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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随每种新型号提供。
提供必要的操作和维护说明。

在操作或维修机器前，
请详读本手册并熟悉机器。

本机器将提供出众的服务。但是，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
能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好的结果：

S 机器操作时得到合理的照顾。

S 定期维护机器 - 按照提供的机器维护说明。

S 使用制造商提供的或同等部件维护机器。

要查看、打印或下载手册，请在线访问
www.tennantco.com/manuals

打开机器包装：
仔细检查硬纸箱是否存在损坏迹象。立刻向运营商报告
损坏。

保护环境

请按照当地废物处理法规以环境安全的
方式处理包装材料和旧的机器组件。

始终记住再循环。

Tennant Company
PO Box 1452
Minneapolis, MN 55440 USA
Phone: (800) 553- 8033
www.tennantco.com

坦能清洁系统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市青浦区工业园区天盈路66 号3 号楼， 201700
电话：（86-21） 6922-5333
传真：（86-21） 6922-5151
www.tennantco.com.cn

规格和零件可能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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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数据

请在安装时填写供未来参考。

型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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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选项 -

销售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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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预防措施

本机器用于商业用途。它专门设计用于在室内环境中擦
洗硬地板，不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所有操作员必须阅读、理解并遵循以下安全预防措施。

以下警告提示符号和“为安全”标题在本手册中贯穿使
用，按照它们的描述指出：

警告：警告可能导致严重人身伤害或死亡的危险或
不安全做法。

为安全：标识为安全操作机器必须遵循的操作。

以下安全预防措施标志可能对操作员或设备危险的情况
。

警告：火灾或爆炸危险

- 不要使用或拾取可燃物

- 仅使用用于机器应用的商业可用地板清洁剂。

- 不要在靠近可燃液体、
蒸气或易燃尘埃的地方使用。

本机器不配备防爆炸马达。马达在启动和工作期间会产
生火花，如果机器在存在可燃蒸气/液体或易燃尘埃的
地区使用，可能导致快速火灾或爆炸。

警告：电危险

- 不要操作损坏的电源线。

- 不要修改电源线插头。

- 在维修机器前拔出电源线插头。

如果电源线损坏或断开，则必须由制造商或维修人员或
者类似合格的人员更换，以避免危险。

警告：旋转刷。保持手离开。在维修机器前拔出电
源线插头。

警告：触电危险。不要在户外使用。不要暴露在雨
中。室内存放。

为安全：

1. 除非满足以下条件，否则不要操作机器：

- 经过培训和授权。

- 阅读并理解操作员手册。

- 不在存在可燃蒸气/液体或易燃尘埃的地区。

- 电源线正确接地。仅使用专为本机器设计的制
造商提供的电源线。不要使用额外的扩展线。

- 室外。

- 如果不处于正确的操作条件。

- 站立水中。

2. 操作机器前：

- 确保所有安全设备就位并且正确工作。

- 穿着防滑鞋。

- 根据需要放置湿地板标志。

3. 操作机器时：

- 不要压在电源线上运转机器。

- 不要通过插头或电源线拉动机器。

- 不要在锐利的边缘或角落拉动电源线。

- 不要通过拉动电源线拔下插头。

- 不要拉伸电源线。

- 不要用湿手手持插头。

- 保持电源线远离加热表面。

- 立刻报告机器损坏或故障操作。

- 不允许孩童在机器上或附近玩耍。

- 如果从机器中泄漏出泡沫或液体，请立刻关闭
机器。

4. 离开或维修机器前：

- 关闭机器。

- 从墙壁插座上拔下电源线插头。

5. 维修机器时：

- 从墙壁插座上拔下电源线插头。

- 避免移动部件。不要穿着松散的夹克、衬衫或
有袖衫。

- 不要通电喷雾或软管离开机器。可能发生电故
障。

- 使用制造商提供的或批准的更换部件。

- 所有维修工作必须由合格维修人员执行。

- 不要修改机器偏离原始设计。

6. 运输机器时：

- 从墙壁插座上拔下电源线插头。

- 提升机器时获得帮助。

- 不要滚动上下楼梯。

- 使用捆绑向
下的皮带将机器固定到卡车或拖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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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说明

本机器必须接地。如果出现电故障，接地可以提供对电
流的最低抵抗，以减少触电风险。本机器配备的电源具
有设备接地的导线和接地插头。插头必须插入正确安装
并符合所有当地法规和法令的适当插座。

警告：不正确连接设备接地的导线可导致触电风险
。如果您对插头是否正确接地有疑问，请与合格电工或
维修人员核实。不要修改机器提供的插头。如果不适合
插座，请由合格电工安装合适的插座。

安全标签

安全标签出现在机器上指示的位置中。如果缺少标签或者损坏或无法读出，请更换。

警告：旋转刷。保持手离开。
在维修机器前拔出电源线插头。

为安全：操作机器前
阅读手册

警告：电危险。不要使用损坏的电线。
维修前拔出电线插头。

警告：火灾或爆炸危险。
不要使用可燃液体。不要
拾取可燃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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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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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可调整的控制把手

2. 主电源 ON/OFF 开关

3. 擦洗模式开关

4. 启动开关

5. 把手调整控制杆

6. 15 m 电源线

7. 电源线压力减轻夹

8. 电源线钩

9. 7.5A 机器电路断路器按钮

10. 2.5A 刷电路 断路器按钮

11. 观察口

12. 水箱盖

13. 主轮

14. 擦洗头提升踏板

15. 运输松开踏板

16. 爬坡能力

17. 浮球笼

18. 污水箱

19. 清水箱

20. 清水软管

21. 清水软管过滤网

22. 计时器

23. 真空过滤网

24. 擦洗头

25. 橡胶滚轴叶片

26. 减震轮

开关符号

真空 清水刷电源打开 电源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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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信息

软尼龙毛擦洗刷 -
部件号
1037197（标准）建议用于清洁带有涂层的地板，不用
去除涂层。清洁而不刮伤。

聚丙烯毛擦洗刷 -
部件号 1037277（选配件）
此通用聚丙烯毛擦洗刷用于擦洗少量堆积的污垢。此刷
适合维护混凝土、木头和灌浆瓷砖地板。

碾磨毛擦洗刷 -
部件号 1037278（选配件）
尼龙纤维注有碾磨粗砂，用于去除污点和污垢。在任何
表面上执行强力操作。适合在累积、油脂或轮胎标记上
操作。

机器设置

安装刷

为安全：在安装刷前，关闭机器并从墙壁插座上拔下电
源线插头。

1. 踩踏擦洗头提升踏板，将擦洗头抬高到运输位置（
图 1）。

图 1

2. 从刷座取下刷惰轮板。逆时针转动惰轮板锁定旋钮
以取下（图 2）。

图 2

3. 将刷的有槽端连接到驱动中心（图 3）。

图 3

4. 将惰轮板连接到刷，并重新安装惰轮板。确保惰轮
板钩卡入刷座，并且锁定旋钮固定（图 4）。

图 4

注意;如果在延长存放机器，请抬高擦洗头到运输位
（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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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注清水箱

1. 提起盖，然后从机器上取下清水箱（图 5）。

2. 加注 11 升清洁的水(50ºC
最大温度）加注清水箱（图 6）。
不要加注超过“最大”填充标签。如果不能提升注
满的水箱，请不要加满。

图 5 图 6

注意：不要使用污水箱中污水加注清水箱。污水箱中的
污垢可能损坏清水泵。

3. 按照瓶上的混合说明，将经过批准的低泡沫清洁剂
倒入清水箱。

警告：火灾或爆炸危险。不要使用可燃物。仅使用
用于机器应用的商业可用地板清洁剂。

注意：仅使用经过批准的清洁剂。因不正确使用清洁剂
导致的机器损坏将导致制造商的保修期无效。

请联系您的经销商获得推荐的清洁剂。

4. 将清水软管过滤网埋入清水箱中，关闭盖 （图
7）。

图 7

连接电源线

1. 将提供的电源线插入机器，将电源线连接到压力减
轻夹，如图所示（图 8）。

为安全：除非电源线正确接地，否则不要操作机器。仅
使用专为本机器设计的制造商提供的电源线。不要使用
额外的扩展线。

2. 将电源线插入正确接地的墙壁插座（图 9）。

图 8 图 9

警告：电危险，不要操作损坏的电源线。

如果电源线损坏或断开，则必须由制造商或维修人员或
者类似合格的人员更换，以避免危险。

3. 存放机器时，将电源线绕在把手和电线钩上。要取
下电源线，请向上转动电线钩（图 10）。

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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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操作

为安全：除非已经阅读并理解操作员手册，否则不要操
作机器。

操作前

1. 检查电源线是否存在损坏。

2. 打扫并用墩布拖洗地板。

3. 检查刷和橡胶滚轴叶片是否已安装。

擦洗地板

警告：火灾或爆炸危险，不要使用或拾取可燃物。

1. 拉动把手调整控制杆，将把手调整到合适的操作高
度（图 11）。松开控制杆以锁定位置。

图 11

2. 踩踏运输松开踏板，降低擦洗头到地面
（图 12）。

图 12

3. 将主电源开关按到 on ( I ) 位置（图 13）。

4. 按下擦洗模式开关到真空/刷/清水模式
（图 14）。

图 13 图 14

5. 要开始擦洗，请拉动启动开关并向任一方向推拉机
器（图 15）。

为安全：操作机器时，不要压在电源线上运转机器。

图 15

6. 停止时，松开开关，
继续移动机器以收集所有清水。

7. 从观察窗查看收集的水
（图 16）。
当水收集停止后，拔下电源线插头并清空清水箱。

机器配备浮球笼，污水箱污水达到最高点时，浮球
自动停止水收集。真空马达声音将发生突然改变。

注意：检查污水箱中是否有过量泡沫。如果过量，清空
污水箱。泡沫可能不会启动关闭浮球笼，这样可能导致
真空马达损坏。

图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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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全：操作机器时，如果从机器中泄漏出泡沫或液体
，请立刻关闭机器。

8. 对于严重污染的地区，请按下擦洗模式开关到刷/清
水模式（图 17）。
这样将允许您使用双擦洗方法。首先以刷/清水模式
擦洗污染区域，然后以真空/刷/清水模式再次擦洗
区域。

为安全：操作机器前，根据需要放置湿地板标志。

图 17

9. 如果刷阻塞，刷电路断路器将启动。要复位电路断
路器，请拔下电源线插头，移除阻塞，复位 2.5A
电路断路器按钮（图 18）。
如果电路断路器不立刻复位，请允许马达冷却。

为安全：从刷上去除阻塞前，请从墙壁插座拔下电源线
插头。

图 18

10. 运输机器前，提升擦洗头到运输位置（图 19）。

图 19

为安全：运输机器时，不要滚动上下楼梯。

机器维护

要保持机器处于良好工作状态，只需遵守机器的维护程
序。

为安全：在执行维护程序前，关闭机器并从墙壁插座上
拔下电源线插头。

注意：联系授权服务中心进行机器维修。

每次使用后

1. 擦拭干净电源线并检查是否损坏（图 20）。
不使用时将电源线绕在把手和电线钩上
（图 21）。

图 20 图 21

警告：电危险，不要操作损坏的电源线。

如果电源线损坏或断开，则必须由制造商或维修人员或
者类似合格的人员更换，以避免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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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空污水和清水箱，用干净水彻底冲洗
（图 22）。

图 22

3. 清洁浮球笼（图 23）
和真空过滤网中的任何残渣堆积（图 24）。

图 23 图 24

4. 清洁清水软管过滤网（图 25）。

图 25

5. 取下并清洁刷（图 26）。如果磨损，请更换刷。

图 26

6. 清洁擦洗头的下面（图 27）。

为安全：将机器向后倾时，从墙壁插座上拔下电源线插
头。

图 27

7. 清洁橡胶滚轴叶片中的残渣
（图 28）。如果磨损或损坏，请更换叶片。

为安全：将机器向后倾时，从墙壁插座上拔下电源线插
头。

图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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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取下橡胶滚轴叶片，请抬起叶片固定夹，从通道
中拉出叶片（图 29）。

更换叶片时，将红色叶片安装到内部通道，灰色叶
片安装到外部通道，凸纹向外。

注意：红色和灰色叶片轨道旨在与相应通道匹配，以避
免不正确的叶片安装。

图 29

8. 使用全功能清洁剂和湿布清洁机器（图 30）。

图 30

每使用 100 小时后

1. 用白醋冲刷清水系统，去除任何化学残渣。将 2.2
升白醋倒入清水箱中，运行机器 1-2
分钟，然后让醋静放高达 6
小时。用水冲洗清水系统。

2. 取下喷头并浸泡在白醋中以避免阻塞。不要使用有
棱角的物体清洁喷头，将导致损坏（图 31）。

为安全：维修机器时，从墙壁插座上拔下电源线插头。

图 31

刷马达维护

联系授权服务中心进行碳刷更换。

碳刷更换 小时数

刷马达 500

存放机器

清空水箱，将机器竖直放置存放在干燥地区。将电源线
整齐绕在把手和电线钩上。将擦洗头抬高到运输位置。

如果在冻结温度下存放机器，请排空清水系统并泵出所
有水。

警告：触电危险。不要在户外使用。不要暴露在雨
中。室内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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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问题 原因 解决方案

机器不工作。 电源线故障。 更换电源线。

启动电路断路器。 拔下电源线并确定原因。复位 7.5A
电路断路器按钮。如果电路断路器继续
启动，请联系服务中心。

刷不旋转 启动电路断路器。 拔下电源线并检查刷是否堵塞。复位
2.5A 电路断路器按钮。

刷皮带断开。 联系服务中心。

刷马达故障或碳刷磨损。 联系服务中心。

水收集效果不佳。 擦洗模式不正确。 正确设置擦洗模式开关。

橡胶滚轴叶片阻塞。 清洁橡胶滚轴叶片中的残渣。

橡胶滚轴叶片磨损或损坏。 更换橡胶滚轴叶片。

浮球笼堵塞。 清洁浮球笼的残渣。

真空过滤网堵塞。 清洁过滤网的残渣。

水箱盖垫圈磨损。 更换垫圈。

真空软管堵塞。 联系服务中心。

真空马达故障。 联系服务中心。

没有喷雾或很少。 喷头堵塞。 清洁或更换喷头。

喷头角度不正确。 调整喷头角度。

喷头故障。 更换喷头。

空清水箱。 重新加注清水箱。

清水软管过滤网堵塞。 清洁清水箱过滤网的残渣。

清水软管损坏。 联系服务中心。

清水泵故障。 联系服务中心。

擦洗效果差。 刷磨损。 更换刷。

刷类型不正确。 更换不同刷类型。（参见第 6
页的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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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规格

型号 T1

长度 693 mm，把手折叠

宽度 501 mm

高度 605 mm，把手折叠

重量 44 kg

清水箱容积 11.4 L

污水箱容积 17 L

平均生产率 810 m2/hr

清洁路径宽度 380 mm

橡胶滚轴宽度 445 mm

刷压力 15 kg

刷马达 230V, 0.3 kW, 1.6 A, 1200 刷 rpm

真空马达 230V, 0.88 kW, 2 阶段 5.7, 3.6 A

水提升空气流动 2184 mm

清水泵 230V, 0.032 kW, 2 阶段 5.7, 0.14 A

清水流速 0.38 L/min

电压 230 AC

总功耗 5.8 A

电源线长度 15 m

操作员耳边的分贝数，室内* 72 dBA

保护等级 IPX3

控制下的振动 <2.4 m/s2

机器尺寸

693 mm

501 mm

60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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