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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购买本田发动机。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新发动机的最佳结果以
便安全操控。本手册包括如何操控信息；在操控发动机前请仔细阅
读。如果仍出现问题或对发动机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授权的 Honda 维
修经销商。
本手册中的所有信息是基于印刷时可得到的最新产品信息。本田技研
工业株式会社保留随时更改的权力，恕无义务另行通知。未经事先书
面许可，不得翻印本手册的任何部分。

Փ⫼䇈ᯢк

本手册应视为发动机永久的一部分，如另售应与发动机随附在一起。

GC135

我们建议您阅读保修政策，以便完全理解其覆盖范围和用户责任。
关于发动机起动、关闭、操作、调节或任何特殊保养指示的其他附加
信息，请查看发动机起动设备提供的指示。

安全讯息
您和其他人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在此手册中和发动机上提供
重要安全讯息。请仔细阅读这些讯息。
安全讯息提醒您一些可能伤害您或其他人的潜在危险。各安全讯息前
面有一个安全警示符号 和危险、警告或警示三个词中的一个。
这些信号词表示：

ॅ䰽

若不遵守这些指示，将会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

• 插图可能因型号而异。

䄺ਞ

若不遵守这些指示，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

目录

䄺⼎

若不遵守这些指示，可能导致受伤。

各讯息将告知您什么是危险、将发生什么以及您可以做些什么来避免
或减轻伤害。
危险防范信息
您将看到其他重要讯息，前面带有注意一词。
该词表示：

⊼ᛣџ乍

若不遵守这些指示，可能损坏发动机或其他财产。

这些讯息的目的是提供帮助以免对发动机、其他财产或环境造成伤
害。

2012 Honda Motor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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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信息
᪡ࠡ䇋䯙䇏⫼᠋ݠǄ

• 理解所有控制的操作并学习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快速停止发动机。操作
设备前确保操作员接收足够的指示。
• 不要让儿童操作发动机。让儿童和宠物远离操作区域。
• 发动机废气包括有毒的一氧化碳。不要在通风不良时运行发动机，也
不要在室内运行发动机。
• 发动机和废气在运行时变得很烫。操作时，使发动机远离建筑物和其
他设备至少 1 米远。远离易燃材料，并且在发动机运行时不要在发动
机上放置任何物品。
• 此发动机设计用于通用机械。不要试图用于其他目的，如起动汽车或
摩托车。

安全标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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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标签提醒您可引起严重伤害的潜在危险。请仔细阅读。
如果标签脱落或无法阅读，请联系 Honda 维修经销商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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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操作前检查

机油报警系统 （适用类型）

发动机是否已准备妥当？

机油报警系统设计用来避免因曲轴箱内油量不足引起的发动机损坏。
在曲轴箱内的油位下降至安全范围下之前，机油报警系统将自动停止
发动机。

出于安全考虑，务必遵守环境条例，并尽可能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操作发动机前花一些时间检查工作条件是很重要的。务必注意发现的
问题，或在操作发动机前请维修经销商进行修理。

如果发动机停止并且不再重新起动，在对其他区域进行故障排除前检
查发动机机油油位 （参见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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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操作前检查前，确保发动机水平并且已停止。
起动发动机前务必检查以下项目：
检查发动机的一般条件
1. 查看发动机周围和下方是否有机油或汽油渗漏。
2. 清除所有多余的污物或碎片，特别在消声器和卷簧起动机周围。
3. 查看是否有损坏的迹象。
4. 检查所有护罩和盖子是否就位，所有螺母、螺栓和螺钉是否拧紧。
检查发动机
1. 检查油位 （参见第 7 页）。油箱满时起动有助于消除或减少因重新
加注燃油引起的中断。
2. 检查发动机机油油位 （参见第 8 页）。机油油位低时运行发动机可
能会导致发动机损坏。
在机油油位下降至安全范围下之前，机油报警系统 （适用类型）将
自动停止发动机。但是，为避免意外关闭带来的不便，起动前务必
检查发动机机油油位。
3. 检查空气滤清器滤芯 （参见第 9 页）。空气滤清器滤芯脏污将限制
至化油器的气流，降低发动机性能。
4. 检查此发动机起动的设备。
关于所有注意事项和发动机起动前应遵循的程序，请查看此发动机
起动设备提供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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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

2. 移动控制杆。

安全操作注意事项

• 带发动机停止功能的控制杆：

第一次操作发动机前，请查看第 2 页的安全信息部分和第 3 页的操作

将控制杆从慢位置移开至离快位置约 1/3 处。

前检查。
ࠊᴚ

出于安全考虑，不要在封闭区域如车库内操作发动机。发动机废气包
括有毒的一氧化碳气体，在封闭区域内会快速聚集导致疾病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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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动机起动、关闭或操作应遵循的所有安全注意事项，请查看此
发动机起动设备提供的指示。

ذℶ

不要在坡度大于 20° (36%) 的斜坡上操作发动机。
• 只带发动机停止功能的控制杆：
起动发动机
将控制杆移至 ON 位置。
1. 将节流器杆拉至关闭位置。
ࠊᴚ
ON
ON

݇䯁
݇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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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动机已暖机或空气温度较高时，不要使用节流器。
3. 轻轻拉起动机拉手直至感觉到有阻力，然后按下图所示箭头方向快
速拉动。将起动机拉手轻轻放回原位。
䍋ࡼᴎᢝ

ᢝࡼᮍ

⊼ᛣџ乍

不要让起动机拉手朝发动机方向快速弹回。将拉手轻轻放回原位以免
损坏起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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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在节流器杆移至关闭位置时起动发动机，随着发动机预热将节
流器杆慢慢移至打开位置。

停止发动机
• 带发动机停止功能的控制杆：
将控制杆移至停止位置。
ࠊᴚ

ᠧ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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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带发动机停止功能的控制杆：
将控制杆移至 OFF 位置。
ࠊᴚ

OFF

OFF

设置发动机转速
• 带发动机停止功能的控制杆：
将控制杆置于所需发动机转速位置。
关于发动机转速建议，参见此发动机起动设备提供的指示。
ࠊᴚ
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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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维修

保养时间表

保养的重要性
良好的保养对安全、经济和连续工作来说是必要的。也有助于减少污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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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帮助您正确保养发动机，以下各页包括保养时间表、定期检查程
序和使用随车工具进行简单保养程序。其他较复杂或需要专用工具的
维修任务最好由专业人员进行，通常由本田技师或其他专业技工执
行。
保养时间表适用于正常工作条件。如果在恶劣条件下 （如高负载或高
温条件下或在异常潮湿或多尘条件下使用）操作发动机，关于个性需
求和使用适用的建议请咨询您的维修经销商。
只使用本田原厂零件或同等品。使用非同等品品质的替换零件可能导
致发动机损坏。
保养安全
以下列出一些最重要的安全注意事项。然而，我们不可能对进行保养
时产生的每个可能危险提出警告。只有您自己能决定是否应该执行给
定的任务。

䄺ਞ
ℷ⹂䙉ᕾֱݏ䇈ᯢ⊼ᛣџ乍㛑ᇐ㟈㞾䑿Ϲ䞡ফ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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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注意事项
• 开始任何保养或维修前，确保发动机已关闭。为避免意外起动，拔下
火花塞帽。这样可消除几种潜在的危险：
- 发动机排气造成的一氧化碳中毒。
无论何时操作发动机，务必保证有足够的通风。
- 高温零件引起的燃烧。
触摸前让发动机和废气系统冷却。
- 移动零件造成的伤害。
不要运行发动机直至被指示如此操作。
• 开始前阅读指示，并确保已准备好工具和所需技能。
• 当在汽油附近工作时要小心，尽量降低火灾或爆炸的可能性。仅使用
非易燃性溶剂而不是汽油来清洗零件。保证烟头、火花和火苗远离所
有燃油相关零件。
记住授权的 Honda 维修经销商最了解您的发动机且拥有保养和修理的
齐全装备。
若要确保最佳品质和可靠性，只使用新的本田原厂零件或同等品进行
修理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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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多尘区域使用需要更加频繁地进行保养。
(2)：高负载或环境温度较高时使用，每 25 小时更换一次发动机机油。
(3)：应由授权 Honda 经销商进行这些项目的维修，除非用户配有合适
的工具并精通机械。参见本田维修手册。
(4)：市售时，通过操作日志时间来确定正常保养时间间隔。
(5)：检查并确认皮带无裂纹和异常磨损，如有异常则进行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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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加注燃油

1. 发动机停止并且处于水平表面时，拆下燃油箱盖并检查油位。如果
油位低，向油箱重新加注燃油。

㤤➗⊍
᮴䪙≑⊍
ⷨお⊩䕯⛋ؐ 91 催
֓ᨎᓣ䕯⛋ؐ 86 催

2. 添加燃油至燃油箱上液位。起动发动机前擦掉溢出的油液。
➗⊍ㆅⲪ

Ϟ䰤ᷛ䆄

该发动机经认证可使用研究法辛烷值 91 或更高 （便携式辛烷值 86 或
更高）的无铅汽油。
在发动机停止时在通风良好的区域重新加注燃油。如果发动机已运
行，先让其冷却。不要在建筑物内向发动机重新加注燃油，汽油烟雾
可能会接触到火焰或火星。
可使用包含不超过 10% 乙醇 (E10) 或 5% 甲醇的无铅汽油。此外，甲
醇必须包含助溶剂和防腐剂。使用甲醇或乙醇含量高于上述所示的燃
油可能导致起动和 / 或性能问题。也可能损坏燃油系统的金属、橡胶
和塑料零件。因使用甲醇或乙醇百分比高于上述所示燃油而导致的发
动机损坏或性能问题不属于保修范围内。

䄺ਞ
≑⊍ᯧ➗ᯧ⟚ˈ䞡ᮄࡴ⊼➗⊍ᯊৃ㛑ᇐ㟈⚻ӸϹ䞡ফӸ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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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心重新加注燃油以免溢油。燃油箱不要加得太满 （上限标记上方
应无燃油）。可能有必要根据操作条件降低燃油油位。重新加注燃油
后，牢牢拧紧燃油箱盖。
使汽油远离相应的指示灯、烧烤、电器、电动工具等。
溢油不仅会带来火灾危险，还会造成环境损害。立即擦掉溢出的油
液。

⊼ᛣџ乍

燃油会损坏油漆和某些塑料。向燃油箱加注燃油时，小心不要溢油。
因溢油导致的损坏不在保修范围内。
不要使用不新鲜或被污染的汽油或机油 / 汽油混合物。避免污物或水
进入燃油箱内。
关于重新加注燃油，参见此发动机起动设备提供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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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机油

机油更换

机油是影响性能和使用寿命的主要因素。
使用四冲程汽车清洁剂。

发动机暖机时排空用过的机油。快速完全排空加热的机油。
1. 将一个适合的容器放在发动机下收集用过的机油，然后拆下机油加
注口盖、放油螺塞和垫圈。

推荐机油
使用符合或超出 API 维修等级 SE 或更高等级 （或同等品）的四冲程
电机机油。务必检查储油器上的 API 维修标签以确保标签上包括字母
SE 或更高标号 （或同等品）。

2. 完全排空用过的机油，然后重新安装放油螺塞和新垫圈，并牢牢拧
紧放油螺塞。
3. 发动机处于水平位置时，用推荐的机油加注至上限 （机油加注孔底
部边缘）。
发动机机油容量：0.58 L
4. 安装并牢牢拧紧机油加注口盖。
ᴎ⊍ࡴ⊼ষⲪ

⦃๗⏽ᑺ

一般建议使用 SAE 10W-30。当所在区域的平均温度在显示范围内时，
也可使用图中显示的其他粘度。

ൿ

机油油位检查
1. 拆下机油加注口盖并检查机油油位。
ᬒ⊍㶎า

2. 如果油位低，添加推荐机油至上限 （机油加注孔底部边缘）。
ᴎ⊍ࡴ⊼ষⲪ

Ϟ䰤

接触了使用过的机油后用香皂和水清洗双手。

⊼ᛣџ乍

以不污染环境的方式废弃用过的电机机油。我们建议您将用过的机油
存储在密封容器中带到当地服务站进行废物回收利用。不要将其扔到
垃圾站、倒在地上或倒入下水道。

ᴎ⊍ࡴ⊼ᄨ
˄ᑩ䚼䖍㓬˅

3. 安装机油加注口盖。

⊼ᛣџ乍

机油油位低时运行发动机可能会导致发动机损坏。这类损坏不在保修
范围内。
在机油油位下降至安全范围下之前，机油报警系统 （适用类型）将自
动停止发动机。但是，为避免意外关闭带来的不便，起动前务必检查
发动机机油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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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滤清器
空气滤清器脏污将限制至化油器的气流，降低发动机性能。如果在非
常脏的区域操作发动机，要比保养计划表中指定的更频繁地清洁空气
滤清器 （参见第 6 页）。

4. 用湿布擦去空气滤清器壳体和盖内的污物。小心不要让污物进入化
油器的气管。
5. 安装滤芯和空气滤清器盖。
• 双滤芯滤清器型

⊼ᛣџ乍

操作不带空气滤清器或带损坏的空气滤清器的发动机会将污物带入发
动机，引起发动机快速磨损。这类损坏不在保修范围内。
检查

1. 拆下螺母和空气滤清器盖。
2. 拆下滤芯。
3. 从纸质滤芯上拆下泡沫型滤芯。

拆下空气滤清器盖并检查滤清器滤芯。清洁或更换脏污的滤清器滤
芯。务必更换损坏的滤清器滤芯。

㶎↡

清洁
ぎ⇨Ⓒ⏙఼Ⲫ

• 单滤芯滤清器型
1. 按下空气滤清器盖燃油箱侧的锁闩凸舌，并拆下空气滤清器盖。
ぎ⇨Ⓒ⏙఼Ⲫ

䫕䮽ߌ㟠
㒌䋼Ⓒ㢃

⊵≿ൟⒸ㢃

⇨ㅵ

Ⓒ㢃

㹀ൿ

ぎ⇨Ⓒ⏙఼ᑩᑻ

ߌ㟠

4. 检查两个滤芯，如果损坏则予以更换。务必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更
换纸质滤芯。
5. 如果要重新使用滤芯，则需要进行清洁。
ぎ⇨Ⓒ⏙఼ԧ

⇨ㅵ

2. 拆下滤芯。仔细检查滤芯是否有孔或磨损，如果损坏将其更换。
3. 在硬表面上敲击滤芯数次清除多余的污物，或者让压缩空气从内部
通过滤清器。不要试着刷掉污物；冲刷将使污物进入小孔中。如果
滤芯很脏，则将其更换。

纸质滤芯：
在硬表面上敲击滤芯数次清除污物，或者让压缩空气从内部通过滤
清器。不要试着刷掉污物；冲刷将使污物进入小孔中。如果滤芯很
脏，则将其更换。
泡沫型滤芯：
在热肥皂水中清洁、漂洗，并充分风干。或在不可燃溶剂中清洁并
让其风干。将滤芯浸在干净的发动机机油中，然后挤出所有多余的
机油。起动时如果泡沫中留有过多机油，发动机将会冒烟。
6. 用湿布擦去空气滤清器底座和盖内的污物。小心不要让污物进入化
油器的气管。
7. 将泡沫型滤芯置于纸质滤芯上，重新安装组装的空气滤清器。确保
衬垫位于空气滤清器下方。
8. 安装空气滤清器盖，并牢牢拧紧螺母。

Ⓒ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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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塞

火花避雷器 （适用类型）

推荐火花塞： BPR6ES (NGK)

在某些区域，使用不带火花避雷器的发动机是违法的。检查当地法
规。可从授权的 Honda 维修经销商处购买火花避雷器。

推荐的火花塞带有发动机正常工作温度的正确热量程。

火花避雷器必须每 100 小时保养一次以保证其功能如常。

⊼ᛣџ乍
如果发动机已运行，消声器将会很烫。保养火花避雷器前先让其冷
却。

不正确的火花塞会导致发动机损坏。
如果发动机已运转，维修火花塞前先让其冷却。

火花避雷器拆卸

为了获取较好性能，火花塞必须间隙正确且没有积碳。

1. 通过拆下三个 6 mm 螺栓拆下消声器护罩。

1. 断开火花塞帽，并从火花塞周
围区域清除所有污物。

2. 通过拆下两个螺钉从消声器上拆下火花避雷器。（小心不要损坏铁丝
网。）

2. 用火花塞扳手拆下火花塞。
3. 目视检查火花塞。如果有明显
磨损或如果绝缘体有裂纹或有
碎片，则废弃火花塞。如果要
重新使用火花塞，则用钢丝刷
清洁火花塞。
4. 用测隙规测量火花塞电极间隙。
如有必要，弯曲侧电极，修正
间隙。间隙应为：0.7-0.8 mm
5. 检查并确认火花塞垫圈状态良
好，并用手拧入火花塞以免螺
纹错扣。

⍜ໄ఼

㶎䩝 (2)

☿㢅าᡇ
ջ⬉ᵕ

☿㢅䙓䳋఼

0.7-0.8 mm

6. 火花塞安装到位后，用火花塞
扳手拧紧以压紧垫圈。
⍜ໄ఼ᡸ㔽

6 mm 㶎ᷧ (3)

火花避雷器清洁和检查
检查排气口和火花避雷器周围是否积碳，如有必要进行清洁。

☿㢅า

安装新的火花塞时，在火花塞安装到位后拧紧 1/2 圈以压紧垫圈。

1. 用刷子清除火花避雷器滤网上的积碳。小心不要损坏滤网。如果滤
网破损或有洞，则更换火花避雷器。
Ⓒ㔥

重新安装原来的火花塞时，在火花塞安装到位后拧紧 1/8-1/4 圈以压
紧垫圈。

⊼ᛣџ乍

松动的火花塞会过热并损坏发动机。火花塞拧得过紧会损坏气缸盖
的螺纹。
7. 将火花塞帽安装至火花塞。
2. 按照与拆解相反的顺序安装火花避雷器和消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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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的提示和建议

排空燃油箱和化油器

䄺ਞ

存储发动机
存储准备工作
正确的存储准备工作对于妥善保存发动机来说是必要的。以下步骤有
助于保护发动机功能与外观免于生锈和腐蚀，再次使用时更易起动发
动机。
清洁
如果发动机已运行，清洁前先让其冷却至少半小时。清洁所有外表
面，修补所有损坏油漆，并在其他可能锈蚀区域涂抹薄薄一层机油。

≑⊍ᯧ➗ᯧ⟚ˈㅵ⧚ϢՓ⫼➗⊍ᯊৃ㛑ᇐ㟈⚻ӸϹ䞡ফ
ӸǄ
ذℶথࡼᴎᑊ䖰⾏⛁⑤ǃ☿㢅☿㢫Ǆ
ҙᅸㅵ⧚ϢՓ⫼➗⊍Ǆ
ゟे᪺ᥝ⑶ߎⱘ⊍⎆Ǆ

1. 将燃油箱中的燃油排入专用汽油容器中。我们建议使用市售汽油手
压泵。不要使用电泵。

⊼ᛣџ乍

用橡胶软管或压力清洗设备可将水强行压入空气滤清器或消声器开
口。空气滤清器中的水会浸湿空气滤清器，并且水会通过空气滤清器
或消声器进入气缸从而造成损坏。

2. 松开化油器放油螺塞，并将化油器中的燃油排入专用汽油容器中。
排空燃油后，拧紧化油器放油螺塞。
࣪⊍఼

ᬒ⊍㶎า

燃油

⊼ᛣџ乍

视设备操作区域而定，燃油配方可能劣化并快速氧化。最快可在 30 天
内发生燃油劣化和氧化，可能导致化油器和 / 或燃油系统损坏。关于
当地存储建议，请咨询维修经销商。
存储的汽油将会氧化和劣化。劣化的汽油将导致起动困难，并留有积
胶堵塞燃油系统。存储时如果发动机中的汽油劣化，可能需要保养或
更换化油器和其他燃油系统零件。
燃油箱和化油器中留有汽油而不引起功能故障的时间长短将随汽油混
合、存储温度和燃油箱是部分还是完全加满等因素而变化。部分加满
油箱中的空气会促使燃油劣化。存储温度过高会加速燃油劣化。向燃
油箱加注燃油时如果汽油不新鲜，可能在燃油箱内有燃油 30 天内或更
短时间内发生燃油劣化问题。
因忽视存储准备工作而导致的燃油系统损坏或发动机性能问题不在保
修范围内。

发动机机油
1. 更换发动机机油 （参见第 8 页）。
2. 拆下火花塞 （参见第 10 页）。
3. 将一茶匙 5-10 cm3 干净的发动机机油倒入气缸内。
4. 拉动起动机拉手数次将机油分配到气缸中。
5. 重新安装火花塞。
6. 慢慢拉动起动机拉手直至感觉到有阻力。这样会关闭气门，以防灰
尘和腐蚀。
䍋ࡼᴎᢝ

7. 在可能锈蚀的区域涂抹薄薄一层机油。罩住发动机以免有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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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注意事项
如果存储燃油箱和化油器内带有汽油的发动机，降低汽油蒸气点火的
风险是很重要的。选择一个通风良好的存储区域，并远离带火的电
器，如火炉、热水器或干衣机。同时远离产生火花的电机或电动工具
操作区域。

运送
如果发动机已运行，将发动机起动设备装载在运送车辆前先让其冷却
至少 15 分钟。高温发动机和废气系统会灼伤您并点燃某些材质。
运送时保持发动机水平以降低燃油渗漏的可能性。

由于湿度会促进生锈和腐蚀，如果可能，避免存储区域湿度过高。
存储时保持发动机水平。倾斜会导致燃油或机油渗漏。
发动机和废气系统冷却时，罩住发动机以免有灰尘。高温发动机和废
气系统会点燃或熔化某些材质。不要将塑料布作为防尘罩使用。
无孔罩会使发动机周围的湿气无法散去，加速生锈和腐蚀。
存储处拆卸
如本手册中操作前检查 章节所述检查发动机 （参见第 3 页）。
如果存储准备工作期间已排空燃油，用新鲜的汽油加注油箱。如果保
存一箱用于重新加注的汽油，务必只保存新鲜汽油。随着时间的推移
汽油会氧化和劣化，造成起动困难。
存储准备工作期间如果气缸涂有机油涂层，起动时发动机将会暂时冒
烟。这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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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意外问题

技术信息

发动机无法起动
1. 检查控制位置。

可能原因
节流器打开。

2. 检查发动机机油
油位。

控制杆不在适当的
位置。
发动机机油油位低
（机油报警型号）。

3. 检查燃油。

燃油耗尽。

重新加注燃油
（第 7 页）。

油质差；发动机存
储时未妥善处理或
排空汽油，或重新
加注的油质不良。

排空燃油箱和化油
器 （第 11 页）。重
新加注新鲜的汽油
（第 7 页）。

火花塞故障、脏污
或间隙不当。

调节间隙或更换火
花塞 （第 10 页）。

火花塞被燃油弄湿
（发动机溢油）。

风干并重新安装火
花塞。在控制杆在
最大位置时起动发
动机。
如有必要，修理或
更换故障零件。

4. 拆下并检查火花
塞。

修正
除非发动机暖机，
否则将节流器杆移
至关闭位置。
将控制杆移至适当
位置。
用推荐的机油加注
至合适油位
（第 8 页）。

5. 将发动机送至授
权 Honda 维修经
销商或参考维修
手册。

燃油滤清器堵塞、
化油器故障、点火
故障、气门卡滞等。

发动机缺乏动力
1. 检查空气滤清器。

可能原因
滤清器滤芯堵塞。

修正
清洁或更换滤清器
滤芯 （第 9 页）。

2. 检查燃油。

油质差；发动机存
储时未妥善处理或
排空汽油，或重新
加注的油质不良。

排空燃油箱和化油
器 （第 11 页）。重
新加注新鲜的汽油
（第 7 页）。

燃油滤清器堵塞、
化油器故障、点火
故障、气门卡滞等。

如有必要，修理或
更换故障零件。

3. 将发动机送至授
权 Honda 维修经
销商或参考维修
手册。

ᑣ߫োԡ㕂
ҹϟぎⱑ໘䆄ᔩথࡼᴎᑣ߫োǄ
䅶䌁䳊ӊ䖯㸠ᡔᴃֱׂ䯂䆶ᯊˈ
䳔㽕ᦤկℸֵᙃǄ

ᑣ߫ো
থࡼᴎ㉏ൟ

থࡼᴎᑣ߫ো˖BB BB BB BB  BB BB BB BB BB BB BB
থࡼᴎ㉏ൟ˖BBB BBB BBB BBB
䌁ф᮹ᳳ˖BBBBBB BBBBBB BBBBBB

高海拔操作时的化油器改装
高海拔时，化油器的标准空气燃油混合气将会很浓。性能将下降，且
燃油消耗增加。较浓的混合气还会堵塞火花塞并造成起动困难。长时
间在与发动机鉴定时海拔不同处操作，可能会增加排放。
通过专门改装化油器可改善高海拔操作性能。如果经常在 1,500 米以
上的高度操作发动机，则请维修经销商进行化油器改装。在高海拔使
用配有高海拔用改装化油器的此类发动机，符合使用寿命内的各项排
放标准。
即使使用改装化油器，随着高度的上升发动机的马力也会每 300 米降
低约 3.5%。如果未对化油器进行改装，高度对马力的影响将会更大。

⊼ᛣџ乍

化油器已进行高海拔操作改装时，空气燃油混合气将比低海拔使用时
更稀。高度低于 1,500 米时使用改装化油器操作可能会造成发动机过
热并导致发动机严重损坏。为了能低海拔使用，请维修经销商将化油
器恢复为出厂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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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尺寸
型号
说明代码
长°宽°高
干质量 [ 重量 ]
发动机
发动机类型
排量
孔径 ° 冲程
净功率

GC135E
GCAAE
330 ° 369 ° 315 mm
11.2 kg
四冲程、顶置凸轮、单气缸
135 cm3
64.0 ° 42.0 mm
2.7 kW (3.7 PS)/3,600 转 / 分

（根据 SAE J1349*）

最大净力矩

7.4 N·m (0.75 kgf·m)/2,500 转 / 分

（根据 SAE J1349*）

燃油箱容量
发动机机油容量
冷却系统
点火装置
PTO 轴旋转

1.3 L
0.58 L
强制送风
晶体管点火
逆时针

* 本手册中显示的发动机额定功率为在量产发动机型号上测试得出的
净输出功率与 3,600 转 / 分 （净功率）和 2,500 转 / 分 （最大净力
矩）时根据 SAE J1349 测得的功率。量产发动机可能与该值略有不
同。
最终机器上安装发动机的实际输出功率将根据许多因素变化，包括
发动机应用的操作速度、环境条件、保养和其他变量。
注意：
规格可能根据型号变化，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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