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初次操作机器前，请阅读并遵守这些操作说明，保存好操作说明，以便以后使用或后续所有者使用。 
—在初次启动之前，必须阅读第 5.956-251.0号安全信息！ 
—如果不遵守操作说明和安全说明，会导致机器损坏，对操作人员和其他人造成危险。 
—如果存在运输损坏，请立即通知销售方。 目录 环境保护      CH  1 操作说明中的符号   CH  1 正确使用     CH  1 概述      CH  2 启动      CH  2 操作运行     CH  3 清洗方法     CH  4 运输      CH  5 存放      CH  5 维护和保养     CH  5 故障检修     CH  6 附件和备用零件    CH  6 担保      CH  7 

EC符合性声明    CH  7 技术规格     CH  8 环境保护 
 

包装材料可以回收利用。请不要把包装放在普通垃圾中进行处置，应安排进行正确的回收利用。 
 

旧机器含有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价值的材料。电池、油和类似物质不得进入环境中。请使用合适的收集系统处置旧机器。 
 

内部材料提示内部材料提示内部材料提示内部材料提示（（（（REACH）））） 最新的内部材料信息请您在如下连接中查找： 
www.karcher.com/REACH 操作说明中的符号 危险 即刻引发威胁的危险，致使身体严重伤害或死亡。 警告 潜藏的危险情况，致使身体严重伤害或死亡。 注意 潜藏的危险情况，可能致使身体轻微伤害或损伤。 正确使用 本机器为地毯湿式清洗机器，用于商业使用，请遵守操作说明以及随附的“刷式清洗机器和喷洒抽吸机器的安全指示”手册中的安全说明。 
 

 

 

 

  



 

 概述 快速入门说明 图示 A 
1把喷洒/抽吸软管连接到机器上。 
2 把喷洒/抽吸软管连接到弯头上。 
3 制备清洗溶液，注满清水箱 
4 选择操作模式 
5 清洗 
6 排空清水箱 
7 抽吸地面管嘴的托盘 
8 清洗污水箱 排空污水箱 
9 注满清水箱（没有洗涤剂） 
10 冲洗机器 
11 清洗绒布过滤器，清洗清水滤网 
12 让机器干燥 机器部件 图示 B 
1 转接头安装点（homebase） 
2 电源线 
3 铭牌 
4 附件转接头（homebase），包括电缆钩 
5 转接头安装轨（homebase） 
6 踏板 
7 加注量显示器 
8 握把 
9 推动手柄，可调节 
10 护盖锁定装置 
11 滑块拧紧螺钉 
12 附加的刷子清洗头 PW 30/1的插座 
13 抽吸管夹持件 
14 护罩 
15 清水筛网，包括盖子 
16 转向辊轮，带固定位置制动器 
17 地面管嘴存放处 
18 清水箱盖子 
19 操作区域 
20 喷洒软管接头 

21 抽吸软管接口 
22 地毯清洗地面管嘴 
23 地毯转接头 
24 地面管嘴解锁装置 
25 抽吸管 
26 管嘴口 
27 连接头 
28 附加手柄 
29 弯曲件 
30 歧管上的杆件 
31 喷洒软管 
32 抽吸软管 
33 喷洒/抽吸软管 
34 清水箱 
35 污水箱提手 
36 污水箱，可拆卸 
37 浮子螺钉 
38 浮子 
39 过滤器外壳 
40 扁平折叠过滤器 
41 快速入门说明 
42 绒布过滤器 
43 护盖密封 操作区域 图示 C 
1  0/关 
2 操作模式：喷洒 
3 操作模式：抽吸 
4 操作模式：喷洒/抽吸 
5 旋钮 启动 
→每次使用之前，检查大功率电缆、延长电缆和软管是否损坏。 安装附件 图示 D 图示 E 图示 F 

 

  



 

 制备清洗溶液 警告 存在健康风险，损坏风险。遵守所用的洗涤剂上的所有指示。 
→在干净的容器中混合清水和洗涤剂（采用洗涤剂的推荐溶度）。把洗涤剂溶于水中。 注：使用温水（最高 50℃）可以提高清洗效果。需要验证一下被清洗表面的耐热情况。 注：为了善待环境，请节约使用洗涤剂。 注满清水箱 
→取下清水箱的盖子。 
→把清洗溶液注入清水箱，达到加注液位指示器的 1/1标记（大约 30升）。 
→重新安装清水箱的盖子。 更换地毯转接头 
→推动地面管嘴的解锁装置。 
→向外旋转，取下地毯转接头。 
→插入新的地毯转接头，把锁定装置锁定到位。 操作运行 使用附件进行工作 注：设有附加的插座用于连接电气附件。 危险 有受伤和损坏的风险！插座只能用于把附加的刷子清洗头 P 30/1直接连接到 Puzzi 30/4上。插座不允许用于其它用途。 把推动手柄向内/向外折叠 
→松开推动手柄的紧固螺钉，调节推动手柄。 

打开机器 
→插入电源插头。 
→把旋转开关设定到喷洒。打开喷洒泵。 
→把旋转开关设定到抽吸。打开抽吸涡轮。 
→把旋转开关设定到喷洒/抽吸。打开喷洒泵和抽吸涡轮。 清洗 当心 有损坏的风险。在使用机器之前，在一处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检查被清洗的物品，是否颜色牢固，耐水洗。 
→操作歧管上的杆件，喷洒清洗溶液。 
→以重叠的路径驶过被清洗的表面。向后拉管嘴（不要推）。 注：如果污水箱充满，浮子会中断抽吸空气流。 关闭机器 
→关闭机器，具体做法是，把旋转开关设定到“0/关”。 
→拔出电源插头。 护盖解锁 图示 G 
→解除护盖的锁定，具体做法是，向上折叠污水箱提手，折叠 90º，此时可以打开护盖。 拆卸护盖 
→解除护盖的锁定。 图示 H 
→把护盖向后旋转 180º，拉出护盖。 注：插入护盖时，需小心操作，以免损坏导向销。 

 

 

 

  



 

 排空污水箱 
→如果污水箱充满，应关闭机器，具体做法是，把旋转开关设定到“0/关”。 
→解除护盖的锁定，向上旋转护盖，把护盖固定到锁定装置上。 
→从机器上取下污水箱，排放污水。 排空清水箱 
→关闭机器，具体做法是，把旋转开关设定到“0/关”。 
→短暂开启弯曲件上的杆件，降低压力。 
→把弯曲件和喷洒/抽吸软管分离。 —取下清水箱的盖子。 
→把抽吸软管插入清水箱中。 
→把旋转开关设定到抽吸。打开抽吸涡轮。 
→排空清水箱，关闭机器。 
→排空污水箱。 冲洗机器 
→把歧管（带抽吸管和管嘴）连接到抽吸软管上。 
→把抽吸软管连接件与歧管连接，并固定到位。 
→把大约 2 升清水注入清水箱中。不要添加洗涤剂。 
→把旋转开关设定到喷洒。打开喷洒泵。 
→把地面管嘴置于排水口上。 
→开启弯曲件上的杆件，冲洗机器大约 1 到
2分钟。 
→关闭机器，具体做法是，把旋转开关设定到“0/关”。 

每次运行后 
→冲洗机器。 
→拆卸护盖，解除过滤器外壳的锁定，取下过滤器外壳。用流动的水清洗护盖。 
→排空污水箱，用流动的水清洗污水箱。 
→排空清水箱。 
→使用湿布清洗机器的外侧。 
→如果长时间不使用，应排放机器中的所有水，以避免异味。 
→让机器彻底干燥：解除护盖的锁定，向上旋转护盖，把护盖固定到锁定装置上。取下清水箱的盖子。 存放机器 图示 I 
→把地面管嘴放在托盘内，把抽吸管固定到夹持件中。 
→存放软管和电源电缆，如图所示。 
→把机器放在干燥的房间中，妥善保管，防止未经授权的使用。 清洗方法 常规污垢 
→喷洒和抽吸洗涤剂溶液，完成一个工作循环。 注：如果重复冲洗，不喷洒，可以缩短干燥时间。 严重污垢和污渍 
→在抽吸涡轮关闭的情况下涂洒洗涤剂溶液，浸泡 10到 15分钟。 
→清洗表面，和常规污垢一样。 
→为了进一步提高清洗效果，可以使用干净的温水再次清洗表面。 

 

  



 

 软垫家具清洗 
→安装手持管嘴（选配附件），代替地面管嘴。 →对于敏感性材料，应减少洗涤剂用量，喷洒时，距离表面大约 200毫米。然后抽吸。 清洗技巧 —严重的污点应提前浸泡，洗涤剂应浸泡 5到 10分钟。 —工作方向应从光亮处到阴暗处（从窗户到门）。 —工作方向应从已清洗的表面到未清洗的表面。 —表面越敏感（东方地毯、软垫家具材料），清洗溶液的浓度应越低。 —对于背衬为黄麻的地毯，如果水过多，地毯会收缩，颜色会渗出。 —清洗后，沿编织的方向刷擦高纤维地毯（使用纤维刷或刷洗器）。 —进行湿式清洗后，使用纤维养护剂 RM 762对纤维进行防水处理，可以防止纺织物表面快速重新污染。 —清洗后的表面在干燥之前不要踩踏，不要在地毯上放置家具，避免形成压力污点或锈蚀污渍。 —当使用洗涤剂清洗地毯时，污水箱中会产生泡沫。在这种情况下，把消泡剂 RM 761加入污水箱中。 

洗涤剂 地毯和软垫家具清洗 RM 760粉剂 
RM 760片剂 
RM 764液体 消泡 RM 761 地毯防水 RM 762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索要相关洗涤剂的产品信息表和欧盟安全数据表。 运输 当心 有受伤和损坏的风险！当你运输机器时，要注意机器的重量。 

→装载机器时，应抓握机器的底盘和滑动弓形件。 
→长距离运输机器时，把机器置于身后，拉动提手。 
→采用车辆运输时，依据准则把机器固定好，防止滑动和翻倒。 存放 当心 有受伤和损坏的风险！存放时，注意机器的重量。机器必须存放在室内。 维护和保养 危险 有受伤和触电的危险。 在对机器进行任何维修保养操作前，应首先拔出电源插头。 

 

  



 

 清洗/更换扁平折叠过滤器 注：正常使用时，每周一次清洗扁平折叠过滤器，如果抽吸性能降低，要提前清洗。 注：使用市售的采用软质材料制成的家用海绵，避免对片层造成损坏。 
→解除护盖的锁定，向上旋转护盖，把护盖固定到锁定装置上。 
→解除过滤器外壳的锁定，取下过滤器外壳。 
→取出扁平折叠过滤器。 图示 J 
→使用海绵，用流动的水清洗扁平折叠过滤器的各片层。 
→让过滤器完全干燥。 
→正常使用时，至少每 12个月一次更换扁平折叠过滤器，如果需要，提前更换。 注：扁平折叠过滤器必须在残余废物中处置。 清洗绒布过滤器 
→解除护盖的锁定，向上旋转护盖，把护盖固定到锁定装置上。 
→解除过滤器外壳的锁定，取下过滤器外壳。 
→取出扁平折叠过滤器。 
→拧下浮子。 
→清洗绒布过滤器。 清洗清水滤网 
→拧下清水滤网，包括盖子。 
→清洗清水滤网。 清洗管嘴 
→拧下外壳螺母。 
→清洗管嘴口。 

故障检修 危险 —有受伤和触电的危险。在对机器进行任何维修保养操作前，应首先拔出电源插头。 —电气部件只能由经过授权的客户服务人员进行检查和修理。 机器不工作 
→检查电源插座和熔断器。 
→检查机器的电缆和插头。 
→打开机器。 机器不吸入洗涤剂 
→检查清水滤网。 
→检查喷洒软管。 工作压力不足 
→清洗或更换管嘴尖。 喷洒射流不均衡 
→清洗管嘴口。 抽吸性能不足 
→检查护盖是否正确安装。 
→检查护盖的密封和污水箱的安装。 
→清洗绒布过滤器。 
→检查抽吸软管是否堵塞；如果需要，进行清洗。 
→检查浮子。 
→检查扁平折叠过滤器是否正确安装。 
→让扁平折叠过滤器干燥，或插入新的、干燥的扁平折叠过滤器。 

 

  



 

 浮子中断抽吸空气流 
→排空污水箱。 
→把药剂 RM 761添加到污水箱中，防止泡沫形成。 
→通过使用消泡剂投加装置（选配附件）减少泡沫形成。 客户服务 如果无法修好故障，必须由客户服务部门进行检查。 担保 相关销售公司公布的担保期限分别适用于各个国家。如果故障由于材料或制造工艺缺陷造成，我们将在担保期内免费修理机器。在提出担保申请时，请联系您的经销商或最近的授权客户服务中心。 请提交购买证明。 附件和备用零件 —只能使用经过制造商批准附件和备用零件。严格使用原装附件和原装备用零件，可以确保机器运行安全，减少故障。 —在操作说明的结尾处，提供了常用备用零件选列清单。 —如果要了解更多有关备用零件的信息，请访问 www.kaercher.com 网站的“维修”部分。 
 

 

  



 

 技术规格 

 

 

  

电源电压 频率 保护类型 保护等级 输出功率 插座接入功率 空气量（最大） 负压（最大） 喷洒泵性能 喷洒压力（最大） 喷洒量 清洗溶液温度（最高） 容器容量 机器插座性能（最大） 长度 x宽度 x高度 典型运行重量 环境温度 根据EN 60335-2-68测定的数值 声强级 Lpa 不确定性 Kpa 手臂振动数值 不确定性 K 

最大接入功率 
地面管嘴的工作宽度 
电源线 零件号： 电缆长度 



 

 

 

 

 

  



 

 

 

 

 

 

 



 

 

 

 

 

 

 

 

 

 

 

德国凯驰德国凯驰德国凯驰德国凯驰 服务中国服务中国服务中国服务中国 
 

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4008-80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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