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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在第一次使用设备

前仔细地阅读这些操作

说明，并在操作中遵循它们。把这些

操作说明保存好以备将来做参考或可

以提供给后来的使用者。 

万一在运输中有损坏，立即通知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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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处理 
 

 

包装材料可以回收利

用。请不要把包装扔进

装生活垃圾的垃圾箱

里，而应该安排对它们

进行适当的回收利用。 

 

旧的设备里也包含有价

值的可以回收利用的材

料。请对旧设备安排适

当的回收利用。对于电

瓶，燃油和类似的物质

不可以直接扔在周围环

境中。请利用合适的回

收系统来处理旧的设

备。 

 

正确的使用 

- 本设备只能用来干清洗地板。 

- 本设备适合商用，如在旅馆，学校，

医院，工厂，商店，办公室和租赁

公司。 

在试运行之前 

在第一次使用设备之前，阅读并遵守

这些使用说明及其附随的小册子：对

于清扫车和真空清扫车的安全信息，

编号：5.956-249。 

不遵守操作和安全说明可能会导致损

坏设备以及给操作者和其他人带来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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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1. 手推柄，可调整的 
2. 电缆夹 
3. 电缆支架，旋转的 
4. 贮存室 
5. 手推柄锁 
6. 过滤室盖 
7. 抽吸软管的接头（为可选的抽吸组

件） 
8. 刷驱动保险 
9. 抽吸涡轮机 
10. 显示器“滤尘袋满了” 
11. 电源开关 
A 设备开关在 OFF 位置上 
B 设备开关在 ON 位置上 
 
 
 
 
 
 
 
 
 

插入一个滤尘袋 

 打开过滤室的盖 

 

 将滤尘袋滑进篮里，开口面向连接

毂 

 将滤尘袋的开口推到在连接喷嘴

上 

 盖上过滤室的盖 

运行 
 

贮存和卸除电缆 

 将设备的电源电缆卷绕在三个电

缆支架周围 

 通过转动可旋转的电缆支架来卸

除整个电源电缆 

调整手推柄 

 旋转手推柄锁朝外，设置希望的手

推柄的高度并闭合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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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空吸尘 
 真空吸尘前，必须挑出大垃圾块象

纸板杯，纸板，细绳和类似的物体。 
 将插头插进插座 
 设置设备开关为“ON” 
 以适合的匀速沿待清洗的表面行

驶 
 对于严重的脏污，必须真空吸尘几

次或放慢真空吸尘速度 
 警告! 

有损坏地毯的危险。不要在危险中使

用设备。 
 由于刷子是单侧配置，设备的右侧

能够一直清洗至边缘。 
 如果显示器上说明滤尘袋满了，切

断设备电源并更换滤尘袋。 

维护保养 
 警告！ 

受伤的危险。在设备上进行任何工作

前将插头从电源上拔掉。 
维护保养时间间隔 

每天 
 如果需要，向下抖落掉滤尘袋里的

东西 
 检查电源的接线电缆是否损坏。更

换有缺陷的电源电缆 
 清洗设备下面 
 从滚刷上清除纤维，毛发和细绳 
 检查和清洗密封装置，更换已损坏

的密封装置 
每周 

 清洗刷子并检查其是否磨损。 
如果刷子毛的长度与黄色标志处刷子

毛的长度相同则认为刷子已经不能再

用了。 
每月 

 清洗过滤室底部上的电机保护过

滤器并检查其是否损坏 
 

每半年 
 拆卸掉轮子，清洗轴并涂上一层薄

的硅脂 
更换滤尘袋 

 打开过滤室的盖 
 将滤尘袋抽出连接毂并从设备上

卸除它们 
 插入新的滤尘袋（参见“更换滤尘

袋”） 
更换滚刷 

 从插座上拔掉电源插头 
 向后倾斜设备并将其贮存在手推

柄上 

 

1 锁紧板 
2 轴承座 
3 滚刷 
4 驱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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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外弯曲锁紧板并从底部抽出轴

承座 

 将滚刷拉离驱动装置并拆卸 

 将轴承座拉离滚刷 

注意 

前后滚刷是不同的。为了获得最好的

清洗效果，必须正确地安装刷子。正

确的装配说明在设备底部。 

显示的零件号码（PN）列于滚刷的驱

动侧上。 

 

 将轴承座插在新的滚刷上 

 将滚刷插在驱动装置上并转动直

到驱动销固定于刷子中 

 将轴承座插进设备中并推进足够

远处直至锁紧板锁定到位 

 对第二个辊刷重复这个过程。 

注意 

总是成对更换刷子。 

故障检修 

警告 

受伤的危险。在设备上进行任何工作

前将插头从电源上拔掉。 

设备不工作 

 插进电源插头 

 检查设备保险 

刷子不转动 

 复位控制面板上的刷子的驱动保

险 

 齿轮出故障，联系客户服务部 

抽吸涡轮不工作 

 复位控制面板上的抽吸涡轮保险 

真空吸尘性能不佳 

 复位控制面板上的抽吸涡轮保险 

 滤尘袋满了；指示灯“滤尘袋满了”

亮了。更换滤尘袋 

 更换滚刷（参见“更换滚刷”），清

洗刷头中的抽吸通道并检查抽吸

软管 

保修 

在每个国家，由我们在每个国家的胜

任的销售公司所颁布的保修条款都是

有效可用的。在保修期内，对您设备

潜在的故障，我们将免费维修。但是

要求引起问题的原因只涉及材料或制

造商的错误。对于可以作为保修处理

的问题，请联系您的经销商或最近的

已授权的服务部门。届时请带着您的

购买凭证。 

备用件 

- 只能使用制造商批准认可的附件

和备用件。全部使用原始的附件和

原始备用件可以确保设备工作安

全无故障。 

- 在使用说明书的结尾处，您将发现

一个经常需要的备用件选择列表。 

- 需要关于备用件另外的信息，请登

录我们网站 www.karcher.cn 的服务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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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电气连接 
电压，EU V 220…240 
频率 Hz 50 
平均功耗 W 1350 
最大功耗 W 1550 
送风机数据 
功率 W 2×570 
最大功率 W 2×650 
负压 KPa 14.3 
风量 l/s 2×52 
刷子 
功率 W 373 
最大功率 W 400 
驱动装置  齿轮带 
工作宽度 mm 660 
刷子直径 mm 100 
刷速 1/min 1350 
外形尺寸和重量   
高度 mm 1120 
宽度 mm 770 
长度 mm 1270 
滤尘袋容积 l 35 
重量 kg 72 
噪声辐射 
声压级（EN60704-2-1） dB(A) 73 
设备振动 
振动总值（ISO 5349） m/s2 1.5 
电源线 
EU:8.621-716.0 m 22 
GB:8.621-718.0 m 22 
AU: 8.621-717.0 m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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