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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用户须知 

1、初次使用清扫机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请保留说明书以留给其他使用人作参考。 

2、在使用清扫机前，请仔细检查各个零部件是否完好，如有问题请及时与经销商联系。 

3、本机不能涉水、直接冲洗及大雨雪中不加防护，避免因水进入内部电器元件造成损

坏。 

4、本机使用直流电源，但（1）不能用湿手触摸充电插座；（2）不能用手或金属物同时

接触充电插座正、负极。 

5、每次使用时请不要将蓄电池电能用到最低电压（欠压恢复值），若经常使用蓄电池出

现这种情况的深度放电，会严重影响电池的使用寿命。除此之外，应尽量避免不充

足电或充电以及用后不充电而存放较长时间等现象。希望用户能及时给蓄电池充足

电，随用随充，如长时间不用，应将充电足后存放，并定期（一般不超过 30 天）补

充电。 

6、所有蓄电池都会受温度影响，气温较高时，电池的放电性能较好，容量较高，0℃以

下时，蓄电池的容量会下降 1/3 以上，所有严寒天气一次充电后使用里程减少，这

是正常现象；当气温升高后，电池功能自然恢复正常。 

7、夏季应防止本机长时间受阳光暴晒，否则温度超过 60℃，将有可能会使本机电器不

能正常工作。 

8、突然使本机由冷至热会使电子器件结露，应将结露消除后，再所以机台。 

9、为了他人安全，请不要将清扫机借给不会操作的人使用，特别是未成年人。 

10、应正确使用本机，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使用条件，并注意交通安全 

11、请勿自行拆卸分解本机，如有故障请与经销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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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机零部件及技术参数简介 

A、 整机名称： 

 

 

 

 

 

 

 

 

 

 

1、机身底架； 2、垃圾箱； 3、前轮； 4、滚刷； 5、盘刷 

6、盘刷支架； 7、后轮；8、空滤器；9、推杆；10、垃圾箱上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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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技术参数 

 

名称 项目 参数 

整机 

外形尺寸：长×宽×高 

轴距： 

整机质量： 

清扫面积： 

清扫效率： 

使用时间（理想状态）： 

1400×770×1060      mm 

770                mm 

41                 kg 

1                     m2 

3200              m2/h 

≥8                   h 

电动机 
滚刷电动机型式： 

风机电动机型式： 

无刷直流电机 

有刷直流电机 

控制器 

充电器 

欠压保护值： 

限流保护值： 

充电器输入交流电源： 

21.5±0.5               V 

10±0.5                A 

220/50               V/Hz 

蓄电池 

类型： 

容量： 

标称电压： 

免维护铅酸电池 

24                    Ah 

24                    V 

 

三、操作台示意 

 

 

(A)、滚刷、滚刷开关     （B）、风机开关     （C）电压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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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操作指南 

1、充电操作 

由于新机的出厂、运输，存放需要一定时间，可能使电池的电量不足。请一定先将电池充足电

后，再使用电力驱动。必须使用本公司配置或指定的专用充电器充电，否则会损坏电池，甚至

可能引起火灾等危险。 

(1) 认真检查充电器的额定输入电压与电网电压是否一致。 

(2) 电池直接放在车上充电。 

(3) 请先将充电器的输出端插头与电池的充电器孔连接妥当后，在将充电器的输入端插头接通

交流电源。 

(4) 此时充电器上的电源和充电指示红灯点亮，表示电源已接通并开始充电。 

(5) 电池长时间不使用，请务必充足电后存放，存放时间超过一个月的需每月补充电一次。 

(6) 充电指示灯一般要滞后现象，即充电时，指示灯在电源接通后延时数秒亮；充电结束，指

示灯在电源断开后数秒熄，这是正常现象。 

(7) 充电器应在干燥通风环境中使用，以利于电子元件散热。严禁在充电器上覆盖物品。 

(8) 在不充电时，不要长时间将充电器空载连接在交接电源上，避免影响充电器寿命或发生其

他危险。 

(9) 充电器是精密电子产品，在行驶时要避免使其颠簸震动，最好不要随车携带，以免充电器

损坏 

(10) 一次充电是时间大约需要 3-10 小时。当充电指示由红灯转为绿灯时，表示电池的电量已充

足可以使用。 

(11) 最高持续充电的时间不超过 15 小时 

(12) 充电完毕后应先拔掉直流电源上插头，再拔掉与电池边接的插头。 

 

 

充电装置和电池放于安全位置，禁止儿童和不熟悉操作的人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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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清扫操作 

(1) 滚刷及盘刷开关（如图 1 所示） 

                                            

                                             开关位置 

                                            A、ON 

                                 此位置时，滚刷和盘刷电路接通，电量表有

指示，滚刷、盘刷工作 

                                 B、OFF 

                                 此位置时, 滚刷和盘刷电路被切断，电量表

无指示，滚刷、盘刷不能工作 

 

(2) 风机开关装置（如图 2所示） 

                                         

 开关位置 

                                        C、ON 

                                        此位置时,风机电路接通，风机工作 

                                         

D、OFF 

                                        此位置时,风机电路被切断，风机不能工作 

                                             

(3) 使用须知： 

A、使用前，请检查轮胎转动是否灵活，坚固件紧固是否可靠，盘刷皮带转动是否正常。 

B、使用前请将滚刷和盘刷高度调整到合适位置。 

C、滚刷工作时请勿把车倒退，以免造成电机和控制器损坏。 

D、当电量不足时，本机控制电路会自动停止滚刷和盘刷工作，但重新开机后能工作；

请勿反复开机关机工作，以免损坏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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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盘刷高度调节： 

如图： 

 

顺时针方向为调低盘刷高度；请将盘刷调节至合理

高度，如过低会造成耗电量增大，并加快盘刷磨损 

 

 

(5) 滚刷高度调节： 

如图： 

                                 

                                 

向上为调低滚刷高度；请将滚刷调节至合理高度， 

                                如过低会造成耗电量增大，并加快滚刷磨 

                                 

 

 

五、维护与保养 

1、机台在使用过程中，不行进行维护与保养，一般每星期保养一次。 

（1）检查电器插头及线缆是否有破损。 

（2）检查估计紧固件是否松动。 

2、定期检查保养 

应定期给前轴，后轴等传动部分加注适量润滑用机油。 

A、电机保养： 

电机采用高效能稀土永磁电机。效率高、输出功率大、噪音低、启动扭矩大；有良好 

的防尘、防水、防震性能。尽管如此需注意维护和保养。 

（1）避免长时间直接日晒雨淋及涉水行驶，防止电机短路，影响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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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蓄电池保养 

本公司采用优质合金板删、超纯电解液、自放电率小、失水少、密封反应率高、使用寿 

命长、能量高、全密封、免维护铅酸电池。电池忌长时间搁置不用或用后不充电，这样 

电池内极片会产生硫酸盐化、使电池容量减少、寿命缩短。避免深放电。当能量显示不 

足时，最好关闭电源，切勿反复启动，以免损伤电池。蓄电池会受气温影响，当气温下 

降到℃时，电池的电力可能下降，所以当冬季来临或者在寒冷地区，一次充电后续驶里 

程减少属正常情况，当气温回升 20℃以上，其功能自然恢复。 

C、控制器 

控制器采用微电脑芯片和外围数字电路设计、控制点多、反应速度快、可靠性高的调速

控制器。启动平稳，加速迅捷、无速调速、可任意设计调速电压范围，操作方便，舒适。

有欠压、过来保护功能外。 

（1）、避免受到雨淋，防止控制器短路。 

（2）、避免包覆物品，影响控制器散热。 

D、盘刷更换： 

 

当盘刷磨损至严重影响清扫效果时，请更换盘刷。

更换时如图拆下如图三个螺钉即可更换： 

 

 

E、盘刷更换： 

当滚刷磨损至严重影响清扫效果时，请更换盘刷。更换时如图先取下垃圾箱，现拆滚刷

上的固定螺钉即可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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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般故障现象与排除方法 

 

序号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排除方法 

1 整机没电 

（一）保险管损坏； 

（二）线路故障； 

（三）电源线接触不良。 

（一）更换保险管； 

（二）送维修或更换； 

（三）检查并连接好。 

2 接通电源，电机不工作 
（一）触点接线松动或损坏； 

（二）控制系统损坏。 

（一）修理重接； 

（二）送维修或更换。 

3 一次充电后续行里程不足 

（一）电压不足或充电器故障； 

（二）电池老化或损坏； 

（三）滚刷或盘刷位置过低； 

（四）垃圾箱过重。 

（一）充足电池或检查充电器

能否充足电； 

（二）更换电池； 

（三）调滚刷和盘刷位置； 

（四）清理垃圾箱。 

4 充电器不充电 

（一）充电器插座脱落或插座连

接松动； 

（二）电池组接线脱落； 

（三）充电器损坏。 

（一）紧固插座和接插件； 

（二）焊接连接线； 

（三）送专业店维修或更换。 

5 清扫效果不好 

（一）滚刷位置偏高； 

（二）皮带松动； 

（三）电压不足。 

（一）调整滚刷位置； 

（二）调整或更换皮带； 

（三）充电。 

 

 

 

 

 

 

 

 



9 

七、售后服务须知 

尊敬的用户，欢迎您使用本公司生产的电动清扫机，为了切实保护您的合法权利，完善

产品质量民事责任制度，便于履行三包义务和承担责任，请您妥善保存保修卡。凭保修

卡及购车发票可以到售机单位得到三包服务。 

一、三包严则 

1、在您购机时，应当场检验，正确调试，并有权向销售人员要求提供正确的使用方法

和维护事项，提供有效的发票和保修卡及维修单位、地址、联系电话。 

2、用户应按产品使用说明书正确操作。凡因制造质量原因导致性能故障，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部分商品修理更换提

货责任规定》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由本公司统一履行三包义务。 

二、三包期内免费服务业务内容 

1、整机的机架等部件若出现自然断裂等现象，一年内予以更换。 

2、喷漆件，如发现漆层大片脱落的，一个月内予以更换（人为破损、划伤等不属此范

围）。 

3、电镀件，如发现电镀层起泡、脱落的，一个月内予以更换。 

4、整机电器部件发生故障无法修复的，六个月内予以更换（人为损坏不属此范围）。 

5、电机发生内部轴承破碎，电机壳座开裂，线组损坏等无法修复的故障、一年内予以

更换（人为损坏不属此范围） 

6、电瓶发现有外壳龟裂、漏液、开裂等（人为损坏不属此范围），以及容量不足 60%，

六个月内予以更换或维修。 

7、其余未及事项，由于零部件损坏而影响骑行的，原则上三个月内予以更换,超过三个

月后。收取成本费给予更换。上诉免费服务期限均以购车日期为准。 

三、不属“三包”的范围及内容 

1、用户未安“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使用、保养及调整造成的事故。 

2、用户自行拆修和改装、以及不遵守使用规定而引起的故障。 

3、用户不过不当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故障。 

4、无保修卡、发票或票卡无不符。 

5、保险管等易损件、消耗品及未按规定自行拆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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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经特约维修单位同意自行修理的费用。 

四、保修原则 

 “三包”范围以外及“三包”期以后的服务，本公司负责维修，并视具体情况收取维

修和更换零件费用。 

五、废旧电池回收办法 

为了防止旧电池对环境造成污染，我公司与电池厂家已经签订了废旧电池回收协议，用

户用后换下的废旧电池由公司产品代理经销商负责回收。（详情请咨询我公司产品代理

经销商）。 

主要部件三包期限：（从开票购货之日起） 

部件名称 电机 充电器 控制器 蓄电池 

三包期 一年 一年 一年 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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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点说明：

1．采用 6项专利技术。 

2．24Ah 超大容量的蓄电池组，有效保证工作时间。 

3．采用新型材料的轮胎外圈，增加了其使用寿命  

4．56 升的大容量垃圾收集箱，保证了清扫的实效 

5．简洁的操作系统，让使用者更加容易操作。  

6．可调的盘刷滚刷系统，增加了使用寿命。  

7．120W 的大功率吸尘电机，减少了粉尘的挥散。  

8．采用精密设备使用的滤布材料作为滤清系统。 

项目 TS-700 

工作尺寸（长×宽×高） 1300×850×1050mm 滚刷直径 240mm 

额定电压 24V 滚刷更换最小尺寸 200mm 

电池容量 24Ah 主刷清扫宽度 700mm 

风机规格 95W 最大有效清扫面积 3000m2/h 

主电机规格 120W，450 转/分钟 污物箱容积 56L 

风机工作电流 2.4A 最大吸物高度 3cm 

主电机工作电流 1.5A 充电时间 8 小时 

工作时间 8 小时 一次充电最大电耗 0.5kwh 

充电器规格 24V2.5A 三段式 工作噪声 58db(A) 

整车质量 48kg 欠压保护点 21±0.5V 

盘刷直径 350mm 过流保护点 10.5±0.5A 

本产品结构轻巧，推行轻便，操作简单，可以在人群中灵活穿梭，特别适合于大厅、候机候车室、医院、

工厂、小区道路等场所的使用。不仅可以高效清扫收集各类垃圾，产品配置的吸尘过滤装置，吸尘率可

达到 98% 





提供最优质的产品

       是回报客户最好的办法

常州普亿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服务电话：400-666-8359
电话：0519-85260901
网址：www.pooyclean.com

邮箱：czpy2010@163.com

地址：江苏常州武进区横林长虹东路9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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