啟動發動機後，將杠桿2移動到該位置，並允許發
動機預熱2-3分鐘。

注意！切勿開始工作而未加熱的發動機就調至機過
高運轉速，這對發動機性能有不良影響，並縮短了
發動機的使用壽命。

為了啟動熱發動機，重覆上述啟動動作，而不要將
桿2移動到位置上。

如果發動機未能啟動，則可能有以下原因：. .

1）燃燒室內的汽油或空氣供應不足/過量（罐內沒
有燃料，燃油旋塞被堵塞了，燃油或空氣過濾器被
汙染了，化油器沒有調節好或被堵塞）；

2) 沒有火花或火花不足（高壓線與火花塞斷開，點
火電極受汙或未調整好，又或火花塞出現故障）；

3）油位低於最低水平 – 安全上鎖系統已啟動。

為了確定發動機不能啟動的原因，請斷電，擰下火
花塞。潮濕的火花塞表示火花或氣口的不良狀況。
幹火花塞則表示燃料供應不足。

為了解決上述原因，請遵循以下檢查程序：

 ` 潮濕的火花塞

a）檢查、令其乾燥、清潔和調整（見 «定期維護»
）火花塞電極或更換火花塞;

注意! 切勿使用明火去乾燥清潔火花塞電極。這可
能會損壞火花塞並導出亂序。

b）根據發動機溫度檢查槓桿2的正確位置;

c）檢查空氣過濾器的位置。 如有必要，請按照 «定
期維護»部分進行清潔。

d）倒出在燃燒室過量的燃料。當火花塞關閉時（以
避免膨脹的新燃料），要轉動發動機2-3次起動器;

e）確保燃油和油類型符合上述的要求。

 ` 乾燥火花塞：

а) 檢查油箱的燃油和油位。 如有需要請補充;

b）確保燃油旋塞3打開了，並檢查過濾器的狀態。 
如果必要，清潔（見 «定期維護»）;

c）檢查和（如果必要）調整火花塞的電極（參照 «
定期維護»有關章節）

d）確保燃油和油類型符合上述的要求。

擰上火花塞回來並安裝高壓線。嘗試重新開始。如
果您執行上述操作但是發動機還沒能啟動，請聯系
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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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啟動和運行後，請監控：

 ` 發動機產品的運作均勻，穩定（不間斷）;

 ` 沒有油和汽油泄漏;

 ` 產品沒有不正常運作。

如果產品運行中斷，請停止發動機，並參考“可能
的故障”部分。

開始工作時候，將控制桿17設置為必要的發動機轉
速和振動頻率以及夯實深度。用手柄輕輕按住產品
15，按照您想要運作的方向。

注意！速度必須平穩增加，將有助減低鼓上離合
器“空轉”（即，沒有將旋轉傳遞給振動器）的摩
擦，而令到兩方磨損。

用手柄輕輕按住產品22，按照您想要運作的方向。

 ` 將調節器向前移動至“B”方向，並設置到所需
振動力的位置，從而設定夯實深度;

 ` 向後移動調節器在“H”方向，並設置到所需振
動力的位置，從而設置夯實深度。

通過調節器17，設置所需的振動頻率、速度和性
能。通過手柄15握住產品，把它設好在需要運作的
方向。

注意！產品的振動作用就是沿指定的方向移動。

當產品工作時，在燃料燃燒過程中，形成含有有毒
物質的廢氣。在工作過程中，嘗試相對風向，使排
氣不會進入呼吸系統。

在操作過程中，產品的主體和發動機氣缸將會變得
高溫。請勿觸摸，勿讓其接觸到易燃或易損壞的表
面。

在使用產品時，請遵守以下建議：

1）是用於搗固的土壤，而不應使用在乾燥或潮濕
（特別是用水覆蓋時）。否則，搗實將不能成效。

2）在溝渠和路堤搗實時要小心工作。振動可能導
致土體滑下或墻體倒塌。並可能導致人身傷害。

在需要關上機件（在休息或工作結束時），請將
控制桿17移動到最小氣體控制位置。產品停止振動
後，請關閉點火開關。 將開關10轉到 «關»位置。

注意！建議在關閉發動機之前，先將機件所有工作
完成，並必須讓機件先完全冷卻下來。

在工作結束時，用完燃油，關閉發動機，始終關閉
燃油旋塞，徹底清潔產品的所有部分免受污染，並
讓產品冷卻後再放入房間或存放。 鎖定手柄

在運輸位置中，其被安裝在豎直位置並且用螺旋蓋
24固定。.

當保存產品長時間存儲時（超過1個月），請按照下

列步驟操作：

-從氣化器上的油箱裏盡排出燃料，將發動機保持運
作，直到它停下來。

-讓發動機冷卻下來;

-通過火栓將大約一匙的相同燃油，倒入產品的汽缸
中。

-輕輕地推動發動機的起動器以分配油;

-把火栓放回原處。

儲存產品和消耗品時，請嚴格遵守以下建議：

-切勿把產品跟燃油箱和未燃的化油器存放在一起;

儲存產品和消耗品時，請嚴格遵守以下建議：

-切勿把產品跟燃油箱和未燃的化油器存放在一起;

 ` 注意！長時間的儲存（特別如果儲油槽中有空
氣），汽油會分解成開來。石蠟沈積在罐，燃油
管路和化油器的壁上；這些都可能導致燃油通道
堵塞。

-切勿將產品存放在有熱源或明火的房間裏;
-切勿將產品存放在兒童或動物附近;
-切勿使用不適合儲存燃料和潤滑油的容器。

定期维修

WARNING
所有維護工作必須在操作時，使用好個人防護裝
備，以及發動機要關閉和冷卻的狀況下。對產品進
行任何維護工作時，必須從火花塞中取出高壓鉛。

定期（按照表1）對產品進行維護。定期維護可以
保持產品的註明技術特性，而且能延長使用壽命。

經過前20個小時，必須更換發動機油。然後，請按
照表1定期檢查並更換機油。油位不足發動的使用會
降低發動機的使用壽命。不及時的換油會縮短發動
機壽命。否則可能導致產品故障。由於上述原因產
品的故障不是保修案例。

經過前20個小時，必須更換發動機油。然後，請按
照表1定期檢查並更換機油。油位不足發動的使用會
降低發動機的使用壽命。不及時的換油會縮短發動
機壽命。否則可能導致產品故障。由於上述原因產
品的故障不是保修案例。

WARNING
切勿混合不同品牌的油。

W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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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油程序：

23

準備一個容納二手油的容器；

-將產品放在水平面上；

-將準備好容器放在排油孔下面；

-擰下塞子23；

-讓排油完全；

-擰緊塞子23;

-按照“準備工作”部分，用新油填充油箱。

註意！按照您所在地區的法律處理及利用二手油的
程序。

 ` 請定期（按照1表）檢查空氣過濾器的狀況。為
此，拆下過濾器的塞子1並進行外部，檢查有否受
汙染或程度。如有必要，請按以下順序清潔：

 ` -擰下蓋子固定螺母並取下過濾器

 ` 注意！ 避免體積聚在化油器孔、過濾器及其殼
內！

 ` -用壓力不超過0.3的壓縮氣流，清潔元件；

 ` -用家可用洗滌劑在溫水中清洗泡沫元件，並用
水流動去徹底沖洗。幹燥後並浸泡少量發動機
油。2-3次擰幹多余的油;

 ` -組裝過濾器並重新安裝。

 ` 請按照1表規定的間隔清潔空氣過濾器。記住：

髒的濾器導致發動機效率的降低，過載，過熱和組
件的過早磨損。

WARNING
無過濾器或者臟濾器發動機的運行可能導致產品故
障。這種情況不受保證條款的支持。

定期（根據表1）檢查火花塞電極的狀況和之間的間
隙。請記住：未調節好的\或者覆蓋沈積的電極可能
會導致不良火花。這降低發動機的效率，增加燃料
消耗，加速燃燒室壁上沈積物的形成，並降低發動
機的環境性能。

WARNING
為了進行火花塞的調整，檢查和清潔，需要關閉點
火。發動機必須完全冷卻。為了防止汽缸的汙物通

過火花塞的孔，取出火花塞時，采取行動（吹掃，
清潔火花塞的凹槽）。

清潔電極時，請勿損壞電極。在增加汙染的情況
下，建議更換火花塞。

0.7–0.8 мм

更換時，使用合適的火花塞 - NGK BPR6ES或同等
產品。

WARNING
切勿使用不適當的火花塞。這可能導致混合物點火
過程發生變化（滯後或前進）。結果，這將導致發
動機部件的負載增加，燃燒室工作表面的過熱和熾
熱點火的形成物。

安裝新火花塞時，用手擰緊停止，然後用鑰匙擰緊
半圈。重新安裝取出的火花塞時，用四分之一圈的
扳手擰緊。如需要清潔高壓線。要用幹凈的破布蘸
酒精。

定期（按照表1）檢查燃油過濾器粗細和細的清洗狀
況。如有需要清潔。要：

1) 精細的過濾器13：

1313 inlet
duct

 ` 將點火開關轉到 «關»的位置，讓產品冷卻;

 ` 將燃油旋塞轉到 «關»的位置;

 ` 將從過濾器入口卸下燃油套管為此，擠壓軛的天
線並取出軟管夾從過濾沿著套管；

- 從進油口擰下過濾器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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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下濾網並檢查。如有必要，用汽油清洗或用壓縮

空氣清洗;

-收集過濾器並以相反的順序連接管道。

2）粗滤器：

-擰開燃的油蓋；

-燃油過濾器位於加油口頸部的蓋子下面；

-取出過濾器，用汽油清洗。小心地吹乾；

WARNING
切勿用水沖洗過濾器。切勿重新安裝未幹燥的過濾

器。混合在燃料混合物中的水可能導致發動機中

斷。

更換過濾器和油箱蓋。定期（按照表1），代替震

動器的油。 要：

vibratoroil �lling slot

-安裝產品在光滑的表面上；

-擰下加油螺栓；

-傾斜產品，使油流出。

注意！ 油越热越容易排出。

 `  將產品返回到水平位置;

 ` 填新油（內燃機油，按“準備工作”部分）。 油
位必須在填充孔的切口處;

 ` 擰緊充油孔的螺栓。

定期（頻率如下），檢查：

a）每50小時的操作 -震動器的漏油及其油水平（見

列表1

维修的密度*

每次啟用前
每月或者

25個小时後

每三月或者
50個小时後

每6月或者100
個小時後

每年或者250
個小時後工序

發動機油
檢查 •

替換 •

空氣過濾器
檢查 •

清潔 • **

火花塞
檢查間隙/ 調整 •

替換 •

火花塞 替換 •

震動器的油 清潔 • (滤器) • (油槽)

閥門間隙 檢查/調整 •

燃燒室 清潔 •

高壓電線 清潔 •

* – 以指定的時間間隔或小時服務，以先到者為準;

** – 在灰塵較多的環境中工作時，在高溫和重負荷下，以較短的間隔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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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 如有需要，補充。

 ` b）每100小時的操作 - 工作板下表面的狀態。如
有必要，清除分層沈積物。

 ` c）每200個工作小時 - 傳動皮帶的張力和狀況：

- 擰下緊固元件，取下皮帶罩11；

• 

- 擠壓皮帶在皮帶輪之間的中間。偏差不應
超過10 -15 毫米。如果偏差與規定
值不同，                  請更換皮帶張
力。松開發動機支架螺栓並被移動
以確保適當的皮帶張力。擰緊發動
機的安裝螺栓。

- 通過外部檢查，確保皮帶沒有磨
損或損壞的跡象（裂紋，切口，剝
離，邊緣化，分離成股線等）。如
果有類似的跡象，立即更換皮帶;

d）每200小時的操作 - 產品（振動
器，手柄，發動機，減震器）的螺

紋連接的狀況。緊固件必須未損壞並牢固地擰緊。
如果緊固松動了，擰緊緊固件。

所有其他的類型只能由服務中心的專家進行。

使用建議

加油時，確保汽油和油類符合本規程的要求。汽油
應無鉛，辛烷值至少為92（推薦A92）。油必須符
合 «準備工作» 部分規定的要求。

WARNING
在準備混合物，加油和操作產品時，采取一切措施
確保消防安全。

在第一次使用和長時間儲存產品之後，啟動發動
機，必須使其運行20-30秒，無負載。如果在產品
運行過程中聽到異常噪音 (敲擊或感覺到振動過大)
，請關閉產品並確定原因。 在發現故障原因並糾
正之前，請勿再試行啟動產品。

新產品運行開始時，為保證摩擦部件的磨合，保證
產品備用運行：1-1.5分鐘的運行，無負載（中等
速度），然後10-15秒空轉的工作。這種模式下，
切勿讓發動機轉速明顯下降或增加（保持穩定）。
正確的磨合運轉將使產品達到其規定的特性，並能
延長其使用壽命。在生產4-5個完整的油箱填充物
後，發動機將達到全功率。

經過前5個小時的操作，目視檢查螺紋擰接的緊密
度。如有必要擰緊電機螺栓，聯系維修中心。

本產品設計僅在汽油和油存在下工作。請勿使用本
產品在沒有油或少於推薦的油的情況下。另外，
切勿使用不合適的汽油和不合適的油類。這可能會
導致產品損毀和損壞。此故障是不能作保修索賠。

在開始之前，目測發動機，化油器和消聲器外殼，
燃油管路是否有可能的損壞（碎裂，裂縫，切割，
斷開連接）和燃油泄漏。檢查產品的運動部件是否
正常運作（點火開關時啟動起動器的方法）。

啟動和升溫後，開始工作前，確保發動機運轉平
穩，並無任何故障或疑問。如果需要調整，聯繫服
務中心。

注意！自我調節可能進一步惡化產品性能，縮短使
用壽命。

為了防止產品過熱，請間竭暫停工作，不要讓產品
在過份消耗下運行。

如果發動機過熱，切勿立即停止。在這種情況下，
產品冷卻系統將停止（由於風扇停止）。這可能會
導致發動機零件的翹曲。請順利減輕負載（依次關
閉消耗）。然後讓產品無負載運行1-2分鐘，再停
止發動機。

定期檢查軀體和汽缸蓋表面的狀況。當表面受到汙
染時，會損壞從氣缸的金屬部件排出的熱量。這也
可能導致零件翹曲和產品損壞。觀察這些部件的狀
況，並根據需要進行清潔。

切勿觸摸正在工作，移動（外罩和蓋子的下面）中
的產品的加熱部件。

切勿在卸下保護蓋的情況下操作本產品。外罩下有
旋轉或加熱的部件，接觸這些部件可能會導致人身
傷害。

在操作過程中，氣缸和消聲器體強烈加熱。 請勿
觸摸，氣缸和消聲器、易燃或易損壞的表面。

在惡劣環境下工作（氣體汙染，噪音或振動過大）
，請使用個人防護裝備，並限制產品的使用時間。

停機時和運行結束時關閉發動機。

註意產品保持在良好狀態。如果有可疑氣味，煙
霧，火災，火花，請將產品斷電，並聯系專業服務
中心。

不要對產品損壞的部件進行焊接和機械維修。 如
果檢測到機械缺陷或腐蝕，請聯系維修中心更換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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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的部件。

如果您對產品的工作有異常，請立即停止使用。

由於產品的技術覆雜性，極限狀態標準不能由用戶
獨立情況而作準。如果出現明顯或可疑的故障，請
見 «可能的故障及其解決方法»一節。如果列表中
沒有什麽的預擬故障，或您有無法解決問題，請聯
系專業服務中心。關於產品或其部件限制狀態的結
論，服務中心會提供相應方案。

安全說明

汽油和發動機的工作混合物是可以導致火災危險
的。 避免事故，請嚴格執行以下：

 ` 切勿在燃料儲存、混合，移註（包括加油）或運
行期間的範圍及附近吸煙；

 ` 切勿在明火源或會增熱的附近儲存，混合或輸入
燃料；

 ` 在加油點距離不到3米的範圍內，切勿起動發動
機；

 ` 如果不能消除泄漏的原因，切勿在不擦拭所有溢
油或燃油泄漏的情況下啟動發動機；

 ` 不要讓兒童和未具備使用知識的人處理燃料和潤
滑劑以及產品；

 ` 在啟動發動機時，切勿對產品執行任何維護工
作，或者更換故障部件；

 ` 切勿使用損壞的罐體，管道和和墊圈等會導致燃
料泄漏的部件產品。

儲存產品或耗材時，請嚴格遵守以下建議：

- 切勿儲存與加油的燃料箱和未使用的混合物在化油
器中的產品；

注意！長時間儲存時，工作混合物（尤其是燃
油箱內有空氣）會分解成組分。沈積在罐壁，燃
油管路和化油器上的石蠟可導致燃料通道堵塞。

-切勿存放產品在有熱源或明火的房間內；

-切勿存放產品在可以訪問兒童或動物的房間內；

-切勿使用不合適的儲存燃料和潤滑油的容器。

小心點! 特別爆炸性的是汽油的蒸氣。將燃料存放在
密閉的容器裏。

WARNING
汽油和此產品在工作中制造的混合物都屬腐蝕性物
質，塑料的容器大多數都不適合使用。請勿使用不
適當的容器為產品使用的燃料或混合物用作儲存。

本產品是屬於大型重量機制。在運作時必須非常小

心，避免使身體受傷。

本產品僅供戶外使用。 在內燃機的運作中，會形成

有毒的高溫氣體。切勿在室內或通風不足的地方啟

動發動機。

不熟悉操作規程的兒童和人員切勿使用本產品。

在工作區內避免讓未經授權的人員靠近。

避免產品的意外被啟動。 不要讓產品處於無人看管

狀態。對於有可能導致傷害的不利條件（如氣體汙

染，噪音或過大振動）的相關情形，請確保使用個

人相關的防護裝備。

運輸、倉儲和回收

保持乾淨，放在乾燥，通風的地方，遠離熱源。 

不要暴露在潮濕，陽光直射的地方。

運輸在製造商的包裝中。

生命週期結束後的產品，配件和包裝應該進行生態

回收。

保修義務

我們關心如何改善客戶的服務質量，因此如果您對

保修的質量和時間有任何投訴；有關修理，請將報

告送電子郵件地址：cs@karftool.hk。

保修義務僅限於在保修期內所發現，並由生產和建

設因素造成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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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瀏覽 www.kraftool.hk 所提供最新和完整的服務中

心清單。

這個產品的壽命為5年。

在保修期內，有缺陷的工具零件會被修理或更換新

的。 授權服務中心會決定是否更換或修理它們。 被

更換出來的部件，將撥歸為服務中心財產。

保修期為產品銷售之日起12個月。

保修範圍不包括：

а)  由於用戶不遵守操作手冊上的要求，令產品出

現損缺。

b） 如果產品，配件和消耗品被不當使用。

c）由於惡劣的環境，高濕度和高溫度導致的機械

損壞（裂紋，碎片等）和其他損壞，異物進入產品

的通風口，以及由於金屬部件的不當儲存或出現腐

蝕等所造成的損壞。

d）由於工具過載而發生故障的產品，導致發動機

及其他零部件發生故障。 自行加改產品的標誌包

括：褪色的外觀，部件和發動機殼體的翹曲，發動

機墊圈和化油器的變形或破裂等。

e）在高強度和超重載條件下使用本產品後的不合

理耗損。 

f）用不建議使用或未經製造商批准的附件和消耗

品。

g）正常磨損而損壞的附件，易損件和消耗品，例

如：傳動帶，電池組，桶，導向輥，防護罩，夾

頭，彈藥筒，鞋底，鋸鏈，鋸片，鏈輪，輪胎， 

碳刷，刀具，鋸，磨料，鑽頭，硼砂，修邊機等。

h）在授權服務中心以外地方遭打開，修理或修改

過的產品。

i）產品的外部和內部遭到強烈污染。

j）用於產品的預防和維護，例如：潤滑，清洗。

k）由於不可抗力事件而引起的產品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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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動夯配備的零件清單

產品名稱 ZVPB-25 GRH ZVPB-30 GRH ZVPB-38 GRH

偏心軸承 N000-008-692 N000-008-692 N000-008-692

油門電纜 N000-008-653 N000-008-751 N000-008-873

背帶 N000-008-645 N000-008-743 N000-008-840

油門桿 N000-008-651 N000-008-749 N000-008-871

震動保護罩 N000-008-674 N000-008-772 N000-008-865

離合器 全套 （驅動皮帶輪） N000-008-644 N000-008-742 N000-008-839

牽動皮帶輪 N000-008-684 N000-008-782 N000-008-879

空氣過濾器 U592-250-159 U592-250-159 U592-400-154

過濾器汽油 U592-150-060 U592-150-060 U592-150-060

起動機 U592-250-089-С N000-001-933 U592-400-160-С

橡膠墊（可選） N000-009-471 N000-009-472 N000-009-473

初級齒輪 N000-008-707 N000-008-805 N000-008-902

二檔 N000-008-711 N000-008-809 N000-008-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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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失誤及相關解決方法

故障 可能的原因 解除問題的步驟

引擎不能啟動

點火開關在OFF位置上
打開開關

點火開關轉到“開”

風門擋板在錯誤的位置 按照準備中所述安裝擋板工作

低油位 填充油

沒有燃料在油箱或燃料沒有成功進入油箱
填充油箱，打開燃油旋塞，檢查過濾器
（參見維護部分）或聯繫服務中心

空氣沒有進入燃燒室
檢查空氣過濾器

（請參閱維護）或聯繫服務中心

火花塞，點火裝置或點火開關故障
檢查火花塞（請參閱維護）或聯繫服
務中心

發動機怠速運轉或表現不穩
定，或不能發揮全功率

汽油質量不足，辛烷值不合適或儲存時
間過長

排出不當的汽油，並填入新的汽油

點火不穩定 根據維護部分執行工作

空氣污染或燃油濾清器
清潔或更換空氣過濾器或燃油濾清器

（請參閱維護）

化油器的調整不正確 聯繫服務中心

活塞組部件有大磨損 聯繫服務中心進行維修和更換

產品性能不足（逐小的篡改
深度）

發動機運轉不穩定（參見錯誤2） 參見錯誤2

降低發動機轉速 提高速度

由於離合器滑啞而導致振動器速度降低
檢查墊，檢查其純度和完整性。 如有必
要，請更換

由於傳動皮帶打滑而導致振動器速度降低
檢查皮帶張力，清潔度不受污染和完整
性影響。 如有必要，請更換

不合格的夯實塗料產品 使用適當的產品

該產品在工作過程中停止運作

汽油用完了 請填充汽油

嚴重低油位或缺乏油位而自動關機 用油填充產品（請參閱入門）

傳動皮帶已經滑啞或撕裂 更換皮帶

離合器鞋的滑損
檢查墊，檢查其純度和完整性。 如有必
要，請更換

產品過熱：油的潤滑性能低; 堵塞或關閉
進氣口。

讓產品冷卻並消除過熱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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