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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Matter  

要點 
操作機器前，應閱讀、瞭解並遵守這些安全規則

和操作說明。只有訓練有素和授權的人員才被允

許操作此機器。應將此手冊當作機器的一部分並

永遠與機器一同存放。如有任何疑問，請與我們

聯繫。 

請與我們聯繫： 
網址：www.genielift.com 

電子郵件：awp.techpub@ter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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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所有者、使用者和操作人員： 
感謝您選購我們的機器。我們的首要之務是使用

者安全，這需要我們雙方的共同努力才能達成。

我們認為身為設備使用者和操作人員，如果您能

遵照下列指示，將會對機器的使用安全有很大的

幫助： 

1 遵守使用者、工作場所和政府規則。 

2 閱讀、理解並遵守本手冊以及本機器隨附之其

他手冊中的說明。 

3 養成符合一般人認知的良好安全工作習慣。 

4 只有經過良好訓練/領有執照的操作人員，在知

識豐富之專業人員指導下，才能操作本機器。 

 

危險 

不遵守本手冊中的說明和安全規則

將導致死亡和嚴重傷害。 

不得進行操作，除非： 
 您已瞭解並掌握本操作手冊中的機器安全操

作規則。 

1 避免出現危險情況。 

在繼續下一步之前應知道並瞭解安全規則。 

2 始終執行操作前檢查。 

3 始終在使用前進行功能測試。 

4 檢查工作場所。 

5 僅根據機器的設計意圖使用機器。 

 閱讀、理解並遵守製造商說明和安全規則—安

全和操作手冊以及機器標示。 

 閱讀、理解並遵守使用者安全規則和工作現場

規章。 

 請閱讀、瞭解和遵守所有相關的政府規章。 

 您已參加過訓練能夠安全地操作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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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分類 

此機器標示使用符號、色標和符號文字，其含義

如下： 

 

安全警告符號 – 用來警示可能對

人員造成傷害。遵守該符號後的

所有安全提示資訊，以避免可能

出現的人員傷亡。 

 
指示存在危險情況，如不避免，

會導致人員死亡或嚴重受傷。 

 
指示存在危險情況，如不避免，

可能導致人員死亡或嚴重受傷。

 
指示存在危險情況，如不避免，

可能導致人員輕度或中度受傷。

 
指示財產損失訊息。 

設計用途 
本機器是專門用於將人員以及他們的工具和材料

提升到空中工作場所。 

安全標誌維護 
更換任何遺失或損壞的安全標誌。隨時注意操作

人員的安全。使用中性肥皂和清水來清潔安全

標誌。請勿使用溶劑型的清潔劑，因為它們會損

壞安全標誌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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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與危險圖像定義  

 
 

 
  

砸壓的危險 不要靠近移動的

零件 
爆炸的危險 禁止吸煙。 

嚴禁火焰。 
停止引擎。 

電擊的危險 

 
 

 
  

保持所需的間隙 砸壓的危險 不要靠近移動中工作

臺的路線 
墜落的危險 不要靠近此表面。 

 
   

 

傾翻的危險  工作檯下坡： 

1 收回伸展臂。 
2 降低伸展臂。 

工作檯上坡： 

1 降低伸展臂。 
2 收回伸展臂。 

傾翻的危險  使用相同規格的輪胎來

更換輪胎。 

 

  

 

 

傾翻的危險  閱讀操作手冊 只有經過訓練的維護

人員才能檢修此隔艙 
傾翻的危險  請參閱序號標籤以瞭解

額定承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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繩索固定點 車輪負載 工作檯電源的電壓

等級 
接通至工作臺之空

氣管線的壓力等級 
附近必須預備滅火器。 

  

 

電擊的危險 禁止觸摸 綑綁說明 閱讀維修手冊 

   
 

焊接器的重量減少

承載量 
遠離明火。 爆炸 / 燒傷的危險 爆炸的危險 請勿將醚或其他高能量

的發動輔助劑用於裝備

有預熱塞之機器內。 

 

 

 

綑綁說明 起火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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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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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48

114251 82544 82472

114252

114249

82548

114252 82487

114251 133067 82472

114249

114249   A
114252   A

82487   B

114251   A

82472   B

82487

133067   A

0 to 50KV3.0 m

50 to 200KV4.6 m

200 to 350KV6.1 m

350 to 500KV7.6 m

500 to 750KV10.6 m

750 to 1000KV13.7 m



第六版 • 第六次印刷 操作手冊 

 一般安全 
 

 
零件號 T107106CT S-65 9 
 

 

 
 



操作手冊 第六版 • 第六次印刷 

一般安全 
 

 
10 S-65 零件號 T107106CT 

 

 
 



第六版 • 第六次印刷 操作手冊 

 人員安全 
 

 
零件號 T107106CT S-65 11 
 

 

人員安全  

個人墜落防護 
操作此機器時需要穿戴個人墜落防護裝備 
(PFPE)。 

工作檯上的人員必須依照政府規章佩帶安全帶或

安全裝備。將繩索捆綁在工作檯的固定點上。 

操作員必須遵守有關使用人員保護裝備的使用者、

工作場所以及政府規則。 

所有 PFPE 必須符合適用的政府規章，而且必須

按照 PFPE 製造商的說明進行檢驗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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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區安全  

 電擊的危險 
本機器並不絕緣，並且不提供觸電保護。 

 

遵循關於與電源線之所需

間隙的所有地方及政府

規章。至少必須遵循下表所

包含的所需間隙。 

 

線電壓 所需的間隙

0 至 50KV 10 ft 3.05 m

50 至 200KV 15 ft 4.60 m

200 至 350KV 20 ft 6.10 m

350 至 500KV 25 ft 7.62 m

500 至 750KV 35 ft 10.67 m

750 至 1000KV 45 ft 13.72 m

要考慮到工作臺移動、電線擺動或下垂，謹防強

風或陣風。 

 

 

如果機器接觸到帶電的

電線時，請遠離機器。地

面或工作臺上的人員禁

止觸摸或操作機器直至

帶電的電線被切斷。 

有閃電或暴風雨時請勿操作機器。 

請勿將機器當作焊接的地點。 

 傾翻的危險 
工作臺上的人員、裝置和材料不得超過最大工作

臺承載量。 

最大工作檯承載量 500 lbs 227 kg

最多容納人員 2

選配件和附件的重量，例如管架、面板架與焊縫，

將會減少工作檯額定負載，因此必須算入總工作

檯負載中。請參閱選配件上的標示。 

如果要使用附件，請閱讀、理解並遵守該附件的

標示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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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當機器在堅固、平坦的

地面上時才能升起或延伸

伸展臂。 

請勿把傾斜警示鈴當成水平指示器。只有當機器

嚴重傾斜時工作檯上的傾斜警示鈴才會鳴響。 

如果提升工作檯時發出傾斜警報聲，要十分小心

地降下工作檯。確定斜坡上伸展臂的狀況，如下

所示。把機器移到堅固、水平的地面前，遵循步

驟降下伸展臂。請勿在降下的過程中旋轉伸

展臂。 

 

 

若工作檯上坡時傾斜警示鈴鳴響：

1 降低伸展臂。 

2 收回伸展臂。 

 

若工作檯下坡時傾斜警示鈴鳴響：

1 收回伸展臂。 

2 降低伸展臂。 

當風速可能超過 28 mph / 
12.5 m/s 時，請不要升起

伸展臂。如果當伸展臂升起

後風速超過 28 mph / 
12.5 m/s，請降下伸展臂，

同時不要繼續操作機器。 

強風或陣風時請勿操作機器。請勿增加工作臺或

載荷的表面積。增大暴露在風中的面積將降低機

器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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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起位置下，當機器在

不平坦的地形上、有碎

石、不穩定或光滑的表

面、靠近洞口和陡坡等處

行駛時，要極端小心並降

低速度。 

當伸展臂升起或延伸時，機器不能在不平坦的地

形中、不穩定的表面上或其他危險狀況下行駛，

或在這些地區附近行駛。 

請勿把機器當成起重機來使用。 

請勿用伸展臂推動機器或其他物體。 

請勿把伸展臂和鄰近的建築物靠在一起。 

請勿將伸展臂或工作檯捆綁在鄰近的建築物上。 

請勿把載荷置於工作檯的周邊之外。 

 

請勿將任何物體推出或

拉向工作臺。 

最大允許側向力 -  
ANSI 和 CSA 
150 lbs / 667 N 

請勿改變或損壞任何可能影響安全性和穩定性的

機器元件。 

請勿用不同重量或規格的零件更換影響機器穩定

性的關鍵零件。 

請勿將工廠安裝的輪胎更換為不同規格或不同層

級的輪胎。 

未經製造商事前的書面許可，請勿修改或改動高

空作業人員升降機。在工作臺、趾板或護欄系統

上安裝用於放置工具或其他材料的附件，會增大

工作臺重量以及工作臺或負載的表面面積。 

 

請勿在此機器的任何零件

上放置、連接重物或懸掛

重物。 

請勿將梯子或腳手架放在

工作臺內，或靠在機器的

任何零件上。 

除非工具和材料已均勻分布，而且工作臺中的人

員可以安全地處理，否則請勿任意搬運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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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在移動或活動的表面或者車輛上使用機器。 

請確保所有輪胎皆處於良好的狀況，充氣式輪胎

已適當充氣，同時槽形螺母已經確實旋緊。 

當工作檯被卡住、擋住或由於鄰近物體妨礙而不

能正常移動時，請勿使用工作檯控制器釋放工

作檯。嘗試利用地面控制器釋放工作檯前，所有

人員必須離開工作檯。 

 在坡度上操作的危險 
請勿在超過機器最大上坡、下坡或側坡等級的斜

坡上驅動機器。坡度等級僅適用於收起位置的

機器。 

最大坡度等級，收起位置，2WD 

工作檯下坡 30% (17°)

工作檯上坡 10% (6°)

側坡 25% (14°)

最大坡度等級，收起位置，4WD 

工作檯下坡 45% (24°)

工作檯上坡 30% (17°)

側坡 25% (14°)

注意：坡度等級受到地面條件與適當牽引的影響。

請參閱「操作說明」一節中的「在斜坡上驅動」。 

 墜落的危險 

 

工作檯上的人員必須依

照政府規章佩帶安全帶

或安全裝備。將繩索捆綁

在工作檯的固定點上。 

 

請勿坐、站或爬在工作臺

的護欄上。任何時候都應

當穩定地站在工作臺地

板上。 

 

提升時，請勿從工作臺上

爬下來。 

保持工作臺地板上無碎屑。 

操作前降下工作檯入口中欄或關閉入口門。 

除非機器處於收起位置且工作檯處於平坦地面，

否則請勿進入或離開工作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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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撞危險 

 

開動或操作機器時，應意

識到視線距離和盲點的

局限。 

旋轉轉盤時，請注意伸展臂的位置以及擺尾。 

 

檢查工作區，尋找空中障

礙物或其他可能的危險。

 

抓住工作臺護欄時，當心

有砸壓的危險。 

操作員必須符合有關使用人員保護裝備的使用者、

工作場所以及政府規則。 

應觀察並使用工作檯控制器與驅動底盤上的驅動

和轉向功能色標方向箭頭。 

 

下方區域沒有人員和障

礙物時，才能降下伸

展臂。 

 

根據地面狀況、擁塞程

度、坡度、人員位置和可

能導致碰撞的任何其他

因素，限制行進速度。

除非吊車控制器已被鎖定，和/或已採取了防止潛

在碰撞的防範措施，否則請勿在吊車的路線上操

作伸展臂。 

操作機器時，請勿危險驅動或野蠻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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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體受傷的危險 
一定要在通風良好的地方操作機器以避免一氧化

碳中毒。 

當液壓油或空氣泄漏時請勿操作機器。液壓油或

空氣洩漏可能會穿透和/或燒傷皮膚。 

不正確地碰觸蓋子下面的任何元件將對人員造成

重傷。只有經過訓練的維護人員才能檢修此隔艙。

建議只在執行操作前檢查時，由操作員進行檢修。

在操作過程中，所有隔艙必須保持關閉和鎖定。 

 爆炸和起火的危險 
如果聞到或察覺到液化石油氣 (LPG)、汽油、柴油

或其他易爆物質，請勿啟動引擎。 

引擎運轉時請勿給機器加油。 

只有在開闊、通風良好並遠離火花、火焰和點燃

的香煙等火源處，才能給機器加油以及為電池

充電。 

在危險位置處或可能存在易燃或易爆氣體或微粒

的地方，請勿操作機器或給電池充電。 

請勿將醚這類的化學藥劑噴入裝備有預熱塞之引

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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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器損壞的危險 
請勿使用已經損壞或有故障的機器。 

在每個工作班次開始之前應徹底執行機器操作前

檢查並測試所有功能。對已損壞或有故障的機器

應立即加上標誌並停止操作。 

確保已進行本手冊和適當的 Genie 維修手冊中指

定的所有維護操作。 

確保所有標示都在適當的位置且清晰易讀。 

確保操作手冊、安全手冊和職責手冊完整、易讀，

並且儲存在機器的儲存箱中。 

 元件損壞的危險 
請勿使用任何大於 12V 的電池或充電器來啟動

引擎。 

請勿將機器當作焊接的地點。 

 電池安全性 

灼傷的危險 

 

電池含酸性物質。操作電池

時始終應穿上防護衣並戴上

護目鏡。 

避免電池中的酸性物質溢出

或碰觸該物質。用小蘇打與

水中和溢出的電池酸性

物質。 

爆炸的危險 

 

 

 

禁止火花、火焰和點燃的香

煙靠近電池。電池能夠釋放

出易爆氣體。 

電擊的危險 

避免與電氣接線端子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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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焊接器安全 
請認真閱讀、理解並遵守焊接動力裝置所附帶的

所有警告和說明。 

除非於工作臺控制器端關閉焊接動力裝置，否則

請勿連接焊接引線或纜線。 

除非焊接纜線正確連接，焊接器正確接地，否則

請勿操作機器。 

焊接器的重量會減少工作臺額定負載，因此必須

算入總工作臺負載中。焊接器電源重量為 75 lbs / 
34 kg。 

根據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署 (OSHA) 第 
1926.352(d) 號規章之規定，務必在滅火器已備妥、

隨時可用的情況下才能操作焊接器。 

 接通至工作臺安全設備之焊接

線 
請認真閱讀、理解並遵守焊接動力裝置所附帶的

所有警告和說明。 

除非於工作臺控制器端關閉焊接動力裝置，否則

請勿連接焊接引線或纜線。 

除非適當連接焊接纜線，否則請勿操作。 

請將正極引線連接至位於轉盤及工作臺的扭轉鎖

定連接器。 

請將負極引線夾緊至位於轉盤及工作臺的接

地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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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板架安全 
請認真閱讀、理解並遵守管架所附帶的所有警告

和說明。 

請勿超過額定工作檯承載量。管架組件和管架上

的重量將會降低額定工作檯承載量，因此必須算

入總工作檯負載中。 

管架組件的重量為 21 lbs / 9.5 kg。 

管架組件的最大承載量為 200 lbs / 91 kg。 

管架組件的重量和管架的負載會限制工作檯的最

多容納人員數。 

請將負載置於工作檯周邊的居中位置。 

將其固定到工作檯上。 

請勿堵塞工作檯的入口或出口。 

請勿妨礙到操作工作檯控制器或紅色「緊急停止」

按鈕的能力。 

除非您已受過充分的指示，並瞭解所有關於具有

懸垂負載之工作檯移動可能發生的危險，否則不

得進行操作。 

請勿升降固定或懸垂的負載，以避免對機器造成

水平或側向力。 

電擊的危險：將管路遠離所有帶電的導線。 

 面板架安全 
請認真閱讀、理解並遵守面板架所附帶的所有警

告和說明。 

請勿超過額定工作檯承載量。托架、面板、人員、

工具和任何其他設備加起來的總重量不得超過額

定承載量。 

面板架組件的重量為 30 lbs / 13.6 kg。 

面板架的最大承載量為 250 lbs / 113 kg。 

面板架的重量和面板架的負載會限制工作檯的最

多容納人員數為一個人。 

將其固定到工作檯上。使用提供的皮帶將面板固

定到工作檯護欄。 

除非您已受過充分的指示，並瞭解所有關於提升

面板可能發生的危險，否則不得進行操作。 

請勿升降固定或懸垂的負載，以避免對機器造成

水平或側向力。 

面板最大垂直高度：4 ft / 1.2 m 

最大承受風速：15 mph / 6.7 m/sec 

最大面板面積：32 sq ft / 3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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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曳裝置安全 
請認真閱讀、理解並遵守拖曳裝置所附帶的所有

警告和說明。 

當車輛處於自由輪轉配置下時，這時會沒有剎車，

機器可能會移動，導致死亡、嚴重傷害或財產的

損壞。 

請勿超出最大拖曳速度，或最大拖曳時間。 

最大拖曳速度 8 mph / 12.87 km/h

8 mph / 13 km/h 的最大拖曳

時間 
30 分鐘

6 mph / 10 km/h 的最大拖曳

時間 
60 分鐘

每次使用後鎖住 
1 選擇一個安全停放位置，可以是堅固的水平地

面，沒有障礙物並避開交通繁忙的地方。 

2 將伸展臂收回並降到收起位置。 

3 旋轉轉盤，使伸展臂位於非轉向輪之間。 

4 將鑰匙開關轉動至 off「關」的位置並拔掉鑰

匙，以避免未經許可使用機器。 

5 用止輪塊墊起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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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意圖  

 
 

1 非轉向輪胎 

2 轉向輪胎 

3 地面控制器 

4 伸展臂 

5 短臂 

6 工作臺控制器 

7 工作檯 

8 繩索固定點 

9 滑動中護欄 

10 手冊儲存箱 

11 腳踏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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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 
 

S-65 機器將有下列兩種類型之一的地面控制器

面板。除非特別指出，否則本節的說明與「功能測

試與操作說明」中的說明適用於兩種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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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控制器面板 
1 LCD 讀取螢幕 

螢幕上會顯示計時器、電壓、油壓與冷卻液

溫度。螢幕也會顯示故障代碼與其他維修

資訊。 

2 未使用 

3 未使用 

4 引擎啟動開關 

將引擎啟動開關移動至任一側，啟動引擎。 

5 引擎空轉 (rpm) 選擇開關 

將引擎空轉選擇開關移動至烏龜位置，以啟動

低速空轉之腳踏開關。 
將引擎空轉選擇開關移動至兔子位置，以啟動

高速空轉之腳踏開關。 

6 未使用 

7 緊急動力開關 

如果主動力源 (引擎) 失去作用，則請使用緊急

動力。 
同時按住任一側的緊急動力開關並且啟動所

需之功能。 

8 轉盤旋轉開關 

將轉盤旋轉開關往右轉，轉盤會轉向右側。將

轉盤旋轉開關往左轉，轉盤會轉向左側。 

9 伸展臂上升/下降開關 

將伸展臂上升/下降開關往上移，伸展臂會

上升。將伸展臂上升/下降開關往下移，伸展

臂會下降。 

10 機器故障指示燈 

燈亮表示所有功能皆已停止。請參閱「操作說

明」一節中的說明。 

11 伸展臂延伸/收回開關 

將伸展臂延伸/收回開關往右移，伸展臂會

延伸。將伸展臂延伸/收回開關往左移，伸展

臂會收回。 

12 功能啟用按鈕 

按住功能啟用按鈕，以啟用地面控制器面板上

的功能進行操作。 

13 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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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關/地面/工作臺選擇鑰匙開關 

將鑰匙開關轉動至 off「關」的位置，即可關

掉機器。將鑰匙開關轉動至地面的位置，地面

控制器即開始運作。將鑰匙開關轉動至工作檯

的位置，工作檯控制器即開始運作。 

15 短臂上升/下降開關 

將短臂開關往上移，短臂會上升。將短臂開關

往下移，短臂會下降。 

16 紅色「緊急停止」按鈕 

將紅色「緊急停止」按鈕向裡推到 off「關」

的位置，以停止所有功能並且關閉引擎。將紅

色「緊急停止」按鈕拉出至 on 「開」 的位置，

開始操作機器。 

17 未使用 

18 工作檯調整水平開關 

將工作檯調整水平開關往上移，工作檯的高度

即往上升高。將工作檯調整水平開關往下移，

工作檯的高度即往下降低。 

19 工作檯旋轉開關 

將工作檯旋轉開關往右轉，工作檯會轉向右側。

將工作檯旋轉開關往左轉，工作檯會轉向

左側。 

20 計時器 

計時器會顯示機器已運作的小時數。 

21 預熱塞開關 

將預熱塞開關移動至任一側約 3 至 5 秒鐘的

時間。 

22 汽油/LPG 型號： 燃料選擇開關 

將燃料選擇開關移動至汽油位置，選擇汽油作

為燃料。將燃料選擇開關移動至 LPG 位置，

選擇 LPG 作為燃料。 

23 檢查引擎燈 

燈亮且引擎停止：標記機器並停止使用。 
燈亮且引擎運轉：請於 24 小時內聯絡維修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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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檯控制面板 
1 喇叭按鈕 

按下此按鈕，喇叭即鳴響。放開此按鈕，喇叭

即停止。 

2 工作檯調整水平開關 

將工作檯調整水平開關往

上移，工作檯的高度即往

上升高。將工作檯調整水

平開關往下移，工作檯的

高度即往下降低。 
 

3 工作檯旋轉開關 

將工作臺旋轉開關往左

轉，工作臺會轉向左側。 
將工作檯旋轉開關往右

轉，工作檯會轉向右側。 

4 短臂上升/下降開關 

將短臂開關往上移，短

臂會上升。將短臂開關

往下移，短臂會下降。

5 驅動速度選擇開關 

機器處於斜坡的符號：在斜坡上的低速範圍

操作。 
機器處於水平面的符號：最大驅動速度的高速

範圍操作。 

6 緊急動力開關 

如果主動力源 (引擎) 失去作用，則請使用緊急

動力。 
同時按住任一側的緊急動力開關並且啟動所

需之功能。 

7 機器未處於水平狀態指示燈 

當傾斜警示鈴發出聲音時，燈會亮。將機器移

到平坦地面。 

8 發電機開關 (如果配備) 

將發電機開關往上移可啟動發電機。將開關往

下移可關閉發電機。 

9 未使用 

10 紅色「緊急停止」按鈕 

將紅色「緊急停止」按鈕向裡推到 off「關」

的位置，以停止所有功能並且關閉引擎。將紅

色「緊急停止」按鈕拉出至 on 「開」 的位置，

開始操作機器。 



第六版 • 第六次印刷 操作手冊 

 控制器 
 

 
零件號 T107106CT S-65 29 
 

 

11 用於驅動及轉向功能之雙軸比例控制手柄 
或者 用於行駛功能的比例控制手柄和用於轉

向功能的拇指搖桿. 

按照控制面板上藍色箭頭指示的方向移動控

制手柄，然後機器就會向前驅動。按照控制面

板上黃色箭頭指示的方向移動控制手柄，然後

機器就會向後驅動。按照藍色三角指示的方向

移動控制手柄，然後機器就會轉向左邊。按照

黃色三角指示的方向移動控制手柄，然後機器

就會轉向右邊。 
或者 
按照控制面板上藍色箭頭指示的方向移動控

制手柄，然後機器就會向前驅動。按照控制面

板上黃色箭頭指示的方向移動控制手柄，然後

機器就會向後驅動。按拇指搖桿開關的左側，

然後機器就會轉向左邊。按拇指搖桿開關的右

側，然後機器就會轉向右邊。 

12 全方位開關 

若要驅動，請在全方位指示燈亮起時，握住任

一側的全方位開關並緩慢地將驅動控制手柄

移開中心位置。請注意機器可能以與驅動及轉

向控制器移動方向相反的方向移動。 

13 全方位指示燈 

燈亮表示伸展臂剛剛移過非轉向輪而且驅動

功能已中斷。 

14 預熱塞開關 (如果配備) 

將預熱塞開關移動至任一側約 3 至 5 秒鐘的

時間。 

15 引擎空轉 (rpm) 選擇開關 

將引擎空轉選擇開關移動至烏龜位置，以啟動

低速空轉之腳踏開關。 
將引擎空轉選擇開關移動至兔子位置，以啟動

高速空轉之腳踏開關。 

16 有 LCD 螢幕的型號：引擎關閉指示燈亮 

燈亮表示引擎已關閉。請聯絡維修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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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汽油/LPG 型號： 燃料選擇開關 

將燃料選擇開關移動至汽油位置，選擇汽油作

為燃料。將燃料選擇開關移動至 LPG 位置，

選擇 LPG 作為燃料。 

18 引擎啟動開關 

將引擎啟動開關移動至任一側，啟動引擎。 

19 機器故障指示燈 

燈亮表示所有功能皆已停止。請參閱「操作說

明」一節中的說明。 

20 未使用 

21 用於伸展臂延伸/收回功能的拇指搖桿開關 

按下搖桿開關的頂部，伸展

臂將會收回。按下搖桿開關

的底部，伸展臂將會延伸。

22 用於伸展臂上升/下降及轉盤左轉/右轉功能之

雙軸比例控制手柄 

將控制手柄往上移，伸展臂

便會上升。將控制手柄往下

移，伸展臂便會下降。 

將控制手柄往右移，轉盤也

會向右轉。將控制手柄往左

移，轉盤也會向左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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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  

 

不得進行操作，除非： 
 您已瞭解並掌握本操作手冊中的機器安全操

作規則。 

1 避免出現危險情況。 

2 永遠執行操作前檢查。 

在繼續下一步之前應知道並瞭解操作前

檢查。 

3 始終在使用前進行功能測試。 

4 檢查工作場所。 

5 僅根據機器的設計意圖使用機器。 

操作前檢查基本原則 
在操作前進行檢查和例行維護是操作員的職責。 

操作前檢查是由操作員在每個工作班次之前進行

的目視檢查。檢查的目的是在操作員進行功能測

試之前發現機器是否存在明顯問題。 

操作前檢查也可用來確定是否需要進行例行的維

護程序。操作員僅能執行在此手冊中規定的例行

維護項目。 

請參考下頁的清單，並檢查每個項目。 

如果發現損壞或與出廠狀態不同的任何未經授權

的改動，必須標記機器並停止使用。 

根據製造商的規定，只有合格的維修技術人員才

能維修機器。維修結束後，在進行功能測試之前，

操作員必須再執行一次操作前檢查。 

根據製造商的規定和職責手冊上所列的要求，應

由具有資格的維修技術人員進行定期維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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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前檢查 

 確保安全、職責和操作手冊完整、易讀，並儲

存在工作臺中的存放箱中。 

 確定所有標籤清晰易讀且貼於正確的位置。請

參閱「檢驗」一節。 

 檢查液壓滲漏和油位是否適當。請根據需要

加油。請參閱「維護」一節。 

 檢查電池液是否泄漏以及液位是否合適。請根

據需要添加蒸餾水。請參閱「維護」一節。 

 檢查引擎機油是否滲漏和油位是否適當。請根

據需要加油。請參閱「維護」一節。 

 檢查引擎冷卻液是否滲漏及冷卻液液位是否

適當。請根據需要添加冷卻液。請參閱「維護」

一節。 

 檢查輪胎壓力是否適當。請根據需要打氣。請

參閱「維護」一節。 

檢查下列元件或區域有無損壞、安裝不當，或零

件遺失以及未經授權的修改等情況： 

 電氣元件、接線和電纜 

 液壓軟管、接頭、液壓缸和集流腔 

 燃料與液壓油箱 

 驅動馬達、轉盤馬達與驅動輪轂 

 耐磨墊 

 輪胎和車輪 

 引擎及相關元件 

 限制開關和喇叭 

 警示鈴和指示燈 (如果有配備的話) 

 螺母、螺栓和其他固定裝置 

 工作檯入口中欄或門 

檢查整個機器以尋找： 

 焊縫或架構元件的裂紋 

 機器的凹痕或損壞 

 過度生銹、腐蝕或氧化 

 確保所有架構件和其他關鍵元件都具備，所有

相關緊固件和銷釘均處於正確位置並完全

擰緊。 

 完成檢查後，確保所有隔艙蓋位置適當並且

鎖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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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進行操作，除非： 
 您已瞭解並掌握本操作手冊中的機器安全操

作規則。 

1 避免出現危險情況。 

2 始終執行操作前檢查。 

3 始終在使用前進行功能測試。 

在繼續下一步之前應知道並瞭解功能測試。 

4 檢查工作場所。 

5 僅根據機器的設計意圖使用機器。 

功能測試基本原則 
功能測試是為了在開始使用機器之前先發現故障

而設計的。操作員必須遵循逐步說明來測試機器

的所有功能。 

禁止使用有故障的機器。如果發現故障，必須標

記機器並停止使用。根據製造商的規定，只有合

格的維修技術人員才能維修機器。 

維修結束後，操作員必須在開始使用機器之前，

再一次執行操作前檢查和功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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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控制器上 
1 選擇一個堅固、水平且沒有障礙物的測試

區域。 

2 將鑰匙開關轉動至地面控制器。 

3 將紅色「緊急停止」按鈕拉出至 on 「開」 的
位置。 

 結果：指示燈 (如果有配備的話) 應該成閃爍

狀態。 

4 啟動引擎。請參閱「操作說明」一節。 

測試緊急停止 

5 把紅色「緊急停止」按鈕向裡推至 off「關」

的位置。 

 結果：引擎應該關閉而且任何功能都不應

運作。 

6 將紅色「緊急停止」按鈕拉出至開的位置，重

新啟動引擎。 

測試機器功能 

7 請勿按下功能啟用

按鈕。嘗試啟動每一個伸

展臂及工作檯功能扳鈕

開關。 
 

 結果：伸展臂及工作檯功能不應運作。 

8 按住功能啟用選擇按鈕，然後啟動每一個伸展

臂及工作檯功能扳鈕開關。 

 結果：所有伸展臂及工作檯功能都應執行一個

完整的週期。當伸展臂下降時，下降警鈴 (如
果有配備的話) 應該鳴響。 

測試傾斜傳感器 

9 拔出工作檯紅色「緊急停止」按鈕至 on「開」

的位置。將鑰匙開關轉動至工作臺控制。 

10 打開油箱側轉盤蓋並且找到

燃料箱旁邊的傾斜傳感器。 

11 按下傾斜傳感器的一側。 

 結果：位於工作檯的警報器應該會發出鳴響。 

測試緊急控制器 

12 將鑰匙開關轉動至地面控制器，然後關閉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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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將紅色「緊急停止」按鈕拉出至 on 「開」 的
位置。 

14 同時按住緊急動力開關並且啟動

每個伸展臂功能扳鈕開關。 

注意：若要保存電池電力，請透過某一部分週

期測試每項功能。 

 結果：所有伸展臂功能應該執行。 

在工作臺控制臺上 

測試緊急停止 

15 進入工作臺並拉出紅色「緊急停止」按鈕。啟

動引擎。 

16 把工作臺上的紅色「緊急停止」按鈕按壓至 off
「關」的位置。 

 結果：引擎應該關閉而且任何功能都不應

運作。 

17 將紅色「緊急停止」按鈕拉出並且重新啟動

引擎。 

測試喇叭 

18 按下喇叭按鈕。 

 結果：喇叭應鳴響。 

測試腳踏開關 

19 把工作臺上的紅色「緊急停止」按鈕按壓至 off
「關」的位置。 

20 將紅色「緊急停止」按鈕拉出至 on 「開」 的
位置，但是請勿啟動引擎。 

21 踩下腳踏開關並且嘗試透過將啟動扳鈕開關

移動至任一側來啟動引擎。 

 結果：引擎不應啟動。 

22 請勿踩下腳踏開關並重新啟動引擎。 

 結果：引擎應啟動。 

23 請勿踩下腳踏開關並測試各個機器功能。 

 結果：所有功能都不會執行。 

測試機器功能 

24 踩下腳踏開關。 

25 啟動每一機器功能控制手柄或扳鈕開關。 

 結果：所有伸展臂及工作檯功能都應執行一個

完整的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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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轉向 

26 踩下腳踏開關。 

27 按照控制面板上藍色三角指示的方向按下驅

動控制手柄頂端的拇指搖桿開關，或者按照藍

色三角指示的方向，緩慢移動控制手柄。 

 結果：車輪應按照驅動底盤上藍色三角所指示

的方向轉動。 

28 按照控制面板上黃色三角指示的方向按下拇

指搖桿開關，或者按照黃色三角指示的方向，

緩慢移動控制手柄。 

 結果：車輪應按照驅動底盤上黃色三角所指示

的方向轉動。 

測試驅動和剎車功能 

29 踩下腳踏開關。 

30 按照控制面板上藍色箭頭指示的方向，緩慢移

動驅動控制手柄直至機器開始移動，然後將手

柄恢復到中心位置。 

 結果：機器應按照驅動底盤上藍色箭頭所指示

的方向移動，然後突然停止。 

31 按照控制面板上黃色箭頭指示的方向，緩慢移

動控制手柄直至機器開始移動，然後將手柄恢

復到中心位置。 

 結果：機器應按照驅動底盤上黃色箭頭所指示

的方向移動，然後突然停止。 

注意：在工作車能爬上的任何坡度上，剎車必須

能夠使機器停穩。 

測試懸吊系統 (如果配備) 

32 從工作檯控制器啟動引擎。 

33 將右轉向輪胎驅動到一塊 6 in / 15 cm 的墊塊

或井欄上。 

 結果：其餘三個輪胎應保持與地面緊密接觸。 

34 將左轉向輪胎驅動到一塊 6 in / 15 cm 的墊塊

或井欄上。 

 結果：其餘三個輪胎應保持與地面緊密接觸。 

35 將左右兩轉向輪胎驅動到一塊 6 in / 15 cm 的
墊塊或井欄上。 

 結果：非轉向輪胎會保持與地面緊密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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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全方位功能系統 

36 踩下腳踏開關並且將伸展臂降至收起位置。 

37 旋轉轉盤，直到伸展臂移過其中一個的非轉

向輪。 

 結果：無論伸展臂位在所示

範圍的任何位置，全方位功

能指示燈應該會亮起並保持

亮燈狀態。 

38 將驅動控制手柄移開中心位置。 

 結果：驅動功能應當不能執行。 

39 移動並握住任一側的全方位扳鈕開關並緩慢

地將驅動控制手柄移開中心位置。 

 結果：驅動功能應當能夠執行。 

注意：當全方位功能系統使用中，機器可能以與

驅動及轉向控制手柄移動方向相反的方向行駛。 

使用工作檯控制器和驅動底

盤上的色標方向箭頭來標示

機器將移動的方向。 

測試限制的驅動速度 

40 踩下腳踏開關。 

41 伸展臂提升至剛好水平面以上。 

 

42 緩慢移動控制手柄直至全驅動位置。 

 結果：伸展臂升起時的最大驅動速度不應超過

每秒 1 ft / 30 cm。 

43 將伸展臂降到收起位置。 

44 伸展臂延伸 18 in / 46 cm。 

45 緩慢移動控制手柄直至全驅動位置。 

 結果：伸展臂延伸時的最大驅動速度不應超過

每秒 1 ft / 30 cm。 

如果伸展臂升高或延伸時的驅動速度超出每秒 
1 ft / 30 cm，請立刻標記機器並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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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緊急控制器 

46 關閉引擎。 

47 將紅色「緊急停止」按鈕拉出至 on 「開」 的
位置。 

48 踩下腳踏開關。 

49 同時按住緊急動力開關並且啟動每一個機器

功能控制手柄或是扳鈕開關。 

注意：若要保存電池電力，請透過某一部分週期

測試每項功能。 

 結果：所有伸展臂及轉向功能都應該執行。不

應該使用緊急動力執行驅動功能。 

測試航空器保護套件 (如果配備) 

50 將工作檯底部的黃色保險桿往任何方向移動 
4 英吋 / 10 cm。 

51 啟動每個功能控制手柄或扳鈕開關。 

 結果：不執行任何伸展臂及轉向功能。 

52 移動並按住功能優先開關。 

53 啟動每個功能控制手柄或扳鈕開關。 

 結果：所有伸展臂及轉向功能應該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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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進行操作，除非： 
 您已瞭解並掌握本操作手冊中的機器安全操

作規則。 

1 避免出現危險情況。 

2 始終執行操作前檢查。 

3 始終在使用前進行功能測試。 

4 檢查工作場所。 

在繼續下一步之前該瞭解和瞭解工作場所的

檢查。 

5 僅根據機器的設計意圖使用機器。 

工作場所檢查基本原則 
工作場所檢查有助於操作員確定工作場所是否適

合於安全操作機器。將機器移動到工作場所之前，

操作員應首先進行此項工作。 

操作員的職責是閱讀並牢記工作場所的危險事項，

然後當移動、安裝和操作機器時注意並避免這些

危險。 

工作場所檢查檢查表 
當心和避免下列危險情況： 

 陡坡或洞穴 

 突起物、地面障礙物或碎屑 

 斜坡表面 

 不穩定或光滑的表面 

 空中障礙物和高壓導線 

 危險位置 

 不足以承受機器所施加全部負載力的表面支

撐物 

 風和天氣狀況 

 未授權人員的出現 

 其他可能出現的不安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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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包含文字的標示 
確定機器上的標示是否有文字或符號。使用適當

的檢驗來驗證所有標示皆清晰易讀且貼於正確的

位置。 

以下是包含數量和說明的資料清單。 

零件號 標示說明  數量

25994 注意 – 元件損壞危險 1

27204 箭頭 – 藍色 1

27205 箭頭 – 黃色 1

27206 三角 – 藍色 2

27207 三角 – 黃色 2

28158 標籤 – 無鉛 1

28159 標籤 – 柴油機 1

28160 標籤 – 液化石油氣 1

28161 警告 – 砸壓的危險 4

28165 說明 – 腳踏開關 1

28174 標籤 – 動力至工作臺，230V 2

28175 警告 – 隔艙入口 1

28176 標籤 – 手冊遺失 1

28177 警告 – 碰撞的危險 2

28181 警告 – 不得踩踏或跨騎 1

28235 標籤 – 動力至工作臺，115V 2

28236 警告 – 不適當的操作 1

30080 說明 – 最大承載，500 lbs / 227 kg 1

31060 危險 – 傾翻的危險，限制開關 3

31788 危險 – 爆炸/燒傷的危險 1

40434 標籤 – 牽索固定點 8

44981 標籤 – 通到工作臺的空氣管線  
(選配件) 

2

52865 警告 – 年度檢驗記錄 1

52966 裝飾物 – 4 x 2 1

52967 裝飾物 – 4 x 4 1

62078 裝飾物 – Genie S-65 1

62079 裝飾物 – S-65 1

72875 警告 – 管架 (選配件) 2

82237 危險 – 電擊的危險 (選配件) 2

零件號 標示說明  數量

82366 標籤 – Chevron Rando 1

82410 警告 – 面板架 (選配件) 2

82644 說明 – Perkins 引擎規格 (404C-22) 1

82677 危險 – 輪胎規則 4

82678 危險 – 高浮力輪胎規則 4

82862 危險 – 滅火器， 焊接器 (選配件) 1

97548 說明 – Deutz 引擎規格  
(F3L 2011 & D2011 L03i) 

1

97579 危險 – 傾翻的焊接器 (選配件) 

97602 警告 – 爆炸的危險 1

97815 標籤 – 下方中護欄 1

97875 警告 – 工作臺焊接線 2

97887 說明 – 最大側力，150 lbs / 667 N，ANSI 1

114099 標籤 – 搬運圖 2

114169 說明 – Ford 引擎規格 (DSG-423) 1

114258 危險 – 爆炸的危險 1

114277 標籤 – 傳送帶路線 (DSG-423) 1

114389 危險 – 安全規則 2

114390 危險 – 電擊的危險 2

114416 危險 – 傾翻的危險，傾斜警示鈴 1

114465  地面控制器面板 1

133278 標籤 – 低硫化燃料量 (柴油機型號) 1

147603 工作檯控制面板 1

215526 標籤 – 傳送帶路線 1

215527 說明 – Ford 引擎規格 (MSG-425) 1

219723 地面控制器面板 1

235372 標籤 – 車輪負載 4

822004 說明 – Perkins 引擎規格，(404F-22) 1

822131 說明 – Deutz 引擎規格 (D2.9 L4) 1

823761 工作檯控制面板 1

825579 說明 – LCD 螢幕 1

826345 標籤 – 僅限超低硫化燃料量  
(柴油機型號) 

1

1000014 說明 – 操作說明 2

1000262 危險 – 傾翻，承載量 1

 陰影表示標示是隱藏的，也就是在蓋子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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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包含符號的標示 
確定機器上的標示是否有文字或符號。使用適當

的檢驗來驗證所有標示皆清晰易讀且貼於正確的

位置。 

以下是包含數量和說明的資料清單。 

零件號 標示說明  數量

27204 箭頭 – 藍色 1

27205 箭頭 – 黃色 1

27206 三角 – 藍色 2

27207 三角 – 黃色 2

28158 標籤 – 無鉛 1

28159 標籤 – 柴油機 1

28160 標籤 – 液化石油氣 1

28174 標籤 – 動力至工作臺，230V 2

28235 標籤 – 動力至工作臺，115V 2

40434 標籤 – 牽索固定點 8

44981 標籤 – 通到工作臺的空氣管線 (選配件) 2

52967 裝飾物 – 4 x 4 1

82472 標籤 – 砸壓的危險 4

82473 標籤 – 隔艙入口 1

82481 標籤 – 電池/充電器安全 1

82487 標籤 – 閱讀手冊 2

82548 標籤 – 工作臺旋轉 2

零件號 標示說明  數量

82601 標籤 – 最大承載，227 kg 1

82602 標籤 – 最大手動力，667 N，ANSI 1

82671 標籤 – 工作臺焊接線 (選配件) 2

97815 標籤 – 下方中護欄 1

114099 標籤 – 搬運圖 2

114247 標籤 – 墜落的危險 1

114251 標籤 – 爆炸的危險 1

114252 標籤 – 傾翻的危險，限制開關 7

114277 標籤 – 傳送帶路線 (DSG-423) 1

114465  地面控制器面板 1

114473 標籤 – 傾斜警示鈴 1

133067 標籤 – 電擊的危險 1

133252 標籤 – 軌道負載，S-65 TRAX 4

133254 裝飾物 – Genie S-65 TRAX 1

133260 裝飾物 – S-65 TRAX 1

133263 標籤 – 軌道規格 4

133387 全方位功能貼紙 2

147603 工作檯控制面板 1

215526 標籤 – 傳送帶路線 1

823658 地面控制器面板  1

823764 工作檯控制面板 1

 陰影表示標示是隱藏的，也就是在蓋子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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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不得進行操作，除非： 
 您已瞭解並掌握本操作手冊中的機器安全操

作規則。 

1 避免出現危險情況。 

2 始終執行操作前檢查。 

3 始終在使用前進行功能測試。 

4 檢查工作場所。 

5 僅根據機器的設計意圖使用機器。 

基本原則 
「操作說明」一節為機器操作的各個方面提供了具

體說明。操作者有責任遵循操作手冊、安全手冊

及職責手冊上的所有安全規則和說明。 

除了將人員以及它們的工具和材料提升到空中工

作場所外，將此機器另做它用是不安全和危

險的。 

只有訓練有素和經授權的人員方可獲許操作該

機器。如果在同一工作班次的不同時間，有一個

以上的操作員使用同一台機器，那麼他們必須都

是具有相應資格的操作人員且應遵循操作手冊、

安全手冊及職責手冊上的所有安全規則和說明。

這意味著每一個新操作人員在使用機器以前都應

該執行操作前檢查、功能測試和工作場所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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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引擎 
1 在地面控制器上﹐將鑰匙開關轉動至想要的

位置。 

2 確保地面和工作檯控制紅色「緊急停止」按鈕

都拉出到 on「開」的位置。 

汽油/LPG 型號 

1 在地面控制器上﹐將鑰匙開關轉動至想要的

位置。 

2 確保地面和工作檯控制紅色「緊急停止」按鈕

都拉出到 on「開」的位置。 

3 透過將燃料選擇開關移動至想要的位置來選

擇燃料。 

4 將引擎啟動扳鈕開關移動至任一側。如果引擎

無法啟動或是熄火，則重新啟動延遲會使得啟

動開關喪失功能 3 秒種。 

柴油機型號 

1 在地面控制器上﹐將鑰匙開關轉動至想要的

位置。 

2 確保地面和工作檯控制紅色「緊急停止」按鈕

都拉出到 on「開」的位置。 

有電預熱塞按鈕開關的型號： 

3 將預熱塞開關移動至任一側約 3 至 5 秒鐘的

時間。 

4 將引擎啟動扳鈕開關移動至任一側。如果引擎

無法啟動或是熄火，則重新啟動延遲會使得啟

動開關喪失功能 3 秒種。 

有自動預熱塞的型號： 

5 當自動預熱塞開啟時，LCD 螢幕將會

顯示預熱塞符號。 

6 當自動預熱塞符號關閉時，將引擎啟動扳鈕開

關移動至任一側。如果引擎無法啟動或是熄火，

重新啟動延遲會使得啟動開關喪失功能 3 
秒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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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停止 
在地面控制器或工作檯控制器上，將紅色緊急停

止按鈕推到 off「關」位置並關閉引擎。 

修復任何操作功能須在按下其中任一個紅色緊急

停止按鈕時進行。 

選擇並操作地面控制器會超越工作檯紅色「緊急

停止」按鈕。 

緊急動力 
如果主動力源 (引擎) 失去作用，則請使用輔助

動力。 

1 將鑰匙開關轉動至地面或工作檯控制器。 

2 將紅色「緊急停止」按鈕拉出至 on 「開」 的
位置。 

3 由工作檯操作輔助控制器時踩下腳踏開關。 

4 同時將緊急動力開關往任一側推並

且啟動所需之功能。 

將無法使用緊急動力執行驅動和轉向功能。 

從地面進行操作 
1 將鑰匙開關轉動至地面控制器。 

2 將紅色「緊急停止」按鈕拉出至 on 「開」 的
位置。 

3 汽油/LPG 型號：透過將燃料選擇開關移動至

想要的位置來選擇燃料。 

4 啟動引擎。 

調整工作檯位置 

1 按住功能啟用按鈕。 

2 按照控制面板上的記號來移動適當的扳鈕

開關。 

透過地面控制器無法使用驅動和轉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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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工作臺操作 
1 將鑰匙開關轉動至工作臺控制。 

2 一起拔出工作臺和地面紅色「緊急停止」按鈕

至 on「開」的位置。 

3 汽油/LPG 型號：透過將燃料選擇開關移動至

想要的位置來選擇燃料。 

4 啟動引擎。啟動引擎時請勿踩下腳踏開關。 

調整工作檯位置 

1 踩下腳踏開關。 

2 請按照控制面板上的記號緩慢移動適當功能

控制手柄或者扳鈕開關。 

轉向 

1 踩下腳踏開關。 

2 按照藍色或黃色三角指示的方向，緩慢移動行

駛/轉向控制手柄， 
或者按下位於驅動控制手柄上方之拇指搖桿

開關。 

使用工作檯控制器和驅動底盤上的色標方向箭頭

來標示車輪將轉動的方向。 

驅動 

1 踩下腳踏開關。 

2 增加速度：緩慢移動驅動控制手柄，使其偏離

中心位置。 

減慢速度：緩慢移動驅動控制手柄，使其指向

中心位置。 

停止：使驅動控制手柄回到中心位置或釋放腳

踏開關。 

使用工作檯控制器和驅動底盤上的色標方向箭頭

來標示機器將移動的方向。 

當伸展臂升起時機器移動速度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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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斜坡上驅動 

決定機器的上坡、下坡與側坡等級並決定坡度

級別。 

 

最大坡度等級，工作檯下坡 
(爬坡能力)： 

2WD：30% (17°) 
4WD：45% (24°) 

 

最大坡度等級，工作檯上坡：

2WD：10% (6°) 
4WD：30% (17°) 

 

最大側坡等級： 
25% (14°) 

注意：坡度等級受到地面條件與適當牽引的影響。

爬坡能力一詞只適用於配重式上坡配置。 

確保伸展臂位於水平線之下，且工作檯位於圓端

車輪之間。 

將驅動速度選擇開關移動至機器處於斜坡的

標誌。 

若要決定坡度級別： 

以數位傾斜器或使用下列程序測量坡度。 

您需要： 

 水平儀 

 一塊直木板，長度至少要有 3 英呎 / 1 m 

 捲尺 

將木板置於斜坡上。 

在下坡的一端，將水平儀放置在木板上緣，然後

將該端抬起直到木板呈現水平為止。 

在握住木板水平儀的同時，測量從木板底部到地

面的垂直距離。 

將捲尺測量到的距離 (升高高度) 除以木板的長度 
(行程) 然後乘以 100。 

範例： 

 

木板 = 144 英吋 (3.6 m) 

行程 = 144 英吋 (3.6 m) 

升高高度 = 12 英吋 (0.3 m) 

12 in ÷ 144 in = 0.083 = 8.3% 級別 
0.3 m ÷ 3.6 m = 0.083 = 8.3% 級別 

如果坡度超過最大的上坡、下坡或側坡等級，則

必須在斜坡的上下位置絞動或搬運機器。請參閱

「搬運與提升」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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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功能 

燈亮表示伸展臂剛剛移過任一

非轉向輪而且驅動功能已中斷。

若要驅動，握住任一側的全方位開關並緩慢地將

驅動控制手柄移開中心位置。 

請注意機器可能以與驅動及轉向控制器移動方向

相反的方向移動。 

務必使用工作檯控制器和驅動底盤上的色標方向

箭頭來標示機器將移動的方向。 

行駛速度選擇 

 

 機器處於斜坡的符號：傾斜時或粗糙地面時請

在低速範圍內操作 

 機器處於水平面的符號：最大驅動速度的高速

範圍操作 

引擎空轉選擇 (rpm) 

使用控制面板上的符號選擇引擎空轉 (rpm)。 

若未踩下腳踏開關，則引擎將以最慢的 rpm 
空轉。 

 烏龜符號：啟動低速空轉

之腳踏開關 

 兔子符號：啟動高速空轉

之腳踏開關 

發電機 (如果配備) 

若要操作發電機，請將發電機的扳鈕開關移動到 
on (開) 位置。 

發電機會開啟而且引擎會持續運轉。採下腳踏開

關將會關閉發電機。鬆開腳踏開關將會重新開啟

發電機。 

請將動力工具插進工作檯電源的 GFCI 插座。 

若要停止發電機，請將發電機的扳鈕開關移動到 
off (關)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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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未處於水平狀態之指示燈 (如果配備) 

 

燈亮表示機器未處於水平狀態。當

此指示燈亮起時，傾斜警報器會發

出聲音。把機器移到堅固、水平的

地面上。 

機器故障指示燈 

 

燈亮表示所有功能皆已停止。 

1 把紅色「緊急停止」按鈕向裡推然後拉出。 

2 降低並收回伸展臂。 

3 標記機器並停止使用。功能將不起作用。 

檢查引擎燈 (如果配備) 

 

燈亮且引擎停止：標記機器並停止

使用。 

燈亮且引擎運轉：請於 24 小時內聯絡

維修人員。 

引擎關閉指示燈 (如果配備) 

 

燈亮：標記並停止使用機器。 

LCD 螢幕 (如果配備) 

 

LCD 螢幕上顯示計時器、電

壓、油壓與冷卻液溫度。螢幕也

顯示故障代碼與其他維修資訊。

Perkins 引擎 

配備 Perkins 柴油引擎及 LCD 螢幕的機器具有再

生模式，此模式應在需要時自動運轉。 

左側琥珀色燈亮起，高溫文字方塊顯示：再生模

式運轉中。不需要維修。 

右側琥珀色燈亮起或閃爍：需要再生。 

1 把紅色「緊急停止」按鈕向裡推以關閉機器。 

2 重新啟動引擎。再生模式應會自動運轉。 

左側琥珀色燈亮起，無高溫文字方塊顯示：再生

模式已關閉。若要開啟再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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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把紅色「緊急停止」按鈕向裡推以關閉機器。 

2 重新啟動引擎 

閃爍紅燈：請聯絡維修人員。 

閃爍綠燈：請於 24 小時內聯絡維修人員。 

Deutz 引擎 

閃爍紅燈：請聯絡維修人員。 

閃爍綠燈：請於 24 小時內聯絡維修人員。 

航空器保護套件 (如果配備) 

若工作臺保險桿接觸到航空器元件，機器將會關

閉，且無法操作任何功能。 

1 啟動引擎。 

2 踩下腳踏開關。 

3 移動並按住功能優先開關。 

4 移動適當的功能控制手柄或扳鈕開關，將機器

向遠離航空器元件的方向移動。 

管架說明 
管架組件是由位於工作臺任一側的 2 個管架組成，

使用 U 型螺栓固定在護欄上。 

 

a 皮帶 

b U 型螺栓 

c 管架固定件 

d 上方工作臺護欄 

e 管架焊件 

f 中部工作臺護欄 

g 扁平墊圈 

h 防鬆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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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和服從： 
 管架必須安裝在工作臺內側。 

 管架不得妨礙工作臺控制器或堵塞工作臺

入口。 

 管架管的底端必須靠在工作臺地板上。 

 安裝管架之前，確保工作臺處於水平狀態。 

管架安裝 
1 在工作臺的每一側安裝管架。請參考左方的

插圖。確保管架管的底端靠在工作臺地板上。 

2 安裝兩個 U 型螺栓，從工作臺護欄外方穿過

每一個管架固定件。 

3 使用 2 個墊圈和 2 個螺母，固定每一個 U 型
螺栓。 

管架操作 
1 確保已正確遵守管架組裝和安裝說明，且管架

是固定在工作臺護欄上。 

2 將負載靠放在兩個管架上。負載的長邊應與工

作臺的長邊平行。 

3 將負載居中放置於管架上。 

4 將負載固定到每一個管架上。使用尼龍皮帶纏

繞負載。解開帶扣將皮帶滑出。拉緊皮帶。 

5 輕輕的推拉負載，確認管架和負載都已固定。 

6 當機器移動時，請將負載維持在固定狀態。 

 傾翻的危險。管架組件的重量和管架上的負載

將會降低機器的額定工作臺承載量，因此必須

算入總工作臺負載中。 

 傾翻的危險。管架組件的重量和管架的負載會

限制工作臺的最多容納人員數。 

最大管架承載量 

所有型號 200 lbs
90.7 kg

管架組件重量 21 lbs
9.5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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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架組裝 
1 將警告標示貼在每個面板架的前方 (如有

需要)。 

2 在面板架底座上安裝止動膠塊 1。請參閱

插圖。 

3 使用 2 個高型鎖定螺母和 2 個墊圈固定止動

膠塊。 

面板架安裝 
1 將掛鉤件插入面板架底座上的插槽。 

2 將面板架鉤掛在底部工作臺管上的所要

位置。 

3 將止動膠塊 2 安裝進面板架底座和掛鉤件上。

請參閱插圖。 

4 使用 2 個低型鎖定螺母加以固定。 

5 如果面板架是安裝在工作臺地板支撐管上，將 
U 型螺栓插入穿過地板，在管子附近，然後進

入面板架底座。 

6 使用 2 個螺母和 2 個墊圈，固定 U 型螺栓。

前進到步驟 9。 

7 如果面板架不是安裝在工作臺地板支撐管上，

請使用提供的鋁管。 

8 將管子放置在面板架和工作臺地板之間。插入 
U 型螺栓穿過地板，在管子附近，然後進入面

板架底座。 

9 對第二組零件重複上述步驟。 

墊片安裝 
1 在工作臺護欄上安裝 2 片墊片。將墊片放置在

可保護面板不會觸及工作臺護欄的位置。 

皮帶安裝 
1 開啟夾子，將其安裝在垂直工作臺護欄管

周圍。 

2 插入帶有墊圈的螺栓，穿過夾子的一側。 

3 將皮帶組件的終板安裝在螺栓上。 

4 將螺栓插入穿過夾子的另一側。 

5 使用墊圈和螺母加以固定。請勿太緊。皮帶組

件終板應該可以在工作臺護欄上滑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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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架操作 
1 將兩個面板架都固定到工作臺上。 

2 將負載靠放在兩個面板架上。 

3 將負載居中放置在工作臺上。 

4 使用皮帶將負載固定到工作臺上。拉緊皮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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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使用後 
1 選擇一個安全停放位置，可以是堅固的水平地

面，沒有障礙物並避開交通繁忙的地方。 

2 將伸展臂收回並降到收起位置。 

3 旋轉轉盤，使伸展臂位於非轉向輪之間。 

4 將鑰匙開關轉動至 off「關」的位置並拔掉鑰

匙，以避免未經許可使用機器。 

5 用止輪塊墊起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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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曳說明 

使用拖曳裝置 

拖曳之前： 

1 將機器置於水平表面。用止輪塊墊起車輪，以

防止機器滾動。 

2 將拖桿牢固連接至機器。將拖桿牢固連接至拖

曳車。 

3 請轉動驅動軸套分離帽來鬆開驅動扭矩

軸套。 

4 4WD 型號：請轉動驅動分離帽來鬆開前驅動

扭矩軸套。 

5 以逆時針方向轉動轉向旁路閥，用液壓驅動鬆

開轉向。 

 
請勿超出建議的最大拖曳速度，

或最大拖曳時間。 

最大拖曳速度 8 mph / 12.87 km/h

8 mph / 13 km/h 的最大拖

曳時間 
30 分鐘

6 mph / 10 km/h 的最大拖

曳時間 
60 分鐘

 

 

拖曳後： 

1 在拖曳後，立即鎖定車輪、放開拖桿，並反轉

驅動軸套分離帽。 

2 將拖桿往回固定到機器上。 

3 恢復機器的操作之前，請在水平的表面上測試

轉向、驅動和剎車功能。請參閱能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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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運與提升說明  

 

遵守和服從： 
 Genie 提供此安全資訊做為建議。司機只負責

確認機器已適當固定，並已依照美國運輸部規

章、其他地區規章與公司政策選擇正確的

拖車。 

 必須將任何起重機或 Genie 產品裝入貨櫃的 
Genie 買主，應該尋找專精於籌備、裝載和固

定建造物與起重機設備的國際運輸之合格貨

物運輸業者。 

 應該只由合格的起重機操作員將機器移上或

移下卡車。 

 運輸車輛必須停在水平地面上。 

 載入機器後，運輸車輛必須確保安全以防止

滾動。 

 確定車輛承載量、載入面、鏈條或皮帶足以支

撐機器的重量。Genie 起重機相對於其大小是

非常重的。請參閱序號標籤以瞭解機器的

重量。 

 請確定搬運之前應以轉盤旋轉鎖固定轉盤。操

作時請確定將轉盤鎖解開。 

 請勿在超過上坡、下坡或側坡等級的斜坡上驅

動機器。請參閱「操作說明」一節中的「在斜

坡上驅動」。 

 如果運輸車輛車床的坡度超過最大的坡度等

級，則必須使用剎車釋放操作中所述的絞盤裝

載或卸載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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絞盤之自由轉輪配置 
用止輪塊墊起車輪，以防止機器滾動。 

2WD 型號：請轉動驅

動軸套分離帽來鬆開

非轉向輪煞車。 

4WD 型號：轉動四個

驅動軸套分離帽來鬆

開車輪煞車。 

請確保絞盤鋼索已正確固定到驅動底盤的捆綁點

上，並且通道上沒有障礙物。 

請以上述之程序以相反順序將煞車再次嚙合。 

注意：泵浦自由轉輪閥應始終保持關閉狀態。 

確保安全捆綁於卡車或拖車以便

運輸 
每次搬運機器時，請始終使用轉盤旋轉鎖定銷。 

 

1 轉盤旋轉鎖定銷 

運輸前將鑰匙開關轉動至 off 「關」 的位置並拔掉

鑰匙。 

全面檢查機器，以防止有鬆動或未固定的項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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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底盤 

確保鏈條或皮帶具有足夠負載強度。 

最少使用 5 個鏈條。 

調整吊具以避免損壞鏈條。 

固定工作臺 - S-65 

將墊塊放置在工作臺旋轉器之下。請勿讓墊塊接

觸工作臺汽缸。 

使用通過較低工作臺支撐板的尼龍皮帶固定工

作臺。固定伸展臂部分時，請勿使用過大的向下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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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和服從： 
 只有合格的索具操縱人員才能夠進行機器的

索具裝配與提升。 

 確定起重機承載量、載入面、皮帶或繩索足以

支撐機器的重量。請參閱序號標籤以瞭解機器

的重量。 

提升說明 
請充分降低並收回伸展臂。移除機器上所有鬆動

的項目。 

請利用轉盤旋轉鎖固定轉盤。 

使用本頁的表格與圖片來確定機器的重心。 

將吊具僅連接到機器上指定的提升點。全部四個

提升點都在轉盤上。 

調整吊具以避免損壞機器，並保持機器的水平

狀態。 

重心 X 軸 Y 軸

S-65 4.18 ft 51.5 in

1.27 m 1.3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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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  

 

遵守和服從： 
 操作員僅能執行在此手冊中規定的例行維護

項目。 

 根據製造商的規定和職責手冊上指定的要求，

應由合格的維修技術人員完成定期維護

檢查。 

 只能使用 Genie 認可的更換零件。 

維護符號示意圖 
在此手冊中使用以下符號以表達說明中的相關

含義。維護程序前面出現一個或多個符號時，所

表達的意義如下。 

 
表示執行此程序時所需要的工具。 

 

 
表示執行此程序時需要新的零件。 

 

 
表示在執行本程序之前需要先降低引擎

溫度。 

檢查引擎油位 

 

保持合適的引擎油位對維持引擎的良好性能和使

用壽命至關重要。油位不合適時操作機器會損壞

引擎元件。 

注意：請在引擎停止運轉時檢查油位。 

1 檢查油位計。請根據需要加油。 

Ford DSG-423 EFI 引擎 

油品類型 5W-20

Ford MSG-425 EFI 引擎 

油品類型 5W-20

Perkins 404C-22 引擎 

油品類型 15W-40

油品類型 – 低溫條件 5W-20

Perkins 404D-22 引擎 

油品類型 15W-40

油品類型 – 低溫條件 5W-40

Perkins 404F-22T 引擎 

油品類型 15W-40

油品類型 – 低溫條件 5W-40

Deutz F3L 2011F 引擎 

油品類型 15W-40

油品類型 – 低溫條件 5W-40

Deutz D2.9 L4 引擎 

油品類型 15W-40

油品類型 – 低溫條件 5W-30



操作手冊 第六版 • 第六次印刷 

維護 
 

 
62 S-65 零件號 T107106CT 

 

檢查液壓油油位 

 

使液壓油維持在適當的油位對機器工作非常重要。

如液壓油處於不適當的油位，會對液壓元件造成

損壞。透過日常檢查，檢驗員能夠確定液壓油油

位的變化，這種變化提示液壓系統可能存在

問題。 

1 請確認伸展臂是處於收起狀態。 

2 請目視檢查液壓油箱側面的油位計。 

 結果：液壓油位應維持在距油位計頂端 2 英吋

/ 5 cm 的範圍內。 

3 請根據需要加油。切勿添加過量。 

液壓油規格 

液壓油類型 Chevron Rando HD 等效型

檢查引擎冷卻液液位 - 冷卻液型號 

    

使引擎冷卻液維持在合適的液位對引擎的使用壽

命至關重要。不合適的冷卻液液位將影響引擎的

冷卻能力並損壞引擎元件。透過每日的檢查，檢

驗員能夠確定冷卻液液位的變化，這種變化可以

指出冷卻系統存在的問題。 

 燒傷的危險。小心過熱的引擎部件與冷卻液。

接觸灼熱的引擎部件與/或冷卻液會造成嚴重

燙傷。 

 燒傷的危險。如果引擎已經運轉，請勿取下散

熱器蓋。接觸加壓的冷卻液會造成嚴重燙傷。

取下散熱器蓋之前，請先讓引擎降溫。 

1 檢查冷卻液回收槽內的液位。請根據需要加冷

卻液。 

 結果：液位應在油箱的 FULL (滿) 標記處，或

在油位計的可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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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電池 

 

電池狀況良好對正常的機器性能和安全操作非常

重要。不適當的電解液液位或損壞的電纜及接線

可能導致元件損壞和危險情形。 

 電擊的危險。接觸有電迴路可能導致死亡或嚴

重的人體受傷。請摘掉所有的戒指、手錶和其

他飾品。 

 身體受傷的危險。電池含酸性物質。避免電池

中的酸性物質溢出或碰觸該物質。用小蘇打與

水中和溢出的電池酸性物質。 

1 穿上防護衣並戴上護目鏡。 

2 請確定電池電纜的接線牢固且未受腐蝕。 

3 確定電池固定支架置於正確位置並且非常

穩固。 

注意：增加端子保護器以及防腐蝕密封劑可有效

降低電池端子及電纜的腐蝕狀況發生。 

柴油燃料需求 

 

引擎效能是否滿意取決於是否使用良好品質的

燃料。使用良好品質的燃料將可產生下列結果：

延長引擎壽命及可接受的排氣等級。 

以下列出每種引擎的最低柴油燃料需求。 

Perkins 404D-22 引擎 

燃料類型 低硫化柴油 (LSD)

Perkins 404F-22T 引擎 

燃料類型 超低硫化柴油 (ULSD)

Deutz D2011 L03i 引擎 

燃料類型 低硫化柴油 (LSD)

Deutz D2.9 L4 引擎 

燃料類型 超低硫化柴油 (UL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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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維護 
每季、每年和每兩年進行一次的維護，必須由受

過此機器維護方面訓練且合格的人員，根據此機

器維修手冊中的程序來完成。 

閒置時間超過三個月的機器，在重新使用之前，

必須接受每季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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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型號 S-65

工作時的最大高度 71 ft 21.6 m

工作檯最大高度 65 ft 19.8 m

收起時的最大高度 8 ft 11 in 2.72 m

最大水平延伸 56 ft 2 in 17.1 m

寬度 8 ft 2 in 2.49 m

收起時的長度 31 ft 2 in 9.5 m

最大承載量 500 lbs 227 kg

最大承受風速 28 mph 12.5 m/s

軸距 8 ft 2 in 2.5 m

旋轉半徑 (外側) 18 ft 2 in 5.5 m

旋轉半徑 (內側) 7 ft 9 in 2.4 m

轉盤旋轉 (度) 連續性

轉盤擺尾 4 ft 1.22 m

控制器 12V DC (依比例)

工作檯尺寸，6 英呎 (長 x 寬) 72 x 30 in 182 x 76 cm

工作檯尺寸，8 英呎 (長 x 寬) 96 x 36 in 244 x 91 cm

工作檯調平 自動水平

工作檯旋轉 160°

工作檯交流電插座 標準

離地間隙，中心 14 in 37 cm

離地間隙，軸 13 in 33 cm

燃料箱容量 40 gallons 151 liters

最大液壓壓力 (伸展臂功能) 3000 psi 207 bar

系統電壓 12V

輪胎尺寸 355/55D 625

輪胎尺寸，高浮力 41/18LL x 22.5，14 層

重量 25,045 lbs 11,360 kg

(機器重量根據選件配置不同而有所差異。請參閱序號

標籤以瞭解特定機器重量。) 
 

 

最大坡度等級，收起位置，2WD 

配重式上坡 30% 17°

配重式下坡 10% 6°

側坡 25% 14°

最大坡度等級，收起位置，4WD 

配重式上坡 45% 24°

配重式下坡 30% 17°

側坡 25% 14°

注意：坡度等級受到地面條件與適當牽引的影響。 

驅動速度 

收起時的驅動速度，

2WD 
4.0 mph

40 ft/6.2 sec
6.4 km/h

12.2 m/6.2 sec

收起時的驅動速度，

4WD 
3.0 mph

40 ft/7.2 sec
4.8 km/h

12.2 m/7.2 sec

升起或延伸時的驅動速

度 - 所有型號 
0.7 mph

40 ft/40 sec
1.1 km/h

12.2 m/40 sec

地面承載量資訊 

輪胎載重最大 12,600 lbs 5715 kg

輪胎接地壓力 70 psi 4.92 kg/cm2

483 kPa

佔有地板壓力 275 psf 1341 kg/m2

13.5 kPa

注意：地面承載量資訊是大約估計而且未併入不同的選

項配置。只有配合適當的安全係數後方可使用上述

資訊。 

Genie 公司的宗旨是不斷改進產品。產品規格如有改變，

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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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5 動作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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