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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购买本田发动机。
使用产品前请阅读使用说明书。

Ύၹឭ˺

本使用说明书能帮助您更有效、更安全地使用发动机。若发动机出现
问题或您对发动机有任何疑问，请向本田公司授权的特约服务店咨
询。

(9

说明书中的所有内容均为印刷前所具有的最新产品资料。本田技研工
业株式会社保留更改此手册内容而不事先通知和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权
利。没有书面同意，此说明书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复制。

ᤰၹු෴
ၹ̆ӜᦡфѤܾی

本说明书是发动机产品的一部分，如果转卖时，应一并移交。熟读搭
载本发动机的设备而另外提供的有关发动机的起动、停机、操作和调
整以及其它特殊的保养说明的使用说明书内容。我们建议您阅读并理
解保修条件，明白自己应承担的责任。

安全启示
您和他人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在本说明书中和发动机上，我们提供
了安全警示内容，请仔细阅读并理解其中的含义。
安全警示信息向您提供可能给您和他人带来伤害的潜在危险信息。每
条信息前有一个
其中一个。

符号和 “危险”、“警告”、“注意”三种用语的

这些警示词的含义是：

ॅ䰽

如果不遵守指示，将造成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

目录

䄺ਞ

如果不遵守指示，可能造成死亡或严重人身伤害。

⊼ᛣ

如果不遵守指示，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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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条警示告诉您存在的潜在危险，会发生什么，如何去避免这些危
险，从而降低伤害的可能。

损害预警
您还会看到下面的 “重要事项”提示语信息。
提示语含义是：

䞡㽕џ乍

如果您不遵守指示，发动机或其它财物可能受损。

以上提示语有助于您避免发动机、其它财物的损坏或者对环境的破
坏。

2012 Honda Motor Co.,Ltd. –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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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项

零部件及操控装置位置

• 了解所有控制部件的操作以及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关停发动机。决不允
许未受过训练的人员操作发动机。
• 禁止儿童操作发动机。儿童和宠物必须远离操作区域。
• 发动机排出的气体含有毒的一氧化碳。保证通风良好，禁止在密封的
室内运行发动机。
• 发动机运作时，其机体和所排气体温度非常高，因此操作时要离建筑
物和其他设备 1 米以上距离。远离易燃物。操作时，不要在发动机上
覆盖任何东西。
• 本发动机适用于匹配冲击夯设备。禁止用于其他用途，例如汽车或摩
托车的动力装置。

⍜䷇఼

☿㢅⍜䰸఼
˄䗖⫼ൟ˅

ᴎ⊍ሎⲪ

警示标签位置

ᬒ⊍㶎ᷧ

警示标签提醒您可能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的潜在危险。请仔细阅读。

⍂ᄤᓣ

一旦标签脱落或难以辨认，请与本田特约服务店联系进行更换。

㝰⪷ᓣ
䰏亢䮼ᶘ

䰏亢䮼ᶘ

催⏽䚼ӊˈ䇋࣓㾺⺄

䄺ਞᷛㅒ
˄ᷛㅒᑨԡѢ➗⊍ㆅǃ亢㔽⬅ࠊ䗴
ଚᵒᵒഄ䌈থࡼᴎϞǄ˅

⊼⊍⋉
䗖⫼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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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操作

机油报警系统 （适用机型）

操作警示

机油报警系统能防止因曲轴箱内机油油位过低而造成的损害。当曲轴
箱里的机油油位低于安全油位时，机油报警系统会使发动机自动停
止。

第一次使用发动机前，请阅读安全事项 （见第 2 页）和本页的操作前
检查内容。
为了您的安全，请不要在密闭的地方使用发动机，如车库。发动机废
气中含有有毒的一氧化碳，在密闭的场所，一氧化碳能快速聚集，导
致疾病甚至死亡。

如果发动机停止运行后不能重新起动，要先检查机油油位 （见第 7
页），再检查其它问题。

䄺ਞ
操作前检查
您的发动机准备好了吗？
为了您的安全以及设备更耐用，在操作发动机前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检
查发动机的情况。操作前，确保解决所发现的故障或者您可以让本田
特约服务店的专业人员来解决。

䄺ਞ
ϡᙄᔧⱘֱ≵ݏ᳝㾷އᬙ䱰ህ᪡থࡼᴎৃ㛑Ӯ䗴៤
Ϲ䞡ҎਬӸᆇ⫮㟇⅏ѵǄ
↣᪡ࠡᖙ乏䖯㸠᪡ࠡẔᶹˈᥦ䰸᠔᳝ᬙ䱰Ǆ

进行操作前检查前，确保发动机水平放置，发动机开关置于 “关
（OFF）”位置。
每次起动前先检查以下几点：

ᑳ⇨Ё᳝᳝↦ⱘϔ⇻࣪⺇ˈ㛑ᆚ䯁ⱘഎ᠔䖙䗳㘮䲚ࠄ
ॅ䰽⌧ᑺǄܹϔ⇻࣪⺇㛑ՓҎᯣ䗋⫮㟇⅏ѵǄ
⽕ℶҎ㕸㘮䲚ⱘᇕ䯁ञᇕ䯁എ᠔䖤㸠থࡼᴎǄ

阅读搭载本发动机的设备所提供的使用说明书，了解在发动机起动、
关停或操作时的安全注意事项。
不要在坡度大于 20°的斜坡上操作发动机。

起动发动机
1. 如果燃油箱配有燃油开关，确保在起动发动机前将燃油开关置于
OPEN 或 ON （开）位置和燃油箱盖通气孔畅通。对于燃油开关和
燃油箱盖的特别说明，请参见搭载本发动机的设备所提供的使用说
明书。
2. 起动时，若发动机是冷的，需将阻风门手柄移至 CLOSED （关）
处。

˄⍂ᄤᓣ˅

䰏亢䮼ᶘ

݇

发动机的常规检查
1. 检查发动机的四周和底部是否有漏机油和汽油的现象。
2. 清除多余的污垢或杂物，特别是消音器和反冲起动器外部。

݇

3. 检查是否有损坏的迹象。
4. 检查防护外壳 （罩）是否安装到位，所有的螺母、螺栓，螺钉是否
拧紧。
检查发动机
1. 检查燃油油位。操作前加满油可以避免或减少因重新加油而中断操
作的情况。

˄㝰⪷ᓣ˅
䰏亢䮼ᶘ
݇

݇

2. 检查发动机机油油位 （见第 7 页）。运行油位过低的发动机会导致
发动机的损坏。
3. 检查空滤芯 （见第 8 页）。空滤芯过脏会阻碍空气流入化油器，降
低发动机工作性能。
4. 检查搭载本发动机的设备。

起动时，若发动机是热的，则将阻风门手柄移至 OPEN （开）处。

起动发动机之前，请阅读该设备提供的使用说明书，以了解操作预防
措施以及应该遵循的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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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节气门手柄移至 MIN （低速）。节气门手柄安装在搭载本发动机
的设备上。关于节气门的特别控制要求，请参阅设备提供的使用说
明书。

6. 轻轻拉动起动器手柄直至感觉到阻力，然后用力快速拉动 （拉动方
向如下图箭头所示），再缓慢放回起动器手柄。

ᢝࡼᮍ

㡖⇨䮼ᶘ 䆒Ϟ
Ԣ䗳

䍋ࡼ఼ᶘ
䞡㽕џ乍
起动器手柄请勿突然弹回发动机。应慢慢放回，避免损坏起动器。

4. 反复按压注油泵 （适用型）。

⊼⊍⋉ 䗖⫼ൟ

7. 如果起动发动机时，阻风门手柄位于 CLOSED （关）位置，在发动
机变热后应逐渐将其移至 OPEN （开）位置。

⍂ᄤᓣ
䰏亢䮼ᶘ

ᓔ

5. 将发动机开关 （适用型）转至 ON （开）位置。

㝰⪷ᓣ

ᓔ

ᓔ

䰏亢䮼ᶘ
ᓔ
ᓔ

থࡼᴎᓔ݇ 䗖⫼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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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发动机速度
将节气门手柄置于所希望的发动机速度位置。
推荐的发动机速度，参照搭载本发动机的设备所提供的使用说明书。

Ԣ䗳

催䗳

㡖⇨䮼ᶘ 䆒Ϟ

停止发动机
在紧急情况下停机，应把发动机开关旋至 OFF （关）的位置。通常情
况下，请采用以下步骤。具体查阅设备厂家提供的使用说明书。
1. 将节气门手柄移置 MIN （低速）的位置。

㡖⇨䮼ᶘ 䆒Ϟ
Ԣ䗳

2. 将发动机开关 （适用型）旋至 OFF （关）的位置。

݇

থࡼᴎᓔ݇ 䗖⫼ൟ
3. 如果燃油箱配有燃油开关或带有通气孔的燃油箱盖，则将其置于
CLOSED 或 OFF （关）位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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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保养

保养日程表

保养的重要性
良好的保养是安全、经济以及无故障操作的基本保证。同时还能减少
污染。

䄺ਞ
ֱݏϡᔧ᪡ࠡᬙ䱰ᥦ䰸ˈৃ㛑ѻ⫳Ϲ䞡ⱘᬙ䱰ˈ
ՓҎਬϹ䞡ফӸ⫮㟇⅏ѵǄ
ᣝ✻ᴀ䇈ᯢкЁ᠔ᓎ䆂ⱘẔᶹֱݏџ乍ҹঞֱݏ᮹㸼
ᴹᠻ㸠Ǆ

为帮助您恰当地保养发动机，下面几页内容中包括保养日程表、检查
步骤以及使用通用工具所进行的简单保养步骤。其它较为困难的或需
要专用工具才能进行的保养工作，应由本田特约服务店的技术人员来
完成。
保养日程表适用于常规工作条件。如果您在较为恶劣的条件下使用发
动机 （例如持续高负荷或高温运行，或在异常潮湿或多尘的环境
下），应向本田的特约服务店人员咨询，来获得满足您个人需求和使
用方式的保养日程。
请使用纯正本田通机零部件。使用质量低劣的替代品会损坏发动机，
且不能得到保修。

保养安全事项
以下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安全预警。我们并不能将所有可能会在维护过
程中出现的危险一一列出以警示您。是否能胜任维修工作，只能由您
自己决定。

ᅮᳳ਼ֱݏᳳ(3)
↣ ϔ ↣3Ͼ ↣6Ͼ ↣ᑈ খ㾕
ᣝ✻䖤㸠ⱘᇣᯊ᭄ᣛᅮ Փ⫼ Ͼ᳜ ᳜ ᳜  义ⷕ
ⱘ᭄᳜ࠄܜ㗙ᠻ㸠
20 50
100 200
ᇣᯊ ᇣᯊ ᇣᯊ ᇣᯊ
乍Ⳃ
ᴎ⊍
ぎ⇨Ⓒ⏙఼

☿㢅า

⊍ԡẔᶹ
ᤶ
Ẕᶹ
⏙⋕
ᤶ
Ẕᶹ-䇗ᭈ
ᤶ

ℷᯊⲂᏺ

Ẕᶹ

☿㢅⍜䰸఼
˄䗖⫼ᴎൟ˅

⏙⋕

ᗴ䗳

Ẕᶹ-䇗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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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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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ᇣ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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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㓈ׂ

ݠ
(2) 㓈ׂ

⇨䮼䯈䱭

Ẕᶹ-䇗ᭈ

➗⚻ᅸ

⏙⋕

↣300ᇣᯊৢ(2)

➗⊍ㆅ
Ⓒ⏙఼

⏙⋕

(2)

➗⊍ㅵ

Ẕᶹ

↣2ᑈ˄ᖙ㽕ᯊˈᤶ˅(2)

䄺ਞ
ϡ䙉ᅜֱݏ䇈ᯢ䄺⼎㽕∖ˈৃ㛑ᇐ㟈ҎਬϹ䞡ফӸ⫮
㟇⅏ѵǄ
䙉ᅜᴀ䇈ᯢкЁⱘֱݏℹ偸ᅝܼ䄺⼎Ǆ

安全预警
• 在进行各项保养或维修事项前，确认发动机处于关闭状态。
这样可消除潜在的危险：
- 发动机废气中的一氧化碳导致中毒。
操作场所需通风良好。
- 高温部件导致的烫伤。
需等发动机和排气系统冷却后才接触。
- 运动部件造成的伤害。
除非另有说明，禁止运行发动机。
• 开始操作前，请阅读使用说明，确认有必要的工具和技能。
• 为了降低发生火灾或爆炸的可能性，在汽油附近作业时请特别小心。
使用阻燃溶剂，禁止使用汽油清洗零部件。与燃油相关的零部件应远
离香烟、火花或明火。
切记：本田特约服务店对您的发动机最熟悉，设备齐全，完全胜任对
您的发动机的保养和维修工作。
为了保证最佳品质和可靠性，在维修和更换零件时请使用新的、纯正
本田通机零部件。

6

9

ݠ
㓈ׂ
ݠ
㓈ׂ
ݠ
㓈ׂ
ݠ

（1）多尘地区，保养更勤。
（2）这些项目应交给本田特约服务店处理，除非您有必要的工具和机
械技能。参考本田维修手册中的保养步骤。
（3）作为商业用途时，请记录好运行时间，以确定适当的保养时间间
隔。
（4）检查皮带是否有破裂以及异常磨损，如有发生，请更换。
未按照保养日程表进行保养，保修申请不能被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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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燃油

机油

推荐燃油

机油是影响性能和使用寿命的重要因素。要使用四冲程车用润滑油。

本机推荐使用 90 号及以上的无铅汽油。
应在通风良好处熄火加油。如果发动机才运转完，则要等发动机先冷
却。禁止在室内加注燃油，以免接触到火焰或火花。
您也可以使用乙醇含量不超过 10% 或者甲醇含量不超过 5% 的无铅汽
油。而甲醇必须含有助溶剂和阻蚀剂。如果乙醇和甲醇的含量超过以
上比例，可能会造成起动和 / 或运作故障。同时还可能对燃油系统上
金属、橡胶和塑料部件的损坏。因使用乙醇和甲醇含量超标的燃油而
引起的发动机损坏或运行故障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如果您不常使用该设备，请阅读 “发动机储存”章节中的 “燃油”小
节内容 （见第 11 页），以了解燃油变质的相关信息。
禁止使用陈旧汽油或被污染的汽油，以及机油和汽油的混合油。避免
灰尘和水进入燃油箱。

推荐机油

ॅ䰽
≑⊍ᯧ➗ᯧ⟚ˈࡴ⊼➗⊍ᯊৃ㛑㹿♐Ӹ⫮㟇Ϲ䞡⚻ӸǄ
ذᴎᑊ䖰⾏⛁⑤ǃ☿㢅ᯢ☿Ǆ
⽕ℶᅸݙ໘⧚➗⊍Ǆ
ゟे᪺ޔ亲➗⊍Ǆ

要使用符合或超过 API 标准中 SE 级的 4 冲程机油。比对盛油容器上
的 API 标签，确定标签所示为 SE 或以上级别 （或等同）。

䞡㽕џ乍
处置废弃机油时应避免污染环境。建议您将陈油密封于容器中，然后
交与回收中心或回收店。不要扔进垃圾堆，倒在地面上或排进下水
道。

推荐的机油为本田专用汽油机机
油 （SJ 10W-30）。
当您所在地区的环境平均温度在
所示的图表环境温度范围内，也
可以使用表中所示粘度等级的机
油。

⦃๗⏽ᑺ
油位检查
检查油位时，发动机关机并水平放置。

䞡㽕џ乍
汽油会对油漆和塑料件造成损伤。小心加油，防止汽油外溅。汽油外
溅而造成的损失不在保修范围之内。

1. 卸下并清洁机油尺。

禁止使用陈旧汽油或被污染的汽油，以及机油和汽油的混合油。避免
灰尘和水进入燃油箱。
小心加油，避免燃油外溅。
起动发动机的地方，必须离加油处至少 1 米距离。
汽油远离工作灯、烤炉、电器、动力设备等。
溅出的燃油不仅有火灾的隐患，还会污染环境，请立即擦净溅出的汽
油。

3. 如果油位接近或低于油位下限，则加入推荐机油至上限位置 （加油
口底部边缘）。不要加得过满，避免机油溢出。

2. 如图所示，插入机油尺，勿拧旋。取出机油尺，检查油位。

4. 重新装上机油尺，拧紧。

ᴎ⊍ሎ

ࡴ⊍ষ ᑩ䚼䖍㓬

Ϟ䰤

ϟ䰤

䞡㽕џ乍
运行机油油位过低的发动机而产生的损坏不在保修范围内。
机油油位低于安全极限时，机油报警系统 （适用型）会自动关停发动
机。若要避免发动机发生意外停机，则应当在每次起动前检查机油的
油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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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机油

空气滤清器

发动机温热时换机油，放油既快又彻底。

滤芯过脏会阻碍空气进入化油器，降低发动机工作性能。在多尘地区
使用发动机时，应较保养日程表中所规定的更频繁地清洁空滤芯 （见
第 6 页）。

1. 将合适的容器放置在发动机下面来盛装旧机油。卸下机油尺，放油
螺栓和密封垫圈。
2. 放尽旧机油后，再重新装上放油螺栓和新的密封垫圈，拧紧放油螺
栓。
接触机油后，用肥皂和水，将手洗净。

䞡㽕џ乍
处置废机油时应避免污染环境。建议您将废油装在密封容器中，然后
交给当地的回收中心或服务店进行回收。不要扔进垃圾堆，倒在地面
上或排进下水道。

䞡㽕џ乍
发动机运行时若无空滤芯或滤芯已损坏，则灰尘会进入发动机，从而
加速磨损。此类原因引起的损坏不能进行保修。
检查
拧下两个螺钉，拆下空滤器盖，检查空滤芯。清洁或更换滤芯。如果
滤芯已损坏则必须将其更换。
清洁说明请参见第 9 页。
重新装上空滤芯和空滤器盖。

3. 将发动机水平放置，加入推荐机油 （见第 7 页）至机油上限位置
（加油口底部边缘）

ぎⒸ఼ᑻ
㒌䋼Ⓒ㢃

䞡㽕џ乍
运转机油过少的发动机可能会损坏发动机。由于此种原因造成的损坏
不在保修范围内。
在机油油位低于安全下限时，机油报警系统 （适用型）会自动停止发
动机。若要避免发动机发生意外熄火，则应当在每次起动前检查机油
的油位。

⊵≿Ⓒ㢃 䗖⫼ൟ
ぎⒸ఼Ⲫ

4. 拧紧机油尺 / 盖。

ᴎ⊍ሎ

㶎䩝

ࡴ⊍ষ ᑩ䚼䖍㓬

ᬒ⊍㶎ᷧ

ᆚᇕൿ

8

00X4X-Z0D-C000_GX100_CS.book

Page 9

Friday, February 10, 2012

10:01 AM

清洁

火花塞

1. 拆下空滤器盖上的两个螺钉，卸下空滤器盖。

推荐火花塞： CR5HSB (NGK)
U16FSR-UB (DENSO)

2. 从空滤器盖上拆下泡沫滤芯。

推荐的火花塞能让普通发动机在正确的温度范围内工作。

3. 从空滤器座中取出纸质滤芯。

ぎⒸ఼ᑻ
㒌䋼Ⓒ㢃
⊵≿Ⓒ㢃 䗖⫼ൟ

䞡㽕џ乍
使用不恰当的火花塞会损坏发动机。
如果发动机刚运行完毕，则要等其冷却后再维护火花塞。
为保证发动机正常运转，火花塞的间隙必须正确，并且无沉淀物。
1. 拆下火花塞帽，清除火花塞周围的灰尘。
2. 用 16mm 的火花塞专用套筒扳手拆下火花塞。
3. 检查火花塞。如果火花塞损坏、严重脏污、密封垫圈老化或电极过
度磨损，则更换火花塞。

㶎䩝

☿㢅าᐑ

ぎⒸ఼Ⲫ

4. 检查纸质滤芯和泡沫滤芯，如有损坏，立即更换。必须按照保养周
期建议的时间更换滤芯 （见第 6 页）。
5. 如果要再次使用，必须清洁空滤芯。

☿㢅าϧ⫼༫ㄦᡇ
纸质滤芯：在牢固的平面上轻轻敲打滤芯多次以去掉灰尘，或用高
压气流 207 kPa （不超过 2.1kgf/cm2）从空滤器盒里由内向外吹滤
芯。绝不要用刷子刷除灰尘，因为灰尘会被刷进滤芯的纤维中。如
果灰尘沉积过多，则必须更换。
泡沫滤芯：用温热的肥皂水清洗、漂净并待其干透；或用不易燃的
溶剂清洗，然后待其干透。泡沫滤芯不能涂抹机油。
6. 用湿抹布擦去空滤器座和空滤器盖上的灰尘。要小心防止灰尘经过
空气通道进入化油器。
7. 将泡沫滤芯放进空滤器盖，再装好纸质滤芯并装回空滤器座。
8. 安装上空滤器盖，将两个螺钉拧紧。

4. 用厚薄规测量电极间隙。调整间隙，
必要时可以弯曲侧电极以调整。
正确间隙：0.6-0.7mm

ջ⬉ᵕ

5. 小心安装火花塞，避免螺纹错位。
6. 装好火花塞后，用 16mm 的火花塞
套筒扳手拧牢火花塞以压紧密封垫。
安装新的火花塞时，在压紧密封垫圈后
再多拧 1/2 圈。

ᆚᇕൿ

安装用过的火花塞时，在压紧密封垫圈
后再多拧 1/8-1/4 圈。

䞡㽕џ乍
火花塞松动会使发动机过热而产生损坏。而火花塞拧得过紧会损坏汽
缸头的螺纹。
7. 将火花塞帽装上火花塞。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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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花消除器 （适用型）
发动机出厂时没有装配火花消除器。在某些地区，发动机运行时没有
火花消除器是违法的。因此请查询当地的法规准则。可以在本田特约
服务店购买火花消除器。
为了保持发动机正常的运行，火花消除器必须每 100 小时保养一次。
如果发动机刚运行完毕，消音器温度仍很高。等其冷却后再维护火花
消除器。
火花消除器的拆卸
1. 从消音器保护罩上拧下三颗 6 mm 螺栓，卸下保护罩。
2. 从火花消除器上拧下专用螺钉，把它从消音器上卸下。

⍜䷇఼

⍜䷇఼ֱᡸ㔽

4h6 mm ϧ⫼㶎䩝

☿㢅⍜䰸఼
6h12 mm
ߌ㓬㶎ᷧ(3)
火花消除器的清洁和检查
1. 用刷子清除火花消除器滤网上的积碳。当心
不要损坏滤网。当火花消除器磨损或有破洞
时，将其更换。
2. 按与拆下相反的步骤安装火花消除器、消音
器保护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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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建议

排尽燃油箱和化油器里的燃油

发动机储存

ॅ䰽

储存

≑⊍ᯧ➗ᯧ⟚ˈ໘⧚➗⊍ᯊ᳝㹿⚻Ӹⱘৃ㛑ᗻǄ

适当的储存准备是发动机免于故障和保持外观良好的必要条件。按照
以下的步骤准备可防止生锈和腐蚀，使性能与外观依旧完好，重新起
动发动机时更加轻松自如。
清洁
若发动机才关停，则等其冷却至少半小时，再进行清洁。清洁整个外
表，在掉漆处补漆，在可能生锈处刷上一层薄薄的油。

݇ذথࡼᴎᑊ䖰⾏⛁⑤ǃ☿㢅✄☿Ǆ
ᅸ໘⧚➗⊍Ǆ
ゟे᪺এߎⱘ➗⊍Ǆ

1. 按照设备制造商提供的产品说明书排放燃油箱的燃油。
（适用于浮子式）
2. 在化油器下放置一个专用的容器，再接一个漏斗避免燃油溅出。

䞡㽕џ乍
用胶皮水管或高压冲洗设备清洗发动机会使水进入空气滤清器或消音
器开口处。水会渗入滤芯，进入空气滤清器或消音器，从而进入汽
缸，造成损坏。

3. 拧松化油器放油螺栓，将化油器中的残油排尽至合适的盛油容器。
放油完毕后，拧紧放油螺钉。

ᥦ⊍ㅵ

࣪⊍఼

燃油
储存过程中，汽油会氧化变质。放置较久的汽油会导致起动困难，并
产生胶质沉淀物，从而堵塞燃油系统。如果发动机机里的汽油在储存
过程中变质，需要将化油器或其它燃油系统组件进行维修或更换掉。

ᬒ⊍㶎䩝

汽油储存于油箱或化油器里而不发生功能性故障的时间的长短 （保质
时间），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掺和比多少 （油号高低）、储存环境温
度高低、油箱是否加满等。未加满的油箱里的空气会使汽油加速变
质，高温亦然。汽油可能在 30 天内变质 （若是陈油则更短）。

㶎䩝䍋ᄤ
因用户没有做好储存准备工作而导致的燃油系统损坏或发动机的性能
故障，不能进行保修。

机油
1. 更换发动机机油 （见第 8 页）。
2. 卸下火花塞 （见第 9 页）。
3. 向汽缸加入 5-10 mL 的干净机油。
4. 拉反冲起动器数次，使机油分散到汽缸中。
5. 重新安装火花塞。
6. 慢慢拉反冲起动器手柄直至感觉到阻力，这时气门关闭，以防止潮
湿气体进入缸体，缓慢放回手柄。

ᇚ亲䕂Ϟⱘߍ
ῑᇍޚ亢㔽
ϞⱘᄨǄ

7. 盖住发动机，防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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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预警

意外问题的处理

当您储存发动机时，如果燃油箱或化油器里残留有汽油，要注意严防
汽油蒸汽被点燃而造成灾害。选择一个通风良好的储存场所并远离所
有能产生火焰的用具。例如加热炉、热水器、干衣机等，也要避开可
产生火花的起动电机或其它正运行的电动设施。

发动机不能起动
1. 检查控制装置位
置。

尽可能避开湿度大的场所，因其极易导致生锈和腐蚀。
保持发动机水平放置，倾斜会导致燃油或机油泄漏。
燃油箱内的燃油未排放完前，将燃油开关和燃油加注口置于 CLOSED
或 OFF （关），以防止漏油。
发动机和排气系统冷却后，盖住发动机防尘。热的发动机与排气系统
会将某些可燃物质点燃或熔化。不要用塑料薄膜遮盖发动机。不透气
的遮盖物会凝聚四周的湿气从而加速生锈与腐蚀。

可能原因
阻风门开启。

发动机开关未开。

2. 检查发动机机油油
位。

油位过低。

3. 检查燃油。

燃油用尽。

储存后使用提示
按本说明书中操作前检查章节内容检查发动机 （见第 3 页）。
如果在储存准备时已将燃油排干，则将燃油箱注入干净的汽油。加油
时，要确保容器中的汽油是否干净。汽油会随时间过长发生氧化或变
质，使发动机难以起动。
如果在储存准备中，汽缸涂过一层防护油，则发动机起动时可能会冒
烟。这是正常现象。

燃油变质；发动机储
存时处理不当或未排
尽燃油；加入的是劣
质油
4. 拆下火花塞并检
查。

火花塞失效、过脏或
间隙不当。
燃油浸湿火花塞 （发
动机淹死）。

5. 将发动机送至本田
特约服务店或参考
维修手册。

燃油滤清器堵塞，化
油器故障，点火线圈
故障，气门粘滞等。

马力不足
1. 检查空气滤清器滤
芯。
2. 检查燃油。

可能原因
滤芯堵塞。

搬运
如果发动机刚运转过，应待其冷却至少 15 分钟后再装载上运输车辆。
发动机和消音器温度过高会灼伤您，并且可能引起易燃物起火。
运输时保持发动机水平放置，以防止漏油。
如果燃油箱配有燃油开关和带有通气孔的燃油箱盖，则将其置于
CLOSED 或 OFF （关）。

3. 将发动机送至本田
特约服务店或参考
维修手册。

12

对策
发动机处于冷机状态
时，将阻风门手柄移
至 CLOSED （关）
（见第 3 页）
将发动机开关置于
ON （开）（见第 4
页）。
注入推荐机油至合适
的位置 （见第 7-8
页）。
重新加油 （ 见第 8
页）。
排尽燃油箱和化油器
里的残油 （见第 11
页）。重新加入新的燃
油 （见第 7 页）。
调整间隙或更换火花
塞 （见第 9 页）。
待火花塞干透后重新
安装 （见第 9 页）。
将节气门手柄移至
MAX （高速）、阻风
门手柄移至 OPEN
（开），起动发动机。
（见第 4-5 页）。
更换或修理故障件。

对策
清洁或更换滤芯 （见
第 9 页）。
燃油变质；储存时处 放尽燃油箱和化油器
置不当或未放尽燃油 里的燃油 （见第 11
；加了劣质油。
页）。重新加新燃油
（见第 7 页）。
燃油滤清器堵塞，化 更换或修理故障件。
油器故障，点火线圈
故障，气门粘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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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高海拔地区的化油器调整

序列号位置

在高海拔地区，标准的化油器混合比会过浓，发动机性能会下降，增
加油耗。过浓的混合比还会弄污火花塞，从而造成发动机的起动困
难。当发动机在不同的海拔高度工作时，使用时间越长，废气排放越
高。

请在下面的空白处填上发动机序列号、型号和购买日期。订购零件以
及在技术咨询或保修咨询时，需要提供这些数据。

通过对化油器的调整，高海拔地区发动机的使用性能可得到改善。如
果长期在海拔超过 1500 米的地区使用发动机，需要将发动机送到本
田特约服务店进行处理。当调整化油器后，在高海拔地区工作的发动
机能在使用寿命中满足各个排放标准。
但即便调整化油器后，发动机的功率也会有所下降。海拔每升高 300
米，功率下降约 3.5%。而化油器未做调整，功率会降得更多。

䞡㽕џ乍

থࡼᴎᑣ߫ো
থࡼᴎൟো

为适应高海拔而调整了化油器的发动机由于混合比过稀，不能用于低
海拔地区 （低于 1500m），否则会导致发动机过热而产生严重损坏。
因此要重新在低海拔地区使用前，要到本田特约服务店调回至出厂设
定值。

থࡼᴎᑣ߫ো˖
থࡼᴎൟো˖
䌁ф᮹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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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性能参数

电路图

KRE 型 （基本型）

机型不同，电路图可能不同。

长°宽°高
净重
发动机类型
排量
（缸径 ° 行程）
最大功率及相应转速 *
最大扭矩及相应转速 *
机油容量 *1
冷却方式
点火方式
PTO 轴旋转方向

266 ° 306 ° 290 mm
10.9 kg
4 冲程，顶置凸轮轴，单缸
98.5 mL
(56.0 × 40.0 mm)
2.1 kW/3,600(r/min)

᮴ᴎ⊍䄺఼

5.7 N·m/3,600(r/min)
0.28 L
强制空气冷却
晶体管磁体式点火
逆时针 （面对输出端）

按不同类型技术指标可能不同，并且可能随时会改变，不另行通
知。
*1 搭载冲击夯时，有 15° 角度。
*

݇
ᓔ

调整参数
项目
火花塞间隙
怠速
气门间隙 （冷态）
其它参数

参数
保养
0.6-0.7 mm
参见第 9 页
1850 ± 150 r/min
参见维修手册
进气：0.15 ± 0.04 mm
请咨询本田特约
排气：0.20 ± 0.04 mm
服务店
无需其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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