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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書

　　使用本產品前務必詳

閱此說明書。

115 57 59-89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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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第一

本說明書上記載的注意事項以及機器上貼著帶有  符號的警告標誌，請務必詳細閱讀並嚴格遵守以免可能發生重大

的人身事故。

關於警告標誌

警告

如不遵守注意事項可能導致重傷或死亡。

重要

如不遵守注意事項可能致使機器損壞或故障。

注意

表示其他使用上必要的補充說明。

使用前請詳閱使用說明書。
戴頭盔、護目鏡和耳塞。

請用雙手使用鏈鋸。 警告！有反彈危險。 

詳閱、了解並遵守所有的
警告標籤。

本鏈鋸限由訓練合格的伐樹
人員使用。

使用正確的腿足和手臂防護具。

切勿觸摸熱的表面。

使用說明書中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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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操作須知

警告

本鏈鋸專為樹木維護所設計，限由訓練合格的工作人員
操作。

3公尺

10公尺

10. 引擎運轉時請將身體各部位遠離鏈
鋸。

11. 確認鏈鋸並無碰觸到任何物體後才能
啟動引擎。

12. 務必在引擎停止運轉、導板和鋸鏈退
到後方後才能攜帶鏈鋸，並將消聲器
遠離身體。

13. 每次使用前務必檢查鏈鋸是否磨損、
鬆脫、或有損壞的零件。嚴禁使用損
壞的、沒調整好的、或沒有完全裝配
好的鏈鋸。放開節流控制裝置時請確
定鏈鋸會停止轉動。

14. 除了使用說明書所列項目之外的所有
鏈鋸保養，均應由合格的鏈鋸保養人
員執行。（例如，以不當的工具拆除
飛輪，或以不當的工具夾住飛輪來拆
除離合器，可能會造成飛輪結構性的
損壞並可能導致飛輪崩解。）

15. 將鏈鋸放下之前務必關機引擎。

16. 切削小片灌木或幼樹時，請務必格外
小心，因為柔軟的樹材可能會勾住鋸
鏈並鞭掃過來或將人拉倒。

17. 切削繃緊的樹枝時，請小心樹枝反彈
的打擊力道。

18. 嚴禁在強風、惡劣天氣、視線不良或
極度高溫或低溫時切削樹木。砍伐作
業時務必查明可能掉落的枯枝。

19. 請保持手柄的乾燥、清潔，不要沾到
油汙或燃油。

1. 切勿在疲勞、生病、或情緒不穩、或
者因飲酒或服藥而嗜睡的情況下操作
鏈鋸。

2. 請穿戴安全鞋、合身的衣物以及護目
鏡、耳塞和頭盔。

 請使用防振手套。

3. 請保持鋸鏈和鋸齒鋒利，以及 AV 系
統的妥善維護。鈍鏈不僅會增加鋸削
時間，還會因用力壓切造成雙手的劇
烈振動。鏈鋸如有元件鬆脫或損壞或
磨損的 AV 緩衝器亦會導致振動加
劇。

4. 處置燃油時務必小心謹慎。請將所
有溢出的燃油拭除，並遠離加油點 3 
公尺外後才發動引擎。

5. 燃油混合、注油、或儲存區內切勿留
有所有火花或火焰的火源（例如，吸
菸、明火、或進行任何會產生火花的
工作）。

6. 處置燃油或操作鏈鋸時嚴禁煙火。
 

7. 啟動引擎或切削時嚴禁他人接近鏈
鋸。工作範圍內嚴禁旁觀者和動物進
入。兒童、寵物和旁觀者在啟動引擎
或操作鏈鋸時應保持至少 10 公尺以
上的距離。

8. 除非確定了工作區域已清場、落足點
安全、以及預定好落樹時的撤退路徑，
否則切勿開始鋸削。

9. 引擎運轉時雙手務必牢牢握住鏈鋸，
將其以大拇指和手指環繞手把的方式
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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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20. 請在通風良好處操作鏈鋸。嚴禁在密
閉的室內和有爆炸潛在的環境中啟動
或運轉引擎。排放的煙霧含有致命危
險的一氧化碳。

21. 除非受有專門訓練否則請勿操作鏈
鋸。 

22. 機體反彈檔板當鋸鏈導板前端接觸到
物體時，導板會有向上反彈的動作。
反彈會導致危險性的鏈鋸失控。

23. 在搬運鏈鋸時，請確定以將導板鞘正
確地安置就位。

24. 引擎運轉中或才剛剛關機引擎時，嚴
禁赤手觸摸防護蓋、導板、鋸鏈或螺
帽。否則會因接觸高溫而可能導致嚴
重灼傷。

(1) 導板
(2) 鋸鏈
(3) 螺帽

機體反彈的注意事項（供鏈鋸用戶用）

           警告

• 當導板前端接觸到物體，或當木材夾
住切削中的鋸鏈時，可能會發生反彈
作用。前端接觸在某些狀況可能造成
急速反彈，將導板往上彈向操作人員。
而導板頂部被鋸鏈夾住，可能會將導
板急遽地彈向操作人員。這兩種情況
都可能造成鏈鋸失控，並可能導致人
員的嚴重受傷。

• 切勿光依靠鏈鋸內建的安全裝置。鏈
鋸使用者應採取多項措施來防止切削
作業的意外事故或受傷。

(1) 對反彈作用有了基本理解就不至於驚
惶失措。驚惶失措會導致意外事故。

(2) 引擎運轉時，請雙手牢牢抓緊鏈鋸，
右手抓住後手把，左手抓住前手把。
以大拇指和手指環繞手把的方式緊
握。這樣有助於減輕機體的反彈並保
持對鏈鋸的控制。

(3) 請確定切削的區域內並無任何障礙
物。切勿讓導板前端觸碰到圓木、樹
枝，或任何可能會打到的障礙物。

(4) 請用高速引擎切削。

(5) 切勿高舉過肩或切削超過肩膀的高
度。

(6) 遵照製造商對鏈鋸磨利和維護的說
明。

(7) 請只使用製造商或相等機構所規定的
更換導板和鏈條。

振動的反效果
 如果持續使用高振動性的工具，可能會使這些症狀

惡化，例如：

• 雙手可能形成永久性的麻痺，對任何物品均不再有
感覺；

• 將難以撿拾小東西，例如螺絲或釘子；
• 更容易發生振動白指的現象，也會對更多的手指造

成影響。

對振動的身體保護
 請遵守下列事宜，以保護身體健康。

1. 每項工作都務必使用正確的工具（更快速的完成工
作並減少手－手臂的振動暴露）。

2. 工具使用前請進行檢查以確定工具有正確維護和維
修，以免工具因故障或一般的磨損而造成振動加劇。

3. 請確定保持切削工具的鋒利，使之維持在高效狀態。
4. 在一項工具的使用中穿插著做些其他工作，以減少

一次性使用該工具的時間。
5. 避免超出所需的力道來抓握或施力於工具或工件。
6. 將工具存放在適當的溫度中以免下次使用時會有冰

冷的手把。
7. 以下列方式促進良好的血液循環：
• 請將身體保持溫暖乾燥（視需要穿戴手套、帽子、

防水，如備有時請使用暖暖包）；
• 戒菸或減少吸菸量，因為吸菸會降低血液流通；以

及按摩和活動手指

廢棄
• 廢棄本機時，請勿拆解本機。
• 請確實遵照當地法規來廢棄本機、燃油和鏈條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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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全索和安全帶來做伐樹鏈鋸工作
本章記載了
高空作業時養成以安全索和安全帶減低伐樹鏈鋸受傷風
險的工作習慣。雖然是取材自指南和培訓文獻的基本理
論，但不應將之視為是正式培訓的替代品。

高空作業的一般要求
伐樹鏈鋸的操作者在安全索和安全帶的高空作業時，切
勿單獨作業。應該配有受過正確地緊急作業程序的合格
地面人員的協助。
此項工作之伐樹鏈鋸操作者應受有一般安全攀爬及工作
定位技術的培訓，並應正確地配有安全帶、安全索、吊索、
扣環，以及其他能為他們和鏈鋸保持穩定與安全工作定
位的裝備。

在樹上使用鏈鋸前的準備工作
鏈鋸應由地面人員檢查、加滿油、啟動並暖機後，才送
給樹上的操作者。鏈鋸應以合適的吊索掛在操作者的安
全帶上：

a) 用吊索扣住鏈鋸後面的吊掛點 (A)；

b) 提供合適的扣環將鏈鋸間接地（例如經由吊索）或
直接地（例如從鏈鋸的吊掛點）掛到操作者的安全
帶上；

c) 確保鏈鋸穩固扣好後再往上送給操作者；

d) 確保鏈鋸已牢固在安全帶後才能將它提起向上並解
開。

鏈鋸只能掛扣在安全帶上所建議的掛扣點。掛扣點可能
會在前面或後面的中間點或者在兩旁。如有可能，請將
鏈鋸掛扣在後面的中間點，以便保持攀爬繩的淨空並將
其重量支撐在操作者背脊中心的下方。

要將鏈鋸從任何一個掛扣點換置到另一個掛扣點時，操
作者應確保鏈鋸已牢固在新掛扣點後才能將之從先前的
掛扣點解下。

在樹上使用鏈鋸時
這些鏈鋸在伐樹意外事故的分析顯示出主要原因來自於
不當地以單手使用鏈鋸。在絕大多數的意外事故中，發
現操作者均未能在安全的工作位置上以雙手抓握住鏈鋸
的兩支手把。而導致受傷風險增加的原因為：

• 在機體反彈時無法緊抓住鏈鋸；
• 失控的鏈鋸很容易就會接觸到攀爬繩和操作者的身體
（尤其是左手和左臂的部位）

• 不安全的工作位置所致的失控，會導致與鏈鋸的接觸
（操作鏈鋸時的意外移動）

穩固的工作位置以便使用雙手
操作者如要雙手能握持鏈鋸，依一般規則應找出穩固的
工作位置以便能夠如下地操作鏈鋸：

• 以髖關節的高度來切削水平枝節；
• 以太陽穴的高度來切削直立枝節。

當操作者需靠近直立樹幹工作而其工作位置不太能有橫
向力時，就需要一個良好的落腳位置才能保持穩固的工
作位置。但是，當操作者離開樹幹後，就需要採取措施
來消除或抵消所增加的橫向力，例如，經由輔助錨點重
新導向主繩或是直接使用安全帶的可調式吊掛點做為輔
助錨點。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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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位置可借助環形索具建造出臨時腳蹬來獲得良好
落腳處。

在樹上啟動鏈鋸
在樹上啟動鏈鋸時，操作者應注意：

a) 啟動之前使用鏈條剎車：
b) 啟動時將鏈鋸握持在身體的左側或右側：

1) 在身體左側時先以左手握住前手把或用右手握住後
手把，然後再用另一隻手握住啟動繩時將鏈鋸推離
身體；

2) 在身體右側時先以右手握住兩支手把中的一支，然
後再用左手握住啟動繩時將鏈鋸推離身體。

鏈條剎車在將運轉的鏈鋸降低至其吊掛點時都會一直咬
合住。
操作者在進行重要的切削之前，務必要檢查鏈鋸的燃油
是否足夠。

單手使用鏈鋸
操作者不應在不穩固的工作位置單手使用伐樹鏈鋸或在
切削樹枝頂端的小木頭時不使用手鋸。
伐樹鏈鋸只有在下列情況時才能以單手操作：

• 操作者無法獲得一處能以雙手操作的工作位置時；以
及

• 操作者需以另外一隻手來支撐他們的工作位置時；以
及

• 鏈鋸使用時已完全地以直角的角度向外伸出，超出了
操作者身體繩之外。

操作者應絕對避免：

• 用鏈鋸導板前端的反彈區來切削
• 「握住來切削」的枝節
• 試圖抓住掉落的枝節

解開卡住的鏈鋸
對切削時卡住的鏈鋸，操作者應：

• 關閉鏈鋸並將之穩固地安置在切削的樹木內向（例如
朝向樹幹）或是綁到另外的工具繩上；

• 將鏈鋸從切削縫中拉出，同時視需要將樹枝抬起以協
助拉出；

• 如有需要，使用手鋸或第二鏈鋸在離開卡住的鏈鋸至
少 30 公分遠的地方切口以釋放卡住的鏈鋸。

不論是用手鋸或鏈鋸來解開卡住的鏈鋸時，釋放切口均
應在外向（朝向樹枝末端），以防止鏈鋸被枝節帶走而
讓情況變得更複雜。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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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器上的符號

表示使用的燃油為「混合汽油」
符號表示部位：回彈殼（油蓋前面）

表示使用鏈條油
符號表示部位：回彈殼（油蓋下面）

把開關朝“O”方向推進，引擎會立即停止。
符號表示部位：後手把右側

啟動引擎。將閘門調節器順著箭頭方向旋轉，可將啟動模式設定如下：
符號表示部位：空氣清淨器蓋右上部

“H”戳記下的螺絲為高速調節螺絲。
“L”戳記下的螺絲為低高速調節螺絲。
“T”戳記左側的螺絲為怠速調節螺絲。
符號表示部位：後手把左側

顯示出鏈條剎車解除（白色箭頭）和啟用（黑色箭頭）的方位。
符號表示部位：鏈條蓋前面

用螺絲起子依照“ ”部位的箭頭旋轉螺桿，會增加鏈條油的流量，而
“ ”部位的箭頭則是減少流量。（調節寬度：90°）
符號表示部位：動力部件底部 

為求操作和維護的安全，已將符號浮刻在機器上面。
請依照這些指令進行並小心不要出錯。

警告

GZ3500T_OM_2ヵ国_CN_CS5_三 .indd   8 15/08/18   10:47



GZ3500T

CN-9

5. 一邊握住導板頂端一邊旋轉張力器螺絲調整鏈條張
力，使聯結帶鐵片正好位於導板軌的底部。

6. 將導板頂端提高並將螺母緊固的旋緊 (11.8-14.7 
N.m./120-150 kg-cm)。然後用手移動鏈條確定鏈條
傳動的滑順以及張力的正確。如有需要，請卸下鏈
罩重新調整。

7. 擰鎖張力器螺絲。

警告

新鏈條在使用初期會有所伸展。鬆動的鏈條容易脫軌並
造成導板的快速磨損，故請經常查檢查並予以調整。

打開盒子，並請安照下列步驟安裝動力部件上的導板和
鋸鏈：

警告

鋸鏈緣非常鋒利，操作時請戴上厚防護手套以策安全。

1. 將導板拉向前手把以確定鏈條剎車並未咬合。
2. 擰鬆螺母，卸下鏈罩。
3. 裝上導板然後將鋸鏈套在導板和鏈輪上。

注意

請注意鋸鏈朝向的正確性。

4. 將鏈條張器器螺母裝入導板的下孔，然後裝上鏈罩，
並將安裝螺帽以手鎖緊。

張力器螺絲

鬆

緊

鏈條張力器螺母

鏈罩

緊

3. 安裝導板和鏈鋸

移動方向

導板保護裝置

導板

鋸鏈

標準鏈鋸機組包含下圖所示的各項。

火星塞專用扳手
（六角套筒扳手 (S13/S16) + 
一字螺絲刀）

化油器調節用螺絲刀
（一字螺絲刀）

動力部件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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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組加油
1. 擰開油蓋並將之取下。並將油蓋放置在無塵的地方。
2. 將燃油加入油箱至八分滿。
3. 請將油蓋緊固的鎖回並將溢出到機組上的燃油全部

拭除乾淨。

警告

1. 請選在空曠的地方加油。
2. 並遠離加油點 3 公尺外後才發動引擎。
3. 加油前請先將機組停機。此時，請確定容器內的混

合汽油已徹底攪拌均勻。

■ 要保持引擎壽命，請勿使用：
1. 未添加機油的燃油（一般汽油） - 很快就會造成引擎

內部零件的嚴重損壞。
2. 酒精汽油 - 會造成橡膠及／或塑膠零件的變質，並

破壞引擎潤滑。
3. 4 行程引擎用機油 - 會造成火星塞積垢、排氣孔賭

塞、或活塞環黏滯。
4. 放置超過一個月沒使用的混合燃油可能會堵塞化油

器而導致引擎操作不良。
5. 本產品如要長期儲存時，請將油箱濾乾後予以清潔。

然後，啟動引擎將化油器內的複合燃油耗盡。
6. 如要廢棄使用過之油品混合的容器，限廢棄至授權

的回收站。

注意

有關品保的細項，請詳閱「有限保固」一節中的說明。此外，
本產品中無功能性影響的正常磨損和改變，不屬保固的範圍。
並且，請注意，如不遵守本說明書中所述的使用方法，例如，
混合汽油等等，則不予保固。

■ 鏈條油
使用 SAE #10W-30 機油（全年）或 SAE #30 ˜ #40 
機油（夏天）和 SAE #20 機油（冬天）。

注意

請勿使用會損壞油泵的報廢或再生機油。

4. 燃油和鏈條油
■ 燃油

警告

• 汽油為易燃品。燃油附近嚴禁吸菸、火焰和火花。加
油之前請確認引擎已停機並冷卻。加油請在戶外空曠
處，並遠離加油點 3 公尺外後才發動引擎。

• Zenoah 引擎使用氣冷式 2 行程汽油引擎專用配方的
機油潤滑。如無 Zenoah 機油，請使用明確標示為氣
冷式 2 行程引擎用之添加抗氧化劑的高品質機油 
(JASO FC GRADE OIL 或 ISO EGC GRADE)。

• 禁止使用 BIA 或 TCW（2 行程水冷式）混合機油。

■ 建議的混合比例
 汽油 50：機油 1
 < 使用 ZENOAH 純正機油時 >

• 廢氣排放是由基本的引擎參數和元件來控制（例如，
化油、點火正時和進排氣口正時），而無需添加任何
的主要硬體或在燃燒時引用惰性材料。

• 此引擎為無鉛汽油認證的引擎。
• 請確定使用辛烷值 89RON 以上的汽油（美加地區：

87AL）。
• 使用了低於規定辛烷值的汽油，可能會導致引擎溫度

上升並造成像是活塞滯執等引擎問題的危險。
• 為了健康和環保建議使用無鉛汽油以減少空氣汙染。
• 品質不良的汽油或機油可能會損壞引擎的軸封、油管

或油箱。

■ 燃油混合 

警告

•  請小心攪拌。

1. 測量出汽油和機油的量。
2.  請倒一些汽油出到一個乾淨、合格的燃油容器內。
3. 將全部的機油倒入並攪拌均勻。
4. 在將剩餘的汽油倒入然後再次攪拌一分鐘以上。因

為機油成分的不同，某些機油可能會不易攪拌，而
要讓引擎壽命持久就必需徹底攪拌均勻。要小心的
是，當攪拌不均勻時，會因為不正常的貧油混合而
會容易出現提早活塞滯執的危險。

5.  請在容器外側貼上清楚的指示以免跟汽油容器或其
他容器搞混。

6. 請在容器外側標示出內容物以便容易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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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螺絲刀插入離合器側的底部孔洞，就能調整鏈條油的
流量。請依照工作的狀況調整。

當燃油用盡時機油箱內也應變成近乎空箱。鏈鋸每次加
燃油時也確定要將機油箱加滿。

注意

排放的調節寬度為 90°。請小心不可轉動超過，否則可
能會損壞油泵的調節器。

■ 化油器的調節

機組出廠時已對化油器做過調節，但因操作條件的改變
可能需要進行微調。
調節化油器之前，請確定隨附的空氣／燃油濾清器是乾
淨又新的，而燃油也以正確的比例混合。

請依照下列步驟調節：

注意

請務必裝上導板鏈條後才來調節化油氣。

■ 檢查供油

警告

請確認已裝設好導板和鏈條後才能檢查供油。
否則，旋轉的零件會露出在外，極為危險。

引擎啟動後，請以中速運轉鏈條，並確認鏈條油有如圖
所示的憤散。

開動裝有破損零件或有零件脫落的鏈鋸會極為危險。
請確定包含導板和鏈條在內的全部零件都已正確安裝後才啟
動引擎。

■ 啟動引擎
正常啟動
1. 請分別加滿燃油箱和鏈條油箱，並將油蓋一一緊固

鎖緊。

2. 連續推壓注油球直到燃油進到注油球內。

3. 將開關撥至“I”的位置。
           

       
4.   將閘門調節器轉至關閉的位置。

注意

引擎停機後又立即重新啟動時，閘門調節器要在開
啟位置。

5. 將鏈鋸機穩固地握住在地面，一邊用力的拉動啟動
繩。

警告

禁止單手提著鏈鋸就啟動引擎。鋸鏈可能會觸及您
的身體，極為危險。

鏈條油調節軸

富油 貧油

怠速調節螺絲

H 探針

L 探針

鏈條油

節流聯動
裝置

節流桿

開關

燃油
鏈條油

閘門關閉 節流桿開啟 閘門開啟

5. 操作引擎
6. 引擎點火後，請將閘門調節器轉至關閉的位置，然

後再次拉動啟動繩來啟動引擎。
7. 漸漸地推下節流桿來暖機引擎。

警告

C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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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剎車操作時，放開節流閥將引擎速度緩慢下來。剎
車咬合的連續操作會讓離合器發熱而可能造成故障。

• 每次工作前的機器檢查，請依照下列步驟來檢查操
作的狀況。

1. 啟動引擎並以雙手牢固地抓住手把。
2. 拉動節流桿以保持鏈條的操作，並以左手手背將剎

車桿（左手防護）向前推到底。
3. 在剎車動作而鏈條停止時，放開節流桿。
4. 解除剎車

■ 關閉引擎 
1. 放開節流閥讓引擎怠速幾分鐘。
2. 將開關撥至 “O”（停止）的位置。

啟動剎車 解除

開關

6. 鋸削

1. 關閉引擎並轉動 L 針直至轉不動為止。切勿強制轉
過頭。然後如下所示的將其設定回初始的圈數。H 
嚴限於如下所示的圈數。

   H 探針 : 1  3/8
   L 探針 : 1  1/4

2. 啟動引擎並用低速暖機幾分鐘。 
3. 順時針緩慢地轉重 L 探針找出怠速最高值的位置，

然後再將探針逆時針轉回 (1/4) 圈。
4. 逆時針轉動怠速調節螺絲 (T) 讓鋸鏈無法轉動。如

果怠速轉動太慢，請順時針轉動螺絲。
5. 做個切削測試，將 H 探針調至最佳切削功率，而非

最高速。

■ 鏈條剎車
本機組配備了鏈條剎車，當鏈鋸受到反彈作用而反衝時
會將鏈條立即停止。通常，剎車會受到慣性力而自動啟
動。也可將剎車桿（左手防護）向前方一直推到底來手
動啟動。剎車操作時，會從剎車桿的底座彈出一個黃色
錐體。

解除剎車
將剎車桿朝著左手邊的手把向上拉起，直到「喀搭」一
聲進入定位。

• 開始工作前，請詳閱「安全操
作須知」。建議先以容易鋸削
的圓木來練習，有助於對機組
操作的熟悉。 

• 鏈鋸只能用來切削木材。禁止
用來切削其他種類的材料。不
同材料的振動和反彈力亦有所
不同。請勿將鏈鋸做為提舉、
搬動或劈開物體的槓桿。請勿
將其鎖至固定式的腳架。禁止
擅自栓掛工具等物或違反製造
商功率輸出的規定。

• 無需用力壓入切口，當引擎全速運轉時只需輕輕施
力即可。

• 鋸鏈被切口夾住時，請勿用力拉出，可用楔木或槓
桿開出退路。

• 操作時導板和鋸鏈卡到木材時，請將引擎停機。
請勿大力的撬開手把，應該使用楔木取出鏈條。

■ 機體反彈檔板

警告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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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鏈鋸配有鏈條剎車，如操作正確
會在機體出現反彈時停止鏈條。
每次使用前，均須讓鏈鋸全速運轉 I 
- 2 秒鐘，然後將前手擋板向前推，
來確定鏈條剎車的操作情況。全速
運轉引擎的鏈條應立即停止。鏈條
如果停止得慢或者不會停止，則需
更換剎車帶和離合器鼓後才能使用。

• 每次使用前務必確認鏈條剎車能正
確操作以及鏈條必需鋒利，以便保
持鏈鋸反彈的安全水準。拆掉安全
裝置、維護不良、或不正確地更換
導板或鏈條，會增加反彈所致之身
體嚴重受傷的風險。

■ 推倒樹幹

1. 需考慮到風向、樹幹的傾斜、粗大樹枝的方位、推
倒後作業的方便性以及其他因素後，才能決定推倒
樹幹的方向。

2. 清理樹幹周圍時，請安排好良好的立足點和撤退路
線。

3. 在推倒的這一側往樹幹內鋸削出一道深度達三分之
一的槽口

4. 在該槽口對面略低於槽口底部處鋸削出一道推倒切
口。

警告

推倒樹幹時務必警告附近的工人注意可能發生的危
險。

鋸木與支解

警告

• 務必確定立足點的安全性，請勿站立圓木上。
• 請時時刻刻警覺切削圓木時的滾動，尤其是在坡地工

作時，必須站在圓木的上坡處。
• 請遵守「安全操作須知」的指令，以免鏈鋸反彈。

開始工作前，請確認要切割圓木內部彎曲力的方向。請
務必從彎曲方向的對面側來完成切削，以切削時防導板
被夾住。

倒在地上的圓木

先鋸下一半，然後將圓木翻過來在從對面切削。

離地架空的圓木

在 A 區域內，從底部往上鋸出三分之一，然後再從上
面往下完成鋸削。在 B 區域內，從頂部往下鋸出三分之
一，然後再從底部往上完成鋸削。

切削推倒樹幹的大樹枝

首先確定樹枝的彎曲方向。然後從彎曲側開始切削，然
後再從對側完成鋸削。

警告

請時時刻刻警覺切削樹枝時的反彈。

直立樹幹的修剪

從底部往上切削，然後再從頂部往下結束切削。

警告

• 請勿使用不穩定的立足點或梯子。
• 請勿切削過遠的目標。
• 請勿切削超過肩膀高度的目標。
• 務必以雙手牢握鏈鋸。

槽口 推倒切口

推倒方向

C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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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回濾清器時，使用夾子切勿折到吸管。

3. 機油濾清器
1. 請用鐵絲勾將機油濾清器從加入口取出。

2. 以汽油清洗濾清器。

警告

放回濾清器時，使用夾子切勿折到吸管。

4. 火星塞

請用金屬刷子刷淨電極，並將縫隙間距重新調整至所需的 0.6 
mm。
 

5. 鏈輪

檢查是否有妨礙鏈條驅動的裂痕和過度磨損。如果磨損明顯，
請更一組新的。切勿用新鏈條配磨損的鏈輪，或用磨損的鏈條
配新鏈輪。

6. 冷卻空氣通道

警告

• 引擎的金屬零件會灼傷皮膚。在操作中或引擎剛剛停機後，
切勿觸摸到汽缸、消音器或點火的火星塞。

• 啟動引擎之前，請檢查消音器的四周並清除鋸屑。否則，可
能會造成過熱並引發火災。請保持消音器四周的清潔以防故
障。

引擎為氣冷式，冷卻空氣入口和汽缸散熱片間的粉塵阻塞會造
成引擎的過熱。請送至維修專門店定期檢查並清潔汽缸散熱片。

清潔、檢查或維護機組之前，請確認引擎已停機並也已冷卻，
拔下火星塞以防引擎的意外啟動。

■ 每次使用後的維護
1. 空氣濾清器
擰鬆旋鈕，卸下空氣濾清器蓋。取出濾芯並拍掉黏附在上的鋸
屑，非常骯髒時，請用汽油搖洗。待其完全乾後再重新裝回。

2. 加油口 
卸下導板，確認加油口並無阻塞。

3. 導板
卸下導板，清除導板槽和加油口內的鋸屑。

< 型式：鏈輪前緣 > 
從導板頂部的加注口加入滑脂，潤滑鏈輪刀刃。

4. 其他 
檢查燃油有無泄漏、扣栓是否變鬆、主要零件有無損壞，尤其
是手把接頭部分和導板的安裝。如有任何瑕疵，請務必將之修
繕後才能再次使用。 

■ 定期保養要點 
1. 汽缸散熱片
請送至維修專門店定期檢查並清潔汽缸散熱片。

2. 燃油濾清器
(a) 請用鐵絲勾將濾清器從濾清器口取出。 

(b) 以汽油清洗濾清器。
 如已完全阻塞，請更換一個新的。

旋鈕

空氣濾清器蓋

濾芯

NGK
CMR7H

燃油濾清器

加油口

機油濾清器

加油口

滑脂加入口

鏈輪

7. 維護
警告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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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鋸鏈 

警告

保持刀鋸的鋒利對順利又安全的作業極為重要。

出現下列狀況時需將鋸刀磨利： 
• 出現粉狀的鋸屑。
• 鋸削時需施加更大的力氣。
• 切割方向不直。
• 振動加劇。
• 油耗增加。

鋸刀安裝標準：

警告

請務必戴上安全手套。

挫磨之前：
• 請確定已將鋸鏈穩穩的抓好。
• 請確認引擎已停機。
• 請使用該鏈條適用的圓挫規格。
鏈條型式： 91PX 
銼刀規格： 5/32 吋 (4.0 mm) 

將圓挫置於鋸刀上筆直地往前推。請如圖所示地保持著
銼刀的位置。

每支鋸刀都挫磨過後，請用深度計檢查並依圖所示地挫
磨至正確的深度。

7. 消音器

警告

定期檢查消音器有無扣栓螺絲的鬆脫、損壞和生鏽。如有廢
氣洩漏請送至維修專門店檢查或維修。同時，也請檢察火星
塞的放電器。 

8. 鋸鏈與導板的維護

9. 排汽孔
每使用 100 小時，請送至維修轉門店清除積碳。同時也將消
音器通風口和汽缸排氣口上的積碳清除乾淨。

正確深度檢查器

深度計標準

0.025ʺ (0.64 mm)

肩部要成圓形

引擎剛停機後，切勿赤手觸摸消音器，會造成雙手的灼傷。

消音器之間的積碳，會造成輸出不良及啟動困難。每使用 100 
小時，請送至維修轉門店檢查並清潔。

<91PX>

警告

C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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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請務必將前緣磨圓，減少反彈或栓帶斷裂的可能性。

如圖所示，請務必使所有鋸刀的深度和緣角都相同。

■ 導板
• 不定期的將導板反轉以防局部磨損。 

• 導板軌務必保持方形，並請檢查導板軌的磨損狀況。
將尺平放於導板和鋸刀的外側，當兩者間出現間隙，
則表示導板軌正常；否則導板軌有磨損。請修整好
磨損的導板，或將其更換。

警告：
本鏈鋸配備了下列之一的
低反彈板／鏈條組件：

Zenoah 料號
導板規格 導板 鋸鏈

 14 848-CB2-4G30 579579301

尺

間隙

無間隙

鏈傾角

9. 故障查詢指南
事例 1：啟動故障

警告

請確認結冰防止系統並未運轉。 

事例 2：功率不足／加速不靈／嚴重空轉

事例 3：機油不噴出

機組如需進一步保養，請與您所在地區的授權維修站洽
商。

10. 廢棄
• 廢棄本機時，請勿拆解本機。
• 請確實遵照當地法規來廢棄本機、燃油和鏈條油。

檢查燃油是否有水
或不合規格的混合
物。

更換成正確的燃油。

檢查引擎是否受潮。

檢查火星點火。 更換新火星塞。

a

d

d
a

a

卸下並擦乾火星塞。
然後以無閘門關閉
的方式再次拉動啟
動繩。

檢查燃油是否有水
或不合規格的混合
物。

檢查空氣濾清器和
燃油濾清器是否阻
塞。

檢查化油器是否調
節不當。

更換成正確的燃油。

清潔。

重新調節轉速探針。

d

d

a

a

a

檢查積油是否規格
不符。

檢查機油通道及孔
口是否阻塞。

進行替換。

進行清潔。

d

a

a

鋸刀長度

挫磨角度

側板角度

頂板切削角度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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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規格
切割頭：
< 鏈輪板 >
鏈輪：  .................................................................................................  6T
最大功率時的鏈條速度  ............................................ 19.1 (m/s)
導板
     型號：  ...........................................................................  鏈輪前緣
     尺寸（吋 (cm)）：  ........................................................  14(35)
鋸鏈
     型號：  .................................................................. Oregon 91PX
     齒節（吋 (cm)）：  ................................................  3/8 (9.53)
     口徑（吋 (cm)）：  ............................................... 0.05 (1.27)

規格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動力部件：
排氣量 (cm3)：  ...........................................................................  35.2
燃油：  ........................ 混合汽油（汽油 50：二行程機油 1）

（使用 ZENOAH 純正機油時）
燃油箱容量 (cm3)：  ..................................................................  245
鏈條油：  ............................................  馬達機油 SAE# 10W-30
機油箱容量 (cm3)：  ....................................................................170
化油器：  ...................................................................................  隔板式
點火系統：...............................................................................  數位式
火星塞：  .......................................................................NGK CMR7H
加機油系統：.....................................................................  機械式泵
最高速度 . ................................................................... 12,500 (min-1)
怠速  ................................................................................ 2,900 (min-1)

尺寸（長 x 寬 x 高）(mm)：  .................  290 x 235 x 230
淨重
動力部件本體（公斤）：  ...........................................................  3.4
功率： . .................................................... 1.45/10,000 (kw/min-1)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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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有限保固
適用的保固期限內在正常操作條件下發生的任何故障，
將由 ZENOAH 授權的經銷商對故障的零件免費進行更
換或維修。

保固期：從開始購買之日起 1 年（職業使用為 6 個月，
而出租用途則為 30 天）。

購買人應承擔將本機組送到 ZENOAH 經銷商以及送回
的運費。

購買人無需支付在 ZENOAH 經銷商處所檢查出之保固
零件故障的檢查工資。

購買人或機主應負責執行機主／操作說明書中所規定的
維護工作。

維護要求並未要定期更換的保固零件，或只要定期檢查
維修效果的零件，或是「依需要更換」的零件，在保固
期限內均予以保固。維護要求規定之定期更換的所有保
固零件，其保固期均截止至該零件首次更換的時間點。

在非保固性維護或維修中可以使用性能和耐用度相同的
任何更換零件，並不會減少本公司在保固上的義務。

本公司對仍在保固期限內之保固零件造成其他引擎元件
的損壞負責。

本保固不適用於不遵照機主／操作說明書中正確使用和
維護所規定的指令，以致對本機組意外地處理不當、改
動、濫用、潤滑不當、使用了本公司規定之外的任何零
件或附件、或其他超出本公司所能控制的原因，所釀成
的機組損壞。

本保固不涵蓋正常磨損以及外觀改變並不影響功能的零
件。

除此之外亦無其他明示性的保固。

暗示性的保固包括了從原始交付日起對特定用途的適銷
性和適用性的限制在家庭用為兩 (2) 年 [ 任何的其他用
途為一 (1) 年 ]。

對任何及所有保固品的間接或連帶賠償均不承擔任何的
賠償責任。

如需其他資訊，請聯絡您最近的服務中心，或造訪 
ZENOAH 官網 http://www.zenoa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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