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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承蒙购买本公司产品，谨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该说明书记载了正确安全使用本产品的注意事项。使用前请务必阅读该说明

书并认真了解产品的使用方法。（错误的操作会导致事故发生及人员伤害）

引擎的使用说明书也请务必仔细阅读，在理解的基础上使用本产品。此外仔

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后请务必妥善保存，不明白时请再次取出该说明书仔细阅读。

此外，由于产品会有规格型号的变更，如若您所购产品与说明书内容不一致，请

事先谅解。

关于振动压路机的特别规定的主动检查（法定年次检查）以及特别教育

1．关于特定自主检查

振动压路机根据劳动安全保护法规定，具有履行以下所述的义务

（1） 在一年时间内做一次,定期的特别规定的主动检查（法定年次检查）

（2） 上面的法定年度检查是指使用机械的事务所所属的人员中具有一定的资

格且接受登录检查的人员进行的。

（3） 上述的法定年度检查完成后需在被检查的机器上贴检查完成标签。

（注）此次承蒙购买的明和振动压路机上贴有依据上述法令制作的出货标

签，此出货标签上面记入第一次接受法定年度检查的日期，所以请务必在

上面记述的检查日期之前进行法定年度检查。

2．关于特别教育

(1).运转明和手扶压路机需要学习完特别教育之后进行.因此非企业指定人

员不能操作机器.

(2).未满 18岁的人员不能对压路机进行运转操作.

特定自主检查的参考资料中记载了机器的保养检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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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第一

本说明书记载的注意事项和贴在机器上的▲标示均是可能人

身伤害事故的重要内容.请仔细阅读并按照说明书指示使用机器。

此外,如果▲标签有污损,剥落现象,请到购买本产品的商店订

购且务必贴指定位置。

■ 关于注意标示

本使用说明书中，特别重要的注意事项如下所示:

危险:表示若不遵守此注意事项,将可能导致死亡或重大人身伤害。

警告:表示若不遵守此注意事项,将存在导致死亡或重大人身伤害的

危险性。

注意:表示若不遵守此注意事项,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的。

因本使用说明书所注明的有关安全的注意事项,并不能预知机器

在所有环境下运转,点检,维修作业时遇到的危险状况,所以该使用说

明书及贴于机器上的警告注意标签,并不是保证安全作业的全部内

容。

对于本使用说明书未涉及到的机器运转,点检及维修作业情况,

请用户考虑必要的安全措施,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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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作业须知

1. 为保证安全操作请务必遵守以下事项

注意安全标志

标志▲是表示「注意安全」看到机器铭牌或该说明书上出现该标识时,

请注意安全。此外,请根据此说明书记载的内容采取预防处理,确保

“安全运转,正确管理”。

安全指示顺序

■ 请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并给予充分了解。

■ 指示标签▲要经常保持清洁。

■ 当标签有破损或损失时,请订购后重新贴于机器上.

■ 请熟记正确运转机器的方法及具体操作。

■ 机器要经常在正常状态下进行管理.请不要擅自改造机器结构,

那将有损机器的安全性并直接影响机器性能和缩短使用寿命。

■ 『安全作业须知』表示基本安全遵守事项本说明书未涉及到的方

面请用户在使用时也加以细心主意。

■ 机器借给他人使用时,应向使用者仔细说明使用方法,并且要求

使用者在运转机器前预先阅读该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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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安全服装·操作者须知

■ 使用者在操作机器时应穿着符合操作要求的工作服,并且使用适合作业的

安全防护用具。

■ 宽松肥大的衣服和领带可能会卡到操作手柄或其他突起物,直接导致人员

伤害.所以请不要穿着肥大的衣服及佩带领带作业。

■ 过度疲劳及睡眠不足等身体状况欠佳及饮酒,服药时操作机器会分散作业

人员的注意力,导致事故的发生.身体欠佳,饮酒,服药时请不要使用机器。

■ 为保持节气安全运转,请不要在工作时收听广播或带耳机听音乐。

警告

防止火灾

■ 燃料,润滑油的泄漏将可能导致火灾的发生.机器出现异常情况进行修理后

将残留在机器上的油垢擦拭干净。

■ 引擎机周围若有木片,枯树叶,等易燃物堆积将可能导致火灾的发生,所以

请注意将引擎机周围的易燃物清理干净。

▲ 危险

注意废气排放

■ 引擎机排出的废气中,含有对人体有害的一氧化碳成分。

■ 通风不良的场所请不要运转引擎。

■ 引擎机运转过程中,包括引擎机操作者在内,周围的人及家禽也应十分注意

引擎废气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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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处理汽油及机油

严禁烟火

■ 燃料相当易燃极具危险性.润滑油同样也是易燃物质极具危险性,使用时要

注意。

■ 请在引擎机停止运转后再补充燃料及润滑油。

■ 绝对不要在吸烟时及靠近火种的地方进行加油作业。

■ 加燃料时尽量在通风状况良好的室外进行。

■ 在溢出的汽油及机油于高温处易着火的情况下请在引擎冷却后再加燃料.

■ 溢出的汽油及机油请擦拭,时常保持干净。

■ 为避免引起火灾,堆积在引擎机上的污迹,油垢,灰尘要清扫干净。

■ 燃料等易燃油脂类贮藏时请远离火种。

防止烫伤

■ 引擎运转过程中及刚停机时,消音器及消音器罩,引擎本体及引擎油均处于

高温状态,手和肌肤与之接触会有皮肤烫伤的危险。

■ 请待引擎机停止运转并安全冷却(停机 30 分钟以上)再进行加油,点检及保

养工作。

作业中注意事项

■ 在启动机器前请对周围的人和障碍物进行安全确认。

■ 因引擎启动时有时会出现突然进行,振动的情况,请确认操作杆处立在‘中

立’振动杆处在‘断’的位置,然后再启动引擎。

■ 请不要在类似混凝土的较硬的路面上使用振动压路机。

■ 运转时注意立脚点,在正确的姿势下运转压路机,进行作业。

■ 根据所压实的材料,有时会出现材料向周围飞散的情况,运转前请注意周围

环境的安全进行确认。

■ 运转时机器的状况不好时,请作为异常处理,立即停止作业。

■ 运转中请不要坐在压路机的本体和操作扶杆上面。

■ 在离开机械时,需在平整的地面将引擎机熄火.移动机械时也需要将引擎熄

火。

请不要在斜坡上停车.在不得不停车的场合,请确认将进行扶杆处在‘中立’

刹车装置处在‘停车’位置上,车轮处在‘锁闭’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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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保管时的注意事项

■ 机器被吊起,搬运时请停止引擎。

■ 起重作用时,请确认机器部品是否有损和螺栓松动,脱落等安全事项，

(特别是确认吊杆,防振橡胶和安装螺丝)。

■ 机器被吊起放下时需要使用牢固的钢丝绳,避免直面撞击机器。

■ 吊起的机器下面绝对不可以和有人和动物等。

■ 引擎和机器本体在冷却后才可以搬运。

■ 请拧紧油箱盖及加油的油封口,关闭燃油旋塞,防止燃油溢出。

■ 长距离,路面状态差的情况下请将燃料全部放出。

■ 搬运机器时请将机器牢牢固定,防止机器在运输过程中移动或倒塌。

■ 请不要使用其他的机器进行不合理的牵引。(行走系统可能会出现故障)

■ 不得不牵引时将牵引开关阀打开在 2KM/H 以下低速进行牵引。

标志标签粘贴的位置

②．1002294

▲警告

1．使用注意事项

运转人员必须年满 18 岁且完成压路机的特别教育训练。

请经常保持机器的清洁。一旦操作扶杆，护罩等部品沾附有油，泥，水等会

导致打滑，请清除干净。

请不要对机器进行改造。对于因改造原因而造成的事故及故障将难以承担责

任。

作业时请必须对机器进行作业前检查。异常的场合请不要使用机器。

2．引擎启动时注意事项

引擎启动时请确认操作扶杆是否全处在中立的位置。

引擎启动后需进行足够的暖机运转。

3．运转时注意事项

开动机器前要提醒周围的人的注意。

请不要进行急速操作控制杆和粗暴拆除。

沿路边行走时有翻倒的可能性，请注意。

后进作业时，确认后方有无障碍物后再行进。

4．停车时注意事项

停车时应放在平整的地面上，停车制动装置确实起作用。

引擎在冷却至少 5分钟后

离开机器时必须把钥匙（电启动用）带走。 1002294

①．1002275

▲警告

运转，检查准备前要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请在充分理解后在进行。错误的

运转和检查准备有误会导致重大的受伤和死亡的事故。1002275

③．1002293

▲警告

噪音振动注意事项长时间连续工作会损害健康，请在工作期间注意合理休息。

1002293

④．100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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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接触到回转部分会受伤。

不要将手和脚靠近皮带轮和皮带，等回转部位。

⑤．1002289

▲危险

蓄电池中的氢气易挥发，如靠近火种，产生火花，有爆炸的可能性。1002289

3．标签的维护与保养

⑴ 标签经常保持清洁，不要损坏标签表面。如果标签上沾有污垢请用肥皂水

清洗，软的布擦拭。

⑵ 破损或丢失的标签，向制造商订购，换贴新标签。

⑶ 贴有标签的部品更换时，标签请同时一起更换。

⑷ 粘贴新标签时，粘贴面的污垢要完全清除，吹干后再贴于原位。

规格

项目 单位 MSR6HC MSR7HC

重量 本体重量 Kg 585 670

重要

尺寸

全长 mm 2340 2280

全宽 mm 686 702

全高 mm 1060 1170

轴间距离 mm 520 570

地面最底高度 mm 135 170

滚轮尺寸 前轮 mm 356×635 406×650

﹝直径×宽﹞ 后轮 mm 356×635 406×650

轮轴心至机身前端间距 mm 220 248

车轮外缘至机身侧板间距 mm 25 26

性能

运行速度
前进 km／h 0-3.5 0-3.5

后退 km／h 0-3.5 0-3.5

爬坡能力 度 25 20

压实宽度 mm 635 650

起振力 kn 13.1 20

振动数 Hz 53 55

线压
静线压 N／cm 48.4 53.7

动线压 N／cm 151.5 207.5

引擎

型号
本田 汽油机 本田 汽油机

GX390（8.7KW） GX390（8.7KW）

总排气量 L 0.389 0.389

持续标定功率 kw／min-1 7.2／3000 7.2／3000

最大扭矩 N·m／min
-1

18.1／2000 18.1／2000

容量

燃料容量 L 6.1 6.1

机油容量 L 10 10

水箱容量 L 42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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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名称

使用方法

水 箱 吊钩 作动油箱

后 轮

刹车﹝左侧﹞

前轮

振动把手

走行把手

高低速把手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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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前准备

1．引擎的检查

危险

严禁火种『引擎的仔细事宜请参照引擎说明书』

⑴ 检查燃料（汽油），引擎机油数量，不足时请及时补给。引擎机油的种

类请参照后面保养资料。

⑵ 检查空气过滤器，有脏污的场合请清扫。

2．液压机油的检查

注意

在冷却时间检查液压机油，量不足时请及时给予补充。『油温 20℃（室外

温度 20℃）的适合油界位于刻度表中间』。

补充机油时要使用同一种液压机油。（液压机油的种类请参照后面的保养材

料）

油量少的情况是因为有漏油，请确认是否漏油。但是在寒冷的冬季因液压

机油收缩，保留油箱中的机油界面有看不到的情况，是正常的，没有问题。

3.漏油的确认和螺丝疏松，部品损伤，脱落的检查。

注意

检查行走液压系统是否漏油,螺丝是否疏松,部品是否损伤,脱落,不正常场

合请给予处理。

4.倒退时安全装置的动作确认

注意

将驱动控制手柄牵引到倒退位置时,请确认用手押住安全装置将驱动控制手

柄回归中立位置。

注意

引擎启动前注意事项

启动引擎机时请确认好周围安全之后再启动引擎机。

请勿在封闭的房间内启动,运转引擎机.排出气体会污染空气,有导致人员废

气中毒的危险。

引擎机运转过程中,请勿让幼儿和家禽接近机器。

请勿酒后操作机器

为了保证机器安全运转,请操作时穿好安全服.穿过于宽松肥大的上衣和裤

子,脖子和腰间的毛巾,围裙等服装容易卷入机器回转部分,有很大的危险

性。



10

启动的窍门和停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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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1:引擎的启动

1. 确认驱动控制手柄及振动手柄是处于(中立)位置,还是处于(断)位置。

※装有安全装置，走行把手不在「中立」位置引擎无法启动。

2. 速度调节手柄大约拉开一半。

3. 启动手柄插入引擎启动轴内。

4. 左手掀着减压手柄,右手持有启动手柄,用很大的力去转动,到感觉转动

速度最大时,放开减压手柄。

装有电启动的场合

速度调节手柄大约拉开一半后,启动引擎开关,引擎如果开始启动,请马上

放手将钥匙拧到(开)的位置。不启动时,一旦切断开关,请电池马达停止后

放置 30 秒以上的间隔,再反复操纵。(天气寒冷时引擎不易启动，此时请

将阻风门打开)。

运转

2:压路机的运转

1. 刹车调制(行走)位置。

2. 调节杆调制(高速)位置。

3. 操作驱动控制手柄。(向前推是前进,向后推是后进)

4. 振动手柄处于(入)的位置时机器就可以进行振动。

注意

引擎起动后压路机不马上运转，请运转大约 5分钟进行暖气。

调节杆降到规定空转回转数（低速位置）以下请不要使用。空转回转数：1400

±150min。

警告

（1） 请避免急促的方向替换（前进，后进）的操作，危险会伴随发生。

（2） 运转中请不要乘坐在压路机本体的操作把手上。

行走把手

高低速把手
振动把手

刹 车 把 手

「走行」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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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止

3.压路机及引擎机的停止

(1) 驱动控制手柄,振动把手是处于(中立)位置,或是处于(断)位置。

(2) 速度调节手柄回到原来位置.「位于空转回转数(低速位置)」。

引擎停止的场合将速度调节手柄完全回到低速的位置。

电启动的场合

速度调节手柄大约拉开一半后,启动开关的钥匙位于 0FF 的位置,然后必

须从启动开关中拔出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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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停车场合务必使用停车制动装置,确认车轮锁的基础上将驱动控制手柄位于中

立位置后停止引擎.

停车

停车

请将停车制动手柄位于「停车」位置.

警告

不要在倾斜的地方停车.

不得不停车的场合,请确认是否驱动控制手柄处在中立位置,停车制动手柄处

在停车位置和车轮锁的状况。

再次发动前进时,如遇到停车制动装置难以打开情况,先发动引擎,使压路机

稍微向前或后动一点后停车制动装置返回到「走行」的位置。

寒冷时的保管

请根据户外的温度使用指定粘度的引擎机油。

引擎启动时要牢牢掌握速度调节手柄。

停车休息时会因温度的下降而导致结冰情况,请预先将洒水箱的排水管盖和

洒水开关打开,洒水箱及排水管的水放出。

长时间保管时，请将化油器的油放尽。避免燃料挥发变质堵塞化油器。

作业(附属)装置

1．洒水装置

打开洒水开关就能给车轮洒水

金属吊钩

注水口

洒水箱

洒水开关

泄 水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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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属吊钩

用吊车等机器往运送的卡车上装载机器时使用吊钩能简单进行。

装卸,卸货时的注意事项

警告

一般事项

※ 压路机的装卸作业时,为确保作业者的安全需有指挥人员进行指挥。

※ 压路机的装卸作业需在平坦,坚固的水平面上进行。

移动吊车的使用

※ 使用类似钢丝绳十分结实的物品,使用前请进行安全确认。

※ 使用吊车进行装卸的场合,请使用压路机本身具有的吊钩,确认压路机

平衡性同时安稳地进行装卸。

※ 搬运用卡车的停车装置确实制动,用固定块挡住车轮,使其固定。

※ 装货完毕后为使压路机在运送途中固定不动,轮子的前后用方形木块作

为档块,车体的前后用钢丝绳进行固定。

装卸板的使用

※ 搭在运输卡车上的装卸板使用指定的十分坚固的东西。

※ 搬运用卡车的停车,装卸板的的安放。

※ 装卸板要放在卡车的作业台和压路机的中心一致的方向,角度在 15 度

以内。

※ 确认装卸板,压路机的滚轮不要粘附水,油,土等.否则易发生机器落下

的危险。

※ 装卸时用前进档,卸货时不要用后退档.让引擎中速运转,此时压路机则

是低速运行的。

※ 机器在装卸板上,前进道路有必要变换十,减速变换前进的方向。

※ 装卸后,为了运送中不出现晃动,在机器的前后和车胎处塞上隔离物,车

体前后用钢丝绳固定。

运送时的注意事项

警告

※ 为防止机器移动,倾倒请务必固定好。

※ 必须将引擎停止,燃料开关关闭,油箱盖也请盖好。

※ 运送时,压路机运送车在运送中的整体高度,重量请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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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扶杆的放置

放置和运送的时候等,操作扶杆要站立

4．故障时的油压开放阀

由引擎等造成了故障,滚轮无法动时,必须把牵引开放阀打到

「开放」的位置牵引。

开放方法：用十字起往左拧﹝拧到拧不动为止﹞

警告

牵引后打开的阀必须回复原位

固 定 销

打 开 盖 子 放 入 十 字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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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保养·检查

1．引擎关系

「详细内容请参照引擎使用说明书」

⑴引擎机油的交换和机油滤芯的清扫

第一次运转 50 小时交换,第二次以后每 100 小时交换

使用的机油请参照引擎作业点检的项目。

机油的量、种类请参照﹝卷末﹞作动油一览表

⑵燃油油滤的清扫

每运转 100 小时请清扫燃油油滤

2．本机关系

⑴V型带的更换

每运转 100 小时就要检查皮带,若有损伤请更换新的部品。

皮带尺寸请参照卷末的保养资料。

⑵液压作动油的滤芯交换

每 500 小时或者一年一次﹝最初是 24 小时运转后﹞交换时滤芯本体也交换

装新的滤芯时,涂 O形圈作动油。

注意

滤芯请用纯正部品

⑶液压作动油的交换

运转 500 小时或者一年更换一次。

作动油的量请参照后面的保养资料,

交换时请全量交换。

加油口
加油口

排油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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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起振体机油的交换

运转 500小时或者一年更换一次,机油量请参照后面的保养资料。

⑸蓄电池液面的检查﹝电启动的场合﹞

检查蓄电池的液面,如果不在规定的液面请补充蒸馏水。

蓄电池有指示器的场合

检查指示器蓄电池的充电及液面

加油栓

排油栓 检油栓

不足 适量 过多

良好 液不足 要充电

青色 无色 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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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故障及对策

项 目 原 因 对 策

●马达哪个

方向都不

转动

●回路中的油不足

●液压泵控制机构有缺

陷

●离合器或皮带打滑

●确认油箱中的油面,不足时需补充

●确认从走行手柄到液压泵控制杆这

一链状机构,连接是否松动,机能有否

起作用.
●确认引擎与液压泵之间的离合器是

否打滑,联轴节是否损坏

●马达只有

一个方向

转动

●控制链状机构的缺陷

●安全泄压阀故障

●链状机构的连接是否松动,机能是否

起作用

●液压泵的控制杆是否转动顺畅

●安全泄压阀有故障时需更换

●油温上升 ●油量不足 ●补充液压油

●交换滤芯,燃油油滤的清扫。

●液压泵,马
达发出噪

音

●油路中混入了空气 ●液压油不足

●过滤器,油箱及液压泵之间的连接油

管出现漏孔,有吸入空气的可能.如果

这样,液压油箱中会产生大量气泡,此
时需检查各连接处是否松动,过松需拧

紧

●没有振动 ●控制机构缺陷

●皮带或离合器打滑

●确认控制链状结构

●确认皮带或离合器是否打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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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补充作动油时,请补充与使用中同型号的作动。

4．检查表

请参照引擎的使用说明书

▲检查 ■交换

检查部分
检查·交换时间

每天 24 小时 100 小时 500 小时

螺栓·螺母的松紧 ▲

有无漏油·液压油的量 ▲

V型皮带 ▲及■

液压油的交换 ■

液压油滤芯的交换 最初■ ■

起振体机油的交换 ■

蓄电池的充电状态·液面 ▲

5．特定自主检查的参考资料

⑴引擎关系 GX390 汽油机

MSR6HC

高速回转数﹝无负荷时·单体﹞：min-1 2500±50

空转回转数﹝负荷时﹞ ：min-1 1400±150

MSR7HC

高速回转数﹝无负荷时·单体﹞：min-1 3100－50

空转回转数﹝负荷时﹞ ：min-1 1400±150

※引擎的转速过高或过低均会使本机破损。由于转速问题造成的机器损坏，不在

保修范围内。

⑵液压机器

走行泵回路压力：MPa 10.3

电启动注意事项

﹝操作说明﹞

1．引擎始动后启动马达开始转动,由于存在着造成马达破损﹝大修﹞的

原因,请注意以下的事项。

·绝对不许使用附属以外的启动钥匙,否则会造成钥匙回位不良。

·引擎一启动,请马上把手离开钥匙。

2．电启动时要消耗大量的电力,启动后 10-20 分钟高速运转引擎为其充

电。

启动次数过多,运转时间短会造成蓄电池放电过多的情况。

3．引擎在停止状态钥匙不要旋在ON的位置﹝如果在ON的位置蜂鸣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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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起报警﹞。

4．离开机器时,必须拔下启动钥匙。

﹝长期保管﹞

1．取下蓄电池的负极端子,盖起蓄电池放在机器上保管。

注意

取下电缆时从负极开始,安装时从正极开始进行。

2．每月启动一次机器,观察其状态同时给蓄电池充电。

保养资料

使用油脂类

型式 种类 量﹝升﹞

液压作动油
MSR6HC

MSR7HC
液压作动油 NO．46 10

起振体
MSR6HC

MSR7HC
液压作动油 NO．46 约 0．75

减速机 通用 齿轮用黄油 NO．1 约 0．2

引擎机油 通用 D10W-30 约 0.95

使用皮带类

型式 种类、尺寸

振动

MSR6HC 3V-375

MSR7HC 3V-425

振动数

型式 设定值

最大振动数
MSR6HC 53Hz

MSR7HC 55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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