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威克

工业真空吸尘器操作说明手册

适用于 PY-B系列，常规机型包含：

PY308B工业吸尘器

PY208B工业吸尘器

PY308P工业吸尘器

PY208P工业吸尘器

PY208HP工业吸尘器

PY308HP工业吸尘器



请使用前认真阅读手册中的内容



TOOVE 拓威克 介绍

这本手册提供了使用和保养真空吸尘器的所有信息。只有在正确的使用和保养下，机器才能更持久

更好的工作。

在离开工厂之前，这个特定的型号已经经历严格的试验保证最大限度的可靠性。 我们总是不断地检

查，来保证真空吸尘器不会在运输过程中被损坏，以至影响以后的操作和安全。

这本手册应该被认为是真空吸尘器的组成部分，并且和机器放在一起，直到机器被废弃。
一旦遗失或手册被损坏，请向拓威克品牌销售商索要新的。

手册中所包含的技术细节应当被认为是拓威克品牌的财产，属机密文件。

即使是图表的修改部分，正文和插图也被法律保护。

在这本手册里的插图上显示的一些细节可能不同于你的真空吸尘器。 一些组成部分可能为

了更清楚的表达意思而除去。

为了更容易地参考本册，这本手册被分成很多部分，以具体的图解符号识别。

在本册中被提到技术细节是在编辑时由制造商提供的。

这本手册必须放在操作和检修人员容易拿到的地方。

如果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打电话给售后服务部。

机器转售时必须配套本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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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普亿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武进长虹东路 93 号 电话：0519-85260901 网址：www.pooyclean.com

1.1 主要部件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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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技术参数

PY208B PY308B PY208P PY308P

电压 Volts 220/50 220/50 220/50 220/50

电线 mt. 8 8 8 8

功率 W 2400 3600 2400 3600

最大真空气压 Mbar 195 205 195 205

最大排风量 L/s 110 159 110 159

过滤网面积 cm2 12500 12500 12500 12500

容积 Litres 80 80 80 80

吸尘口管径 Ømm 40 40 40 40

噪音级别 dB(A) 72 75 72 75

尺寸 cm 63*63 63*63 63*63 63*63

高 cm 104 104 120 120

重量 Kg 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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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保修条款

从增值税发票上的发货日期起，拓威克品牌厂家及销商对所购买的真空吸尘器保修

12个月。

以下情况保修单被视作无效：被未授权的第三方修理过并安装了非拓威克及拓威克未

授权单位提供的设备或配件；机器的序列号被更改或缺失。

拓威克保证在保修期内免费修理或者替换那些有质量问题的主机部件。 修理必须在

拓威克的修理点或者在我们认可的技术服务中心。

保修单不包含任何清洁部件的服务。

任何关于材料的质量问题和生产缺陷只能在我们的专业设备上检查或者在我们认可的

技术服务中心检测。 如果并非是拓威克的生产质量问题，全部相关修理更换费用由

买家承担。

所出具的发票必须随同机器本身交给负责维修的技术人员。

报修单不包括： 意外损坏， 由运输，粗心或者不适当的处理引起，未按照说明书里

的指示使用， 在非正常的操作下引起的机器损坏。拓威克对人为损坏或不当使用不

负保修责任。

以下情况，生产商不负任何责任：

 不能出示有效保票

 没按使用说明书操作

 使用非原配零件及配件

 没有正确的保养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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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安全事项

负责安全的人要负责把与真空吸尘器操作相关的危险通知工人。

另外，也有义务训练操作人员，使得他们能保护自己和其它人。

在真空吸尘器操作，维护，维修期间，没有遵守基本安全规章会引起事故。事故经常

能在预知危险发生的情况下避免。 操作者应该知道潜在危险，经过训练，并已足够

熟练。 他们也应该预防危险，化解维修的必要能力。

拓威克将不对因不合格操作人员的使用而引起的事故或者损害负责，也不对部分符合

安全规章以及违背这本手册内容的不恰当的操作负责。

安全预防措施和警告被注明在这本手册里和产品上。只有注意了这些消息，操作者才

能保障他/她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

注意!

只有按以上条款使用，才能保障操作者的安全

警告!

只有按以上条款使用，才能保障操机器的安全

拓威克并不能预见所有可能存在的危险，所以手册中并不详尽。

关于工具，程序，机器的工作原理，拓威克公司未尽其详，所以必须保证操作者和其他工作

人员的安全。

只可使用拓威克的原配零件和配件

若使用了原配以外的配件，所有责任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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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警惕事宜

注意!

以下的注意事项并不能预防所有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危险。要做到完全预防危险，操作者

的判断力和经验也是非常必要的。

手册上每个章节都更详细的说明了不同的操作怎样预防危险。

在对机器进行保养时，必须要拔下电源插头。

负责人有义务要将相关法律的条款告知操作人员。

在使用机器前，必须仔细阅读本手册。未经培训或非操作人员不得使用机器。

只有在配备了特殊过滤网后，才可用于有毒物质的清除。只有向我公司提出需求，我们才会

提供此类配件。

只有在配备了防爆马达和防爆电动系统后，才可对易燃易爆物质进行清除。只有向我公司提

出需求，我们才会提供此类配件。

只有在配备了防腐蚀溶液箱后，才可对腐蚀性物质进行清除。

不得在无过滤网的情况下作业。

正确安装了过滤网后，机器会过滤掉所有杂质。

当机器在斜坡上工作时，不要改变方向。

机器静止时，要将刹车轮刹住。

当操作机器时，必须关闭开关，拔下插头，再进行维修或保养。

只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才可以对机器进行修理。

定期检查电源线，确保它没有损坏。

在更换电线，插头，气动接头的时候，确保所换的是防水且性能优的。

真空吸尘器不得在带腐蚀性或易爆的场所内使用。

确保待吸物中不含外来会影响操作的物质，以免伤害到操作人员。

避免使用易燃或有毒的溶液来清洁，例如汽油，苯，酒精。

避免长时间接触清洁剂或者吸入他们的蒸汽。不得在靠近火源或者热源的地方操作机器。

不得用来吸除还在燃烧的烟头，过滤网会被损坏。

不得用于汽油或其他易燃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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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潜在危险

仔细地分析制造商指出并写在技术材料中的可能会发生的危险，将这些危险降到最低。制造

商要求严格按照手册中的指示，建议，安全准则操作，要使用机器自带或附加的安全装置。

清洁过程可能发生的危险有：

电源的危险

只有经过培训的人员才可操作需要插电源的机器，而且必须有双接地绝缘装备。

易燃易爆物质的危险

真空吸尘器不得用于吸除易燃易爆的液体。

潮湿环境的危险

按照手册 1.2章节上关于适用环境的条款操作。

危险标识的错误理解产生的危险

已经鉴定出的各类危险，制造商已经按照有关的规章将危险标识贴在吸尘器机身上。
当危险标识因长期使用变得模糊不清时，应立即更换。

注意!

严禁从机身上揭除危险标识。

如果没按以上指示操作，制造商不对操作的安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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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安装

注意!

在安装吸尘器配件之前，先目测一下是否有运输途中造成的损坏。

如果发现配件中有损坏的，请立即与拓威克联系，协议如何解决。

真空吸尘器自带一个尘隔和吸尘过滤网。

根据待吸物类型安装配件的时候，注意插在软管的另一端。

注: 吸尘软管上的零件和真空配件都是标配。

向我们的承销商索要关于此机型的不同种类的可选吸尘配件的资料。

再将吸尘软管插在过渡管上。圆毛刷与扁吸嘴直接连在软管吸尘。

S型弯管配合吸尘刷进行吸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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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电机控制部分描述

1) 电机开关键"1" 启动电机

2) 电机开关键"0" 关掉电机

3) 独立 3电机，每颗电机单独控制，根据需求进行调节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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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工作循环

注意!

在连电源之前，请先确认电源的电压与金属标签上的一致。

 确认插头和插座是否合适。

 确认软管和吸尘口是否合适。

 确认电线和其他加长线的质量。

 将所选配件与吸尘软管末端插紧。

注意!

当机器的马达完全停止后，才能再次开启机器。

4.3 拆卸，安装集尘箱

先关闭吸尘马达和电源。

注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定要拔下插头再拆卸。

打开马达头耳挂沟，取下工业吸尘器马达头，取出尘隔。侧翻倾倒垃圾杂物。

将集尘箱内的垃圾倾倒进特殊的废物处理箱，废物处理要符合使用者所在国家的相关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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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维护操作

注意!

所有描述的操作一定要在插头拔掉的情况下进行。

在维修工作开始之前，要根据维修物的类型配备不同的保护装置。

对于一般的清洁工作，要定期对机器做检查

 检查滤网是否旧了或者过滤孔变大了

 检查发动机顶的密封条，过滤网固定圈，以及集尘箱密封条是否有效

 检查插头，开关，电线等电部件

 检查所有的螺丝是否扭紧

 检查集尘箱是否满了，每次污物到达四分之三时就要倾倒

 检查机器以及配件是否完整

 如果软管上有孔了，机器的吸尘能力会下降，灰尘和小固体会飞出

注意! __

所有的保养维修工作都必须由拓威克或者授权承销商下的工作人员完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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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更换过滤网

1.打开马达头，取出高效 HEPA过滤器，进行更换

2.取出尘隔，进行更换。

注意!

换下的过滤网以及过滤网中的污物都要按所在国的合法途径丢弃

如发现滤网破损需要第一时间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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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推吸扒安装

推吸扒适用于中大型区域地面清洁，可以边推边吸，提高效率。

在使用时，拉出推吸扒，使其贴地工作；

不使用时，推进推吸扒，使其悬空减少磨损。



TOOVE 拓威克

16

5.4 故障排除

故障 可能的原因 解决方法

机器无法启动 没有供电
检查电源。

检查插头和电线是否完整

吸入的污物泄漏

真空吸尘管上有小孔 换根新的软管

过滤网孔变大 换新的过滤网

使用的过滤网不适合过滤该污物 换上过滤该污物的过滤网

真空吸尘器不能正常工作

真空吸尘管上有孔或者堵塞了 检查吸尘管，如果不能再用就更

换新的

集尘箱满了 倾倒垃圾

过滤网堵塞 换过滤网

密封条旧了 清洁过滤网，如果不能再用就

更换新的

空气泄漏 检查密封扣，螺丝松紧，集尘箱

或过滤箱

发动机噪音很大 联系拓威克售后服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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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最优质的产品

是回报客户最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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