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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

警 告

嚴禁在室內、車庫
或是地下室使用。

請在戶外使用並遠離
門窗與通風口。

● 請勿在通風不良處使用高壓清洗機
   引擎產生的廢氣含有無臭、無味的一氧化碳
   可能在數分鐘內致命。

● 汽油引擎使用時，閒置超過二週以上沒使用，
   需把汽油門閥關閉並將化油器內汽油耗盡自動停機，
   避免汽油變質堵塞油管，此原因導致故障本公司不予保固。

開啟油箱蓋後即可添加汽油。
請使用92無鉛汽油或更高等級汽油
注意:請勿與機油混合。
將油箱蓋確實鎖緊並將周圍清理乾淨。

＊啟動前請先確認是否有任何隨貨附 
  的配件因運送過程卡在機器周圍。
＊移除標籤卡或是任何可能影響抽水
  機運轉的東西。

將高壓清洗機置於水平地面。
安裝手把、支撐腳架及輪子:
1)將手把與底部框架對齊
2)請確保手把孔與底部框架彈簧按鈕
  (A)對齊，護罩的正面(貼花面)應面
  向引擎。
3)向下滑動底部框架上的手把，
  直到手把接觸到彈簧按紐。按下
  彈簧按紐並向下滑動手把，直到按
  鈕從手把框架上的孔洞中彈出，可
  能會發出喀噠一聲
4)輕輕向上拉動手把，以確保兩個框架牢固連接， 
  並且要按下彈簧按紐才有辦法將其分開

5)在添加燃油和機油以前，請將高壓 
  清洗機的側面傾斜。
6)將M10X165的車輪螺栓滑過螺母、
  車輪和墊圈。
7)將螺栓滑過框架側面的孔。
8)用M10螺母牢固的固定。
9)重複步驟6-8，將第二個輪子安裝
  在框架的另一側。

10)使用隨附的M8X55mm螺栓將
   金屬支撐支架連接到框架的背面
   和底部，將橡膠腳(D)朝外。
11.使用M8螺母牢固的固定
12.將噴嘴插入手把護罩上對應
   的位置
備註：噴嘴尺寸位於噴嘴表面

安裝排氣蓋：
＊在開始使用高壓清洗機之前：
1)轉下紅色運輸插頭(A)，可
  使用17毫米或11/16英吋的
  板手
2)從塑膠袋上拆下排氣油塞
3)用手將排氣油塞旋入泵中，但不要過度鎖緊
將清潔劑水管連接到泵上：
1)請完全解開清潔劑水管
2)將水管的一端連接到泵上的清潔劑水管連接
  倒鉤(B)

使用前請先閱讀說明書並遵循操作程序

謙品290bar高壓清洗機PW-290

快速使用指南
組裝板機槍：
1)將噴霧棒(A)連接到板機槍(B)
2)順時針旋轉板機槍上的M22耦合器，直到噴霧棒
  牢固，鎖緊但不要過緊。
3)向後滑動高壓水管上凹型連接器的金屬環，將
  高壓水管(C)的一端連接至噴槍入口插入板機槍
  上的凸型接頭並鬆開卡圈。輕輕拉動水管以確
  保有正確連接。

連接高壓水管：
1)請完全鬆開並拉直高壓水管以防止打結
2)將高壓水管的公端對準高壓泵上的快速
  更換接頭
3)透過向後滑動泵上的凹型連接器
  上的金屬環，將高壓水管插入泵
  上的快速更換接頭，然後將高壓水管上
  的凸型接頭完全插入並鬆開卡圈
4)輕輕拉動水管以確保有正確連接

連接花園水管：
水源必須來自加壓水龍頭
切勿使用熱水或是游泳池、
湖泊等等的水
連接花園水管到高壓清洗機前：
1)將水倒入水管30秒以清除管內碎屑或塵土
2)請檢察進水口的濾網及墊片
將花園水管連接到機器:
注意：高壓清洗機的進水端和水管龍頭或截止閥
      (如Y型截止閥)之間必須至少有3公尺水管
1)在水管龍頭完全關閉的狀態下，將花園水管的一
  端連接到進水口並用手鎖緊。

背面尚有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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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開機油蓋並將機油加滿至刻度中間，如圖。
加滿約需1.1公升機油，完成後將機油蓋鎖回。
注意:原廠已預先加入些許機油 ,請勿添加過多機油。

機油蓋

滿油位

低油位

卸油孔

請使用全合成10W-30機油

量尺滿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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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ently tug on hose to ensure proper connection.

100386 - 4200 PSI PRESSURE WASHER ASSEM

Connect the High Pressure Hose
1. Completely uncoil and straighten the high pressure hose to 

prevent kinks. 

2. Align the male end of the high pressure hose to the quick 
change connector on the high pressure pump.

3. Insert the high pressure hose connection into the pump 
quick change fitting by sliding back the metal collar on 
the female connector on the high pressure pump and fully 
insert male fitting (on high pressure hose) and release 
collar.

4. Gently tug on hose to ensure proper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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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請先閱讀說明書並遵循操作程序

謙品290bar高壓清洗機PW-290

快速使用指南

每50小時
或半年

首次5小時

04-22380298

官方網址

服務電話

www.championpower.com.tw

謙品綠色動力

啟動引擎之前：
1)請打開供水
2)拉動板機槍上的扳機，
  以清除泵和軟管中的
  所有空氣，這可能需
  要幾分鐘
3)在噴嘴噴出穩定的水流以前請勿發動引擎
啟動引擎：
1)請確保高壓清洗機放在平坦的水平表面
2)將引擎開關(A)轉到[ON]的位置
3)將燃油閥(B)轉到[ON]的位置
4)將油門桿(C)移至[FAST]的位置
5)將阻風門桿(D)移至[CHOKE]的位置
6)緩慢拉動啟動繩，直到感覺到阻力為止，接著
  再迅速拉動
7)當引擎啟動後，將阻風門桿(D)移至[RUN]，並
根據需求調節油門桿(C)

注意事項

1)在每次使用前或是使用過程中，請完全攤開並拉直高壓水管避免
水管打結。
高壓水管具有外殼，可增加水管的強度。如果外殼損壞，請立即
停止使用並更換水管。
2)切勿在易損壞的物品使用狹窄的、衝擊力道高的噴嘴。
避免使用狹窄的、衝擊力道高的噴嘴噴塗窗戶，這樣做可能會導
致玻璃損壞。
3)切勿在關閉引擎前關閉供水。
4)僅使用專為高壓清洗機設計的清潔劑，所使用的清潔劑濃度需
要和水一樣，使用較稠的清潔劑(例如洗碗精)，將會堵塞化學注入
系統。

　系統減壓注意事項

若要降壓，請在引擎關閉後，將供水關閉並按壓板機至少15秒鐘
警告：系統加壓時，切勿從裝置上斷開高壓水管
請在停止噴塗、完成工作後或是在檢查、維修裝置的任何部分之前，
請始終依循下列步驟：
1)鎖上板機槍安全鎖
2)關閉設備
3)關閉供水
4)鬆開板機安全鎖並扳動噴槍以釋放壓力
5)重新鎖上板機槍安全鎖
6)在過夜存放、長期存放或是運輸裝置前，請斷開供水並關閉燃油閥。

噴嘴使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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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tly tug on hose to ensure proper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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