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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pac CA510 为 18 吨级压路机。CA510 有 D （光轮）和 PD
（凸轮）两个型号。CA510D 设计用于压实岩石填方。CA510PD

主要用于压实粘性材料和风化的岩石材料。

Dynapac CA610 为 18 吨级压路机。CA610 有 D （光轮）和 PD
（凸轮）两个型号。CA610D 设计用于压实岩石填方。CA610PD

主要用于压实粘性材料和风化的岩石材料。
可用于压实所有类型的基层和次基层，并配备可互换的钢轮，如从 D
型改装成 PD 型，或从 PD 型改装成 D 型。应用范围更加多样化。

可用于压实所有类型的基层和次基层，并配备可互换的钢轮，如从 D
型改装成 PD 型，或从 PD 型改装成 D 型。应用范围更加多样化。

本手册附有驾驶室和安全配件的描述。本手册附有驾驶室和安全配件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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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CA610
 机器是 Dynapac 的其中一款重型土壤夯实压路机。有
D（光轮）和 PD（凸轮）两个型号可供选择。

预期用途
D 型设计用于夯实岩石填方。PD 型主要用于压实粘性
材料和风化的岩石材料。

可用于压实所有类型的基层和次基层，并配备可互换的
钢轮，如从 D 型改装成 PD 型，或从 PD 型改装成 D
型。应用范围更加多样化。

本手册附有驾驶室和安全配件的描述。其它配件，例如
夯实计、速度距离自动记录器及现场计算机，另有单独
的说明进行描述。

警告标志

警告！ 危险或危险操作标记。
无视警告将威胁人身安全或导致严重受伤。
警告！ 危险或危险操作标记。
无视警告将威胁人身安全或导致严重受伤。

注意！ 危险或危险操作标记。
无视警告将导致机器损坏或财产损失。
注意！ 危险或危险操作标记。
无视警告将导致机器损坏或财产损失。

安全信息

所有压路机操作人员都必须仔细阅读随车安全手册。
严格按照安全说明操作。
不得将安全手册带离压路机。

所有压路机操作人员都必须仔细阅读随车安全手册。
严格按照安全说明操作。
不得将安全手册带离压路机。

建议操作人员仔细阅读手册上的安全说明。
严格按照安全说明操作。
确保可以方便地取阅本手册。

建议操作人员仔细阅读手册上的安全说明。
严格按照安全说明操作。
确保可以方便地取阅本手册。

在启动机器或进行任何维护之前，
必须阅读整个手册内容。
在启动机器或进行任何维护之前，
必须阅读整个手册内容。

压路机在室内工作时应保证良好通风（风扇排风）。压路机在室内工作时应保证良好通风（风扇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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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手册内容包含压路机的操作和维护说明。

压路机须进行良好保养以发挥其最佳性能。

应保持机器清洁，从而尽可能早发现诸如泄漏、螺栓及
连接松动等情况。

每天在启动前须检查机器。 对机器进行全面检查以及时
发现有无泄漏或其他故障。

检查压路机下的地面情况。 发生泄漏时在地上比在机器
上更容易发现。

环境保护！ 请勿随意排放机油、
燃油或其他对环境有害的物质。
必须将废旧滤芯、
放出的机油和残余燃油送交专门机构进行环保处
理。

环境保护！ 请勿随意排放机油、
燃油或其他对环境有害的物质。
必须将废旧滤芯、
放出的机油和残余燃油送交专门机构进行环保处
理。

本手册包含压路机的定期维护说明。

有关引擎的说明，请参见制造商的引擎手册。有关引擎的说明，请参见制造商的引擎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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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 一般说明

（也可参见安全手册）

1. 操作人员在启动压路机之前必须熟悉“操作”部分的内容。1. 操作人员在启动压路机之前必须熟悉“操作”部分的内容。

2. 确保遵循“维护”部分的内容。2. 确保遵循“维护”部分的内容。

3. 只有具有操作经验或是经过培训的操作人员才允许操作压路机。
压路机上不允许携带无关人员。 操作压路机时必须保持就座。

3. 只有具有操作经验或是经过培训的操作人员才允许操作压路机。
压路机上不允许携带无关人员。 操作压路机时必须保持就座。

4. 决不允许在压路机需要调整或维修时进行操作。4. 决不允许在压路机需要调整或维修时进行操作。

5. 只有在压路机静止时才能安装与拆卸机器。使用机器上的拉手和护栏。
安装与拆卸机器时必须用三点支撑（双脚和单手或单脚和双手）。
不要从机器上跳下。

5. 只有在压路机静止时才能安装与拆卸机器。使用机器上的拉手和护栏。
安装与拆卸机器时必须用三点支撑（双脚和单手或单脚和双手）。
不要从机器上跳下。

6. 压路机在非安全路面上操作时必须使用 ROPS（倾翻保护结构）。6. 压路机在非安全路面上操作时必须使用 ROPS（倾翻保护结构）。

7. 在急转弯处须慢速行驶。7. 在急转弯处须慢速行驶。

8. 尽可能避免横过坡道。 在坡道上应直上直下行驶。8. 尽可能避免横过坡道。 在坡道上应直上直下行驶。

9. 在靠近边缘、壕沟或孔洞作业时，应确保至少 2/3
的钢轮宽度位于已经压实的地面（固体表面）上。

9. 在靠近边缘、壕沟或孔洞作业时，应确保至少 2/3
的钢轮宽度位于已经压实的地面（固体表面）上。

10. 确保压路机在行进的前后方向、地面及上方没有任何障碍。10. 确保压路机在行进的前后方向、地面及上方没有任何障碍。

11. 在不平整的地面上操作时应倍加小心。11. 在不平整的地面上操作时应倍加小心。

12. 使用附带的安全装置。 操作带有 ROPS/ROPS 驾驶室的机器时必须系好安全带。12. 使用附带的安全装置。 操作带有 ROPS/ROPS 驾驶室的机器时必须系好安全带。

13. 保持压路机清洁。 及时清理操作平台上附着的污垢或油泥。
保持所有标记和标志牌的清洁、清晰。

13. 保持压路机清洁。 及时清理操作平台上附着的污垢或油泥。
保持所有标记和标志牌的清洁、清晰。

14. 燃油补给之前的安全事项：
- 关掉引擎
- 禁止吸烟。
- 压路机附近无明火。
- 加油喷嘴与油箱口应先接地以避免出现火花。

14. 燃油补给之前的安全事项：
- 关掉引擎
- 禁止吸烟。
- 压路机附近无明火。
- 加油喷嘴与油箱口应先接地以避免出现火花。

15. 在维修或保养之前：
- 滚筒/钢轮以及刮板下面必须塞上楔块
- 必要时锁住铰接装置

15. 在维修或保养之前：
- 滚筒/钢轮以及刮板下面必须塞上楔块
- 必要时锁住铰接装置

16. 如果噪音水平超过 85 分贝(A)，建议使用听力保护装置。
噪音大小取决于压路机上的设备及其作业时的路面材料。

16. 如果噪音水平超过 85 分贝(A)，建议使用听力保护装置。
噪音大小取决于压路机上的设备及其作业时的路面材料。

17. 不得对压路机进行任何可能影响安全的改动或调整。
只有经过戴纳派克公司的书面认可后才能对压路机进行改动。

17. 不得对压路机进行任何可能影响安全的改动或调整。
只有经过戴纳派克公司的书面认可后才能对压路机进行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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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在液压油达到正常工作温度之前应避免使用压路机。液压油温度很低时，
其制动距离要比正常情况下长。 参看“停车”部分的说明。

18. 在液压油达到正常工作温度之前应避免使用压路机。液压油温度很低时，
其制动距离要比正常情况下长。 参看“停车”部分的说明。

19. 为了您自身的安全，请不要脱下:
- 安全帽
- 钢包头工作鞋
- 防护耳罩
- 反光衣/警示衣
- 工作手套

19. 为了您自身的安全，请不要脱下:
- 安全帽
- 钢包头工作鞋
- 防护耳罩
- 反光衣/警示衣
- 工作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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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 操作时

边缘作业

图：在道路边缘作业时钢轮的位置

至少 2/3

在道路边缘作业时，至少 2/3 的钢轮宽度必须位于坚实
的地面上。

注意，压路机转向时重心会外移。例如，
向左转向时重心将右移。
注意，压路机转向时重心会外移。例如，
向左转向时重心将右移。

坡道

图：坡道作业

最大 20° 或
36%

此角度是压路机静止时在坚硬、平整的路面上测量的。

转向角度为零，振动档关闭且所有油箱已注满。

必须注意，松软路面、转向、振动、行进中以及重心提
升等情况都会导致压路机在小于此指定坡度时发
生倾覆。

在出现紧急情况从驾驶室逃离时，
取下右后方柱子上的锤子，然后将后窗玻璃击碎。
在出现紧急情况从驾驶室逃离时，
取下右后方柱子上的锤子，然后将后窗玻璃击碎。

建议在坡道上或非安全路况下操作时使用
ROPS（翻倒保护装置）或者配有 ROPS 的驾驶室。
始终系好安全带。

建议在坡道上或非安全路况下操作时使用
ROPS（翻倒保护装置）或者配有 ROPS 的驾驶室。
始终系好安全带。

尽可能避免横过坡道， 而应在坡道上直上直下行驶。尽可能避免横过坡道， 而应在坡道上直上直下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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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选配）

空调
本手册描述的系统为 ACC 型号（自动控温）。

图：驾驶室

系统中含有加压制冷剂。
禁止将制冷剂释放于大气当中。
系统中含有加压制冷剂。
禁止将制冷剂释放于大气当中。

冷却系统已进行加压。
不恰当操作可导致人员严重受伤。
不得拆卸或松动软管接头。

冷却系统已进行加压。
不恰当操作可导致人员严重受伤。
不得拆卸或松动软管接头。

系统需加注制冷剂时，
必须由专业人员使用指定制冷剂进行。
系统需加注制冷剂时，
必须由专业人员使用指定制冷剂进行。

图：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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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标准滑润剂及其他推荐使用的油液
出厂前，压路机的各个系统和组件均已根据润滑规范要
求添加了油和液体。 其适用环境温度为 -15摄氏度 到 +
40摄氏度 (5华氏度 - 105华氏度)。

更高环境温度，超过 +40摄氏度 (104华氏度)
如果压路机在较高的环境温度下工作，但不超过 +50摄
氏度 (122华氏度)，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柴油机在此温度下使用常规机油仍可运转。 然而，其他
部件必须使用下列油品：

液压系统 - Shell Tellus T100 矿物油或类似产品。

温度
温度限制适用于标准压路机。

如果压路机配有辅助设备，如降噪装置，则在较高环境
温度下需更加小心监控。

高压清洗
不要将水直接喷到电气元件或仪表板上。

用塑料袋罩在燃油加油盖上并用橡皮带扎紧。 这是为了
避免高压水进入加油盖上的透气孔。 一旦进水将导致故
障，例如堵塞滤清器。

切勿将水枪直接对准燃油油箱盖喷射。
使用高压水枪时应特别注意。
切勿将水枪直接对准燃油油箱盖喷射。
使用高压水枪时应特别注意。

防火
一旦机器失火，请使用 ABC 级干粉灭火器。

也可以使用 BE 级二氧化碳灭火器。

翻倒保护装置 (ROPS)，配有 ROPS 的驾驶室

如果机器配有翻倒保护装置（ROPS 或配有 ROPS
的驾驶室），则不得在其中进行焊接或钻孔作业。
如果机器配有翻倒保护装置（ROPS 或配有 ROPS
的驾驶室），则不得在其中进行焊接或钻孔作业。

切勿尝试修复损坏的翻倒保护装置或驾驶室。
必须更换新的翻倒保护装置或驾驶室。
切勿尝试修复损坏的翻倒保护装置或驾驶室。
必须更换新的翻倒保护装置或驾驶室。



特别说明

4812273258-CN.pdf 2015-10-10
10

电池处理

卸下电池时，必须先断开负极线。卸下电池时，必须先断开负极线。

安装电池时，必须先连接正极线。安装电池时，必须先连接正极线。

请按环保要求妥善处理旧电池。
电池含有有害的铅。
请按环保要求妥善处理旧电池。
电池含有有害的铅。

请勿使用快速充电器为电池充电。
这会缩短电池使用寿命。
请勿使用快速充电器为电池充电。
这会缩短电池使用寿命。

助推启动

请勿将负极缆线接到无电电池的负极上。
一旦出现火花，
将会点燃电池周围生成的氢氧气体。

请勿将负极缆线接到无电电池的负极上。
一旦出现火花，
将会点燃电池周围生成的氢氧气体。

检查助推启动电池，
其电压须与无电电池的电压相同。
检查助推启动电池，
其电压须与无电电池的电压相同。

图：助推启动

12

3

4

关闭点火装置和所有耗电设备。 关闭提供助推启动电源
的机器上的引擎。

首先将助推启动电池的正极 (1) 连接到物电电池的正极 (
2)。然后将助推启动电池的负极 (3) 连接到电池电量不
足的机器上的相应螺栓 (4) 或吊环等处。

启动提供电源的机器的引擎。 让它运转一段时间。 然
后启动另一台机器。 按相反的顺序断开缆线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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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 - 尺寸

尺寸 － 侧视图

尺寸 毫米 英寸尺寸 毫米 英寸
A 钢轮及轮胎的轴距 2992 118A 钢轮及轮胎的轴距 2992 118
L 标准配备的压路机的长度 6180 244L 标准配备的压路机的长度 6180 244
H1 装有防倾翻保护系统 ROPS (D) 的高度 2921 115H1 装有防倾翻保护系统 ROPS (D) 的高度 2921 115
H1 装有防倾翻保护系统 ROPS (PD) 的高度 2989 117,6H1 装有防倾翻保护系统 ROPS (PD) 的高度 2989 117,6
H1 装有驾驶室 (D) 的高度 2961 116,5H1 装有驾驶室 (D) 的高度 2961 116,5
H1 装有驾驶室 (PD) 的高度 3008 118,4H1 装有驾驶室 (PD) 的高度 3008 118,4
H2 无防倾翻保护系统 ROPS (D) 的高度 2186 86H2 无防倾翻保护系统 ROPS (D) 的高度 2186 86
H2 无防倾翻保护系统 ROPS (PD) 的高度 2238 88H2 无防倾翻保护系统 ROPS (PD) 的高度 2238 88
D 钢轮直径 (D) 1573 61,9D 钢轮直径 (D) 1573 61,9
D 钢轮直径 (PD) 1543 60,75D 钢轮直径 (PD) 1543 60,75
S 标称轮圈厚度 (D) 50 1,97S 标称轮圈厚度 (D) 50 1,97
S 标称轮圈厚度（PD） 35 1,38S 标称轮圈厚度（PD） 35 1,38
P 衬垫高度 (PD) 100 4P 衬垫高度 (PD) 100 4
K1 拖拉机框架空隙 (D) 450 17,7K1 拖拉机框架空隙 (D) 450 17,7
K1 拖拉机框架空隙 （PD） 450 17,7K1 拖拉机框架空隙 （PD） 450 17,7
K2 钢轮框架空隙 （D） 460 18,1K2 钢轮框架空隙 （D） 460 18,1
K2 钢轮框架空隙 （PD） 460 18,1K2 钢轮框架空隙 （PD） 460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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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俯视图

尺寸 毫米 英寸尺寸 毫米 英寸
B 宽度，标准配备压路机 2380 93.7B 宽度，标准配备压路机 2380 93.7
O1 悬垂部分，左框架面 115 4.5O1 悬垂部分，左框架面 115 4.5
O2 悬垂部分，右框架面 135 5.3O2 悬垂部分，右框架面 135 5.3
R1 回转半径，外部 5400 213R1 回转半径，外部 5400 213
R2 回转半径，内部 3200 126R2 回转半径，内部 3200 126
W1 宽度，拖拉机模块 2130 84W1 宽度，拖拉机模块 2130 84
W2 钢轮宽度 2130 84W2 钢轮宽度 2130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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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范 - 重量和容积

重量重量
装有 ROPS 的工作重量 (EN500)(D) 20650 千克 45530 磅装有 ROPS 的工作重量 (EN500)(D) 20650 千克 45530 磅
装有 ROPS 的工作重量 (EN500)(PD) 20650 千克 45530 磅装有 ROPS 的工作重量 (EN500)(PD) 20650 千克 45530 磅
无 ROPS 的工作重量 (D) 20150 千克 44430 磅无 ROPS 的工作重量 (D) 20150 千克 44430 磅
无 ROPS 的工作重量 (PD) 20150 千克 44430 磅无 ROPS 的工作重量 (PD) 20150 千克 44430 磅
装有驾驶室的工作重量 (D) 20650 千克 45530 磅装有驾驶室的工作重量 (D) 20650 千克 45530 磅
装有驾驶室的工作重量 (PD) 20650 千克 45530 磅装有驾驶室的工作重量 (PD) 20650 千克 45530 磅

液体容积液体容积
燃油箱 320 公升 84.5 加仑燃油箱 320 公升 84.5 加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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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数据夯实数据
静线压力(D) 65,3 千克/厘米 365,7 pli静线压力(D) 65,3 千克/厘米 365,7 pli
静线压力(PD) - - - -静线压力(PD) - - - -
振幅，高（D） 1,8 毫米 0,071 英寸振幅，高（D） 1,8 毫米 0,071 英寸
振幅，高（PD） 1,8 毫米 0,071 英寸振幅，高（PD） 1,8 毫米 0,071 英寸
振幅，低（D） 1,1 毫米 0,043 英寸振幅，低（D） 1,1 毫米 0,043 英寸
振幅，低（PD） 1,2 毫米 0,043 英寸振幅，低（PD） 1,2 毫米 0,043 英寸
振动频率，高振幅 29 赫兹 1740 次/分钟振动频率，高振幅 29 赫兹 1740 次/分钟
振动频率，低振幅 31 赫兹 1860 次/分钟振动频率，低振幅 31 赫兹 1860 次/分钟
离心力，高振幅 317 kN 71264 磅离心力，高振幅 317 kN 71264 磅
离心力，低振幅 231 kN 51931 磅离心力，低振幅 231 kN 51931 磅

注意：频率在发动机转速最高时测得。振幅测量值为真
实值而不是标称值。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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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引擎
厂商/型号 Cummins 6 B-5.9 装有后冷却器的水冷式涡轮柴油机厂商/型号 Cummins 6BTAA5.9-C170 装有后冷却器的水冷式涡轮柴油机
功率 (SAE J1995) 129 千瓦 173 马力功率 (SAE J1995) 127 千瓦 170 马力
引擎转速 2200 转/分钟引擎转速 2200 转/分钟
油箱容积 320 升油箱容积 320 升

电气系统电气系统
电池 12V 170Ah电池 12V 170Ah
交流发电机 12V 95A交流发电机 12V 70A
熔断器 参见电气系统部分 - 熔断器熔断器 参见电气系统部分 - 熔断器

液体容积液体容积
标准-型号 23.1 x 26.0 8 ply 110 千帕 (1.1 千帕/厘米) (16

磅/英寸)
标准-型号 23.1 x 26.0 8 ply 110 千帕 (1.1 千帕/厘米) (16

磅/英寸)
拖拉机型号 23.1 x 26.0 12 ply 110 千帕 (1.1 千帕/厘米) (16

磅/英寸)
拖拉机型号 23.1 x 26.0 12 ply 110 千帕 (1.1 千帕/厘米) (16

磅/英寸)

轮胎充满液体，
（额外重量最高为500千克/轮）（1102磅/轮）。
作业时请考虑此额外重量。

轮胎充满液体，
（额外重量最高为500千克/轮）（1102磅/轮）。
作业时请考虑此额外重量。

液压系统

开启压力 兆帕开启压力 兆帕
传动系统 38,0传动系统 38,0
供应系统 2.0供应系统 2.0
振动系统 37,5振动系统 37,5
控制系统 18,0控制系统 18,0
制动器分离器 1,4制动器分离器 1,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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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固扭矩
使用扭矩扳手紧固的上油或干燥螺栓的紧固扭矩以 Nm
表示。

M -
螺纹

8.8，上油的 8.8，干的 10.9，
上油的

10.9，干的 12.9，
上油的

12.9，干的M -
螺纹

8.8，上油的 8.8，干的 10.9，
上油的

10.9，干的 12.9，
上油的

12.9，干的

M6 8,4 9,4 12 13,4 14,6 16,3M6 8,4 9,4 12 13,4 14,6 16,3
M8 21 23 28 32 34 38M8 21 23 28 32 34 38
M10 40 45 56 62 68 76M10 40 45 56 62 68 76
M12 70 78 98 110 117 131M12 70 78 98 110 117 131
M14 110 123 156 174 187 208M14 110 123 156 174 187 208
M16 169 190 240 270 290 320M16 169 190 240 270 290 320
M20 330 370 470 520 560 620M20 330 370 470 520 560 620
M22 446 497 626 699 752 839M22 446 497 626 699 752 839
M24 570 640 800 900 960 1080M24 570 640 800 900 960 1080
M30 1130 1260 1580 1770 1900 2100M30 1130 1260 1580 1770 1900 2100

强度等级：

公制粗螺纹，光亮镀锌 (fzb)：

公制粗牙螺纹，锌处理（Dacromet/GEOMET 工艺）：

强度等级：

 M - 螺纹 10.9，上油的 10.9，干的  12.9，上油的 12.9，干的 M - 螺纹 10.9，上油的 10.9，干的  12.9，上油的 12.9，干的
M6 12,0 15,0 14,6 18,3M6 12,0 15,0 14,6 18,3
M8 28 36 34 43M8 28 36 34 43
M10 56 70 68 86M10 56 70 68 86
M12 98 124 117 147M12 98 124 117 147
M14 156 196 187 234M14 156 196 187 234
M16 240 304 290 360M16 240 304 290 360
M20 470 585 560 698M20 470 585 560 698
M22 626 786 752 944M22 626 786 752 944
M24 800 1010 960 1215M24 800 1010 960 1215
M30 1580 1990 1900 2360M30 1580 1990 1900 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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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PS 紧固用的螺栓必须保持干燥。ROPS 紧固用的螺栓必须保持干燥。

防倾翻保护结构 (ROPS) - 螺栓

螺栓尺寸： M24 (PN 4700904562)螺栓尺寸： M24 (PN 4700904562)

强度等级： 10.9强度等级： 10.9

紧固扭矩： 800 牛米（锌铬膜处理）紧固扭矩： 800 牛米（锌铬膜处理）



技术规范 - 综合

4812273258-CN.pdf 2015-10-10
20



压路机铭牌 - 标识

4812273258-CN.pdf2015-10-10
21

压路机铭牌 - 标识

1

1

图：前车架
 1.PIN

车架上的产品标识号
机器的 PIN（产品标识号）(1) 印在前车架右侧。

1

图：操作平台
     1. 机器铭牌

机器铭牌
机器型号铭牌(1) 附在后框架的左前侧，在转向接
头附近。

铭牌上详细说明了制造商名称和地址、机器类型、PIN
产品标识号（序列号）、工作重量、引擎功率和制造年
份。（出口到欧盟以外国家的机器没有 CE 标志，有时
也没有制造年份。）

图：机器铭牌

订购配件时请注明机器的 PIN。

17PIN 序列号的说明
100 00123 V 0 A 123456100 00123 V 0 A 123456
A B C D E FA B C D E F

A= 制造商
B= 系列/型号
C= 检查字母
D= 无代码
E= 生产单位
F= 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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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擎铭牌
1

图：引擎
     1. 型号铭牌

引擎铭牌 (1) 附在引擎的右侧。

铭牌详细说明了引擎类型、序列号和引擎规格。

图：型号铭牌

订购配件时请注明引擎的序列号。请参见引擎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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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路机说明 - 标志牌

位置 - 标志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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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警告，碾压区域 7. 产品标志 13. 手册盒1. 警告，碾压区域 7. 产品标志 13. 手册盒
2. 警告，引擎旋转件 8. 柴油 14. 轮胎压力2. 警告，引擎旋转件 8. 柴油 14. 轮胎压力
3. 警告，表面高温 9. 液压油/生物性液压油 15. 吊装铭牌3. 警告，表面高温 9. 液压油/生物性液压油 15. 吊装铭牌
4. 警告，压载轮胎。 10. 吊装点 16. 警告标志4. 警告，压载轮胎。 10. 吊装点 16. 警告标志
5. 警告，请阅读说明手册 11. 固定点 17. 液压油/生物性液压5. 警告，请阅读说明手册 11. 固定点 17. 液压油/生物性液压
6. 警告，锁定 12. 主开关6. 警告，锁定 12. 主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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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志牌
请始终确保所有安全贴标完全清晰可见，如难以辨认请
去除污垢或订购新贴标。使用每个贴标上指定的
零件号。

4700903422
警告 - 碾压区域，联结关节/钢轮。

必须与挤压区域保持安全距离。
（压路机上装有转向轴的两个挤压区域）

4700903423
警告 - 引擎旋转件。

请将手远离危险区域。

4700903424
警告 - 引擎机舱表面高温。

请将手远离危险区域。

4700903459
警告 - 说明手册

操作人员在操作机器前必须仔细阅读安全、操作和维护
说明。

4700908229
警告 - 挤压危险

起吊时必须锁住铰接装置。

请阅读说明手册。

4700904165
警告 - 有毒气体 (附件, ACC)

参阅说明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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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0903590
-紧急出口

4700903985
警告 - 压载轮胎

请阅读说明手册。

更多信息详见技术规范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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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标志牌

冷却剂 柴油 吊装点冷却剂 柴油 吊装点

吊装铭牌 手册盒 主开关吊装铭牌 手册盒 主开关

液压油 生物性液压油 锁定点液压油 生物性液压油 锁定点

液压油位标识 轮胎压力液压油位标识 轮胎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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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路机说明 - 仪表/控件

位置 - 仪表和控件

图例：仪表和控制面板

图例：主开关

1. 喇叭 13. 振幅调节器 低/O/高1. 喇叭 13. 振幅调节器 低/O/高
2. 启动器开关 14. 引擎速度调节器，钢轮2. 启动器开关 14. 引擎速度调节器，钢轮
3. 旋转警示灯 15. 引擎速度调节器，后轴3. 15. 引擎速度调节器，后轴
4. 工作灯，选配 16. 引擎转速控制4. 工作灯，选配 16. 引擎转速控制
5. 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17. 油量表5. 17. 油量表
6. 仪表盖 18. 熔断器盒6. 仪表盖 18. 熔断器盒
7. 警示灯，充电 19. 振动开/关7. 警示灯，充电 19. 振动开/关
8. 制动警示灯 20. 前进/后退档杆8. 制动警示灯 前进/后退档杆
9.  警示灯，引擎油压/温度 21. 发动机预热9.  警示灯，引擎油压/温度
10. 警示灯，液压油过滤器 手册盒10. 警示灯，液压油过滤器 手册盒
11. 警示灯，空气滤清器 见图例：控制面板11. 警示灯，空气滤清器 见图例：控制面板
12. 警示灯，液压油温度 主开关12. 警示灯，液压油温度 主开关

小时计小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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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5.
24.
23.
22.

驻车制动器
27. 发动机水温表

图例：控制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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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

编号 名称 符号 功能编号 名称 符号 功能
1 喇叭，开关 按喇叭。1 喇叭，开关 按喇叭。

2 启动器开关 切断电路。2 启动器开关 切断电路。

为所有仪表和电控装置通电。为所有仪表和电控装置通电。

发动启动机。发动启动机。

3 危险警告信标灯，开关（选配） 向右侧拨动开关，打开危险警告信标灯。3 危险警告信标灯，开关（选配） 向右侧拨动开关，打开危险警告信标灯。

4 工作灯（选配） 向右侧拨动开关，打开工作灯。4 工作灯（选配） 向右侧拨动开关，打开工作灯。

5 备用/停车制动手柄5 备用/停车制动手柄 推进启动备用制动。

6 仪表盖 覆盖在仪表上方以防止天气破坏。6 仪表盖 覆盖在仪表上方以防止天气破坏。

7 警示灯，电池充电 如果引擎运行时警示灯亮起，说明交流发电机未在充电。
停止引擎运行，查出故障原因。

7 警示灯，电池充电 如果引擎运行时警示灯亮起，说明交流发电机未在充电。
停止引擎运行，查出故障原因。

8 制动警示灯 当按下停车或备用制动手柄及使用刹车时，警示灯亮起。8 制动警示灯 当按下停车或备用制动手柄及使用刹车时，警示灯亮起。

9 警示灯，引擎油压/温度 引擎过热或油压过低时警示灯亮起。
立即关闭引擎并找出故障。
请参见引擎手册。

9 警示灯，引擎油压/温度 引擎过热或油压过低时警示灯亮起。
立即关闭引擎并找出故障。
请参见引擎手册。

10 警示灯，液压过滤器 如果柴油引擎全速运行时警示灯亮起，
则必须更换液压油滤清器。
油在正常操作温度时进行更换。

10 警示灯，液压过滤器 如果柴油引擎全速运行时警示灯亮起，
则必须更换液压油滤清器。
油在正常操作温度时进行更换。

 11 警示灯，空气滤清器 如果引擎全速运行时警示灯亮起，
则必须清洁或更换空气滤清器。

 11 警示灯，空气滤清器 如果引擎全速运行时警示灯亮起，
则必须清洁或更换空气滤清器。

12 温度计，液压油 显示液压油温度。
正常温度范围 65°-80°C (149°-176°F).
警示灯亮起时关闭柴油引擎。查找故障。

12 温度计，液压油 显示液压油温度。
正常温度范围 65°-80°C (149°-176°F).
警示灯亮起时关闭柴油引擎。查找故障。

13 振幅/频率调节器，开关 左侧位置为低振幅/高频率。13 振幅/频率调节器，开关 左侧位置为低振幅/高频率。

在中间位置时，振幅/频率关闭。在中间位置时，振幅/频率关闭。

右侧位置为高振幅/低频率。右侧位置为高振幅/低频率。

14 引擎速度调节器，钢轮 行进速度（高）14 引擎速度调节器，钢轮 行进速度（高）

工作速度（低）工作速度（低）

15 引擎速度调节器，后轴 行进速度（高）15 引擎速度调节器，后轴 行进速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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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名称 符号 功能编号 名称 符号 功能
工作速度（低）工作速度（低）

16 引擎转速控制，引擎 在右侧位置时，引擎空转。
左侧位置为引擎最大运转速度。

16 引擎转速控制，引擎 在右侧位置时，引擎空转。
左侧位置为引擎最大运转速度。

17 油量表 显示油箱中的油位。17 油量表 显示油箱中的油位。

18 熔断器盒 扭开盖子接入熔断器。18 熔断器盒 扭开盖子接入熔断器。

19 振动开/关，开关 推进并松开开关以启动振动。再按一次按钮关闭振动。
只有在振幅调节器（13）位于高/低时以上操作才
可运用。

19 振动开/关，开关 推进并松开开关以启动振动。再按一次按钮关闭振动。
只有在振幅调节器（13）位于高/低时以上操作才
可运用。

20 前进/后退档杆 发动引擎时，档杆必须位于空档。
当前进/后退档杆位于其他位置时，引擎无法发动。
前进/后退档杆控制压路机的行驶方向与速度。
向前推动档杆，压路机前进。
压路机运行速度与档杆和空档之间的距离成正比。
档杆距离空档越远，则车速越高。

20 前进/后退档杆 发动引擎时，档杆必须位于空档。
当前进/后退档杆位于其他位置时，引擎无法发动。
前进/后退档杆控制压路机的行驶方向与速度。
向前推动档杆，压路机前进。
压路机运行速度与档杆和空档之间的距离成正比。
档杆距离空档越远，则车速越高。

21 发动机预热 按下按钮开启发动机预热功能。21

22  手册盒  存放压路机的安全手册和操作手册。22  手册盒  存放压路机的安全手册和操作手册。

23 控制面板 警示灯23 控制面板 警示灯

24 主开关 在关闭位置时，钥匙无法拔出。
按顺时针方向转动四分之一圈以启动压路机。

24 主开关 在关闭位置时，钥匙无法拔出。
按顺时针方向转动四分之一圈以启动压路机。

25 小时计 记录引擎运转小时数。25 小时计 记录引擎运转小时数。

26

27

驻车制动

发动机水温表

当设备静止的时候推动驻车制动按钮。
当按钮被拔出的时候驻车接触。

显示发动机冷却液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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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室控制器

图. 驾驶室顶部, 后部
     4. 紧急逃生锤

1
2 3 4

图：驾驶室顶部，前部
     1. 前雨刷
      2. 后雨刷 (选配)
     3. 前后挡风玻璃喷洗器

5
6

7

8

9

图：驾驶室后部
    9. 开关, 驾驶室照明 (选配)

图：驾驶室，右侧暖气 (选配)
     5. 温度调节
     6. 换气控制
     7. 风扇控制
     8.  开关, AC (选配)

图：驾驶室，左侧
     10. 挡风玻璃清洁剂箱 (选配)

图：驾驶室驾驶杆
   11.手册盒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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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室内仪表与控件功能说明

编号 名称 符号 功能编号 名称 符号 功能
1 前窗雨刷，开关 按下后，可启动前窗雨刷。1 前窗雨刷，开关 按下后，可启动前窗雨刷。

2 后窗雨刷，开关（选配） 按下后，可启动前窗雨刷。2 后窗雨刷，开关（选配） 按下后，可启动前窗雨刷。

3 前后窗玻璃清洗器，开关 按下顶端，喷出清洗剂于挡风玻璃上。3 前后窗玻璃清洗器，开关 按下顶端，喷出清洗剂于挡风玻璃上。

 按下底端，喷出清洗剂于后窗玻璃上。 按下底端，喷出清洗剂于后窗玻璃上。

4 紧急逃生锤 从驾驶室紧急逃生时，拿下锤子并打破  窗。4 紧急逃生锤 从驾驶室紧急逃生时，拿下锤子并打破  窗。

5 温度控制（选配）  左侧位置暖气关，右侧位置最大暖气。5 温度控制（选配）  左侧位置暖气关，右侧位置最大暖气。

6 换气控制（选配）  左侧位置换气关。右侧位置，换气开到最大。6 换气控制（选配）  左侧位置换气关。右侧位置，换气开到最大。

7 风扇控制（选配） 左侧位置风扇关。右侧位置，风扇开到最大。7 风扇控制（选配） 左侧位置风扇关。右侧位置，风扇开到最大。

8  AC,开关（选配）8  AC,开关（选配）

9 驾驶室照明， 开关（选配） 按下打开驾驶室照明9 驾驶室照明， 开关（选配） 按下打开驾驶室照明

10 挡风玻璃清洗剂箱（选配） 按要求注入玻璃清洗剂。10 挡风玻璃清洗剂箱（选配） 按要求注入玻璃清洗剂。

11 手册盒 存放安全手册及说明手册。11 手册盒 存放安全手册及说明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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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路机说明 - 电气系统

图：仪表栏
     1. 熔断器盒盖螺丝 (2)
     2. 仪表栏盖螺丝(12)

1

2

熔断器及继电器
电气调节控制系统通过熔断器和继电器防止超负
荷运行。熔断器和继电器的数量取决于所用机器额外设
备的数目。

熔断器盒和继电器在仪表栏的下部，栏盖的下面，如图
所示。熔断器盖由两个螺丝（1）固定。接入继
电器时，旋下螺丝（2），打开整个盖子，如图。

该机器装备有一个 12V 电气系统和一个交流发电机。
将电池正确接入两极（地线）。在引擎运转时，
不得拆除电池与交流发电机之间的导线。
将电池正确接入两极（地线）。在引擎运转时，
不得拆除电池与交流发电机之间的导线。

熔断器和继电器位置
数字显示机器中不同继电器的位置。

3. 熔断器盒，左侧3. 熔断器盒，左侧
4. 熔断器盒，右侧4. 熔断器盒，右侧
5. VBS 继电器5. VBS 继电器
6. 继电器，小时表6.
7.7.
.8.8

图：装有熔断器和继电器的仪表面板。

3

46
5

7
8

继电器，前工作灯
继电器，后工作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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熔断器

主熔断器
主熔断器（1）置于电池断路器旁边。所有熔断器均为
平扣式熔断器。起动继电器（3）也安装于此。

主熔断器          100A

图：熔断器盒
左右侧。

数字显示了熔断器的位置。

下表为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和功能。所有熔断器均为平扣
式熔断器。

 熔断器盒，左侧 熔断器盒，右侧 熔断器盒，左侧 熔断器盒，右侧
1. 小时计  7.5A 7. 高/低档（选配） 7.5A1. 倒车报警  10A 1. 紧急停车，中位启动按钮 5A

2. VBS 继电器 7.5A 8. 夯实计（选配） 3A2. 前雨刷 10A 2. VBS继电器 5A

3. 警示灯 7.5A 9. 危险警告信标灯（选配） 7.5A3. 警示灯（选配） 7.5A 3.

油表，水温表 7.5A

4. 喇叭，油量表 7.5A 10. 倒车警报器（选配） 3A4. 发动机，燃油预热 50A 4. 报警灯，充电 7.5A

5. 11. 工作灯（选配） 20A5. 5. 小时表 10A

6. 前雨刷，驾驶室（选配） 10A 12. 工作灯（选配） 20A6.
20A

6. 喇叭 7.5A

图：主开关
     1. 主熔断器
     3. 起动继电器
     4. 主开关

3 41

发动机预热       150A
空调熔断器       20A

7.
8.

后工作灯

前工作灯 20A

夯实计（选配）

7.
8. 高/低档 7.5A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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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室暖气箱中的熔断器和继电器（选配）

图：驾驶室中的暖气箱
1. 插头
     2. 螺丝 (x5)
     3. 螺丝 (x9)
     4. 盖子

3

1
4

3

2 要接入暖气箱中的熔断器(x2) ，拔出插头（1）。

卸下盖子上部的螺丝（2）和（3），以及盖子前部的螺
丝（3），将盖子卸离暖气箱，然后接入暖气箱中的继
电器。

暖气箱中的熔断器

图：驾驶室中的暖气箱
1. 插头
     5. 熔断器 (x1)
     6. 熔断器 (x1)
     7. 熔断器盒盖

7 61

5 要接入暖气箱中的熔断器(x2) ，拔出插头（1）。卸下
熔断器盒的盖子（7）。
5. 20 A  换气扇5. 20 A  换气扇
6. 20 A  AC（选配）6. 20 A  AC（选配）

暖气箱中的继电器

图：驾驶室中的暖气箱
8. 继电器 12V

8. 接入暖气箱中的继电器（8）(x1) ：卸下盖子上方的螺
丝（2）和（3）和盖子前部的螺丝（3）。盖子（4）此
时可从暖气箱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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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 启动

启动之前

主开关 - 打开

1

图解：引擎箱 1. 主开关

记住进行日常维护。请参见维护说明。

主开关位于引擎箱内。转动钥匙 (1) 至“开”的位置。整台
压路机被发动。

操作时必须打开引擎盖锁，
以便必要时可以迅速断开电池连接。
操作时必须打开引擎盖锁，
以便必要时可以迅速断开电池连接。

驾驶员座椅(标准)－调整

1
图：操作人员座椅
     1. 长度调节

调整操作人员座椅以保持舒适就座，并且易于进
行操作。

座椅可纵向（1）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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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仪表面板
  2. 启动按钮
 10. 警示灯, 液压油过滤器
 11. 警示灯, 空气滤清器
 12. 警示灯, 液压油温度
 17. 油表

将启动按钮（2）转到位置1。

确定油表（17）有读数。

检查充电 (7)、油压 (9) 和停车制动 (8) 警示灯是
否亮起。

1
2

3

4

图 驾驶员座椅
1. 锁杆 - 长度调节
2. 高度调节
3. 靠背角度
4. 座椅安全带

驾驶员座椅（选配）－调整
调整操作人员座椅以保持舒适就座，并且易于进
行操作。

座椅可进行如下调整：

 －长度调节（1）

 －重量调节（2）

 －后背支撑角（3）

在开始工作之前，始终确保座椅安全。在开始工作之前，始终确保座椅安全。

切勿忘记使用座椅安全带 (4)。切勿忘记使用座椅安全带 (4)。

仪表和警示灯 - 检查

2

17
10

11
12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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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制动 - 检查

如果压路机配有驾驶室，
确保运行时驾驶室门为关闭状态。

图：控制面板
     5. 紧急/停车制动手柄
     8. 警示灯, 制动系统

确定紧急/停车制动手柄（5）确实处于按下位置并且制
动系统（8）的警示灯亮起。
如果未采取紧急/停车制动，
在坡道上启动引擎时压路机会滑动。

确定紧急/停车制动手柄（5）确实处于按下位置并且制
动系统（8）的警示灯亮起。
如果未采取紧急/停车制动，
在坡道上启动引擎时压路机会滑动。

操作人员位置

1

3

2

4

图：操作人员位置
1. 安全带
2. ROPS
3. 橡胶件
4. 防滑装置

如果压路机上配有 ROPS（2）（翻倒保护装置）或驾
驶室，则必须佩带安全带 (1) 并戴好保护头盔。

如果安全带出现磨损或承受过较大拉力，
则必须更换安全带 (1)。
如果安全带出现磨损或承受过较大拉力，
则必须更换安全带 (1)。

检查平台上的橡胶件 (3) 是否完整。
磨损的橡胶件会降低舒适度。
检查平台上的橡胶件 (3) 是否完整。
磨损的橡胶件会降低舒适度。

确保平台上的防滑装置 (4) 处于良好状态。
防滑装置磨损时应予以更换。
确保平台上的防滑装置 (4) 处于良好状态。
防滑装置磨损时应予以更换。

如果压路机配有驾驶室，
确保运行时驾驶室门为关闭状态。

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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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镜

图：视镜

行驶前，请确认视镜前后移动不受阻。

驾驶室内所有玻璃必须洁净，且后视镜位置适宜。

联锁（选配）
压路机可配有联锁功能。

如果操作人员离开座位超过 7 秒钟，引擎将自动关闭。

无论前进/后退档杆是否位于空档或是行驶位置，引擎将
停止工作。

如果停车制动处于激活状态，则引擎不会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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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启动引擎

如果冷启动或驾驶一部机器，也就是液压油是冷的，
则制动距离会比通常更长，直到机器达到工作温度。

图：仪表面板
     2. 启动按钮
     7. 充电指示灯
     8. 制动警示灯
     9. 油压/ 温度 指示灯
     13. 振幅选择器
     16. 速度控制
     20. 前进/后退档杆

将前进/后退档杆 (20) 置于空档。只有在空档时才能启
动引擎。

将调节低/高振动的振幅选择器（13）置于位置O。

将引擎转速控制 (16) 置于空档。

将右边的启动按钮（2）转到位置 1。然后再转一个位置
以发动启动机。

请勿让启动电机运转超过30秒。
如果引擎没有立即启动，请稍等2分钟后再试。

使引擎怠速运转2-5分钟以便预热，如果环境温度低于 
+10°C (50°F) 则需要延长怠速运转时间。

引擎预热时，检查并确保油压 (9) 与充电 (7) 警示灯并
未亮起。备用/停车制动警示灯（8）仍亮起。

如果在室内运转引擎，
必须确保良好的通风（排风）状况。
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如果在室内运转引擎，
必须确保良好的通风（排风）状况。
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如果冷启动或驾驶一部机器，也就是液压油是冷的，
则制动距离会比通常更长，直到机器达到工作温度。

2

16

13

7, 8, 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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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 驾驶

操作压路机

必须使用前进/后退档杆控制速度，
切勿通过改变引擎转速的办法进行控制。

图：仪表面板
     5. 备用/停车制动手柄
     11. 警示灯, 空气滤清器
     14. 速度选择仪, 钢轮
     15. 速度选择仪, 后轴
     16. 引擎转速控制
     20. 前进/后退档杆

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站在地面上操作机器。
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操作人员必须坐在座位上。
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站在地面上操作机器。
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操作人员必须坐在座位上。

转动引擎转速控制（16）并将其锁定在限定位置；引擎
转速此时大约为 2300 转/分钟。引擎空转时转速大约为
900 转/分钟。

在压路机静止时向左右各打一次方向盘，检查转向是否
正常。

确保压路机前后工作区域无任何障碍物。确保压路机前后工作区域无任何障碍物。

拉起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5)，
检查并确认停车制动警示灯熄灭。准备好后，
压路机即可以开始工作。

拉起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5)，
检查并确认停车制动警示灯熄灭。准备好后，
压路机即可以开始工作。

将高/低速度选择器（14）和（15）调到所需模式，看仪
表面板上的标志牌。
最大速度/小时最大速度/小时
低钢轮/低后轴 4 公里/小时低钢轮/低后轴 4 公里/小时
低钢轮/低后轴 5 公里/小时低钢轮/低后轴 5 公里/小时
低钢轮/高后轴 6 公里/小时低钢轮/高后轴 6 公里/小时
高钢轮/高后轴 11 公里/小时高钢轮/高后轴 11 公里/小时

高/高模式只能在不平整的地面上行进时使用。高/高模式只能在不平整的地面上行进时使用。

冷启动并驾驶机器时，记住液压油也处于低温状态，
这将导致制动距离比正常情况下要长，
直到机器达到工作温度。

冷启动并驾驶机器时，记住液压油也处于低温状态，
这将导致制动距离比正常情况下要长，
直到机器达到工作温度。

根据所需行驶方向小心前后推动前进/后退档杆 (20)。档
杆距空档位置越远，行驶速度越快。

必须使用前进/后退档杆控制速度，
切勿通过改变引擎转速的办法进行控制。

16

5

20

11

14

15

发动机怠速运转务必不能超过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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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压路机低速前行时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5)，
测试紧急制动效果。
在压路机低速前行时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5)，
测试紧急制动效果。

在驾驶时注意表的读数是否正常。如果油压灯亮起或蜂
鸣器鸣叫，立即停止压路机并关掉柴油引擎。检查并修
复故障；另请参见维护和引擎手册的章节。

如果空气滤清器的警示灯（11）在操作时（柴
油引擎全速运转时）亮起的话，
主滤清器必须清洗或更换。见维护手册。

如果空气滤清器的警示灯（11）在操作时（柴
油引擎全速运转时）亮起的话，
主滤清器必须清洗或更换。见维护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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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 振动

振幅/频率 - 切换

图：仪表面板
14. 速度选择仪，钢轮
15. 速度选择仪，后轴

在不平整路面上行使
如果机器卡住或是双钢轮驱动，则按以下描述设置驾驶
手柄。

－ 如果钢轮打滑，把钢轮驱动转到高，后轴转到低。

－ 如果轮胎打滑，把钢轮驱动转到低，后轴转到高。

机器重新抓地之后，将手柄调回原来位置。

图：仪表面板
     13. 振幅选择仪
     19. 振动开/关

钢轮振动有两套设定，使用开关（13）进行选择。

将手柄转至左侧为低振幅/高频率，转至右侧为高振幅/
低频率。

振动时不得更改振幅设置。
在调整振幅之前，
关掉振动（19）并等待直到振动停止。

振动时不得更改振幅设置。
在调整振幅之前，
关掉振动（19）并等待直到振动停止。

前进/后退档杆上方的开关（19）控制振幅。

压路机停止前必须关闭振动。

不要在压路机静止时启动振动。
否则会损坏路面和机器。
不要在压路机静止时启动振动。
否则会损坏路面和机器。

19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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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控制面板
  5. 紧急/停车制动手柄
 19. 开关, 振动开/关
20. 前进/后退档杆

紧急制动
通常使用前进/后退档杆来启动制动。将档杆推向
空档时，静液压传动装置会使压路机减速。

钢轮马达和后轴都有一个制动盘，行驶中可用作紧急制
动，停止时则用作停车制动。

紧急制动时，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5)，
握紧方向盘，做好急停准备。
紧急制动时，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5)，
握紧方向盘，做好急停准备。

制动后，将前进/后退档杆推回到空档，并拉起紧急制动
/停车制动手柄。

正常制动
按下开关 (19)，关闭振动。

将前进/后退档杆 (20) 推至空档，停下压路机。
在斜坡上即使是短暂停车也要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
柄（5）。
在斜坡上即使是短暂停车也要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
柄（5）。

将引擎转速控制调回到空档。让引擎怠速运转一段时间
以便冷却。

冷启动并驾驶机器时，液压油也处于低温状态，
这将导致制动距离比正常情况下要长，
直到机器达到工作温度。

冷启动并驾驶机器时，液压油也处于低温状态，
这将导致制动距离比正常情况下要长，
直到机器达到工作温度。

19

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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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仪表板
     2. 启动开关

关闭
检查仪表和警示灯是否出现故障指示。关闭全部照明及
其他电气功能。

将左边的启动开关（2）转到关的位置O。放下仪表盖（
无驾驶室的压路机）并锁好。

停车

主开关

1

图：引擎箱       1. 主开关   

完成一天的作业离开压路机时，应将主开关 (1) 转至切
断位置并取下钥匙。

 这样做可以防止电池放电以及未经允许随意开动机器。
同时应锁上引擎盖。

为钢轮垫楔块

图解：布置
1. 楔块

1

除非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否则切勿在引擎运转时下车。
除非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否则切勿在引擎运转时下车。

确保压路机停靠在安全的地方，
不要妨碍其他人使用道路。
在坡道上停车时应为钢轮垫好楔块。

确保压路机停靠在安全的地方，
不要妨碍其他人使用道路。
在坡道上停车时应为钢轮垫好楔块。

在冬季要注意防止发生冻结。
在驾驶室的引擎冷却系统和玻璃清洗剂瓶内注入合
适的防冻混合剂。参见维护说明。

在冬季要注意防止发生冻结。
在驾驶室的引擎冷却系统和玻璃清洗剂瓶内注入合
适的防冻混合剂。参见维护说明。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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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停车

长期停车（超过一个月）时应注意以下事项：长期停车（超过一个月）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图例：压路机防护罩

停车在 6 个月以内时应采取以下措施：

在恢复使用压路机前，加星号 * 的部分必须恢复到存放
之前的状态。

清洗机器并涂上油漆护层，以避免生锈。

用防锈剂处理暴露的部件，整体润滑机器，并在未上漆
的表面上涂抹润滑油。

引擎
* 查阅随车附送的制造商引擎手册。

电池
* 从机器上卸下电池并清洁其外部，确定电解质水平没
有问题（见标题为“操作每250小时”），每月对电池进行
点滴式充电一次。

空气滤清器，排气管
* 用塑料或胶带包裹空气滤清器或其进气口（参见“每操
作 50 小时”或“每操作 1000 小时”标题下的内容）。同时
包好排气管。目的是避免湿气侵入引擎。

燃油箱
将燃油箱完全装满以防止出现凝结。

液压油箱
将液压油箱加油到最高油位（参见“每工作 10 小时”标题
下的内容）。

转向助力油缸、联结关节等
使用油脂对转向接头轴承及转向助力油缸上的两轴承进
行润滑（参见“每操作 50 小时”标题下的内容）。

为转向助力油缸活塞涂上保护油脂。

为引擎舱门及驾驶室铰链涂上油脂。为前进/后退控件的
端头（光亮部分）涂上油脂（参见“每操作 500 小时”标
题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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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胎（全天候的）
检查轮胎压力为 110 千帕 (1.1 千帕/平方厘米 ), (16 磅/
英寸)。

遮盖，防水油布
* 盖上仪表板。

* 用防水油布盖住整个压路机。 防水油布和地面之间必
须留有空隙。

* 如果可能，将压路机存放于室内，最好置于恒温的建
筑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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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吊装

123
4

图：锁定位置的联结关节
1. 压块
2. 开口销
3. 定位钉
4. 定位销

锁定联结关节
吊装压路机前必须锁定联结关节，避免不慎倾翻。吊装压路机前必须锁定联结关节，避免不慎倾翻。

将方向盘转到正前方位。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拔出最下方接有电线的开口销（2）。拔出接有电线的
定位销 (3)。

折开压块（1）并用其压住转向接头的上定位销（4）。

通过压块（1）与定位销（4）将定位钉（3）放入孔中
并使用开口销（2）将定位钉紧固。

重量：请参考压路机上的吊装铭牌

1

1

图解：压路机准备吊起
     1. 吊装铭牌

吊起压路机
吊装铭牌 (1) 上说明了机器的总重量。
另请参考技术规范。
吊装铭牌 (1) 上说明了机器的总重量。
另请参考技术规范。

铁链、钢索、
皮带和吊钩等起吊设施的规格必须根据起吊设备的
相关安全规则进行选定。

铁链、钢索、
皮带和吊钩等起吊设施的规格必须根据起吊设备的
相关安全规则进行选定。

注意与吊装机器保持安全距离！确保吊钩安全可靠。注意与吊装机器保持安全距离！确保吊钩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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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关节解锁

1 3 4
2

图：外部位置的联结关节
1. 压块
2. 开口销
3. 定位钉
4. 定位销

注意，操作之前必须解锁联结关节。注意，操作之前必须解锁联结关节。

将压块 (1) 折回，并使用定位钉 (3) 将其固定于定位销 (
4) 中。插入最下方连有电线的开口销（2），固定定位
钉（3）。定位销 (4) 位于牵引机机架上。

牵引
按照以下说明压路机可移动300米（1000ft）。

2

2

1

1

图：推进泵
     1. 牵引阀
     2. 锁紧螺母

选项 1

引擎运转时短程牵引
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临时关闭引擎。
为钢轮垫好楔块，防止压路机移动。
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临时关闭引擎。
为钢轮垫好楔块，防止压路机移动。

将多功能阀 (2)（最下方的六角螺帽）固定原位的同时，
逆时针旋转两个牵引阀 (1)（中间的六角螺帽）三圈。阀
门装在前驱动泵上。

启动引擎，并使其怠速运转。

现在可以牵引压路机，如果其转向系统可正常工作，还
可进行转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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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图：后轴
3. 锁紧螺母
4. 调节螺丝

34 毫米

3 4

选项 2

引擎停转时短程牵引
为钢轮垫好楔块，防止制动机械性松开时压路机滚动。为钢轮垫好楔块，防止制动机械性松开时压路机滚动。

如选项 1 首先放开两个牵引阀。

后轴制动
打开锁紧螺母（3），用手拧紧调节螺丝（4），直到阻
力增加，然后再转一圈。调节螺丝位于后轴上，两个螺
丝分别在分速机壳的两侧。

5

5

5

5

图：钢轮制动
     5. 螺丝

钢轮变速箱制动
拧紧两个螺丝（5），松开钢轮制动，直到无法拧动为
止。

螺丝拧的要平均，交替拧动。这是为了防止堵住制动活
塞。

 现在已释放制动并且可以牵引压路机。

在牵引之后，不要忘了重设牵引阀（1），
拧开调节螺丝（4）到原来位置，离停止面 34
毫米，并拧紧锁紧螺母（3）。松开钢轮制动螺钉
(5)。见 "短程牵引”选择 1 和 2 部分。

在牵引之后，不要忘了重设牵引阀（1），
拧开调节螺丝（4）到原来位置，离停止面 34
毫米，并拧紧锁紧螺母（3）。松开钢轮制动螺钉
(5)。见 "短程牵引”选择 1 和 2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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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压路机
牵引/修复时，压路机必须由拖车制动。
由于压路机此时没有制动，因此必须使用牵引杆。
牵引/修复时，压路机必须由拖车制动。
由于压路机此时没有制动，因此必须使用牵引杆。

压路机必须慢速短距离牵引，最大牵引距离为 300
米 (330 码)，最高时速为 3 公里/小时 (2
英里/小时)。

压路机必须慢速短距离牵引，最大牵引距离为 300
米 (330 码)，最高时速为 3 公里/小时 (2
英里/小时)。

图：牵引

牵引/恢复压路机时，牵引装置必须连接到两个吊
装孔上。拉力必须纵向作用在机器上，如图中所示。最
大牵引力为 308 千牛顿 (69241 磅)。

根据前几页的选项 1 或 2 恢复牵引项目。根据前几页的选项 1 或 2 恢复牵引项目。

压路机运输准备

图解：运输
1. 楔块
2. 垫木块
3. 捆扎缚线

21
33

起吊和运输之前必须锁定联结关节。
按照相关标题下的说明进行操作。
起吊和运输之前必须锁定联结关节。
按照相关标题下的说明进行操作。

为钢轮垫好楔块 (1) 并将楔块固定在运输车上。

在钢轮底座 (2) 上垫木块，以防止捆扎时造成钢轮橡胶
悬挂系统超载。

用扎带将压路机在四角处固定住；标志牌 (3) 指出了固
定点位置。

注意，
使用压路机前必须将联结关节恢复到解锁状态。
注意，
使用压路机前必须将联结关节恢复到解锁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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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 概述

1. 按照安全手册中的安全说明操作。1. 按照安全手册中的安全说明操作。

2. 确保“维护”章节中的所有说明都得到执行。2. 确保“维护”章节中的所有说明都得到执行。

3. 将主开关转到“开”位置。3. 将主开关转到“开”位置。

4. 将前进/后退档杆移至空档。4. 将前进/后退档杆移至空档。

5. 将手动/自动振动开关置于 0 位置。5. 将手动/自动振动开关置于 0 位置。

6. 将引擎转速控制置于空档。6. 将引擎转速控制置于空档。

7. 启动引擎进行预热。7. 启动引擎进行预热。

8. 将引擎转速控制置于操作位置。8. 将引擎转速控制置于操作位置。

9. 拉起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9. 拉起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10. 开动压路机。小心操作前进/后退档杆。10. 开动压路机。小心操作前进/后退档杆。

11. 测试制动。注意，如果压路机未预热，制动距离将加长。11. 测试制动。注意，如果压路机未预热，制动距离将加长。

12. 仅在压路机开动时才使用振动功能。12. 仅在压路机开动时才使用振动功能。

13. 紧急情况下：
- 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 握紧方向盘。
- 身体做好急停准备。

13. 紧急情况下：
- 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 握紧方向盘。
- 身体做好急停准备。

14. 停车时：
- 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 关闭引擎，为钢轮垫好楔块。

14. 停车时：
- 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 关闭引擎，为钢轮垫好楔块。

15. 吊装时：- 参考说明手册中的相关章节。15. 吊装时：- 参考说明手册中的相关章节。

16. 牵引时：- 参考说明手册中的相关章节。16. 牵引时：- 参考说明手册中的相关章节。

17. 运输时：- 参考说明手册中的相关章节。17. 运输时：- 参考说明手册中的相关章节。

18. 恢复时：- 参考说明手册中的相关章节。18. 恢复时：- 参考说明手册中的相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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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维护

对机器进行全面维护，是令其保持良好运行状态和最大
限度节约开支的必要条件。

维护部分包括定期维护，这是机器维护的必须步骤。

建议维护时间间隔是在假定机器所处的环境和工作条件
都属正常的情况下确定的。

承诺和交付检查
每台机器在出厂前都需经过测试和调试。

从出厂到交付给客户之前，必需根据保修书上的查验列
表进行交付检查。

要向运输公司及时报告在运输途中的任何损伤。

保修
只有在完成了保修书上所规定的交付检查和各项服务检
查，以及在保修的条件下的机器启动注册之后，保修才
会生效。

对于在手册中所列出的由于不恰当的维护、错误
的操作、使用滑润剂或液压油等所造成的损坏，或未经
允许所作的任何调试造成的损坏均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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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 滑润剂和符号

液体容积液体容积
后轴后轴
－差速器 12,5 升 13,2 夸脱－差速器 12,5 升 13,2 夸脱
－行星齿轮 1,85 升/侧 1,95 夸脱/侧－行星齿轮 1,85 升/侧 1,95 夸脱/侧
钢轮变速箱 3,5 升 3,7 夸脱钢轮变速箱 3,5 升 3,7 夸脱
钢轮芯 2,3 升/侧 2,1 夸脱钢轮芯 2,3 升/侧 2,1 夸脱
液压油箱 52 公升 13,74 加仑液压油箱 52 公升 13,74 加仑
液压系统用油 23 公升 24,3 夸脱液压系统用油 23 公升 24,3 夸脱
润滑油，柴油引擎 14 升 14,8 夸脱润滑油，柴油引擎 14 升 14,8 夸脱
冷却剂，柴油引擎 35 升 37 夸脱冷却剂，柴油引擎 35 升 37 夸脱

必须按要求使用相应数量的高质量润滑剂。
润滑剂添加过多会导致过热，从而加速磨损。
必须按要求使用相应数量的高质量润滑剂。
润滑剂添加过多会导致过热，从而加速磨损。

在超高温和超低温环境中操作时需要使用其他燃
油和润滑剂。
请参见“特殊说明”或向戴纳派克公司咨询。

在超高温和超低温环境中操作时需要使用其他燃
油和润滑剂。
请参见“特殊说明”或向戴纳派克公司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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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 滑润剂和符号

在超高温和超低温环境中操作时需要使用其他燃
油和润滑剂。
请参见“特殊说明”或向戴纳派克公司咨询。

必须按要求使用相应数量的高质量润滑剂。
润滑剂添加过多会导致过热，从而加速磨损。

引擎机油 气温 -15°C - +50°C (5°F-122°F)

液压油 气温为 -15°C - +40°C (5°F-104°F) 时使用

气温高于 +40°C (104°F) 时使用
Shell Tellus T100 或同等产品。

生物性液压油 BP Biohyd SE-S46
离厂时，机器也许装有生物可降解性液压油。
再次加油时必须使用相同类型的油。

传送油 气温为 -15°C - +40°C (5°F-104°F) 时使用

气温为 0°C (32°F) - 高于 +40°C (104°F) 时使用
Shell Spirax AX 85W/140, API GL-5 或同等产品。

钢轮机油

油脂 铰接转向装置使用 SKF LGHB2 (NLGI-Klass 2)
或同等产品；

燃油 参见引擎手册。

冷却剂 GlycoShell 或同等产品（含水比例为 50%）。
防冻保护温度约为 -37°C (-34.6°F)。

P/N: Dynapac 600 (18升); Dynapac 500 (4升) 

P/N: Dynapac 900 (18升)

P/N: Dynapac 100 (4升)

P/N: 4812270282 (4升)

Dynapac Roller Grease; P/N: 4812030096 (400g)

Coolant 150, P/N: 2658449097 (18.9升)

生物液压油，PANOLIN PANOLIN HLP Synth 46
当其离厂时，机器可能已装有生物降解油。
再次加油时必须使用相同类型的油。
(www.panolin.com)

生物液压油，PANOLIN PANOLIN HLP Synth 46
当其离厂时，机器可能已装有生物降解油。
再次加油时必须使用相同类型的油。
(www.panol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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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符号

引擎，油位 轮胎压力引擎，油位 轮胎压力

引擎，机油滤清器 空气滤清器引擎，机油滤清器 空气滤清器

液压油箱，油位 电池液压油箱，油位 电池

液压油，过滤器 循环再生液压油，过滤器 循环再生

传送，油位 燃油过滤器传送，油位 燃油过滤器

钢轮，油位 冷却剂液位钢轮，油位 冷却剂液位

润滑油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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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 维护计划

保养和维护部位

1 233 4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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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保养和维护部位

1. 水箱 13. 钢轮变速箱 25. 引擎的润滑油过滤器1. 水箱 13. 钢轮变速箱 25. 引擎的润滑油过滤器
2. 引擎的润滑油过滤器 14. 刮板 26. 燃油箱 - 排放2. 引擎的润滑油过滤器 14. 刮板 26. 燃油箱 - 排放
3. 润滑油过滤器，

润滑油预先过滤器
15. 钢轮油，油位塞，x2 27. 柴油引擎安装，x43. 润滑油过滤器，

润滑油预先过滤器
15. 钢轮油，油位塞，x2 27. 柴油引擎安装，x4

4. 空气滤清器 16. 橡胶元件与紧固螺钉 28. 供给泵，油4. 空气滤清器 16. 橡胶元件与紧固螺钉 28. 供给泵，油
5. 引擎盖，铰链 17. 转向拉阀 29. 柴油引擎，加油5. 引擎盖，铰链 17. 转向拉阀 29. 柴油引擎，加油
6. 液压蓄水箱，目视镜 18. 转向助力油缸，x2 30. 电池6. 液压蓄水箱，目视镜 18. 转向助力油缸，x2 30. 电池
7. 液体过滤器 19. 调速轮盖，液压泵 31. 散热器7. 液体过滤器 19. 调速轮盖，液压泵 31. 散热器
8. 液压油过滤器，x1 20. 车轮螺母 32. 液压油冷却器8. 液压油过滤器，x1 20. 车轮螺母 32. 液压油冷却器
9. 排水，液压油箱 21. 轮胎，气压 33. 驾驶安全带，冷却，交流发电机9. 排水，液压油箱 21. 轮胎，气压 33. 驾驶安全带，冷却，交流发电机
10. 液压油，加油 22. 后轴，差速 34. 前进/后退档杆10. 液压油，加油 22. 后轴，差速 34. 前进/后退档杆
11. 熔断器盒 23. 后轴，行星齿轮。 35. 新鲜空气过滤器 *11. 熔断器盒 23. 后轴，行星齿轮。 35. 新鲜空气过滤器 *
12. 钢轮油，加油，x2 24. 后轴安装，两侧 36. 空调*12. 钢轮油，加油，x2 24. 后轴安装，两侧 36. 空调*

*  选配设备*  选配设备

综述
达到规定时间后应定期进行维护。 如果无法按照规定的
小时数进行维护，可以采用每日、每周维护。

检查机油、
燃油或添加润滑剂时应先清除附着的污物。
检查机油、
燃油或添加润滑剂时应先清除附着的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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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制造商引擎手册中的说明。查阅制造商引擎手册中的说明。

如果同时说明了运行小时数和维护时间间隔，
应以先到的时间为准进行维护。
如果同时说明了运行小时数和维护时间间隔，
应以先到的时间为准进行维护。

每工作 10 小时（每日）
请根据目录查阅相应页码！

在图中的位
置

措施 说明在图中的位
置

措施 说明

当天第一次启动前当天第一次启动前
14 检查刮板设置14 检查刮板设置
1 检查冷风循环1 检查冷风循环
31 检查冷却剂液位 参考引擎手册31 检查冷却剂液位 参考引擎手册
2 检查引擎润滑油油位 参考引擎手册2 检查引擎润滑油油位 参考引擎手册
29 补给燃油29 补给燃油
6 检查液压油箱的油位6 检查液压油箱的油位

测试制动测试制动

第一次工作 50 小时后
请根据目录查阅相应页码！

在图中的位置 措施 说明在图中的位置 措施 说明
2 更换引擎润滑油和机油滤清器 参考引擎手册2 更换引擎润滑油和机油滤清器 参考引擎手册
3 更换燃油过滤器 参考引擎手册3 更换燃油过滤器 参考引擎手册
8 更换液压油过滤器8 更换液压油过滤器
12 更换钢轮润滑油12 更换钢轮润滑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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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工作 50 小时（每周）
请根据目录查阅相应页码！

在图中
的位置

措施 说明在图中
的位置

措施 说明

检查软管和连接器有无泄漏检查软管和连接器有无泄漏
4 检查/清洁空气滤清器的过滤组件 按照需要进行更换4 检查/清洁空气滤清器的过滤组件 按照需要进行更换
17 给联结关节进行润滑17 给联结关节进行润滑
18 给转向柱托架进行润滑18 给转向柱托架进行润滑
20 检查车轮螺母是否牢固20 检查车轮螺母是否牢固
21 检查轮胎压力21 检查轮胎压力
36 检查空调 选配36 检查空调 选配

每工作 250 小时（每月）
请根据目录查阅相应页码！

在图中
的位置

措施 说明在图中
的位置

措施 说明

23 检查后轴/行星齿轮的油位23 检查后轴/行星齿轮的油位
13 检查钢轮变速箱的油位13 检查钢轮变速箱的油位
15 检查钢轮芯中的油位15 检查钢轮芯中的油位
32 清洗冷却器32 清洗冷却器
20 检查所有螺栓连接 以上只适用于新部件或修理后

的部件。
20 检查所有螺栓连接 以上只适用于新部件或修理后

的部件。
24 检查所有螺栓连接 以上只适用于新部件或修理后

的部件。
24 检查所有螺栓连接 以上只适用于新部件或修理后

的部件。
16 检查橡胶元件与螺栓接头16 检查橡胶元件与螺栓接头
30 检查电池30 检查电池
36 检查空调 选配36 检查空调 选配

每工作 500 小时（每三个月）
请根据目录查阅相应页码！

在图中
的位置

措施 说明在图中
的位置

措施 说明

3 清洗/替换燃油预过滤器 参考引擎手册3 清洗/替换燃油预过滤器 参考引擎手册
7 检查液压油箱的液体过滤器7 检查液压油箱的液体过滤器
17 检查转向栓

3 参考引擎手册3 更换燃油过滤器

3 参考引擎手册3 更换燃油过滤器
25 参考引擎手册更换引擎润滑油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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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更换钢轮芯中的润滑油12 更换钢轮芯中的润滑油

在图中
的位置

措施 说明在图中
的位置

措施 说明

8 更换液压油过滤器8 更换液压油过滤器
9 排空液压油箱中的冷凝物9 排空液压油箱中的冷凝物
26 排空油箱中的冷凝物26 排空油箱中的冷凝物
22 改变后轴润滑油22 改变后轴润滑油
23 改变后轴行星齿轮的润滑油23 改变后轴行星齿轮的润滑油

检查发动机阀间隙 参考引擎手册检查发动机阀间隙 参考引擎手册
33 检查驾驶系统安全带 参考引擎手册33 检查驾驶系统安全带 参考引擎手册
35 更换驾驶室的新鲜空气滤清器 选配35 更换驾驶室的新鲜空气滤清器 选配

每工作 2000 小时（每年）
请根据目录查阅相应页码！

在图中
的位置

措施 说明在图中
的位置

措施 说明

9, 10 更换液压油9, 10 更换液压油
36 详细检查空调 选配36 详细检查空调 选配

13 更换钢轮齿轮箱中的润滑油13 更换钢轮齿轮箱中的润滑油
37 给前进/后退档杆进行润滑37 给前进/后退档杆进行润滑

更换发动机冷却液 参考引擎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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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10 小时

将压路机停在平地上。
如果没有另行规定，在进行检查和调整时，
应关闭引擎并施加紧急制动/停车制动。

将压路机停在平地上。
如果没有另行规定，在进行检查和调整时，
应关闭引擎并施加紧急制动/停车制动。

刮板 - 检查，调整
机器转向时一定要考虑钢轮的移动，例如，
如果调整超过限值的话，
刮板可能被损坏或钢轮磨损会增加。

机器转向时一定要考虑钢轮的移动，例如，
如果调整超过限值的话，
刮板可能被损坏或钢轮磨损会增加。

图：刮板
     1. 刮板刮片 (x4)
     2. 螺丝

12

有必要的话，按以下调节钢轮的距离：

松开刮板连接的螺丝（2）。

将刮片调节到距钢轮 20 毫米处。

拧紧螺钉 (2)。

其它刮片也重复这一程序（x4）。

刮板，衬垫钢轮

1 2
图：刮板
     1. 螺丝
     2. 刮板齿 (x18)

松开螺丝（1），然后调节各个刮板齿（2），直至刮板
齿和钢轮间的距离为 20 毫米。

将各个刮板齿（2）置于衬垫中间。

拧紧螺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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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化刮板（选配）

图：刮板
     1. 刮板刮片
     2. 螺丝

112 2

松开螺钉 (2)。

然后，调节刮片（1）使其轻触钢轮。

拧紧螺钉 (2)。

空气循环 - 检查

图解：引擎盖
     1. 机罩锁
     2. 防护格栅

1

2
确保冷空气可以通过引擎盖上的防护格栅在引擎内自由
循环。

若要打开引擎盖，向上转动锁臂 (1)。将盖提高至完全打
开位置，确保左侧气弹簧上的红色安全档已闩上。

如果引擎盖的气弹簧损坏且引擎盖处于上位－卡住引擎
盖，使其无法落下来。
如果引擎盖的气弹簧损坏且引擎盖处于上位－卡住引擎
盖，使其无法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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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却剂液位 - 检查

1 2

3

图：水箱
     1. 最高液位
     2. 最低液位
     3. 加油盖

检查冷却剂液面是否位于最高与最低标记之间。
引擎发烫需打开加油盖时应倍加小心。
请佩带防护手套和护目镜。
引擎发烫需打开加油盖时应倍加小心。
请佩带防护手套和护目镜。

加满水与防冻剂调和比为 1：1 的混合液。参见本说明
书与引擎手册中的润滑规范。

每隔 1 年清洗一次系统并更换冷却剂。
还要确保冷却器气流通畅。
每隔 1 年清洗一次系统并更换冷却剂。
还要确保冷却器气流通畅。

柴油引擎  检查油位
拆卸量油计时，小心不要触碰引擎热烫部位或散热器，
以免烫伤。
拆卸量油计时，小心不要触碰引擎热烫部位或散热器，
以免烫伤。

量油计位于引擎的右侧。

向上拔起量油计 (1) 后检查位于上方标记与下方标记间
的油位情况。有关详情，请参考引擎的说明手册。

69

图解：引擎，右侧
     1. 量油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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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箱 - 加油

图解：燃油箱
     1. 加油管

1

每天添加柴油，油位至加油管 (1) 的下边缘。遵照引擎
制造商有关柴油品质的规范。

关闭引擎。添加燃油之前，
将加油枪压到非绝缘的压路机零件上将其短路，
在加油时压到加油管 (1) 上。

关闭引擎。添加燃油之前，
将加油枪压到非绝缘的压路机零件上将其短路，
在加油时压到加油管 (1) 上。

禁止在引擎运转时补给燃油。禁止吸烟，
并避免燃油溢出。
禁止在引擎运转时补给燃油。禁止吸烟，
并避免燃油溢出。

油箱可以储存 320 公升（84.5 加仑）燃油。

液压油箱 - 油位检查

图：液压油箱目视镜
     1. 目视镜

1

2 目视镜位于压路机右侧，操作员座位后方。

将压路机停在平地上，然后检查目视镜 (1)中的油位。如
果油位过低，请注满润滑剂规范中指定类型的液压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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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以下各项对制动进行检查：

将压路机 向前开。

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1)。仪表面板上的警示灯
（3）应亮起，压路机停止。

测试完制动后，将前进/后退档杆 (2) 置于空档。

拉起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此时压路机准备就绪。

制动 - 检查

图解：控制面板
     1. 紧急/停车制动手柄
     2. 前进/后退档杆
    3. 制动警示灯

按照以下各项对制动进行检查：

2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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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 50 小时

将压路机停在平地上。
如果没有另行规定，在进行检查和调整时，
应关闭引擎并施加紧急制动/停车制动。

将压路机停在平地上。
如果没有另行规定，在进行检查和调整时，
应关闭引擎并施加紧急制动/停车制动。

空气滤清器
检查 - 更换主空气过滤器

引擎以最高速度运行时，
如果控制面板上的警示灯亮起，
则必须更换空气滤清器的主过滤器。

引擎以最高速度运行时，
如果控制面板上的警示灯亮起，
则必须更换空气滤清器的主过滤器。

3

6 4 5

2

图-空气滤清器
 1. 夹子
 2. 滤清器盖
 3. 主滤芯
 4. 备用滤芯
 5. 滤清器壳
 6. 排尘阀

1

松开夹子 (1)，取下滤清器盖(2)， 并拉出主滤芯(3)。

切勿取出备用滤器 (4)。

如必要请清洁空气滤清器。参阅本说明的“空气滤清器—
清洁”部分。

更换主滤芯(3)时，向空气滤清器插入一个新滤芯并按相
反顺序重新装好。

检查排尘阀(6)的状况； 如果必要进行更换。

重新安装滤清器盖之前，确保将排尘阀朝下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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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滤器 - 更换

图：空气滤清器
     1.备用滤器

1 每更换三次主滤芯即须更换一次备用滤芯。

更换备用滤器 (1) 时，首先将旧滤器从承座中取出，然
后插入新的滤器并按相反顺序重新装上空气滤清器。

如果必要，清洁空气滤清器。请参阅本说明的“空气滤清
器——清洁”部分。

空气滤清器
-清洁
将滤清器盖 (2) 与滤清器壳 (5) 内部擦拭干净。参阅此
前的图示。

出气管两端都要擦净。

出气管外边。出气管内边。

出气管的两个表面也要擦干净；参见邻图。
检查滤器壳体与吸管之间的软管夹密封是否严密，
且软管是否完好无损。
检查引擎之前的整个软管系统。

检查滤器壳体与吸管之间的软管夹密封是否严密，
且软管是否完好无损。
检查引擎之前的整个软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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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接头/转向汽缸－润滑

图：转向栓右侧

引擎运行过程中，任何人不得靠近转向接头。
转向操作时存在被碾压危险。润滑前，
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引擎运行过程中，任何人不得靠近转向接头。
转向操作时存在被碾压危险。润滑前，
按下紧急制动/停车制动手柄。

将方向盘完全打到左边以接触机器右侧的整个转向系统
的润滑喷嘴（7）。

使用润滑规范中规定的油脂。使用润滑规范中规定的油脂。

转向接头 - 润滑

图：转向芯右侧
 1. 润滑喷嘴清晰度 (x4)
 2. 润滑喷嘴筒安装 (x1)

1

1
2

将喷嘴上的脏污油脂除去。

用手动油脂枪在每个喷嘴（1和2）喷五次进行润滑。确
保油脂渗入轴承内。

如果油脂未渗入轴承内，
必须使用千斤顶释放联结关节压力，
然后重复注油过程。

如果油脂未渗入轴承内，
必须使用千斤顶释放联结关节压力，
然后重复注油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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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汽缸 - 润滑

图：转向汽缸右侧
3. 润滑喷嘴右后汽缸安装 (x1)
4. 润滑喷头左后转向汽缸 (x1)

3
4

将喷嘴上的脏污油脂除去。

用手动油脂枪在喷嘴（3和4）喷两次进行润滑。

将方向盘完全打到右边，以接触左转向汽缸的前润滑喷
嘴和轴承盖上的润滑喷嘴。

润滑后在喷嘴上留一些油脂。这可以防止脏污进
入喷头。

轮胎－气压－轮胎螺母紧固

图：轮胎
     1. 气阀
     2. 轮胎螺母

1
2

用压力计检查轮胎压力。

如果轮胎中充满液体，气阀（1）在充气过程中要在“12
点钟”方向。

推荐压：见技术规范

检查轮胎压力
换轮胎时要保证两个轮胎有同样的滚动半径。
这对保证后轴的正常防滑功能至关重要。
换轮胎时要保证两个轮胎有同样的滚动半径。
这对保证后轴的正常防滑功能至关重要。

检查轮胎螺母 (2) 的紧固扭矩为 630 牛米 (465 磅力英
尺)。

检查两个轮胎和所有螺母。（仅适用于新机器或新装的
轮胎。）

在给轮胎打气前参考压路机的安全手册。在给轮胎打气前参考压路机的安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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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温（选配）－检测

图：干燥过滤器
     1.目视镜

1 本手册描述的系统为 ACC 型号（自动控温）。
引擎运行时，切勿在压路机下作业。
将压路机停在平地上，
为钢轮垫好楔块并按下停车制动控制。

引擎运行时，切勿在压路机下作业。
将压路机停在平地上，
为钢轮垫好楔块并按下停车制动控制。

过滤器位于引擎箱前边缘左侧。

在操作过程中打开引擎盖，通过目视镜（1）确认干燥
过滤器中无可见气泡。

过滤器位于引擎箱前边缘左侧。如果透过目视镜可看到
气泡，则说明制冷剂液面过低。在此情况下，停
止操作。在制冷剂不足的情况下运转会损伤装置。

图：驾驶室
     1. 冷凝器配件

1 当制冷性能明显下降时，清洁位于驾驶室后侧的冷凝器
配件 (1)。同时还需清洁驾驶室内的制冷装置。见
标题为 2000 小时的章节，自动控温－全面检修。

77

燃油预过滤器 - 清洁

图解：引擎箱
     1. 燃油预过滤器

如果在室内运转柴油引擎，
必须确保良好的通风（排风）状况。
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如果在室内运转柴油引擎，
必须确保良好的通风（排风）状况。
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参看说明手册中清洁引擎过滤器部分关于燃料系统的章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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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 250 小时

将压路机停在平地上。
如果没有另行规定，在进行检查和调整时，
应关闭引擎并施加紧急制动/停车制动。

将压路机停在平地上。
如果没有另行规定，在进行检查和调整时，
应关闭引擎并施加紧急制动/停车制动。

后轴差速器 - 检查液位

图解：液位检查 - 差速箱
     1. 油位/过滤器塞

1

引擎运行时，切勿在压路机下作业。停在平整路面上。
在轮子后方垫好楔块。
引擎运行时，切勿在压路机下作业。停在平整路面上。
在轮子后方垫好楔块。

擦拭并移开油位塞 (1)，检查油位是否达到塞孔的
下边缘。如果液位低于此高度，则加油使其达到
此高度。根据润滑规范使用传动装置用油。

清洁并重新装好塞子。

后轴行星齿轮－检查油位

图：油位检查 - 行星齿轮
     1. 油位/过滤器塞

1

将压路机放置在合适的位置，以便行星齿轮中的油位塞
(1) 能够位于“9 点” 或“3 点” 位置。

擦拭并移开油位塞（1），检查油位达到塞孔的
下边缘。如果液位低于此高度，则加油使其达到
此高度。使用润滑油。见润滑规范。

清洁并重新装好塞子。

以同样方式检查后轴其它行星齿轮的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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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轮变速箱 - 检查油位

图：油位检查－钢轮变速箱
     1. 油位塞
     2. 过滤器塞
     3. 排放塞

1

2

3

定好钢轮位置使过滤器塞（2）垂直。

擦拭干净油位塞（1）旁边部分，然后打开塞子。

确保油位达到塞孔的下边缘。

如果液位低于此高度，则加油使其达到此高度。根据润
滑规范使用润滑油。

清洁并重新装好塞子。

钢轮筒 - 检查油位

图：左钢轮
     1. 指示针

1 机器水平摆放，使钢轮内部的指示针（1）与钢轮上边
缘齐平。

图：钢轮右侧
     1. 过滤器塞
     2. 排放塞
     3. 油位塞

1

2 3

清洁过滤器塞 (1) 和油位塞 (3)。

拧下过滤器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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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钢轮筒
     2. 排放塞
     3. 油位塞

2 3

松开筒下方的油位塞（3），直到看见塞子中间的孔。

通过过滤器塞（1）加油，直到油开始漫出油位塞（3）
孔。油不再流出时油位正确。

确认筒中只使用 MOBIL SHC 629。确认筒中只使用 MOBIL SHC 629。

不要加太多油－有过热危险。不要加太多油－有过热危险。

清洁并重新装好塞子。现在在另一侧重复此操作。

图：钢轮
     1.通气螺钉

1
钢轮筒－清洁通气螺钉
清洁钢轮的通气孔和通气螺钉（1）。此孔用于除去钢
轮中的多余压力。

散热器－检查/清洁
3

图：散热器
 1. 中冷器
 2. 冷却液散热器
 3. 液压油冷却器

12

引擎箱盖打开时可加水和液压油冷却器。

确保空气流进冷却器不受阻 (1)、(2) 和 (3)。

用压缩空气或高压水枪清洗脏的散热器。

和冷气反方向将空气或水引进冷却器。
使用高压清洗器时小心－不要将喷嘴过于接近散热
器。
使用高压清洗器时小心－不要将喷嘴过于接近散热
器。

进行压缩空气或高压水龙作业时应佩带护目镜。进行压缩空气或高压水龙作业时应佩带护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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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栓连接－检查紧固扭矩

图：机器右侧
     1. 转向泵
     2. 后轴
     3. 引擎悬架
     4. 轮胎螺母

1

2
3 4

转向泵距引擎 (1) 38 牛米（28 磅力英尺）。

后轴悬架 (2) 330 牛米（243 磅力英尺），上油。

引擎支架 (3)。检查所有 M12 螺栓 (x20) 是否均拧紧，
扭矩为 78 牛米（57 磅力英尺）。

轮胎螺母 (4)。检查所有螺母是否均紧固，扭距为 630
牛米，上油。

（以上仅适用于新部件或修理后的部件。）

橡胶元件与紧固螺钉 - 检查

图：钢轮，振动侧
     1. 橡胶元件
     2. 紧固螺钉

1

2

检查所有橡胶元件 (1)，如果钢轮一侧 25% 以上的橡胶
元件出现深度为 10-15 毫米 (0.4-0.6 英寸) 的裂缝，则
需要更换所有的橡胶件。

请使用刀片或尖状物体检查。

同时检查螺钉钮扣 (2) 是否紧固。

电池－检查电解液位

图：电池架
     1. 快速螺钉
     2. 电池盖
     3. 电池

11 2 3 检查电池时请勿使用裸露框架，
因为交流发电机充电时电解液会发散爆炸性气体。
检查电池时请勿使用裸露框架，
因为交流发电机充电时电解液会发散爆炸性气体。

打开引擎盖，卸下快捷拧开螺钉（1）。

拉高电池盖（2）。

擦拭电池的顶部。
佩带护目镜。电池含有腐蚀性酸液。
如果电解液接触身体的话用水擦拭。
佩带护目镜。电池含有腐蚀性酸液。
如果电解液接触身体的话用水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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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仓

图：电池内的电解液位
     1. 电瓶盖
     2. 电解液位
     3. 极板

10 mm

(0.4 in)

1
2

3

拆下电瓶盖 (1) 并确保极板 (3) 上的电解液 (2) 约为 10
mm (0.4in)。检查所有电池的电解液位。如果液位低于
此高度，则使用蒸馏水使其达到此高度。

如果环境温度低于凝固点，则在加注蒸馏水之前使引擎
运行一段时间。否则电解液会出现冷冻现象。

确保电池盖的通风孔无堵塞，然后重新装上电池盖。

电线护套应保持洁净且牢固。清洁被腐蚀的电线护套，
并在清洁之后涂抹防酸凡士林。

断开电池时，必须先断开负极缆线。安装电池时，
必须先连接正极电线。
断开电池时，必须先断开负极缆线。安装电池时，
必须先连接正极电线。

使用后的电池应妥善弃置。电池中含铅，
可对环境构成污染。
使用后的电池应妥善弃置。电池中含铅，
可对环境构成污染。

对压路机进行电焊作业前，首先拆接电池地线，
然后断开与交流发电机的所有连接。
对压路机进行电焊作业前，首先拆接电池地线，
然后断开与交流发电机的所有连接。

空调 (选配)
- 检测

图：空调
     1. 制冷剂软管
     2. 冷凝器配件

1

2 检查制冷剂软管和连接，确保无显示制冷剂泄漏
的油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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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油塞（1）从引擎下方最容易接触，并在牵引框架上接
有软管。引擎热时排油。在排放塞下方放一个可装16.5
升（4.1加仑）液体的容器。

油塞（1）从引擎下方最容易接触，并在牵引框架上接
有软管。引擎热时排油。在排放塞下方放一个可装16.5
升（4.1加仑）液体的容器。

燃油滤芯 - 更换燃油滤芯

燃油滤芯位于引擎箱的右侧。
拧下燃油滤芯（1）和（2），并更换。

1 2
图：燃油滤芯 - 引擎
     1. 燃油滤芯
     2. 燃油滤芯

燃油滤芯 - 更换燃油滤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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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 500 小时

将压路机停在平地上。
如果没有另行规定，在进行检查和调整时，
应关闭引擎并施加紧急制动/停车制动。

将压路机停在平地上。
如果没有另行规定，在进行检查和调整时，
应关闭引擎并施加紧急制动/停车制动。

如果在室内运转引擎，
必须确保良好的通风（排风）状况。
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如果在室内运转引擎，
必须确保良好的通风（排风）状况。
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液体过滤器－检测/清洗

图：液压油箱
     2. 过滤器盖/空气过滤器
     3. 目视镜

3

2

如果任一方向堵住，请用柴油清洗过滤器，然后用压缩
空气吹，直至畅通。或者更换新油帽。

进行压缩空气作业时应佩带护目镜。进行压缩空气作业时应佩带护目镜。

检查并确认水过滤器 (2) 未堵塞。空气可以从两个方向
自由通过油帽。

启动引擎并检查过滤器中的液压油无泄露。检查目视镜
(3) 中的液位，必要时，加满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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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油预过滤器 - 清洁

图：引擎机舱
 1. 燃油过滤器

如果在室内运转柴油引擎，
必须确保良好的通风（排风）状况。
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如果在室内运转柴油引擎，
必须确保良好的通风（排风）状况。
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参看说明手册中清洁引擎过滤器部分关于燃料系统的章
节。

86

图例：转向栓

检查转向器是否损坏或出现裂缝。

检查并上紧松动的螺栓。

同时检查是否有过于僵硬或松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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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压路机停在平地上。
如果没有另行规定，在进行检查和调整时，
应关闭引擎并施加紧急制动/停车制动。

将压路机停在平地上。
如果没有另行规定，在进行检查和调整时，
应关闭引擎并施加紧急制动/停车制动。

如果在室内运转引擎，
必须确保良好的通风（排风）状况。
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如果在室内运转引擎，
必须确保良好的通风（排风）状况。
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液压油过滤器 - 更换

3

2

图：液压油箱
     2. 过滤器盖
     3. 目视镜

1

图例：引擎箱
     1. 液压油过滤器 (x1)

打开油箱上方的盖子/液体过滤器（2），消除箱内的多
余气压。

检查液体过滤器（2）无堵塞，空气可从两个方向自由
流过盖子。

如果任一方向堵住，请用柴油清洗过滤器，然后用压缩
空气吹，直至畅通。或者更换新油帽。

进行压缩空气作业时应佩带护目镜。进行压缩空气作业时应佩带护目镜。

仔细清洁液压过滤器周围。

移走过滤器（1）并送到环保废品处理站。
这是一次性过滤器，不能清洁后再使用。
移走过滤器（1）并送到环保废品处理站。
这是一次性过滤器，不能清洁后再使用。

确保旧的密封圈没有留在过滤器承座上。
否则在新旧密封圈间会发生泄漏。
确保旧的密封圈没有留在过滤器承座上。
否则在新旧密封圈间会发生泄漏。

彻底清洁过滤器承座密封接面。

在新过滤器的橡胶垫圈上薄薄抹上一层液压油。用手拧
紧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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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拧紧过滤器，
直到它的密封圈与过滤器附件接触。
然后再旋半圈。不要将过滤器拧得太紧，
因为这可能损坏垫圈。

首先拧紧过滤器，
直到它的密封圈与过滤器附件接触。
然后再旋半圈。不要将过滤器拧得太紧，
因为这可能损坏垫圈。

启动引擎并检查过滤器中的液压油无泄漏。检查目视镜
(3) 中的液位，必要时，加满油。

液压油箱 - 排放

图：液压油箱，底部
     1. 排放龙头
     2. 塞子

 1

2

液压油箱中的冷凝物通过排放塞 (2) 排放。

必须在压路机停止很长一段时间（例如，停止一晚上）
之后才能进行排放。

按如下方式进行排放：

- 取下排放塞 (2)。

- 将一容器放置在排放龙头 (1) 的下面。 －打开龙头（1
）。排出冷凝物。

－关上排放龙头，再装回塞子。
留着冷凝物和液压油并将其送到环保废品处理站。留着冷凝物和液压油并将其送到环保废品处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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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箱 - 排放

 1
图：燃油箱
     1. 排放塞

通过燃油箱底部的排放塞 (1) 排出燃油箱中的水和沉淀
物。

排放过程中要十分小心。不要丢掉排放塞，
否则所有的燃油都会流出。
排放过程中要十分小心。不要丢掉排放塞，
否则所有的燃油都会流出。

必须在压路机停止很长一段时间（例如，停止一晚上）
之后才能进行排放。油位必须尽可能低。

最好让压路机此端稍低，以便水和沉淀物会聚集在排放
塞 (1) 附近。

留着冷凝物和沉淀物并将其送到环保废品处理站。留着冷凝物和沉淀物并将其送到环保废品处理站。

按如下方式进行排放：

- 将一容器放置在排放塞 (1) 的下面。

- 取下排放塞 (1)。

- 排放冷凝物和沉淀物，直到只有纯燃油从塞子
中流出。

－再将塞子旋进去。

空调 (选配)
新鲜空气过滤器 - 更换

图：驾驶室
     1. 新鲜空气过滤器
     2.螺钉(x2)

1 22 要触及过滤器 (1) 时，请使用四角梯。
还可以通过驾驶室右窗接触过滤器。
要触及过滤器 (1) 时，请使用四角梯。
还可以通过驾驶室右窗接触过滤器。

松开驾驶室右侧的两个螺钉（2）。拿下整个支架并取
走过滤器嵌入物。

替换一个新的过滤器。

如果机器在灰多的环境下工作的话，可能有必要更频繁
地更换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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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轴差速器 - 换油

图解：后轴
     1. 油位/过滤器塞
     2. 排放塞

1

2

引擎运行时，切勿在压路机下作业。停在平整路面上。
在轮子后方垫好楔块。
引擎运行时，切勿在压路机下作业。停在平整路面上。
在轮子后方垫好楔块。

清洁并移开油位/过滤器塞 (1) 和所有三个排放塞 (2)，
并且将油排放到一个合适的容器中。容积大约为 12.5 公
升（13.2 夸脱）。

按照被认可的规定对润滑油进行保管和处理。按照被认可的规定对润滑油进行保管和处理。

装回排放塞，再重新加入新油直到达到正确油位。装回
油位/过滤器塞。传动装置用油的使用，参见润滑规范。

后轴行星齿轮－换油

图：行星齿轮/排放位置
     1. 塞子

1

调整压路机方位至塞子（1）处于最低点。

清洁，卸下塞子（1），将油排放到一个合适的
容器中。容积大约为1.85 升 (1.95 qts)。

应将油送至您当地的废弃物处理站。应将油送至您当地的废弃物处理站。

图：行星齿轮/加油位置
     1. 塞子

1

将压路机放置在合适位置，以便行星齿轮中的油位塞
(1) 能够位于“9 点”或“3 点”位置。

加油直到油位孔的下边缘。使用润滑油。请参见润滑剂
规范。

清洁并重新装好塞子。

以同样方式检查后轴其它行星齿轮的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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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2 3

在排放塞(2)下方放一个可装大约5升（1.32加仑）液体
的容器。

留着机油并送到环保废品处理站。留着机油并送到环保废品处理站。

清洗并旋下过滤器塞 (1) 和排放塞 (2)。

让所有油都流出。装上排放塞，根据“钢轮筒－检查油位
”中的说明注入新合成油。

在另一侧重复此操作。
确认筒中只使用MOBIL SHC 629。确认筒中只使用MOBIL SHC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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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压路机停在平地上。
如果没有另行规定，在进行检查和调整时，
应关闭引擎并施加紧急制动/停车制动。

将压路机停在平地上。
如果没有另行规定，在进行检查和调整时，
应关闭引擎并施加紧急制动/停车制动。

如果在室内运转引擎，
必须确保良好的通风（排风）状况。
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如果在室内运转引擎，
必须确保良好的通风（排风）状况。
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

液压油箱－更换液压油

图：液压油箱，底部
     1. 活栓(3/4")
     2. 塞子

1

2

排放废油或废液时必须小心。
请佩带防护手套和护目镜。
排放废油或废液时必须小心。
请佩带防护手套和护目镜。

在压路机旁边放一至少 60 升 (15.9 加仑)的容器。

拧下排放塞 (1)。

打开活塞，让油通过软管流到排放容器中。

重新装上塞子。
请将排出的液体进行适当处理，注意环保。请将排出的液体进行适当处理，注意环保。

加满新的液压油。细节信息请参考润滑规范。

按照“每工作 1000 小时”标题下的说明更换液压油
过滤器。

启动引擎，开启液压功能。检查油箱中的油位，必要时
进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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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控温 (选配)
- 全面检查

图：驾驶室
     1. 冷凝器配件

1 要保证长期正常工作必须做好定期检查和维护。

用压缩空气清洗冷凝器部件（1）上的灰尘。自上而下
进行操作。

如果气流过大会造成配件凸缘损坏。如果气流过大会造成配件凸缘损坏。

进行压缩空气作业时应佩带护目镜。进行压缩空气作业时应佩带护目镜。

检查冷凝器配件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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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自动控温
     1. 冷却配件
     2. 排放阀 (x2)。

1

2

干燥过滤器－检查

图：引擎箱内的干燥过滤器
     1. 目视镜
     2. 湿度指示器

引擎冷却液－更换

按下阀门（2）进行排放操作，注入新的冷却液。
参考引擎手册中的相关内容。

4812273258-CN.pdf2015-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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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干燥过滤器位于引擎箱前边缘左侧。

在操作过程中打开引擎盖，通过目视镜（1）确认干燥
过滤器中无可见气泡。如果透过目视镜可看到气泡，则
说明制冷剂液面过低。在此情况下，停止操作。在制冷
剂不足的情况下运转会损伤装置。

检查湿度指示器（2）。它应为蓝色。如果为米黄色，
则应更换干燥机内滤筒，此操作应由指定维修公
司进行。

如果制冷剂不足开动装置的话，会损坏压缩机。如果制冷剂不足开动装置的话，会损坏压缩机。

不得拆卸或松动软管接头。不得拆卸或松动软管接头。

冷却系统已进行加压。
不正当操作可导致人员严重受伤。
冷却系统已进行加压。
不正当操作可导致人员严重受伤。

系统中含有加压制冷剂。
禁止将制冷剂释放于大气当中。
制冷剂回路操作只能由指定公司进行。

系统中含有加压制冷剂。
禁止将制冷剂释放于大气当中。
制冷剂回路操作只能由指定公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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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机－检查（选配）

图：引擎机舱
 1. 压缩机
 2. 传动带

1
2

检查压缩机（1）连接。

如果可能的话，此装置每周至少工作 5分 钟以保证系统
内衬垫和压缩机的润滑。

检查 V 形皮带 (2) 是否有任何实体损坏或裂缝。
室外气温低于 0 度时不得使用空调组件。室外气温低于 0 度时不得使用空调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