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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谢谢您选择了	Emak	的产品。 

无论您有什么要求，我们的授权经销商和维修中心网络都可以为您提供帮助。

危险

为正确使用机器，避免发生意外，未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前，请勿开始工作。

本手册包含了各种部件的操作说明，以及必要的检查和维护说明。

本手册中的说明和插图不具有严格约束力。制造商保留更改本手册的权利，但不承诺每次均会

更新本手册。

1.1 手册用途

本手册包含使用和维护割灌机的说明：

品牌 模型

Efco DSH	5000	S	-	DSH	5000	T

Oleo-Mac BCH	500	S	-	BCH	500	T

所提供（上述型号之一）机器的制造商是：

Emak S.p.A. 

Via Enrico Fermi 4, 42011 

Bagnolo in Piano (RE) Italy 

www.myemak.com

1.2 如何使用手册

除了使用和维护说明，本手册还包含需要特别注意的信息。本信息用下列符号表示：

危险

不遵守警告会导致迫在眉睫的危险情况，如果不能避免，将造成立即死亡或严重或永久性

伤害。

警告

不遵守该警告将导致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不能避免，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健康伤害。

注意

不遵守该警告将导致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不能避免，可能会对机器造成轻微的损坏。

备注

这为先前安全消息的说明提供了附加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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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册分为章节和段落。每个部分都是本章的一个子部分。对标题或章节的引用均采用“章”

或“节”字加相对序号来表示的。例如：“第	2	章”或者“第	2.1	节”。

这些说明内容中的附图编号为	1、2、3，以此类推。图中所示的组成部分以合适的字母或数字

标记。图	2	中对组件	C	的引用如下：“见图	2.C”或简称为“（图	2.C）”。图	1	中对组件	

2	的引用如下：“见图	1.2”或简称为“（图	1.2）”。

注意

附图仅作为示例。实际的组件可能与图示有所不同。如有疑问，请联系经授权的维修中心

2 安全规定

若使用得当，这台机器是一种快速、易于使用和高效的作业工具。如果使用不当或没有适当的

预防措施，它可能成为危险的工具。为了确保您的工作始终愉快和安全，请严格遵守以下和整

个手册中列出的安全规定。

危险

机器的点火系统产生一个极低强度的电磁场。该场会干扰某些起搏器。为减少严重伤害或

死亡的风险，使用起搏器的人在使用本机器前应寻求医疗建议，并咨询起搏器制造商。

警告

听力受损风险：在正常使用条件下，机器可能导致个人和日常接触的噪音水平等于或大

于	85 dB (A)。

警告

长期使用以内燃机为动力的仪器所引起的振动，会对存在血液循环障碍或异常肿胀问题的

人的手指、手和手腕的血管或神经造成损伤。在低温条件下长期使用也健康个人的血管损

伤有一定关联性。如果出现麻木、疼痛、力量下降、皮肤颜色或质地变化，或手指、手或

手腕失去知觉等症状，请停止使用机器并寻求医疗建议。

备注

国家法规可能对机器的使用加以限制。

• 除非您接受过如何使用这台机器的培训，否则不要使用。没有经验的操作人员必须受过机器

使用方面的实践培训。

• 机器只能由成年人使用，其身体状况必须良好，且熟悉使用规则。

• 如果您感觉身体疲劳或受到酒精、毒品或药物的影响，请勿使用机器。

• 穿着合适的衣物和安全装置，如靴子、防撕裂裤子、手套、护目镜、耳罩和安全帽。

• 确保衣服贴身、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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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勿让儿童使用机器。

• 切勿让身体、感官或智力有缺陷的人、没有经验或具备必要知识的人或不熟悉说明的人使用

机器。

• 使用机器时，不要让其他人停留在半径	15	米的范围内。

• 使用机器前，请检查刀盘固定螺栓是否已拧紧（图	7.A）。

危险

机器须配备制造商推荐的切割工具（参见第	15.2	节）。使用未经授权的工具可能导致严

重或致命的伤害。

• 请勿在没有刀盘或切割头护罩的情况下使用机器（图	4.A）。

• 在启动发动机前，请确保刀盘可以自由旋转，且未接触到任何异物。

• 工作时，应经常停机检查刀盘。一旦出现裂纹，立即更换刀盘。

• 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机器，请勿在爆炸性、易燃的环境或室内使用。

• 在发动机运转时，请勿进行任何维护，不要触摸刀盘。

• 严禁	将制造商所提供装置以外的任何其它装置用于机器的动力输出装置。

• 如机器损坏、修理不当、安装错误或随意改装后，请勿使用。

• 请勿拆卸、损坏或使任何安全装置失效。

• 保持所有带有警告和安全标志的标签完好无损。如果损坏或出现质变，必须立即更换（图	22

）。

• 请勿将机器用于预期用途以外的任何用途（参见第	2.1	节）。

• 请勿在发动机运转时离开机器。

• 请勿在安装臂的情况下启动发动机。

• 每日检查机器，确保所有的安全装置和非安全装置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 请勿进行不属于正常维护的操作或维修。对于任何其他干预，请联系经授权的维修中心。

• 如果需要停用机器，不要将其随处丢弃，而是将其交付给经销商，经销商将对其进行正确处

理。

• 手册为机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机器发生所有权变更时，即使是临时变更，也应随机器一

同变更。

• 任何其他澄清或优先干预，请始终联系您的经销商。

• 请妥善保管本手册，并在每次使用时参考。

• 请记住，业主或经营者对第三方或其财产遭受的事故或风险负有责任。

危险

• 如果安全功能出现故障，切勿使用机器。机器的安全功能必须按照第	10.1	节和第	12	

章的说明进行检查和维护。如果机器未能通过这些检查，请联系经授权的维修中心进行

维修。

• 任何未在手册中明确说明的机器使用方法，均被视为不当使用，由此带来对人和物的风

险，制造商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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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预期用途

本机器仅为以下操作而设计和建造：

• 使用割草机头打草和修剪非木本植物；

• 用刀盘切割高草、细枝和芦苇；

• 仅供一名操作员使用。

2.2 使用不当

所有未列入第	2.1	节的用途均视为使用不当，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况：

• 使用机器进行清扫，方法是倾斜割草机头。

警告

该切割刀具可以投射	15	米以上的物体和小石块，造成财产或人身伤害。

• 修剪树篱或其他未在地面使用切割刀具的工作；

• 修剪树木；

• 切割非植物来源的材料；

• 使用非制造商推荐的切割刀具（第	15.2	节）；

• 使用机器作为杠杆来提升、移动或破坏物体；

• 使用锯盘。

2.3 残余风险

尽管制造商按照所有安全要求采取了注意措施，但仍存在无法消除的残余风险。这些包括：

• 可能对眼睛造成伤害的物质投射。

• 如果没有佩戴听力保护，会造成听力损害。

• 接触高温部件。

• 操作员坠落。

2.4 个人防护装备 (PPE)

个人防护装备	(PPE)	是指旨在保护工人免受一种或多种可能危及工作安全或健康的风险的所有

设备，以及出于此目的的任何装置或配件。

使用	PPE	并不能消除受伤的风险，但可以减少发生事故时造成的影响。

以下是使用机器时需要使用的	PPE	清单：

• 穿防滑鞋底和钢制鞋头的安全鞋。

• 佩戴护目镜或面罩。

• 使用噪声保护装置；例如耳罩或耳塞。

• 戴能最大限度吸收振动的手套。

• 穿型号符合的防护服。

警告

在使用机器工作时，一定要穿合格的防护服。	服装必须合适，并且不得妨碍操作人员。

穿贴身的防护服。防护工作服和夹克是理想的选择。不要穿可能会被灌木丛缠住的衣服、

围巾、领带或珠宝。确保将长发系在后面，并加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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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是否使用听力保护需要更多的注意和审慎，因为这会导致对危险信号（尖叫、警报等）的

听觉感知受到限制。

备注

向您信赖的经销商咨询合适的服装。

2.5 安全警告及标志

图	22	显示了机器上的标志和安全警告：

1. 使用本机前请阅读使用和保养手册。

2. 佩戴护目镜、耳罩和安全头盔。

3. 穿安全鞋。

4. 使用金属或塑料刀盘时，请戴上防护手套。

5. 注意物体的投射。

6. 与任何人保持	15	m	的距离。

7. 表面发热的风险。

8. 要特别注意磕碰的风险。它们可能很危险。

9. 起动装置。

3 主要组件

图	1	显示了机器的主要组件：

1./2.	提供的设备

3. 背带

4. 锥齿轮

5. 安全防护装置

6. 割草机头

7. 油箱插头

8. 起动装置

9. 化油器调节螺钉

10. 消声罩

11. 火花塞套

12. 空气滤清器外壳

13. 起动器握柄

14. 起动器杆

15. 加速拨杆止动杆

16. 停止按钮

17. 加速拨杆

18. 背带连接

19. 握柄

20. 传动管

21. 半加速按钮

22. 火花塞套螺钉

4 CE 铭牌

图	22	为	CE	标识铭牌示例：

10. 机器类型：割灌机。

11. 保证声功率级。

12. CE	合规标志。

13. 序列号。

14. 生产年份。

15. 最大输出轴转速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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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组装

危险

在组装过程中始终佩戴防护手套。

5.1 安全防护装置组装（图 4）

使用螺钉（图	4.B）将护罩（图	4.A）固定到传动管上，以使您能安全工作。

注意

仅将护罩（图	4.C）与割草机头一同使用。护罩（图	4.C）必须用螺钉（图	4.D）固定到

护罩（图	4.A）上。

备注

图	7.E	中在切割刀具护罩上的符号显示了切割刀具的旋转方向。

5.2 割草机头的组装（图 6）

插入上法兰（图	6.F）。将头部的固定销（图	6.H）插入指定的孔（图	6.L）内，并逆时针方

向用手拧紧机头（图	6.N）。

5.3 刀盘组装（图 7）

1. 将刀盘（图	7.R）安装在上法兰（图	7.F）上，确保旋转方向正确。

2. 安装下法兰（图	7.B）、锥齿轮（图	7.D），逆时针拧紧螺栓（图	7.A）。

3. 将所提供的销插入指定的孔（图	7.L）内，以锁定刀盘，并将螺栓（图	7.A）拧紧至	25	

Nm（2.5	kgm）。

警告

夹子（见箭头，图	7.C），必须位于刀盘的装配孔中。

5.4 握柄组装（图 2）

将握柄安装到传动管上，并用螺钉固定（图	2.A）。握柄的位置可以根据操作者的要求进行调

整。

警告

将环形握柄（图	2.D）安装在标签上的箭头（图	2.B）和后握柄（图	2.C）之间。

5.5 把手组件（图 5B）

1. 松开夹子的螺钉（图	5B.D）。

2. 将两个半握柄插入各自的外壳（图	5B.E）。

3. 再次拧紧螺钉（图	5B.D）。

5.6 控制握柄的组装（图 5A）

1. 松开螺钉（图	5A.G）。螺母（图	5A.H）留在控制握柄中（图	5A.L）。

2. 推动手柄（图	5A.N）上的控制握柄（图	5A.L）（图	5A.M	的加速扳机必须指向锥齿轮），

使孔（图	5A.P）对齐。

3. 插入螺钉（图	5A.G）并拧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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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手柄组件（图 5C）

1. 将手柄（图	5C.A）放入下夹具（图	5C.B1）。

2. 正确定位上夹具（图	5C.B2）并拧紧，但不要拧紧	4	个螺钉（图	5C.D）。

3. 使手柄与传动管成直角。

4. 拧紧螺钉（图	5C.D）。

警告

确保所有机器部件均已牢固连接，且螺钉已拧紧。

备注

严格遵守当地处理包装的法规

6 安全和控制装置

安全设备

机器配备了以下安全装置：

6.1 停止按钮

按下开关（图	1.16）可停止机器。

6.2 加速拨杆止动杆

加速拨杆止动杆（图	1.15）可防止意外操作加速拨杆（图	1.17）。

6.3 安全防护装置（图 1.5）

保护操作者免受任何投射物体的伤害。

控件

本机配备以下控件：

6.4 加速拨杆

可调整切割刀具的速度。

只有同时也按下加速拨杆止动杆（图	1.15），才能启动加速拨杆（图	1.17）。

在冲程结束时，使用加速拨杆（图	1.17）获得合适的工作速度。

6.5 半加速按钮

它用于发动机的冷启动（图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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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油

危险

汽油是极其易燃的燃料。在处理汽油或燃油混合物时要小心注意。切勿在燃油或机器附近

吸烟或携带明火。在没有火花或明火的室外混合燃油。

7.1 推荐的燃油

这台机器由一个二冲程发动机提供动力，需要预先混合汽油和二冲程发动机油。

根据包装上的说明将二冲程机油和汽油混合。

制造商建议使用专门为所有空冷的二冲程发动机设计的	2％	(1:50)	的	EFCO	-	Ole-Mac	二冲

程发动机机油。

当使用	Versint	2	Evo	和	Eutosint	2	EVO	发动机油或等效品质的发动机油（JASO	FD	或	ISO	

L-EGD	规范）时，表	A	中给出的合格油/燃料比适用。

汽油 石油

2%-50 : 1

l l (cm3)

1 0,02 (20)

5 0,10 (100)

10 0,20 (200)

15 0,30 (300)

20 0,40 (400)

25 0,50 (500)

表	A

注意

• 不要使用辛烷值低于	90	RON	的汽油。较低的辛烷值会导致发动机爆震，从而对发动机

造成损害。

• 不要使用车用机油或二冲程舷外发动机机油。

• 仅根据您的消耗购买您需要的燃油量；不要购买超过一个月或两个月的量；

• 把汽油储存在密封的容器中，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 切勿使用乙醇含量大于	10%	的燃油；汽油醇中（汽油和乙醇的混合物）乙醇百分比达

到	10％	或	E10	燃油可以接受。

• 烷基化汽油的密度与普通汽油不同。因此，用普通汽油调好的发动机可能需要不同的调

整。联系授权协助中心进行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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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只准备使用所需用量的混合燃料；不要将其留在罐内或长时间放置。我们建议使用	Emak	

ADDITIX	2000	燃油稳定剂	cod.	001000972，以将混合物保存	12	个月。

7.2 加油

1. 将燃油放入检验合格的燃油容器内，并摇晃。

2. 将机器放在空地上，停机冷却后再加油。

3. 清洁油箱盖周围的表面（图	1.7），防止污染。

4. 缓慢松开油箱盖（图	1.7）以释放压力，并防止燃油溢出。

5. 小心地将燃油混合物倒入油箱，确保过程中不要溢出。

6. 清洁并检查垫圈。

7. 加油后拧紧油箱盖（图	1.7）。

警告

振动会导致油箱盖松动，泄漏燃油。

8. 吹干任何可能泄漏的燃油。在启动发动机前，将机器移至距加油点	3	米远的地方。

危险

•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试图烧掉任何溢出的燃油。

• 发动机运行时，不要取下油箱盖。	

• 请勿使用燃油进行清洁作业。

警告

• 请勿将燃油存放在有干树叶、稻草、纸等的地方。

• 将机器和燃油储存在燃油蒸气不会接触到火花或明火、热水器、电动发动机或开关、烤

箱等的地方。

• 注意不要把燃油洒在衣服上。

• 将燃油储存在阴凉、干燥和通风良好的地方。

8 初步工序

8.1 工作区域

全面检查整个工作区域，并清除可能从机器中抛出或损坏切割刀具的任何物件。

8.2 背带

正确调整背带，使机器平衡，并与地面保持合适的高度（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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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背带（图 1.3S）

1. 将机器放置在平稳的地面上。

2. 如何穿戴单条背带。

3. 使用锁扣将机器连接到背带上（图	8.A）。

4. 定位吊钩（图	1.18），使机器达到最佳平衡。

5. 调整带扣，确保机器高度合适。

双背带 (BCH 500 T -DSH 5000 T)

1. 将机器放置在平稳的地面上。

2. 如何穿戴双背带（图	1.3T）。

3. 在腰带区域扣紧带扣（图	9.A），并通过作用于最上方的背带进行调整（图	9.B）。

4. 将带扣（图	9.C）连接到胸部位置。

5. 使用两条肩带进行调整（图	10.D）。

备注

有了这根背带，可以根据操作者的判断，将负载更均匀地分配到肩部或腰带上。

6. 调整胸部位置的腰带（图	9.E）。

7. 使用锁扣将机器连接到背带上（图	8.A）。

8. 通过调整两条腰带，调整机器离地面的高度（图	11.H-L）。腰带和锁扣之间距离的正确测量

如图	8	所示。这种调整也保证了重量的正确分配，实现了机器的良好平衡。

9 启动

注意

在启动发动机前：

• 请确保刀盘可以自由旋转，且未接触到任何异物。

• 检查加速拨杆是否工作正常；

• 检查是否存在燃油泄漏，如果有，请在使用前将其清除。如有必要，请联系经销商的客

户服务部。

9.1 启动程序

1. 将起动装置缓慢推动	4	次（图	1.8）。

2. 将起动器杆置于“关闭”位置（图	12.A）。

3. 拉动加速拨杆（图	1.17），并按下按钮（图	1.21），将其锁定在半加速位置，然后松开加

速拨杆（图	1.17）。

4. 将机器放在平稳的地面上。

5. 用一只手握住机器（图	13），拉动起动器拉绳（不超过	3	次），直到听到发动机的第一声

爆裂声。

注意

• 不要把起动器的拉绳绕在手上。

• 拉动起动器拉绳时，请勿拉出其全长使用；这会导致它断裂。

• 切勿粗暴地松开拉绳；握住起动器握柄（图	13），让拉绳缓慢回绕。



CH

12

备注

新机器可能需要更大一点的拉力。

6. 将起动器杆置于“开启”位置（图	12.B）。

7. 拉动起动器拉绳，启动发动机。

8. 一旦机器启动，先让机器预热几秒钟，请勿触碰加速拨杆。

备注

在寒冷的天气或高海拔地区，这台机器可能需要几秒钟的预热时间。

9. 最后，按下加速拨杆（图	1.17），以禁用半加速。

注意

• 发动机怠速时，切割刀具必须并不会转动。否则，请联系授权协助中心进行检查，并解

决问题。

• 当发动机已经暖机后，不要使用起动器启动。

• 仅在发动机冷启动阶段，使用半加速装置。

备注

新发动机	在第一次使用期间和之后排放烟雾属于正常。

9.2 停止发动机

1. 将加速拨杆设置为怠速（图	1.17）。

2. 等几秒钟让发动机冷却下来。

3. 按下接地开关关闭发动机（图	17.T）。

9.3 发动机送油 

1. 拆下螺钉（图	1.22）。

2. 拆下火花塞外壳套（图	1.11）

3. 如果很难取下火花塞该，请使用合适的工具。

4. 提起火花塞盖。

5. 拧下火花塞并擦干。

6. 完全打开节流阀。

7. 拉动起动器拉绳几次（图	13），清空燃烧室。

8. 重新安装火花塞，并通过压紧它以连接盖子。

9. 即使发动机是冷的，也要将起动器杆移至“开启”位置（图	12.B）。

10. 启动发动机（第	9.1	节）。

9.4 磨合 

• 在工作	5	至	8	小时后，发动机达到最大功率。

• 磨合期间，不要在空载下以最高速度运行发动机，以避免遭受过度应力。

注意

磨合期间，不要改变化油设定来获得想要的功率增加；这可能会损坏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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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使用机器

10.1 安全检查

警告

在使用机器前及机器受到撞击或坠落时，应进行下列安全检查。

• 确保手柄干净、干燥、正确、牢固地连接在机器上。

• 确保切割刀具护罩正确且牢固地连接到机器上，并且没有损坏和磨损的迹象。

• 检查线束连接点的正确位置（图	1.18）。

• 检查机器上的螺丝是否适度拧紧。

• 切割刀具必须干净、完好、未磨损。

• 确保刀盘锋利。

• 检查冷却空气通道是否堵塞。

• 确保机器上无损坏或磨损的迹象。

• 检查加速拨杆和加速拨杆止动杆的自由运动。

• 进行试驾，检查是否有异常的振动或声音。

• 如果松开，检查加速拨杆和加速拨杆止动杆是否迅速回到空档位置。

• 确保仅在按下加速拨杆时，保持锁定状态。

10.2 一般预防措施

• 切割时，始终保持双脚站在稳固的地面上，以免失去平衡。

• 确保您可以安全地移动和站立。

• 检查您正在工作的区域是否有障碍物（根、石头、树枝、沟渠等），防止您需要突然移动。

• 请勿在胸部以上的位置进行切割，因为在那个高度很难控制反冲力。

• 请勿靠近电力电缆进行切割。

• 只有在能见度和光照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可以切割。

• 请勿从台阶上切割；这个位置非常危险。	

• 如果刀盘碰到异物，请停止机器。检查刀盘和机器；如果任何零件损坏，请勿继续工作。

• 刀盘须远离土壤或沙子。即使是少量泥土也会导致刀盘迅速变钝，并增加反冲的风险。

• 将机器放在地面前，请先停止发动机。

• 佩戴听力保护器时应特别注意，因为此时人们听到危险声音（电话、警报声、警报等）的能

力会受到削弱。

• 在斜坡或不平坦的地形上切割时，要格外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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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切勿使用刀盘在石质地形上切割。投射出的碎片或损坏的刀盘，可能对操作者或旁观者

造成严重或致命的伤害。

• 注意抛射出的物件，并始终佩戴验证合格的护目镜。

• 请勿将您的身体置于切割防护装置之外。石头、碎片等可能击中眼睛，造成失明或严重

伤害。

• 禁止未经授权的人员靠近：儿童、动物、旁观者和助手必须保持至少	15	米的安全距

离。

• 如果有人靠近，请立即停止机器。

• 在检查确定工作区域是否有人之前，切勿开启机器。

10.3 使用机器进行作业

一般操作说明

• 本手册介绍了使用割草机时的基本安全规则。

• 如果您不确定如何继续，请咨询专家。联系经销商或当地授权的维修厂。

• 不要执行您不确定的操作。

基本安全规定

危险

• 长期吸入发动机废气会对健康造成危害。

警告

• 如果您无法在发生事故时寻求帮助，请不要使用机器。

• 切勿在没有防护罩或防护罩故障的情况下操作机器。

• 切勿在无驱动轴的情况下使用机器。

• 不要将用于禾草的刀盘来修剪木质茎。

• 请勿在大雾、暴雨、大风、严寒等恶劣天气条件下使用本机。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会很累，

而且往往会导致额外的风险，如地面结冰等。

• 在您转移作业场地之前关掉发动机。

• 发动机运转时，切勿将机器置于地面上。

• 始终使用合适的设备。

• 确保设备调整正确。

• 详细计划要实施的工作。

• 当开始用刀盘切割时，始终以全速使用发动机。

• 一定要使用锋利的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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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

• 请勿在发动机运行或切割刀具移动时，尝试去除切割材料。在去除夹在刀片周围的材料

前，应先停止发动机和切割刀具。

• 在使用过程中锥齿轮会发热，且在使用后一段时间内保持高温。触摸会造成灼伤。

• 装有催化转化器的消音器在使用过程中会变得很热，且在发动机停止后会持续很长时

间。即使发动机在空转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接触可能导致皮肤烧伤，并有火灾危险。

• 如果消音器损坏、丢失或改装过，请勿使用机器。

10.4 使用割草机头割草

注意

切勿使用超过推荐长度的打草绳（图	15）。正确安装防护罩后（图	4），内置切割刀具

会自动调整为合适的线长。使用过长的打草绳会使发动机过载，损坏离合器机构和相邻部

件。

修边

• 使头部与地面保持一定角度。切割从打草绳的末端开始。让打草绳工作。切勿将打草绳推入

要切割的区域。

• 这条打草绳可以方便地清除墙壁、栅栏、树木和路边的杂草；然而，它会损害某些树木和灌

木的树皮，并影响栅栏柱。

• 为降低破坏其他植被的风险，请将打草绳缩短至	10-12	cm，并降低发动机转速。

打薄

打薄技术可以去除所有不需要的植被。

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 将修剪机头保持在地面上方，并倾斜。

• 让打草绳的末端碰到树木、杆子、雕像和类似的物体周围的地面。

• 当打薄时靠近石头、砖块、混凝土、金属栅栏等而不是树木和木制栅栏时，打草绳磨损更

快，需要更频繁地进送长度。

注意

在修剪和打薄过程中，发动机应以低于全速的速度运行，以延长打草绳寿命，减少机头磨

损。

切割

该机器非常适合处理切割普通割草机难以清除的杂草：

• 切割时，保持打草绳与地面平行，割草机头不倾斜，按图	23	所示操作。

注意

避免机头与地面接触。这会损坏机器，破坏草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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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修剪

• 利用旋转打草绳的扇风效应，可以快速、简便地打薄。将打草绳置于要打薄地面上方的平行

位置，然后前后移动机器。

• 为在快速切割和打薄中获得满意的结果，发动机必须全速运转。

警告

切勿在能见度差、极端温度或冰冻条件下进行切割。

10.5 用打草刀盘打薄杂草

初步检查

• 检查刀盘上的齿根或靠近中心孔的区域是否有裂缝。如果有任何裂纹，请更换刀盘（第	5.3	

节）。

• 检查支座法兰是否因磨损或过度拧紧而出现裂纹。如果出现裂缝，请更换支座法兰（见第	

5.3	节）。

• 确保固定螺母（图	7.A）没有失去其固定能力。紧固螺母的拧紧力必须为	25 Nm。

• 检查刀盘盖（图	3.A）是否损坏或破裂。如果有裂纹，请更换刀盘盖。

备注

打草刀盘可以用于所有类型的高草或杂草。

工作程序

警告

• 避免反冲，因为它们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反冲是机器突然横向或向前移动，如果刀片触碰

到大树枝或石头等物体，或者在切割过程中一块木头碰到木刀片，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与

异物接触也会导致割灌机失控。

• 始终遵守安全规定。割灌机只能用于割草或小灌木。只能用合适的刀盘切割大灌木。不要

切割金属、塑料、砖或非木制建筑材料。禁止切割其他类型的材料。请勿将割灌机作为杠

杆来搬运、移动或破坏物体，或将其夹在固定支架上。严禁将割灌机的动力输出装置与非

制造商指定的工具或应用装置配合使用。

• 避免在栅栏、建筑物墙壁、树干、石头或其他可能导致机器翻转或损坏刀盘的物体附近切

割。对于这些类型的操作，我们建议您使用割草机头。此外，请记住投射出碎片的风险增

加。

• 切勿在切割刀具与地面垂直时，操作机器。

• 切勿在刀盘松动的情况下操作机器。如果在正确固定后刀盘松动，立即停止工作。有可能

固定螺母磨损，必须更换。为确保刀盘安全，请勿使用未经批准的零件。如果刀盘仍然松

动，请联系您的当地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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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以交替的横向运动剪草，从右到左的运动是打薄动作，从左到右的运动是回程。切割在

刀盘的左侧进行，如图	23	所示。

• 如果在打薄过程中刀盘向左倾斜，草就会沿着打草绳落下来，这样收集起来就更容易了，比

如用耙子。

• 试着以均匀的节奏前进。站稳，双腿稍微分开。在回程结束后向前移动，再次站稳。

• 让支撑杯刚好接触地面，使刀盘与地面接触。

• 为了减少物料缠绕在刀盘上的风险，应遵循以下说明：

• 始终在发动机全速运转的情况下进行切割。

• 避免在回程期间预先切割材料。

• 停止发动机，松开背带，将机器放在地上，然后开始收集割下的材料。

11 运输

• 关闭发动机，等它冷却下来。

• 安装刀盘盖（图	3.A）。

• 仅握住机器手柄，将切割刀具指向与移动方向相反的方向。（图	3）。

警告

当运输或存放机器时，安装如图	3.A	所示的刀盘保护套（编号	4196086）。

注意

当在车辆上运输机器时，请确保使用固定索带正确和牢固地固定机器。运输时，机器必须

处于水平位置，油箱排空，确保不违反此类机器的现行运输规定。

12 维护

危险

• 维护操作过程中请佩戴防护手套。

• 请勿在发动机高温时进行保养。

• 安全装置维护不当、拆除或改装和/或使用非原装备品备件，可能会对操作人员或第三

方造成严重或致命伤害。

注意

请勿使用燃油（混合物）来对该机器表面进行清洁。

12.1 气体排放合规性

该机器的发动机，包括排放控制系统，必须按照用户手册的说明进行管理、操作和维护，以使

排放性能保持在适用于非道路机械法律要求的范围内。

不得故意改装或误用发动机排放控制系统。

对发动机或机器的不正确操作、使用或维护可能导致排放控制系统出现故障，以致不符合适用

的法律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纠正系统故障并恢复适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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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来说，不正确的操作、使用和维护包括但不限于：

• 强制或破坏燃油计量装置；

• 使用不符合第	7.1	节指定规格的燃油和/或发动机油。

• 使用非原厂的更换零件；

• 未对排气系统进行保养或保养不当，包括消音器、火花塞、空气滤清器等的保养周期不当。

注意

• 改装这台机器的发动机将导致欧盟排放认证无效。

• 消音器配有催化转化器，这是发动机符合排放要求的必要条件。切勿改装或拆卸催化转

化器：这将违反法律。

此机器中发动机的	CO
2
	水平可在	Emak	网站	(www.myemak.com)	的“户外动力设备世界”部分

中找到。

12.2 割草刀片磨锋（2-3-4 齿）

用扁平锉磨锋割草刀片，以便于切割（图	14）。

警告

• 如果您没有正确磨锋刀片的特定技能，请联系经授权的维修中心。

• 不合适的刀具或不正确的刃口会增加反冲的风险。

• 检查割草刀片是否有损坏或裂缝；如果损坏，请更换。

• 在试图修复切割设备时，不要焊接、拉直或改变损坏它的形状。这些操作可能会导致切割

设备脱落，造成严重或致命的伤害。

• 不应维修刀片，而是应在出现破损迹象或超过磨锋极限时立即进行更换。

注意

• 为保持平衡，请均匀地锉削所有的刃口。

• 如果刀片未正确磨锋，它们会在机器中产生异常振动，导致刀片断裂。

备注

割草刀片是可反向使用的：当一侧不再锋利时，可以将刀片反转，另一侧也可以使用（

图	14）。

12.3 割草机头

始终使用与打草绳最初作业直径相同的作业直径，以避免过载发动机（图	15）。

在地面上敲击割草机头，以拉长尼龙打草绳。

注意

不要用机头敲水泥或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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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 TAP&GO 机头的尼龙打草绳（图 16）

1. 按下卡舌（图	16.1），并取下盖子和内部线轴。

2. 将打草绳对折，使一侧比另一侧长约	14	cm。

3. 将打草绳锁定在线轴上的槽口（图	16.2）中。

4. 均匀地缠绕每一股打草绳，确保在沿箭头的方向上不出现扭结。

5. 绕线后，将其固定在槽中，如图	16.3	所示。

6. 安装弹簧。

7. 将打草绳穿过孔眼（图	16.4）。

8. 用盖子锁定头部（图	16.5）。

9. 向外拉打草绳（图	16.6）。

12.4 空气滤清器

注意

堵塞的滤清器会导致发动机运行不稳定，从而增加消耗并降低功率。

每工作	8-10	小时：

1. 取下盖子（图	20.A），清洁滤清器（图	20.B）。

2. 用压缩空气从内向外吹一段距离。

3. 如已脏污或损坏，应立刻更换。

12.5 燃油滤清器

注意

滤清器脏污会导致启动困难，并降低发动机性能。

定期检查燃油滤清器的状况。要清洁滤清器，请将其从加油孔中拉出；如果脏污严重，请予以

更换（图	18）。

12.6 发动机

注意

汽缸上积聚的杂质会导致过热。这不利于发动机运行。

定期用刷子或压缩空气清洁汽缸散热翅片。

12.7 火花塞

定期清洁火花塞，并检查电极的距离。（图	19）。请使用	TORCH	L8RTF	火花塞或具有相同热

额定能力的其他品牌火花塞。

12.8 锥齿轮

每运行	30	小时，拆下锥齿轮上的螺钉（图	6.D），并检查润滑脂液位。

使用不超过	10	克的优质二硫化钼润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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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变速器

每运行	30	小时后，用二硫化钼润滑脂润滑刚性管的连接柄（图	21.D）。

12.10 化油器

在调整化油器之前，清洁空气滤清器（图	20.B）并预热发动机。该发动机的设计和制造符合法

规	(EU)	2016/1628	的应用。

设置怠速螺钉（图	17.T）可以使怠速和离合器接合速度之间有一个良好的安全裕度。

警告

• 当发动机以怠速	(3000	rpm)	运行时，刀盘不应转动。我们建议您让经销商或授权维修

厂进行所有燃油的调整。

• 当机器在超过	1000	米的海拔使用时，必须由授权的维修中心进行化油设定检查。

12.11 消音器

危险

• 使用维护不当的消音器会增加火灾和听力损失的风险。

如果消音器损坏，则必须更换。如果消声器经常堵塞，可能是催化转化器性能受限。

12.12 特殊维护

若频繁使用，建议在季节结束时进行一次全面检查。若正常使用，建议每两年由服务网络的专

业技术人员进行一次检查。

警告

• 所有在本手册中未指明的维护工作必须由授权的车间进行。为了保证机器的持续平稳运

行，请记住任何替换件必须完全用原装备件替换。

• 未经授权的修改和/或使用非原装备件可能会对操作人员或第三方造成严重或致命的伤

害，并将立即使保修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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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表

以下维护周期仅适用于正常使用条件。如果日常使用比正常时间长，或存

在不利的切割条件，建议周期应适当缩短

每
次
使
用
前

每
个
月

在
损
坏
或
故
障

的
情
况
下

根
据
需
要

每
年
或
每
	1
00
	

小
时

整机
检查（泄漏、裂纹和磨损） x

在工作日结束的时候打扫卫生

控件（停止按钮、起动器杆、加速拨

杆、安全杆）
检查它们是否正常运行 x

油箱
检查（泄漏、裂纹和磨损） x

清洁 x

燃油滤清器和管道
检查 x

清洁、更换滤芯 x x

切割配件

检查（损坏、锋利程度和磨损） x

检查张力 x

磨锋 x x

锥齿轮 检查（损坏、磨损和润滑脂量） x x

切割设备护罩
检查（损坏和磨损） x

更换 x x

所有可操作的螺钉和螺母（除了调整

螺钉外）

检查 x

重新拧紧 x

空气滤清器
清洁 x x

更换 x x

汽缸标签 清洁 x

起动管槽 在工作日结束的时候打扫卫生

起动拉绳
检查（损坏和磨损） x

更换 x

化油器
检查怠速（发动机怠速运转时，

切割刀具不得转动）
x

火花塞
检查电极之间的距离 x

更换 x x

减震器
检查（损坏和磨损） x

由经销商更换 x x

切割刀具的螺母和螺钉
检查切割附件的螺母是否已充分

拧紧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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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存放

当机器长时间不使用时：

• 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清空并清洁燃油箱。

注意

要清空化油器，启动引擎，等待它停止（化油器内残留的混合物可能会损坏薄膜）。

• 在冬季存放后，其调试程序与正常机器启动时相同。（第	9	章）。

• 按照上面描述的所有维护规则。

• 彻底清洁机器，并润滑金属部件。

• 拆下刀盘，清洗并涂油，以防止生锈。

• 拆卸刀盘固定器法兰；清洁、干燥并给锥齿轮座上油。

• 从油箱中取出燃油，并重新装上盖子。

• 彻底清洁冷却槽和空气滤清器（图	20.B）。

• 存放在干燥的地方，尽可能不要与地面直接接触，并远离热源。

• 如果机器在存放时装有金属刀盘，则还必须安装刀盘护罩。

14 环保

为了文明共存和我们生活的环境，在使用机器时，环保必须是一个相关且优先的方面。因此：

• 尽量不要打扰到作业地点附近的其他人。

• 严格按照当地规定处理切割后的废料。

• 对于包装、油、汽油、电池、滤清器、变质部件或任何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物品，应严格遵

守当地规定处理。

备注

特殊废物不能与普通垃圾一起丢弃，而必须分类，送往适当的收集中心，以便回收利用。

14.1 拆除和处置

当机器报废时，请勿将其随意丢弃，而应带到指定的收集点。

机器制造中使用的大部分材料都是可回收的；所有金属（钢、铝、黄铜）都可以送到普通的铁

回收设施。有关资料，请联络你所在地区的普通废物收集服务站。机器拆卸后产生的废弃物必

须以环保的方式处理，避免对土壤、空气和水造成污染。

无论如何，必须遵守现行的地方立法。

当机器报废时，CE	标志标签和本手册也必须一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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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技术规格

15.1 机器规格

BCH 500 S - DSH 5000 S BCH 500 T - DSH 5000 T

排量 cm3 50.9

发动机 EMAK	二冲程发动机

功率 kW 2.1

最低转速 min-1 3000

输出轴最大速度 min-1 8500

输出轴达到最大速度时的发动机速度 min-1 10400

油箱容量 + cm3 1100	(1.1	L)

发动机进油化油器 是

快速启动 是

切割宽度 cm 41

不含切割刀具和护罩的重量 kg 7.9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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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推荐的切割刀具

模型 切割刀具 防护装置

Ø mm

BCH	500	S	-	BCH	500	T 130 部件编号	61459100
部件编号	

61450295AR
DSH	5000	S	-	DSH	5000	T 130 部件编号	61459101

BCH	500	S	-	BCH	500	T 130 部件编号	61459102
部件编号	

61450295AR
DSH	5000	S	-	DSH	5000	T 130 部件编号	61459103

BCH	500	S	-	BCH	500	T

DSH	5000	S	-	DSH	5000	T

255 部件编号	4095567AR
部件编号	

61450295AR
*

305 部件编号	4095675AR

BCH	500	S	-	BCH	500	T

DSH	5000	S	-	DSH	5000	T

230 部件编号	4095637AR
部件编号	

61450295AR
*

255 部件编号	4095638AR

BCH	500	S	-	BCH	500	T

DSH	5000	S	-	DSH	5000	T

255 部件编号	4095673BR
部件编号	

61450295AR
*

305 部件编号	4095674AR

BCH	500	S	-	BCH	500	T

DSH	5000	S	-	DSH	5000	T

230 部件编号	4095568AR
部件编号	

61450295AR
*

255 部件编号	4095563AR

BCH	500	S	-	BCH	500	T

DSH	5000	S	-	DSH	5000	T

255 部件编号	4095641BR
部件编号	

61450295AR
*

305 部件编号	4095665BR

*	无需防护装置（图	4.C）。金属切割刀具。

危险

使用非推荐的切割刀具，可能会导致严重或致命的伤害。仅使用推荐的切割刀具和防护装

置，并遵循磨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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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噪音排放和振动

BCH 500 S - DSH 5000 S BCH 500 T - DSH 5000 T

声压级 dB (A)

L
pA
 av

EN	11806-1

EN	22868

101.5 102.7 101.5 102.7 *

不确定性 dB (A) 1.0 1.5 1.0 1.5

测得声功率级 dB (A)

2000/14/EC

EN	22868

EN	ISO	

3744

115 114 115 114

不确定性 dB (A) 1.2 1.2 1.2 1.2

保证声功率级 dB (A)

L
WA

2000/14/EC

EN	22868

EN	ISO	

3744

116 115 116 115

振动等级 m/s2

EN	11806-1

EN	22867

EN	12096

5.3 

（左）

4.8 

（右）

6.6 

（左）

8.8 

（右）

7.0 

（左）

5.7 

（右）

6.7 

（左）

4.7 

（右）

*

不确定性 m/s2 EN	12096

1.4 

（左）

1.3 

（右）

1.4 

（左）

1.6 

（右）

1.3 

（左）

1.2 

（右）

1.4 

（左）

1.3 

（右）

*	加权平均值：1/2	最小，1/2	满载（机头）或	1/2	最大速度空载（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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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故障排除

警告

• 除去明确要求机器运行的情况外，在实施下表中推荐的所有纠正测试前，请始终关闭机

器，并断开火花塞。

• 当对所有可能的原因进行分析后，但问题仍未解决时，请咨询经授权的维修中心。若遇

到此表中未列出的问题，请您咨询经授权的维修中心。

问题 可能的原因 解决方案

起动后几秒内，发动机不启动或

关闭。

1. 花火塞不打火。 

 

2. 发动机进水。

1. 检查火花塞是否打火。如

果不打火，更换新的火花塞

（TORCH	L8RTF）。

2. 按照第	10.3	节的程序进行。

如果发动机一直未启动，请

更换新的火花塞，并重复第	

10.1	节的程序。

发动机启动，但是不能正常加

速，或者在高速时不能正常运

行。

必须调整化油器。 联系经授权的维修中心，调整化

油器。

发动机未达到全速和/或排放过

多烟雾。

1. 检查机油/汽油混合物。 

2. 空气滤清器脏污。 

3. 必须调整化油器。

1. 使用清洁干净的汽油和合适

的二冲程机油（参见第	7.1	

节）。

2. 清洁空气滤清器（参见第	

12.4	节）。

3. 联系经授权的维修中心，调整

化油器。

发动机能够启动、运行和加速，

但无法保持怠速。

必须调整化油器。 顺时针方向调整怠速螺钉（

图	17.T），提高速度（参见第	

12.10	节）。

发动机能够启动并运行，但切割

刀具不旋转

离合器、锥齿轮或驱动轴损坏 如有必要，更换损坏的部件；请

联系经授权的维修中心

注意

在没有必要的手段和技术知识的情况下，切勿尝试进行维修。所进行的任何工作将自动使

保修失效，且免除制造商的所有责任。如果应用故障排除方案后问题仍然存在，请联系经

授权的维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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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一致性声明
制造商	Emak spa，地址：Fermi, 4 - 42011 Bagnolo in 

Piano (RE) ITALY，独力担责特此声明，以下机器：

• 类型：带内燃机的便携式割灌机/割草机

• Efco	品牌系列，型号	DSH	5000	S	-	DSH	5000	T

• Oleo-Mac	品牌系列，型号	BCH	500	S	-	BCH	500	T

• 789	XXX	0001	到	789	XXX	9999	系列	

符合下列指令/法规及其后续修订或补充的要求：2006/42/CE	 

-	2000/14/CE	-	2014/30/EU	-	(EU)	2016/1628	-	

2011/65/EU，符合以下协调标准的规定：EN	ISO	11806-1:2011	 

-	EN	55012:2007	-	EN	55012:2007+A1:2009	-	 

ISO	14982:1998

所采用合规评估程序如下：附件	V	-	2000/14/CE

测得的声功率级：115	dB	(A)

保证声功率级：116	dB	(A)

技术文件受权编制方为制造商	Emak	S.p.A。

在以下地址：Fermi,	4	-	Bagnolo	in	Piano	(RE)	

Italy，完成

日期：2021	年	7	月	31	日

s.p.a.

18 保修证书
这台机器是用最现代的生产技术设计和制造的。对于私人

和非专业用途，制造商对其产品提供自购买之日起	24	个

月的保修期。如果是专业使用，保修期限为	12	个月。

保修的一般条件

• 保修自购买之日起生效。制造商将通过销售和技术协助网

络，免费更换因材料、工艺和生产原因造成的缺陷部件。

保修不剥夺买受人对所购物品因瑕疵或瑕疵所造成的后果

所享有的民法典所规定的合法权利。

• 技术人员将在组织要求允许的时间范围内尽快介入。

• 要申请保修服务，必须向授权人员出示以下保修证书，该

证书应由零售商盖章，完整填写并附上证明购买日期的购

买发票或税单。

• 在以下情况下，保修无效：

• 明显缺少维护，

• 产品不当使用或改装，

• 使用不合适的润滑剂或燃油，

• 使用非原厂的更换零件；

• 未经授权的人员实施的干预。

• 	在制造商的保修中，不包括正常磨损的消耗品和零件。

• 保修不涵盖产品升级和改进。

• 保修不涵盖保修期内发生的调整和维护工作。

• 在运输过程中造成的任何损坏必须立即向承运人报告，否

则保修将无效。

• 将其他品牌发动机（Briggs	&	

Stratton、Subaru、Honda、Kipor、Lombardini、Kohler	

等）安装在我们的机器上，发动机制造商所提供的保修

仍适用。

• 保修不涵盖因机器故障或机器使用时间过长而造成的任何

直接或间接的人身或财产损害。

MODELLO 

ACQUISTATO DAL SIG.

SERIAL No

DATA

CONCESSIONARIO

Non spedire! Allegare solo all’eventuale richiesta di garanzia tecnica.

车型

序列号

采购方

请勿寄出！附至技术保修申请即可。

日期

经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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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k S.p.A.
42011 Bagnolo in Piano (RE) Italy
www.myemak.com
www.youtube.it/EmakGroup

RU
PL

ВНИМAНИЕ! – Нaстoящaя инструкция дoлжнa сoпрoвoждaть издeлиe вo врeмя всeгo срoкa eгo службы.

UWAGA! - Niniejsza instrukcja powinna towarzyszyć urządzeniu przez cały okres jego eksploatacji.

IT
EN
FR
DE
ES

ATTENZIONE! – Questo manuale deve accompagnare la macchina durante tutta la sua vita.

WARNING! – This owner’s manual must stay with the machine for all its life.

ATTENTION!– Le manuel doit accompagner la machine pour toute sa vie.

ACHTUNG! - Dieses Anweisungsheft muß das Gerät während seiner gesamten Lebensdauer begleiten.

¡ATENCIÓN! - Este manual debe acompañar a la máquina durante toda su vida útil.

SK UPOZORNENIE! - Tento návod musí sprevádzať stroj po celú dobu jeho životnosti.

PT ATENÇÃO! - Este manual deve acompanhar a máquina durante toda a sua vida útil.

EL
NL
CS

ΠΡΟΣΟΧΗ!

WAARSCHUWING! - Deze gebruikershandleiding moet gedurende de hele levensduur bij de machine blijven.

UPOZORNĚNÍ! - Tento návod byste měli používat po celou dobu životnosti přístroje.

CH 警告！–本用户手册必须在机器的使用寿命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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