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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威克 TS-1400 
智能式系列扫地机使用说明书 

● 感谢您购买我们的多功能扫地机

●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

● 请在阅读后，妥善保管好说明书，以备查阅

● 因本公司的产品不断改进，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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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地车操作须知 

打开电源开关，确认机器电量正常后方可使用；严禁亏电使用。 

不要使用设备清扫电线或包装带等类似易缠绕物体，否则容易缠绕在主刷轴上，造成电机

或电路烧坏。必须保证每半个月清理一次主刷轴。 

为了达到最好的清洁效果，请根据实际情况调节驾驶速度当机器工作时，应将工作速度控

制在 5km/h 以内。不可驶过积水较深区域。 

在操作过程中，最好以固定的时间间隔（30-45 分钟）对过滤器振尘，振尘时间为 2 分钟，

对垃圾箱进行清洁达以到最佳的清扫效果。第一周内每 15 分钟振尘一次。 

使用主刷进行大面积的地面清扫，只在清扫边缘位置时才使用边刷。 

当机器没有继续前进时，不要让刷子继续转动。 

固定障碍物高度不超过 50mm 必须提高大垃圾挡板朝前慢慢的小心的驾驶越过障碍。固定

障碍物高度超过 50mm 只能利用适当的斜坡通过或绕行 

每次使用完后，要求把垃圾箱清理掉。严禁累积到快超过垃圾箱容积才去清理。清理垃圾

箱的过程，顺便检查主刷是否有带状异物缠绕，若有请清理掉。 

过滤器每周要清理一次，取出过滤器用气枪或毛刷清理。过滤器较长时间不清洁，影响清

洁效果。 

若清扫机长期不使用，请将清扫机放在一个平坦的地面上，大约每两个月左右，给电池充

一次电。 

本机器属于电动产品，严禁对车体内用水冲洗。 

设备是用来清洁室内/外地面的不允许改装，不要将机器当做运输工具使用。 

不允许清扫/吸收正在燃烧或未完全熄灭的物品。 

当使用者离开机器时，必须将启动钥匙拿走。 

电瓶电量耗尽必须尽快充电，禁止在无电状态下长时间存放。 

不要触摸发热的部分，比如运转的电机，以免烫伤。 

只可穿越坡度低于 35%的斜坡，否则有翻倒的危险。 

在连接电瓶充电器到主电路时，确保电压和频率和铭牌上一致。 

当钥匙开关处于接通（ON）位置时禁止接、拆电池，不要把工具或类似物品放在电瓶上，

有短路甚至爆炸的危险。 

定期检查刹车的松紧。 

当车体无法行驶时用时电话咨询 4006668359，严禁直接用车拖拉 

本机器只限于有受本公司培训过的人员使用，其他人员使用所造成

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常州普亿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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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您选择我们的产品，扫地机投入使用前，请仔细阅读完本指南

中的说明，并严格遵照执行，以达到最佳的清扫效果并延长机器寿命。您有

什么意见和建议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热忱、快捷为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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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ING!注 意  ！！！

1、本机器仅作为清扫工具，如超出本指南中的说明而作为其他用途，

我们不承担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害的责任。 

2、本扫地机可清扫一般的垃圾，不宜清扫绳丝、有毒有害、高温杂物，

以免缠绕、灼烫主刷和边刷，使其不能正常工作。 

3、本机器只能由授权及训练的人员使用。 

4、本机器停止工作时，必须停放在平整的地方。 

5、当机器开始使用时，应该让无关人员及孩子们离开现场。 

6、打开机罩或机器维护和检修时必须关闭电源钥匙。 

7、当运输扫地机时，确认它已被牢固地绑在运输车上。 

8、确保电池充电时处在通风场所。扫地机停止工作后或运行时出现欠

压报警，应及时给电瓶充电，以便延长电池寿命。 

9、当您完成工作时应及时拔掉钥匙，避免扫地车未认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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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扫地车概况 ※

㈠ TS-1400 型扫地车外形尺寸 

长*宽*高：1700*1300*1900(单位:mm)  

㈡ 技术参数 

1、电机 

①驱动电动机………………………………………48V，1200W 

②刷子驱动电动机……………………………………48V，700W 

③风机…………………………………………………48V，400W 

④过滤器振打电动机…………………………………48V， 50W 

2、轮子 

①前轮…………………………………………………橡胶轮胎 

②后轮…………………………………………………橡胶轮胎 

3、方向 

①方向盘与轴联接………………………………………在前轮 

②最小转弯半径…………………………………………1000MM 

4、刹车——停车刹车在后轮，以机械踏板联结。 

5、重量——机器重量 500kg。 

6、运动参数 

①工作速度 MAX……………………………………………6km/h 

②坡角度 MAX…………………………………………………35% 

7、噪音水平 

工作状态下的噪音水平……………………………………75dB 

8、清洁宽度 

①主刷+右外刷…………………………………………1350mm 

②主刷……………………………………………………690mm 

9、驱动………………………………… 通过驱动桥传动后轮 

10、垃圾箱 

①容量……………………………………………………180升 

②倒空 …………………………………手动抽出并带有轮子 

11、灰尘过滤系统 

过滤器数量…………………………………………………1只 

12、灰尘过滤系统的清理 

电动振打系统…………………………………………48V-50W 

13、真空负压系统 

①风机类型…………………………………………后倾离心式 

②风机驱动………………………………………直流电机驱动 

14、主刷 

①主刷类型………………………………………………圆柱型 

②宽度……………………………………………………690mm 

③升降系统………………………………………电动推杆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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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边刷 

①边刷类型………………………………………………圆锥型 

②数量………………………………………2 只 

③升降系统………………………………………电动推杆拉式 

16、电气系统 

①电压………………………………………………………48V 

②电瓶 4只…………………………………………12V -100Ah 

③电瓶类型……………………………………………免维护型 

④使用时间……………………………………………4小时 

 提示：使用时间取决于电池性能及机器的工作状态。

㈢ 扫地车的开关、按钮及部件功能 

⑴电源、大灯开关
当钥匙向正时针方向转动打开电源，同时打开指示灯提示行人；逆时针转动关闭电源。 

连续两次正时针方向转动将同时打开前方大灯，适合光线暗或夜间清扫作业。 

⑵作业翘板开关

向前按此开关，能使风机、主刷及边刷运转作业。即主刷、边刷同时落下并转动工作；风

机运转作业。 

向后按此开关机，风机、主刷及边刷停止作业；主刷、边刷同时升起。 

⑶振尘开关
按下振尘开关可激活过滤器振尘电机进行振打清除灰尘。 

⑷前进/倒车转换开关
开关选择前进/倒车方向，踩踏板可以移动。 

⑸喇叭按扭

按此开关喇叭鸣叫。 

⑹调速器踏板
扫地车前进/倒车速度由此控制，如汽车油门踏板一样。 

⑺刹车踏板
踩刹车踏板是通过向后轮施压来刹车，同时后方刹车指示灯亮起提示行人。 

⑻挡尘板踏板
踩此踏板可以使挡尘板上升，以便使轻而大的垃圾进入主刷清扫区。否则垃圾会被挡尘板

挡住，随同扫地车推向前方。 
⑼电压指示表

    此指示表显示电瓶电压数值（V）。 

⑽电量/小时计表

此指示表以 10段红色 LED 单格显示电瓶电量及数值方式显示开机工作时间。 

⑾转向开关

向左或右拨动开关，后方转向灯闪烁报警。 

⑿洒水开关

向前按动开关，电动水泵工作，前方喷嘴喷出雾状水雾，可有效降低外刷扫地时带起的扬

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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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前方小门可向水箱内注入水源（必须是干净的水源） 

⒀外刷开关

向前按此开关，能使外刷同时落下并转动工作。向后按此开关外刷回升并停止。 

⒁坡度助停刹车

    在 15%以内的坡度上，踩下刹车，拉起手刹可以在坡度上停住。 

㈣安全规范概要 
在使用电动清扫车之前，必须事前检查，机器有无异常响声。 

WARING!警告！ 
机器只能由授权的操作人员使用，操作人员离开时，及时拔掉电源开关钥匙，以免未经批

准的人使用。 
在接通和发动机器之前，对其进行检查，无论何时何地，不能使机器在不稳定不正常的情

况下工作。 

WARING!警告！ 

①机器外壳打开后，必须复位后方可工作；

②如果机器外壳被拆下，不管任何原因，在机器投入工作前，必须将它们恢复到正常状态；

③只能在正确的条件下使用机器，并遵照它的用途；

④根据机器的用途，严格按照本指南指定检查和维护要求；

⑤绝对禁止机器吸入易燃或毒性液体；

⑥接触机器的运动机件是危险和绝对禁止的，确因工作需要，首先要关闭电源并拔去钥匙。

※ 二、扫地车的操作 ※

1、预防措施 

①扫地车要由专职人员使用；

②在离开无人看护的扫地车时，必须拔掉开关钥匙；

③扫地车完成作业时应提升刷子，防止刷子变形；

④不要将扫地车停放在倾斜的地方；

WARING!警告：防止意外的发生是操作员的义务，只有严格遵守各项安全守则，才能最大限度地

保证安全。 

2、扫地车操作程序 

①操作员坐入机器驾驶座；

②打开钥匙，接通电源；

③按前进/倒退开关，扫地车前进/倒退正常；

④按作业开关，主刷、边刷自动降下与地面接触，主、边刷及风机运转正常处于作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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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清扫一段时间，如灰尘较多，应周期使用振打器清除过滤器。

WARING!注意：在上述③、④步骤中有不正常现象出现或有异常响声，必须断开电源进行检查。 

3、操作规程 

①不能清扫绳子、金属丝、皮带、水等；

②清扫大而轻的垃圾（譬如纸、树叶等），踩挡尘板踏板使机器的前挡尘板上升，以便更容易将

这些垃圾吸上； 

③间隔一定时间，振打过滤器。使过滤器上灰尘掉入集尘箱，使过滤器风阻变小，避免清扫时

扬尘和二次污染。间隔时间视粉尘多少而定； 

④不要吸入未熄灭的烟头或炽热材料；

⑤不要让无关人员接近机器，特别是小孩；

⑥机器必须由专人负责，他应该熟悉本手册的内容；

⑦操作者应身心健康，操作期间不得饮酒；

⑧机器接通后没有发出异常响声。如果存在异常响声，要立刻停止并查明原因。

WARING!警告 

所有维护、检修或修理工作必须由专业人员或授权服务中心来做。 

※三、边刷（图示一）※

（图一） 

1、边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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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刷可以清扫地面边缘及角落的垃圾，边刷将边角的垃圾扫至中间再由主刷扫入集尘箱。 

2、调整边刷 

边刷使用一段时间后，刷毛被磨损后与地面不能接触，影响清扫效果。按照图一所示可调

节边刷的高度，方法如下： 

①边刷 1；

②松开螺母 2；

③正时针旋转螺钉 3直至边刷的外侧与地面接触即可；

④重新拧紧螺母 2；

⑤运转刷子并检查缆绳。

3、更换边刷 

①松开螺钉 4；

②按 5所示方向拆下旧刷子；

③拆下刷了固定螺钉安上新刷子并调节其高度；

WARING!警告：当清扫车静止的时候，必须将边刷提起，避免变形（刷子的磨损弯曲）。 

※ 四、主刷（图示二） ※

（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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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刷是把清扫的垃圾扫入后面的集尘箱内。 

WARING!警告 

决不清扫绳子、电线等绳丝状杂物，否则会卷入主刷并损坏毛剌及电机。 

1、调节主刷高度（如图二所示） 

主刷装在一个活动的机构上。主刷要正确地接触地面，当它旋转时与地面接触宽度约 3CM。 

当作业一段时间后，主刷上的刷毛被磨短，主刷漏过树叶或留下成行的灰尘，说明主刷毛

剌磨损，应该使它下降，调节方法如下： 

①松下螺母 7；

②顺时针旋转螺钉 8直至主刷与地面接触宽度约 3CM；

③重新拧紧螺母 7。

2、调节和更换主刷传动带 

每工作 100-150 小时，检查主刷传动带 5 的松紧情况。若皮带太松适度涨紧，若磨损严重需更

换。具体方法如下： 

① 打开右护板盖；

② 拆除涨紧轮；

③ 退下传动带；

④ 安装反之，盖上防护板。

WARING!警告：必须正确张紧皮带！不能太紧，否则会使轴承承受过分的压力。 

3、拆卸及更换主刷（如图二所示） 

从清扫车的侧面可以拆卸主刷。  

①打开主刷防护板；

②拧下螺丝 9；

③拆开联动杆 10；

④拆开螺母 11、12、13、14；

⑤拆下内护板 15；

⑥抽出主刷卸下刷子两端；

⑦安装主刷反之；（端盖必须与主刷端轴吻合）

⑧装配好刷子，调节刷子两端高度保持一致，锁紧螺丝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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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调节主刷高度（见 1）。

WARING!注意！！ 

主刷安装后，主刷反向运转会影响清扫效果，在电路接线时颠倒了正负极，可导致主刷反

向动转。 

※五、驱动系统（图示三、四） ※

（图三） 

扫地机电机驱动系统包括电机 1、过桥差速齿轮箱 2，倒/顺转换开关，可使机器向前或向后行

驶。通过踩调速器踏板可控制行驶速度（0-6公里/小时）。 

1 驱动链条涨紧的调节（如图四所示） 

每工作 100-150 小时检查带驱动链条的松紧情况若太松或与底板摩擦适度涨紧 

①打开扫地机外壳；

②拧开螺钉 1、2、3、4；（3、4与 1、2对称布置）

③拧开螺母 5；

④逆时针旋转螺钉 6致链条松紧适度 ；

⑤反向锁紧全部螺母、螺钉。

WARING!警告：必须正确张紧链条！不能太紧，否则会使轴承承受过分的压力。两侧链条必须同

时进行。 

（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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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向系统 ※

扫地车是依靠方向盘来驾驶的，无关人员禁止操作方向盘。 

※七、刹车制动系统（图示五）※

（图五） 

刹车是为了行驶中的电动扫地车停止运动 

1、刹车作用是由后轮上的毂提供的。 

2、踏板制动是机械型的，刹车时操作不当易刹车踏板造成损坏，不要猛踩刹车踏板。 

3、刹车不灵，调节刹车拉杆 1即可。 

※ 八、吸尘风机（图示六）※

（图六） 

吸尘风机是把将清扫过程中扬起的灰尘吸进集尘箱。吸尘风机是由电机 2 带动风叶轮 1 旋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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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挡尘板 ※

挡尘板是防止清扫过程中的垃圾飞溅出来。 

 更换挡尘板
1、松开固定螺栓，拆下破旧或损坏的挡尘板。
2、安装一块新的挡尘板，用螺栓固定在同样的位置，侧面及后方的挡尘板距离地面约 3-4 毫米。 

※ 十、灰尘过滤器（图示七）※

（图七） 

打开过滤器箱盖，去掉吸入的灰尘。过滤器必须保持高的除尘效率。 
WARING!注意： 

如果灰尘冒出外面，说明过滤器是脏的，要及时清洁。 
清洁过滤器。 

每当扫地车在清扫期间扬尘时，要及时清洁过滤器，清洁方法如下： 
1按下振尘开关约 1分钟。 

提示：不要长久按振尘开关，否则易损坏电气系统。 
2、大约每月清洁保养过滤器一次，将过滤器拿出彻底清洁，使之与真空吸尘器相匹配。必要时
更换过滤器。 

（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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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的拆卸及更换主刷（如图七、八所示） 

①将 8只星形螺母 1拧下；拆开振尘电机电源线 2；

②抽出过滤器去掉积聚的灰尘；（可使用空压机）

③如更换过滤器请拆除 6只螺钉 3；查看密封圈 4的使用情况如有必要更换它；

④安装反之。

※ 十一、集尘箱※

安装集尘箱方法如下： 

将集尘箱前部完全推进机器中。后方边缘必须与钩子相吻合，这样集尘箱不会漏气。 

※十二、 电气系统 ※

电气系统由 4只 12V电池供给动力，系统电压为 48V、100AH。 

扫地机开始作业前蓄电池应充满 。扫地机作业一段时间后，蓄电池电量下降，当低于一定

值时，电脑提示报警或驱动不走，这时关掉刷子，才能行走，应及时给蓄电池充电。否则会影

响蓄电池使用寿命。 

※ 十三、定期维护和检查 ※

定期维护和检查 
每隔多少小时 

8 40 150 500 1500 

1 电池电压的检查 √ 

2 驱动电机的碳刷检查 √ 

3 风机碳刷的检查 √ 

4 
主刷边刷是否有线、丝

物缠绕 
√ 

5 检查和清洁过滤器 √ 

6 检查仪表板 √ 

7 检查边刷的磨损情况 √ 

8 检查皮带张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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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故障维修 ※

（表格一） 

问题 原因 处理办法 

清扫车漏过大的树

叶或大的垃圾颗粒 

工作速度太快 降低工作时的速度 

刷子压力太小 调节刷子压力 

刷子毛变形或被丝

线缠绕 
除去绳子或铁丝 

清扫车在地板上留

下尘土或尘土来自

侧面挡尘板 

过滤器被堵塞 清洁过滤器 

挡尘板损坏 检查挡尘板，如损坏则更

换 

清扫不彻底，留下纸

屑、树叶或其它垃圾 

前面挡尘板提升机

构没有工作 

修理挡尘板，踩脚踏板使

之能升降 

垃圾往前窜 
前挡尘板损坏升不

了 
更换前挡尘板 

主刷卷起前挡尘板 前挡尘板太久了 更换前挡尘板 

刷子磨损太快 
刷子压得太紧 

减小刷子压力 
地板非常粗糙 

主刷工作时噪音大 刷子有丝绳缠绕 除去杂物 

刷子工作时不旋转 传动皮带损坏 更换传动皮带 

刷子及风机电机不

工作 
保险丝熔断 更换保险丝 



常州普亿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12 

                

（ 表格二） 

问题 原因 处理办法 

驱动电机工作时既

不前进也不能倒车 

驱动电机电缆断 检查接线 

踏板调速器损坏 维修调速器 

控制开关损坏 换开关 

保险丝熔断 更换保险丝 

电池不能充电 

充电器不通电 检查充电器输入电源 

电池烧坏 更换电池 

充电器 检查充电器是否有输出 

电池接线端松驰 检查并拧紧电池接线端 

主刷转不动、噪音大 

垃圾缠绕在主刷上 除去杂物 

轴承坏 更换轴承 

刷子过压 减小刷子压力 

电池放电过快 
充电时间不足 增加充电时间 

电池烧坏 更换电池 

电动振打装置不工

作 

开关有毛病 更换开关 

保险丝烧坏 更换保险丝 

电机负荷过大引起 减少阻力 

电机电刷坏了 更换 

轴承磨损 更换 

电机线圈烧坏 更换 

电动机振动过大，保

险丝冒火花 

电动振动负荷过 （见上述） 

保险丝有毛病 更换保险丝 

短路 检查电路 

刷子可以正常工作，

但不能正常行驶 

电路板、保险丝、驱

动电机、调速器问题 

检查输入输出电压，报警

信号，指示灯，保险丝，

驱动电机，连接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