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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nt Matter  

要点 
操作机器前，应阅读、理解并遵守这些安全规则

和操作说明。只有训练有素且经过授权的人员方

允许操作该机器。应将此手册当作机器的一部分

并始终与机器放在一起。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我们。 

请与我们联系： 
网址：www.genielift.com 

电子邮件：awp.techpub@ter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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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号 1258948CS Z-80/60 1 
 

 

简介  

所有者、用户和操作员： 
感谢您选择并使用我们的机器。我们首要关注的

是用户的安全，这需要我们的共同努力才能更好

地实现。我们认为，您作为设备的用户和操作员，

如果能遵守下列要求，将对安全使用设备有很大

帮助： 

1 遵守使用者规则、工作场所规则和政府规则。 

2 阅读、理解并遵守该机器随附的本手册和其它

手册中的各项说明。 

3 按常规执行良好的安全工作惯例。 

4 只有经过培训/取得认证的操作员在经验丰富、

见多识广的监管人员指导下，才能运行机器。 

 

危险 

不遵守本手册中的说明和安全规则

将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事件的发生。 

不要进行操作，除非： 
 您已经了解并实践过本操作手册中有关安全

操作机器的规则。 

1 避免出现危险情况。 

在继续下一步操作前知道并理解安全规则。 

2 始终执行操作前检查。 

3 始终执行使用前功能测试。 

4 检查工作场所。 

5 仅根据机器的设计意图使用机器。 

 您已阅读、理解并遵守制造商说明和安全规则 
- 安全手册、操作手册以及机器标贴。 

 应阅读、理解并遵守使用者安全规则和工作现

场规章。 

 您已阅读、理解并遵守所有适用的政府规章。 

 您接受过安全操作机器的适当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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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分类 

本机器上的标贴使用的符号、色标和符号性文字

含义如下： 

 

安全警告标志 - 用来提示存在潜

在的人身伤害。遵守该标志后的

所有安全提示信息，以避免可能

出现的人员伤害或死亡。 

 提示危险情况，如未避免，会导

致人员死亡或严重伤害。 

 提示危险情况，如未避免，可能

导致人员死亡或严重伤害。 

 提示危险情况，如未避免，会导

致轻微的或中等程度的人身

伤害。 

 提示财产损失信息。 

设计用途 
此机器的用途仅限于将人员及其工具和材料提升

到空中工作场所。 

安全标识维护 
更换任何丢失或损坏的安全标识。操作员须时刻

保持安全意识。使用中性肥皂和清水清洁安全

标识。请勿使用溶剂型的清洁剂，因为这类清洁

剂可能损坏安全标识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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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和危险图示定义  

 
 

 
  

砸压的危险 请远离正在运转的

部件 
爆炸的危险 禁止吸烟 

无明火 
停止发动机 

电击的危险 

 
 

 
  

保持必要间隙 砸压的危险 远离正在移动的平

台所经过的线路 
坠落危险 离开此表面。 

 
   

 

倾翻的危险 倾翻的危险 倾翻的危险 倾翻的危险 使用相同规格的轮胎

来更换轮胎。 

   
  

系索固定点 请阅读操作手册 只有经过培训的维

护人员才能检修

隔舱 

车轮负载 附近有灭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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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烧伤的危险 请远离明火。 爆炸的危险 不要在配备有热线点

火塞的机器中使用乙

醚或其它高效启动辅

助剂。 

请阅读维修手册 

  
 

 

电击的危险 禁止触摸 平台电源的电压额

定值 
通到平台的空气管的

压力额定值 
 

 
  

  

最大承载量 手动力 焊机重量使承载量

降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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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安全  

 
 

82487

82472

114251 133067

82548

82472

114247

82671

114249

114249

114252

82548

114252 82487

114251 133067

82472

114252   A

82487   B

114251   A

82472   B

82671

114247

114249   A

114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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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72

133067

82473

82548

82671

82481

114252

114249

114249

114252

82473

82548

82472

82472   B

114252

114252   A

133067

82671

82473   C

114249   A

114249

82481   B

82481

82601

82604

82487

114248

82487

82487   B

82601   B

227 kg
+

< =

227 kg

82601

82604

114248

114248   B

3

12.5 m/sec
82602   B

400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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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坠落保护 
操作本机器时要求使用人身坠落保护装备 
(PFPE)。 

平台上的人员必须佩带安全带或使用符合政府规

章的安全设施。将系索系在平台的锚上。 

使用者必须遵守关于使用人身保护装备的使用者

规则、工作场所规则和政府规则。 

所有的 PFPE 必须符合对应的政府规章，必须根

据 PFPE 制造商说明进行检查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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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区安全  

 电击危险 
本机器并不绝缘，并且在接触或靠近电线时不提

供触电保护。 

 

有关距离电源线所需的间

隙，请遵守所有的地方和政

府规章。至少必须遵守下表

中列出的所需间隙。 

 

线路电压  必要间隙

0  到 50KV 3.05 m

50  到 200KV 4.60 m

200  到 350KV 6.10 m

350  到 500KV 7.62 m

500  到 750KV 10.67 m

750  到 1000KV 13.72 m

要考虑到平台移动、电线摆动或下垂的影响，并

能承受强风或阵风。 

 

如果机器接触到带电的电

线，请远离机器。切断电

源前，禁止地面或平台上

的人员触摸或操作机器。

请勿在有闪电或暴风雨时操作机器。 

请勿在焊接时将机器用作地线。 

 倾翻的危险 
平台上的人员、设备和材料不得超过平台或平台

延伸部分的最大承载量。 

最大平台承载量 227 kg

最多容纳人员数 2

选件和附件（如管架、面板支架和焊机）的重量，

将降低平台额定承载量，因此必须计入平台总装

载量之内。请参阅选件和附件的标贴。 

如果使用附件，应阅读、理解并遵守附件上的标

贴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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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机器在坚固、平坦

的地面上时才能升起或延

伸臂杆。 

请勿把倾斜警报器当成水平指示器。只有机器严

重倾斜时，平台上的倾斜警报器才会鸣响。 

如果臂杆下降时倾斜警报器鸣响：不要延伸、旋

转或升起臂杆超出水平面。提升平台之前，把机

器移动到坚固、水平的地面上。 

如果平台升起时倾斜警报器鸣响，要十分小心。

机器非水平指示灯将变亮且驱动功能在单一方向

或两个方向均不运行。确定斜坡上臂杆的状态，

如下所示。在将机器移动到坚固、水平的地面之

前，按照以下步骤降低臂杆。降低时切勿旋转臂杆。 

 

 

如果倾斜警报器在平台上

坡时鸣响： 

1 降低第一臂杆。 

2 缩进/降低第二臂杆。

3 缩进第一臂杆。 

如果倾斜警报器在平台下

坡时鸣响： 

1 缩进第一臂杆。 

2 缩进/降低第二臂杆。

3 降低第一臂杆。 

 

不要在风速可能超过 
12.5 m/s 时升起臂杆。如

果臂杆升起后风速超过 
12.5 m/s，应降低臂杆并

且不要继续操作机器。 

请勿在强风或阵风时操作机器。请勿增加平台或

负载的表面面积。加大暴露在风中的面积将降低

机器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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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起位置，当机器行驶

在不平坦的地形上、有碎

石、不稳定或光滑的表

面、靠近洞口和陡坡等处

时，要非常小心并降低

速度。 

臂杆升起或延伸时，机器不能在不平坦的地形、

不稳定的表面上或其它危险状况下行驶，或在这

些地区附近行驶。 

不要把机器当成吊车使用。 

请勿用臂杆推动机器或其它物体。 

请勿让臂杆接触邻近构件。 

请勿将臂杆或平台捆绑在邻近构件上。 

不要将负载置于平台的周边之外。 

 

请勿推拉处在平台外的

任何物体。 

最大允许手动力 – 
CE400 N 

 

不要改变或损坏任何可能影响安全性和稳定性的

机器部件。 

请勿用不同重量或规格的零件更换影响机器稳定

性的关键零件。 

不要用不同规格或线网层额定值的轮胎更换厂家

安装的轮胎。 

不要用充气轮胎更换厂家安装的海绵橡胶芯轮胎。

车轮的重量对稳定性至关重要。 

高浮力轮胎必须由厂家安装。不要用高浮力轮胎

更换厂家安装的标准轮胎。 

如果没有制造商事先书面许可，请勿修改或改动

高空作业平台。在平台、趾板或防护栏上安装用

于放置工具或其它材料的附加装置，会加大平台

重量和平台表面面积或者加大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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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在此机器的任何部

件上放置或系缚固定或

悬垂载荷。 

 

请勿将梯子或脚手架放

在平台内，或靠向机器的

任何部分。 

只能运输分布均 且可以由平台上的人安全移动

的工具和材料。 

请勿在移动的或活动的表面或者车辆上使用机器。 

确保所有轮胎状况良好，充气轮胎充气适当且槽

形螺母已适当拧紧。 

当平台被绊住、卡住，或附近的其它物体阻碍它

正常运动时，不要使用平台控制器释放平台。如

果打算利用地面控制器释放平台，则需在所有人

员离开平台之后方可操作。 

 在斜坡上操作的危险 
不要在超过机器最大上坡、下坡或侧坡额定值的

斜坡上驱动机器。斜坡额定值只适用于处于收起

位置的机器。 

收起位置的最大斜坡额定值，2WD 

平台下坡 30% (17°)

平台上坡 15% (9°)

侧坡 25% (14°)

收起位置的最大斜坡额定值，4WD 

平台下坡 45% (24°)

平台上坡 35% (19°)

侧坡 25% (14°)

注意：斜坡额定值受地面状况和牵引力的限制。

请参阅“操作说明”部分中的“在斜坡上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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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坠落的危险 

 

平台上的人员必须佩带

安全带或使用符合政府

规章的安全设施。将系索

系在平台的锚上。 

 

请勿坐、站或爬在平台的

防护栏上。任何时候都应

当稳定地站在平台地

板上。 

 

当平台提升时，请勿从平

台上爬下。 

保持平台地板上无碎屑。 

操作前降低平台入口中栏或关闭入口门。 

除非机器处于收起位置并且平台在地平面上，否

则请勿进入或退出平台。 

 碰撞的危险 

 

开动或操作机器时，应注

意视线范围和盲点的

存在。 

旋转转盘时，请当心臂杆的位置和转盘甩尾。 

 

检查工作区，以免头顶出

现障碍物或有其它可能

的危险。 

在抓住平台防护栏时，当

心有挤压的危险。 

使用者必须遵守关于使用人身保护装备的使用者

规则、工作场所规则和政府规则。 



第六版 • 第一次印刷 操作手册 

 工作区安全 
 

 
产品号 1258948CS Z-80/60 13 
 

 

 

应观察和使用平台控制器和驱动底盘上的行驶和

转向功能色标方向箭头。 

 

当下方区域没有人员和

障碍物时，才能降低

臂杆。 

 

根据地面状况、拥塞程

度、坡度、人员位置和可

能引起碰撞的任何其它

因素，限制行进速度。

请勿在任何吊车的路线上操作臂杆，除非吊车控

制器已锁定，和/或已采取了防止任何潜在碰撞的

防范措施。 

操作机器时，请勿危险驾驶或嬉戏操作。 

 身体受伤的危险 
始终在通风良好的地方操作机器，以避免一氧化

碳中毒。 

当液压油或空气泄漏时请不要操作机器。液压油

漏油或漏气可能会渗透和/或烧伤皮肤。 

错误接触盖子下面的任何部件将导致重伤。只有

经过培训的维护人员才能检修隔舱。建议：仅在

执行操作前检查时，由操作员进行检修。在操作

过程中，所有隔舱必须保持关闭和锁定。 

 爆炸和起火的危险 
如果闻到或察觉到液化石油气 (LPG)、汽油、柴油

或其它易爆物质，不要启动发动机。 

发动机运行时，不要给机器加油。 

只有在开阔、通风良好并远离火花、火焰和燃着

的香烟等火源处，才能给机器加油和为蓄电池

充电。 

在危险或可能存在易燃或易爆气体或微粒的地方，

不要使用机器或对电池充电。 

不要将乙醚喷射到配备有热线点火塞的发动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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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器损坏的危险 
不要使用已经损坏或有故障的机器。 

每次换班之前，对机器进行彻底的操作前检查，

并测试所有功能。已损坏或有故障的机器应立即

加上标志，并停止操作。 

确保已按照本手册和相应的 Genie 维修手册中的

规定进行了所有维护操作。 

确保所有标贴位置适当且易于识别。 

确保操作手册、安全手册和职责手册完好、易读，

并且保存在机器上的储存箱内。 

 部件损坏危险 
不要使用任何大于 12V 的蓄电池或充电器来启动

发动机。 

请勿在焊接时将机器用作地线。 

不要在可能存在强磁场的地方使用机器。 

 蓄电池安全性 

烧伤危险 

 

蓄电池含酸性物质。使用蓄

电池时应穿上防护服并戴上

防护眼镜。 

避免蓄电池中的酸性物质溢

出或与之接触。用苏打与水

来中和溢出的蓄电池酸性

物质。 

爆炸危险 

 

 

 

禁止火花、火焰和点燃的香

烟靠近蓄电池。蓄电池能够

释放出易爆气体。 

 电击危险 

避免触摸带电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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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焊机安全 
应阅读、理解并遵守焊接动力装置随附的所有警

告和说明。 

只有从平台控制器关闭焊接动力装置后，才能连

接焊接导线或电缆。 

只有在正确连接焊接电缆并且焊机适当接地后，

才能进行操作。 

焊机重量会降低平台额定承载量，因此必须计入

平台总装载量之内。焊机电源重量为 75 lbs / 
34 kg。 

根据 OSHA 规章 1926.352(d)，只有在灭火器可

以立即使用时，才能操作焊机。 

 

 通到平台的焊接线安全 
应阅读、理解并遵守焊接动力装置随附的所有警

告和说明。 

只有从平台控制器关闭焊接动力装置后，才能连

接焊接导线或电缆。 

只有在正确连接焊接电缆后，才能进行操作。 

将正导线连接到转盘和平台的扭转锁连接器上。 

将负导线连接到转盘和平台的接地接线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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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架安全 
应阅读、理解并遵守管架随附的所有警告和说明。 

请勿超过平台额定承载量。管架部件和管架中的

重量将降低平台额定承载量，因此必须计入平台

总装载量之内。 

管架部件重量为 9.5 kg。 

管架部件的最大承载量为 91 kg。 

管架部件和管架内负载的重量可能会限制平台内

最多容纳人员数量。 

将负载放在平台周边之内的中心位置。 

将负载固定到平台上。 

不要阻碍平台的入口或出口。 

不要阻碍平台控制器或红色“紧急停机”按钮的正

常操作。 

切勿操作，除非您经过适当的指导，并了解与移

动有悬垂负载的平台相关的所有危险。 

不要通过升起或下降一个固定的或悬垂的负载向

平台施加水平力或侧向负载。 

电击的危险：使管子远离所有带电的电线。 

 面板支架安全 
应阅读、理解并遵守面板支架随附的所有警告和

说明。 

请勿超过平台额定承载量。支架、面板、容纳人

员、工具和任何其它设备的组合重量不得超过额

定承载量。 

面板支架部件重量为 13.6 kg。 

面板支架的最大承载量为 113 kg。 

面板支架的重量和面板支架内的负载可能会将平

台内最多容纳人员数量限制为一人。 

将支架固定到平台上。使用随附的皮带将面板固

定到平台护栏上。 

切勿操作，除非您经过适当的指导，并了解与升

起面板相关的所有危险。 

不要通过升起或下降一个固定的或悬垂的负载向

平台施加水平力或侧向负载。 

面板的最大垂直高度：1.2 m 

最大风速：6.7 m/sec 

最大面板面积：3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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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引套件安全性 
应阅读、理解并遵守牵引套件随附的所有警告和

说明。 

当车辆处于自由轮配置的状态时，将无法刹车，

机器可能会移动并导致严重的人员死亡、严重伤

害或财产损失。 

请勿超过最大牵引速度或最长牵引时间。 

最大牵引速度 12.87 km/h

最长牵引时间为 13 km/h 30 分钟

最长牵引时间为 10 km/h 60 分钟
 

每次使用后锁定 
1 选择一个安全停放位置，可以是坚固的水平地

面、没有障碍物并避开运输繁忙的地方。 

2 缩进并降低臂杆到收起位置。 

3 旋转转盘以使臂杆位于非转向轮之间。 

4 将钥匙开关转至 off（关）位置并拔掉钥匙，

以避免出现未经授权即使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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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 圆端轮胎 

2 方端轮胎 

3 第二臂杆 

4 地面控制器 

5 第一臂杆 

 

6 系索固定点 

7 滑动中栏 

8 手册储存箱 

9 脚踏开关 

10 平台控制器 

11 平台 

 
 

6

1

2

3

4

5

7

8

9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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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  

将为 Z-80 机器配备两种款式地面控制面板之一。

此部分中的说明以及“功能测试和操作说明”中的

说明均适用于这两款面板，除非特别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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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控制面板 
1 低速功能启用按钮 

按低速功能启用按钮，允许地面控制面板上的

功能低速操作。 

2 紧急动力按钮 

如果主动力源（发动机）出故障，请使用紧急

动力。 
在按住紧急动力按钮的同时启动所需功能。 

3 转盘左/右旋转按钮 

按下转盘左旋转按钮，转盘将向左旋转。 

按下转盘右旋转按钮，转盘将向右旋转。 

4 第二臂杆上升/延伸和下降/缩进按钮 

按第二臂杆上升/延伸按钮，第二臂杆将升起

然后延伸。按第二臂杆下降/缩进按钮，第二

臂杆将缩进然后降低。 

5 第一臂杆上升/下降按钮 

按第一臂杆上升按钮，臂杆将上升。按第一臂

杆下降按钮，臂杆将降低。 

 

6 LCD 屏幕控制按钮 

7 汽油/LPG 型号：燃料选择按钮 

按下燃料选择按钮，可以选择发动机燃料源。

当 LPG 箱上方的箭头亮起时，发动机将使用 
LPG 运行。当汽油箱上方的箭头亮起时，发

动机将使用汽油运行。 

8 LCD 读数显示屏 

 

a 燃料不足指示灯 

b 发动机油压指示灯 

c 水温指示灯 

d 应急电源指示灯 

e 发动机转速指示灯 

f 计时器 

9 红色“紧急停机”按钮 

将红色“紧急停机”按钮向里推至 off（关）位置，

停止所有功能并关闭发动机。将红色“紧急停

机”按钮拉出到 on（开）位置，可以操作机器。 

10 热线点火塞按钮（如果配备手动热线点火塞） 

按住热线点火塞按钮 3 到 5 秒钟。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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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地面/平台选择钥匙开关 

将钥匙开关转到关的位置，机器将关闭。将钥

匙开关转到地面位置，地面控制器将运行。将

钥匙开关转到平台位置，平台控制器将运行。 

12 发动机启动按钮 

按下发动机启动按钮，发动机随即启动。 

13 发动机速度选择按钮 

按发动机速度选择按钮以选择发动机速度。当

兔子上的箭头亮起时，发动机为高怠速。当乌

龟上的箭头亮起时，发动机为低怠速。 

14 平台水平上升/下降按钮 

按平台水平上升按钮，平台水平面将升起。按

平台水平下降按钮，平台水平面将降低。 

15 短臂上升/下降按钮 

按短臂上升按钮，短臂将升起。按短臂下降按

钮，短臂将降低。 

 

16 第一臂杆延伸/缩进按钮 

按第一臂杆延伸按钮，第一臂杆将延伸。按第

一臂杆缩进按钮，第一臂杆将缩进。 

17 用于系统电路的 20 A 断路器 

18 警报 

19 平台左/右旋转按钮 

按下平台左旋转按钮，平台将向左旋转。 

按下平台右旋转按钮，平台将向右旋转。 

20 高速功能启用按钮 

按高速功能启用按钮，允许地面控制面板上的

功能高速操作。 

21 第一臂杆下降按钮 

按下第一臂杆下降按钮，臂杆将降低。 

22 第一臂杆上升按钮 

按下第一臂杆上升按钮，臂杆将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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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80 机器将具备这两种款式

平台控制面板之一种。此部分

中的说明以及“功能测试和操

作说明”中的说明均适用于这

两款面板，除非特别注明。 

 

 

 

 

1 2 3 4 5 6 7 8 9

2426 232528 27

27

2 3 4 5 24 1 6 7 8 9

2325

To drive, push drive enable
button and slowly move
drive control handle.
Machine may drive in
opposite direction that
drive and steer controls are
moved.

Use color-coded direction
arrows on this panel and
drive chassis to identify
the direction machine will
travel.

Light on indicates that
boom has moved past a
circle-end tire and drive
function is turned off.

DRIVE ENABLE
OPERATION

6 6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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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控制面板 
1 喇叭按扭 

按下此按钮，喇叭将会鸣响。释放此按钮，喇

叭将停止鸣响。 

2 平台非水平指示灯 

将平台调平，直到指示灯熄灭。平台调平扳钮

开关只有在使平台保持水平的方向上起作用。 

3 机器非水平指示灯 

该指示灯在平台升起且机器严重倾斜时亮起。

驱动功能在单一方向或两个方向均不运行。 

4 降低第一臂杆指示灯 

降低第一臂杆，直到指示灯熄灭。 

5 未使用 

6 用于可选设备 

7 带指示灯的发电机控制器（如果配备） 

扳动开关或按下按钮可打开发电机。再次扳动

开关或释放按钮可关闭发电机。 

 

8 带指示灯的紧急/助动力控制器 

如果主动力源（发动机）出现故障，请使用紧

急/助动力。 
扳动并按住开关或按住按钮。启动所需功能。

使用紧急/助动力时，指示灯会亮起。 

9 柴油型号：带指示灯的热线点火塞控制器 

扳动开关或按下按钮可激活热线点火塞。 

柴油型号：自动热线点火塞指示灯 

黄灯亮起表明热线点火塞处于开启状态。 

汽油/LPG 型号：带指示灯的节气门开关 

扳动开关可激活节气门。 

10 带指示灯的发动机启动控制器 

扳动开关或按下按钮可启动发动机。扳动开关

或按下按钮时，指示灯将亮起。 

11 带指示灯的发动机怠速控制器 

扳动开关或按下按钮可选择发动机怠速设置。

该发动机怠速设置旁的指示灯将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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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汽油/LPG 型号：带指示灯的燃料选择控制器 

扳动开关或按下按钮可选择燃料源。该燃料选

择旁的指示灯将亮起。 

13 平台过载指示灯 

指示灯闪烁表示平台过载。发动机将停止工作，

并且所有功能均停止运行。卸下载荷直到指示

灯熄灭，然后重新启动发动机。 

14 电源指示灯 

指示灯亮说明机器打开。 

15 检查发动机指示灯 

指示灯亮起说明出现发动机故障。 

16 燃料不足指示灯 

指示灯亮起说明机器燃料不足。 

17 故障指示灯 

指示灯亮起说明出现系统故障。 

18 红色“紧急停机”按钮 

将红色“紧急停机”按钮向里推至 off（关）位置，

停止所有功能并关闭发动机。将红色“紧急停

机”按钮拉出到 on（开）位置，可以操作机器。 

 

19 用于驱动和转向功能的双轴比例控制手柄 
或者 用于驱动功能的比例控制手柄和用于转

向功能的拇指摇杆. 

按照控制面板上蓝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移动控

制手柄，机器将向前驱动。按照黄色箭头指示

的方向移动控制手柄，机器将向后驱动。按照

蓝色三角指示的方向移动控制手柄，机器将向

左转弯。按照黄色三角指示的方向移动控制手

柄，机器将向右转弯。 
或 
按照控制面板上蓝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移动控

制手柄，机器将向前驱动。按照黄色箭头指示

的方向移动控制手柄，机器将向后驱动。按下

拇指摇杆的左侧，机器将向左转弯。按下拇指

摇杆的右侧，机器将向右转弯。 

20 带指示灯的转向模式控制器 

扳动开关或按下按钮可选择转向模式。该转向

模式旁的指示灯将亮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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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用于第二臂杆上升/延伸和下降/缩进功能的单

轴比例控制手柄 

向上移动控制手柄，第二臂杆将升起然后延伸。

向下移动控制手柄，第二臂杆将缩进然后降低。 

22 带指示灯的驱动控制器 

扳动开关或按下按钮可选择驱动设置。该设置

旁的指示灯将亮起。 

23 用于第一臂杆延伸/缩进功能的单轴比例控制

手柄 

向下移动控制手柄，臂杆将延伸。向上移动控

制手柄，臂杆将缩进。 

24 带指示灯的驱动启用控制器 

指示灯亮起表示：第一臂杆已移动到超过任意

一个圆端轮，并且驱动功能关闭。要驱动机器，

请扳动驱动启用开关或按驱动启用按钮，并缓

慢移动驱动控制手柄，使其偏离中心位置。 

 

25 用于第一臂杆上升/下降和转盘左/右旋转功能

的双轴比例控制手柄 

向上移动控制手柄，第一臂杆将升起。向下移

动控制手柄，第一臂杆将降低。 

向右移动控制手柄，转盘将向右旋转。向左移

动控制手柄，转盘将向左旋转。 

26 平台旋转开关 

向右扳平台旋转开关，平台将向右旋转。向左

扳平台旋转开关，平台将向左旋转。 

27 平台调平开关 

向上扳平台调平开关，平台水平面将上升。向

下扳平台调平开关，平台水平面将下降。 

28 短臂上升/下降开关 

向上扳短臂开关，短臂将升起。向下扳短臂开

关，短臂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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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  

 

不要进行操作，除非： 
 您已经了解并实践过本操作手册中有关安全

操作机器的规则。 

1 避免出现危险情况。 

2 始终进行操作前检查。 

在继续下一步之前应了解和理解操作前检查。 

3 始终执行使用前功能测试。 

4 检查工作场所。 

5 仅根据机器的设计意图使用机器。 

操作前检查基本原则 
执行操作前检查和常规维护是操作员的职责。 

操作前检查是操作员在每次换班之前执行的目视

检查。检查的目的是在操作员执行功能测试之前

发现机器是否存在明显问题。 

操作前检查也可用来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常规维护

程序。操作员仅能执行在此手册中规定的常规维

护项目。 

请查阅下一页中的清单并检查每一个项目。 

如果发现损坏或与出厂状态不同的任何未经许可

的变化，应标记机器并停止使用。 

根据制造商的规定，只有合格的维修技术人员才

能维修机器。维修结束后，操作员必须在继续功

能测试之前再一次执行操作前检查。 

根据制造商的规定和职责手册上所列的要求，应

由合格的维修技术人员执行定期维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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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前检查 

 确保操作手册、安全手册和职责手册完好、易

读，并且保存在平台中的储存箱内。 

 确保所有标贴清晰易读且位置适当。请参阅

“检查”部分。 

 检查液压油是否泄漏以及油位是否适当。请根

据需要加油。请参阅“维护”部分。 

 检查蓄电池液是否泄漏以及液位是否合适。请

根据需要添加蒸馏水。请参阅“维护”部分。 

 检查发动机油是否泄漏及油位是否适当。请根

据需要加油。请参阅“维护”部分。 

 检查发动机冷却液是否泄漏以及冷却液液位

是否适当。请根据需要添加冷却液。请参阅“维
护”部分。 

 检查充气轮胎的胎压是否适当。请根据需要

充气。请参阅“维护”部分。 

检查下列部件或区域有无损坏、安装不当或零件

丢失及未经许可更改的情况： 

 电气部件、接线和电缆 

 液压软管、接头、液压缸和集流腔 

 燃油和液压油箱 

 驱动电机与转盘电机和驱动轮毂 

 耐磨垫 

 轮胎和车轮 

 发动机和相关部件 

 

 限位开关和喇叭 

 警报器和指示灯（如已配备） 

 螺母、螺栓和其它紧固件 

 平台入口中栏或门 

 系索固定点 

检查整部机器以查找： 

 焊缝或结构部件的裂纹 

 机器的凹痕或损坏 

 生锈、腐蚀或氧化现象严重 

 确保所有结构件和其它关键部件都具备，以及

所有相关紧固件和销钉均处于正确位置并完

全拧紧。 

 完成检查后，确保所有隔舱盖位置适当并且

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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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进行操作，除非： 
 您已经了解并实践过本操作手册中有关安全

操作机器的规则。 

1 避免出现危险情况。 

2 始终执行操作前检查。 

3 始终执行使用前功能测试。 

在继续下一步之前知道并理解功能测试。 

4 检查工作场所。 

5 仅根据机器的设计意图使用机器。 

功能测试基本原则 
功能测试用于在开始使用机器之前发现故障。操

作员必须按照分步说明测试机器的所有功能。 

禁止使用出现故障的机器。如果发现故障，必须

标记机器并停止使用。根据制造商的规定，只有

合格的维修技术人员才能维修机器。 

维修结束后，操作员必须在开始使用机器之前，

再一次执行操作前检查和功能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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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面控制器处 
1 选择一个坚固、水平且没有障碍物的测试区域。 

2 将钥匙开关转至地面控制器。 

3 将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拉出到 on（开）位置。 

 结果：LCD 屏幕将变亮并显示没有错误信息。

指示灯（如果配备）应闪烁。 

注意：在寒冷气候下，LCD 读数显示屏在显示前

需要预热。 

4 启动发动机。请参阅“操作说明”部分。 

测试紧急停机 

5 将红色“紧急停机”按钮向里推至“关”位置。 

 结果：发动机应关闭，不应运行任何功能。 

6 将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拔出至“开”位置并重新

启动发动机。 

测试机器功能 

7 不要按住功能启用/速
度选择按钮。尝试启

动每一个臂杆和平台

功能按钮。  

 结果：所有臂杆和平台功能都不应运行。 

8 按住功能启用/速度选择按钮，启动每一个臂

杆和平台功能按钮。 

 结果：所有的臂杆和平台功能都应该运行一个

完整周期。当臂杆下降时，下降警报应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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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紧急控制器 

9 将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按到 off（关）位置，以

关闭发动机。 

10 将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拉出到 on（开) 位置。 

11 在按住紧急动力按钮的同时，按下

每一个臂杆功能按钮。 

注意：为节省蓄电池电能，请在部分周期内测试

每一功能。 

 结果：所有臂杆功能都应当运行。 

12 启动发动机。 

测试倾斜传感器 

13 按 LCD 屏幕控制按钮，直

到“TURNTABLE LEVEL 
SENSOR X-DIRECTION
（转盘水平传感器 X 方
向）”出现。 

 结果：LCD 屏幕应显示出该角的度数。 

14 按 LCD 屏幕控制按钮，直到“TURNTABLE 
LEVEL SENSOR Y-DIRECTION（转盘水平

传感器 Y 方向）”出现。 

 结果：LCD 屏幕应显示出该角的度数。 

15 按 LCD 屏幕控制按钮，直到“PLATFORM 
LEVEL SENSOR DEGREES（平台水平传感

器度数）”出现。 

 结果：LCD 屏幕应显示出该角的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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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操作封套 

16 按如图所示的 LCD 屏幕控

制按钮，直到显示出“PRI 
BOOM ANGLE TO 
GRAVITY（第一臂杆重

力角）”。 

17 升起第一臂杆，并观察 LCD 屏幕。 

 结果：第一臂杆应当上升，并且 
 LCD 屏幕应当显示第一臂杆 
角度：从 35 到 65 度。当屏幕读数达到 65 度
时，第一臂杆应停止。 

18 降低第一臂杆。 

19 同时按如图所示的两个 
LCD 屏幕控制按钮，以启动

状态模式。 
 

 

20 按下如图所示的 LCD 屏幕

控制按钮，直到显示出

“SEC BOOM ANGLE（第

二臂杆角度）”。 

21 按住第二臂杆上升/延伸按钮。 

 结果：第二臂杆应当上升，并且 
 LCD 屏幕随即应显示： 

=0 

>0 

>35 

=65 

第二臂杆应当上升，然后延伸。第二臂杆直到

完全升起后才开始延伸。 

22 按住第二臂杆下降/缩进按钮。 

 结果：第二臂杆应当完全缩进，然后降低。第

二臂杆直到完全缩进后才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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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平台控制器 

测试紧急停机 

23 将钥匙开关朝平台控制器方向旋转。 

24 将平台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推至 off（关）位置。 

 结果：发动机应关闭，不应运行任何功能。 

25 拔出红色“紧急停机”按钮，并重新启动发动机。 

测试液压油回油过滤器 

26 按住发动机怠速选择按钮或扳动开关，直到高

怠速（兔子符号）旁的指示灯变亮。 

27 找到并检查液压过滤器状态指示器。 

 结果：过滤器运行时，柱塞或指针应在绿色区

域内。 

28 按住发动机怠速选择按钮或扳动开关，直到脚

踏开关激活高怠速（符号为兔子和脚踏开关）

旁边的指示灯亮起。 

测试喇叭 

29 按下喇叭按钮。 

 结果：喇叭应鸣响。 

测试倾斜传感器警报 

30 按下按钮或扳动开关，如发动机怠速选择。 

 结果：平台控制器上应该响起警报。 

测试脚踏开关 

31 将平台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推至 off（关）位置。 

32 将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拔出至 on（开）位置并

且不启动发动机。 

33 压下脚踏开关，尝试启动发动机。 

 结果：发动机将不能启动。 

34 不要压下脚踏开关并重新启动发动机。 

 结果：发动机应当启动。 

35 不要压下脚踏开关并测试机器的各项功能。 

 结果：所有功能都不会运行。 

测试机器功能 

36 压下脚踏开关。 

37 启动机器上每一项功能的控制手柄、扳钮开关

或按钮。 

 结果：所有功能都应运行一个完整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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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转向（有 4 个转向轮的型号） 

38 选择方端（蓝色箭头）转向。按方端

（蓝色箭头）转向按钮或扳动转向模式

开关。 

39 压下脚踏开关。 

40 按照控制面板上蓝色三角指示的方向，缓慢移

动驱动控制手柄；或者按照蓝色三角指示的方

向，按下拇指摇杆开关。 

 结果：方端轮应按照驱动底盘上蓝色三角所指

示的方向转动。 

41 按照控制面板上黄色三角指示的方向，缓慢移

动控制手柄；或者按照黄色三角指示的方向，

按下拇指摇杆开关。 

 结果：方端轮应按照驱动底盘上黄色三角所指

示的方向转动。 

42 选择圆端（黄色箭头）转向。按圆端

（黄色箭头）转向按钮或扳动转向选择

开关。 

 

43 压下脚踏开关。 

44 按照控制面板上黄色三角指示的方向，缓慢移

动控制手柄；或者按照黄色三角指示的方向，

按下拇指摇杆开关。 

 结果：圆端轮应按照驱动底盘上蓝色三角所指

示的方向转动。 

45 按照控制面板上蓝色三角指示的方向，缓慢移

动驱动控制手柄；或者按照蓝色三角指示的方

向，按下拇指摇杆开关。 

 结果：圆端轮应按照驱动底盘上黄色三角所指

示的方向转动。 

46 选择绞盘转向。按绞盘转向按钮或扳

动转向模式开关。 

47 压下脚踏开关。 

48 按照控制面板上蓝色三角指示的方向，缓慢移

动驱动控制手柄；或者按照蓝色三角指示的方

向，按下拇指摇杆开关。 

 结果：所有的轮应按照驱动底盘上蓝色三角所

指示的方向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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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按照控制面板上黄色三角指示的方向，缓慢移

动控制手柄；或者按照黄色三角指示的方向，

按下拇指摇杆开关。 

 结果：所有的轮应按照驱动底盘上黄色三角所

指示的方向转动。 

50 选择坐标转向。按坐标转向按钮或

扳动转向模式开关。 

51 压下脚踏开关。 

52 按照控制面板上蓝色三角指示的方向，缓慢移

动驱动控制手柄；或者按照蓝色三角指示的方

向，按下拇指摇杆开关。 

 结果：方端轮应按照驱动底盘上蓝色三角所指

示的方向转动。圆端轮应按照驱动底盘上黄色

三角所指示的方向转动。 

53 按照控制面板上黄色三角指示的方向，缓慢移

动控制手柄；或者按照黄色三角指示的方向，

按下拇指摇杆开关。 

 结果：方端轮应按照驱动底盘上蓝色三角所指

示的方向转动。圆端轮应按照驱动底盘上黄色

三角所指示的方向转动。 

测试转向（有 2 个转向轮的型号） 

54 压下脚踏开关。 

55 按照控制面板上的蓝色三角所指示的方向，按

下驱动控制手柄顶部的拇指摇杆开关；或按照

蓝色三角所指示的方向，缓慢移动控制手柄。 

 结果：转向轮应按照驱动底盘上蓝色三角所指

示的方向转动。 

56 按照控制面板上的黄色三角所指示的方向按

下拇指摇杆开关，或按照黄色三角所指示的方

向缓慢移动控制手柄。 

 结果：转向轮应按照驱动底盘上黄色三角所指

示的方向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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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驱动和刹车功能 

57 压下脚踏开关。 

58 按照控制面板上蓝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缓慢移

动驱动控制手柄直至机器开始移动，然后将手

柄恢复到中心位置。 

 结果：机器应按照驱动底盘上蓝色箭头所指示

的方向移动，然后突然停止。 

59 按照控制面板上黄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缓慢移

动控制手柄直至机器开始移动，然后将手柄恢

复到中心位置。 

 结果：机器应按照驱动底盘上黄色箭头所指示

的方向移动，然后突然停止。 

注意：在机器能够攀爬的任何坡度上，刹车必须

能够使它停稳。 

测试摆动轴（如果配备） 

60 自平台控制器启动发动机。 

61 驱动右转向轮胎到 15 cm 高的障碍物或路

缘上。 

 结果：其余三个轮胎应紧密接触地面。 

62 驱动左转向轮胎到 15 cm 高的障碍物或路

缘上。 

 结果：其余三个轮胎应紧密接触地面。 

63 驱动两个转向轮胎到 15 cm 高的障碍物或路

缘上。 

 结果：圆端轮胎应紧密接触地面。 

测试驱动启用系统 

64 压下脚踏开关，并将臂杆降到收起位置。 

65 旋转转盘，直至第一臂杆移动到超过一个圆端

轮胎。 

 结果：臂杆在如图所示范围内

的任何位置处，驱动启用指示

灯都应亮着。 

66 将驱动控制手柄移开中心位置。 

 结果：驱动功能不应运行。 

67 按驱动启用按钮或扳动开关，并缓慢移动驱动

控制手柄，使其离开中心位置。 

 结果：驱动功能应运行。 

注意：使用驱动启用系统时，机器可按行驶和转

向控制手柄移动的相反方向行驶。 

使用平台控制器和驱动底盘

上的色标方向箭头来确定移

动方向。 

如果驱动控制手柄在扳动驱动启用扳钮开关的两

秒钟内没有移动，则驱动功能将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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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限制的驱动速度 

68 压下脚踏开关。 

69 将第一臂杆升起到高出水平面 10°。 

70 缓慢移动驱动控制手柄至全驱动位置。 

 结果：第一臂杆在升起状态下可达到的最大驱

动速度不应超过 30 cm/s。 

注意：配备海绵橡胶芯轮胎型号的机器将在 40 秒
内前进 12 m。配备高浮力轮胎型号的机器将在 62 
秒内前进 12 m。 

71 将第一臂杆降到收起位置。 

72 将臂杆延伸 1.2 m。 

73 缓慢移动驱动控制手柄至全驱动位置。 

 结果：第一臂杆在延伸状态下可达到的最大驱

动速度不应超过 30 cm/s。 

注意：在 40 秒内，机器将前进 12 m。 

74 将第一臂杆缩进到收起状态。 

75 将第二臂杆上升到高出水平面 10°。 

76 缓慢移动驱动控制手柄至全驱动位置。 

 结果：第二臂杆在升起状态下可达到的最大驱

动速度不应超过 30 cm/s。 

注意：配备海绵橡胶芯轮胎型号的机器将在 40 秒
内前进 12 m。配备高浮力轮胎型号的机器将在 62 
秒内前进 12 m。 

77 将第二臂杆降到收起位置。 

如果第一臂杆升起或延伸或第二臂杆升起时的驱

动速度超过每秒 30 cm，应立即对机器加以标记

并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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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驱动倾斜保险开关 

78 压下脚踏开关。 

79 臂杆完全收起时，沿 Y 轴将机器驱动到底盘角

度大于 4.5°的斜坡（从前到后）。 

 结果：此机器将继续驱动。 

80 返回到水平地面并将第一臂杆上升到高出水

平面大约 10°。 

81 沿 Y 轴将机器驱动到底盘角度大于 4.5°的斜

坡（从前到后）。 

 结果：一旦机器的底盘倾斜 4.5°，机器应立即

停止运行。 

82 将第一臂杆降到收起位置或在相反方向驱动。 

 结果：机器应驱动。 

83 返回到水平地面并将第一臂杆延伸大约 
1.2 m。 

84 沿 Y 轴将机器驱动到底盘角度大于 4.5°的斜

坡（从前到后）。 

 结果：一旦机器的底盘倾斜 4.5°，机器应立即

停止运行。 

85 将第一臂杆缩进至收起位置或在相反方向

驱动。 

 结果：机器应驱动。 

86 返回到水平面并收起臂杆。 

87 臂杆完全收起时，沿 Y 轴将机器驱动到底盘角

度大于 4.5°的斜坡（从前到后）。 

 结果：此机器将继续驱动。 

88 返回到水平地面并将第二臂杆上升到高出水

平面大约 10°。 

89 沿 Y 轴将机器驱动到底盘角度大于 4.5°的斜

坡（从前到后）。 

 结果：一旦机器的底盘倾斜 4.5°，机器应立即

停止运行。 

90 将第二臂杆降低到收起位置或在相反方向

驱动。 

 结果：机器应驱动。 

91 臂杆完全收起时，沿 X 轴将机器驱动到底盘角

度大于 4.5°的斜坡（从一侧到另一侧）。 

 结果：此机器将继续驱动。 

92 返回到水平地面并将第一臂杆上升到高出水

平面大约 10°。 

93 沿 X 轴将机器驱动到底盘角度大于 4.5°的斜

坡（从一侧到另一侧）。 

 结果：一旦机器的底盘倾斜 4.5°，机器应立即

停止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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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将第一臂杆降到收起位置或在相反方向驱动。 

 结果：机器应驱动。 

95 返回到水平地面并将第一臂杆延伸大约 
1.2 m。 

96 沿 X 轴将机器驱动到底盘角度大于 4.5°的斜

坡（从一侧到另一侧）。 

 结果：一旦机器的底盘倾斜 4.5°，机器应立即

停止运行。 

97 将第一臂杆缩进至收起位置或在相反方向

驱动。 

 结果：机器应驱动。 

98 返回到水平面并收起臂杆。 

99 臂杆完全收起时，沿 X 轴将机器驱动到底盘角

度大于 4.5°的斜坡（从一侧到另一侧）。 

 结果：此机器将继续驱动。 

100 返回到水平地面并将第二臂杆上升到高出水

平面大约 10°。 

101 沿 X 轴将机器驱动到底盘角度大于 4.5°的斜

坡（从一侧到另一侧）。 

 结果：一旦机器的底盘倾斜 4.5°，机器应立即

停止运行。 

102 将第二臂杆降低到收起位置或在相反方向

驱动。 

103 结果：机器应驱动。 

测试紧急控制器 

104 将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按到 off（关）位置，以

关闭发动机。 

105 将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拉出到 on（开) 位置。 

106 压下脚踏开关。 

107 激活紧急控制器。移动并按住开关或按住按钮。

启动每个功能控制手柄、扳钮开关或拇指摇杆

开关。 

注意：为节省蓄电池电能，请在部分周期内测试

每一功能。 

 结果：所有臂杆和转向功能都应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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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轮挡保护套件（如果配备） 

注意：可能需要两人进行此项测试。 

108 将平台底部的黄色保险杠向任意方向移动 
10 cm。 

109 启动每个功能控制手柄或扳钮开关。 

 结果：所有臂杆和转向功能都不应运行。 

110 激活功能超越控制。移动并按住开关或按住

按钮。 

111 启动每个功能控制手柄或扳钮开关。 

 结果：所有臂杆和转向功能都应运行。 

测试提升/驱动选择功能 

112 压下脚踏开关。 

113 将驱动控制手柄移开中心位置并启动一个臂

杆功能。按下臂杆功能按钮或扳动臂杆功能

开关。 

 结果：所有臂杆功能都不应运行。机器将按照

控制面板上指示的方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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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进行操作，除非： 
 您已经了解并实践过本操作手册中有关安全

操作机器的规则。 

1 避免出现危险情况。 

2 始终执行操作前检查。 

3 始终执行使用前功能测试。 

4 检查工作场所。 

在继续下一步之前了解和理解工作场所检查。 

5 仅根据机器的设计意图使用机器。 

工作场所检查基本原则 
工作场所检查有助于操作员决定工作场所是否能

保证机器的安全操作。将机器移动到工作场所之

前操作员应首先进行此项工作。 

了解并记住工作场所的危险事项，然后当移动、

安装和操作机器时留意并避免这些问题，这是操

作员的职责。 

工作场所检查 
当心和避免下列危险情况的出现： 

 陡坡或洞穴 

 突起物、地面障碍物或碎屑 

 倾斜表面 

 不牢固或光滑表面 

 空中障碍物和高压电线 

 危险位置 

 不足以承受机器所施加全部负载力的表面支

撑物 

 风和天气状况 

 出现未经许可的人员 

 其它可能出现的不安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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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带有符号的标贴 
使用下页上的图片检查所有的标贴是否易于识别

且位置适当。 

以下是含有数量和说明的数据列表。 

产品号 标贴说明  数量

27204 箭头 – 蓝色 1

27205 箭头 – 黄色 1

27206 三角形 – 蓝色 2

27207 三角形 – 黄色 2

28158 标签 – 无铅 1

28159 标签 – 柴油 1

28160 标签 – 液化石油气 1

28174 标签 – 平台电源，230V 3

28235 标签 – 平台电源，115V 3

40434 标签 – 系索固定点 8

44981 标签 – 通到平台的空气管（选件） 2

52966 装饰物 – 4 x 2 1

52967 装饰物 – 4 x 4 1

65278 小心 – 禁止脚踏 4

82268  装饰物 — Genie Z-80/60 1

82269  地面控制面板 1

82281  平台控制面板 1

82312 装饰物 – Z-80/60 1

82422 标签 — 灯 1

82472 标签 – 砸压危险 3

82473 标签 – 隔舱检修 1

82481 标签 – 蓄电池/充电器安全性 1

产品号 标贴说明  数量

82487 标签 – 阅读手册 2

82487 标签 – 阅读手册，管架（选件） 2

82487 标签 – 阅读手册，面板支架（选件） 2

82548 标签 – 平台旋转 2

82577 标签 – 平台超载临时电路 1

82601 标签 – 最大负载，227 kg 1

82603 标签 – 驱动启用临时电路 1

82604 标签 – 最大手动力，400 N 1

82671 标签 – 通到平台的焊接线（选件） 2

82990 标签 – 轮胎压力，高浮力 4

97815 标签 – 下降中栏 1

114166 标签 — 运输图 2

114247 标签 – 坠落危险 1

114248 标签 – 倾翻的危险，倾斜警报 1

114249 标签 – 倾翻的危险，轮胎 4

114251 标签 – 爆炸的危险 1

114252 标签 – 倾翻的危险，限位开关 3

133067 标签 – 电击危险 2

133400 标签 – 车轮负载 4

230896 地面控制面板 1

230897 地面控制面板钥匙开关 1

233131 平台控制面板 1

822820 地面控制面板 1

 阴影表示标贴是隐藏的，如在盖子的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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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不要进行操作，除非： 
 您已经了解并实践过本操作手册中有关安全

操作机器的规则。 

1 避免出现危险情况。 

2 始终执行操作前检查。 

3 始终执行使用前功能测试。 

4 检查工作场所。 

5 仅根据机器的设计意图使用机器。 

基本原则 
操作说明部分为机器操作的各个方面提供了具体

说明。遵循操作手册、安全手册及职责手册上的

所有安全规则和说明是操作员的职责。 

除了将人员及其工具和材料提升到空中工作场所

外，将此机器用作其它目的是不安全甚至是危

险的。 

只有训练有素和授权的人员方可允许操作该机器。

如果在同一工作班次的不同时间内，不止一个操

作员使用同一台机器，那么他们必须都是合格的

操作人员并且遵循操作手册、安全手册及职责手

册上的所有安全规则和说明。这意味着每个新操

作人员在使用机器以前，都应该进行操作前检查、

功能测试和工作场所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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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发动机 
1 在地面控制器上，将钥匙开关转至所需位置。 

2 确保地面和平台控制红色“紧急停机”按钮都拉

出到“开”位置。 

汽油/LPG 型号 

1 将燃料选择开关扳至所需位置来选择燃料。 

2 将发动机启动扳钮开关扳至任

一侧。如果发动机不能启动或死

机，再启动延时将禁用启动开关 3 
秒钟。 

 
 

柴油型号 

1 激活热线点火塞。按下按钮或扳动开关。 

2 启动发动机。按下按钮或扳动开关。如果发动

机不能启动或死机，再启动延时将禁用启动开

关 3 秒钟。 

所有型号 

如果起动 15 秒钟后发动机仍不能成功启动，请确

定原因并修理故障。再次尝试启动前应等待 60 秒。 

在低温条件下，-6°C 及更低，在操作机器前应加

热发动机 5 分钟，以防止液压系统损坏。 

在极低温度条件下，-18°C 及更低，机器应配备低

温启动工具包选件。如果在温度低于 -18°C 时尝

试启动发动机，可能需要使用升压蓄电池。 

汽油/LPG 型号：在 -6 °C 及更低的低温条件下，

机器应采用汽油启动并预热 2 分钟，然后转到 
LPG。可以使用 LPG 启动预热的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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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停机 
将地面或者平台控制器的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推

至 off（关）位置，停止所有功能并关闭发动机。 

修复任何操作功能须在按下红色“紧急停机”按钮

时进行。 

选择和操作地面控制器将中断平台红色“紧急停机”
按钮的功能。 

紧急控制器 
如果主动力源（发动机）出故障，请使用紧急动力。 

1 将钥匙开关转至地面或平台控制器。 

2 将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拉出到 on（开）位置。 

3 从平台操作辅助控制器时，压下脚踏开关。 

4 激活紧急控制器。移动并按住开关

或按住按钮。激活每个功能控制手

柄、开关或按钮。 

驱动功能不应与紧急电源一起工作。 

从地面进行操作 
1 将钥匙开关转至地面控制器。 

2 将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拉出到 on（开）位置。 

3 汽油/LPG 型号：选择燃料源。 

4 启动发动机。 

调整平台位置 

1 按住功能启用/速度选择

按钮。 

2 根据控制面板上的记号，按相应的功能按钮。 

通过地面控制器无法使用驱动和转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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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台操作 
1 将钥匙开关朝平台控制器方向旋转。 

2 将地面和平台的红色“紧急停机”按钮均拉出到 
on（开）位置。 

3 汽油/LPG 型号：选择燃料源。 

4 启动发动机。启动发动机时不要压下脚踏开关。 

调整平台位置 

1 压下脚踏开关。 

2 按照控制面板上的记号，缓慢移动相应的功能

控制手柄或扳钮开关。 

转向 

1 压下脚踏开关。 

有 4 个转向轮的型号： 

2 选择转向模式。按下按钮或扳动开关。该转向

模式旁的指示灯将亮起。 

 

所有型号： 

3 按照蓝色或黄色三角所指示

的方向，缓慢移动驱动控制手

柄，或按下驱动控制手柄顶部

的拇指摇杆开关。 

 

使用平台控制器和驱动底盘上的色标方向箭头来

确定车轮转动的方向。 

驱动 

1 压下脚踏开关。 

2 增大速度：按照蓝色或黄色

箭头所指示的方向，缓慢移

动驱动/转向控制手柄。 
 

减小速度：缓慢移动驱动控制手柄，使其指向

中心位置。 

停止：使驱动/转向控制手柄回到中心位置，

或释放脚踏开关。 

使用平台控制器和驱动底盘上的色标方向箭头来

确定机器行进的方向。 

平台升起或延伸时机器的行进速度受到限制。 



操作手册 第六版 • 第一次印刷 

操作说明 
 

 
48 Z-80/60 产品号 1258948CS 
 

 在斜坡上驾驶 

确定机器的上坡、下坡和侧坡额定值以及坡度。 

 

最大斜坡额定值，平台下坡（爬

坡能力）： 

2WD：30% (17°) 
4WD：45% (24°) 

最大斜坡额定值，平台上坡： 

2WD：15% (9°) 
4WD： 35% (19°) 

最大侧坡额定值： 
25% (14°) 

注意：斜坡额定值受地面状况和牵引力的限制。

术语爬坡能力只在配重上坡配置中使用。 

确定臂杆处于水平位置之下，平台位于圆端（黄

色箭头）轮之间。 

选择机器在斜坡上的驱动设置。扳动开关或按住

按钮直到机器在斜坡符号旁边的指示灯亮起。 

确定坡度： 

用数字式测斜计测量斜坡或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测量。 

您需要有以下工具： 

 木工尺 

 直木块，长度至少为 1 m 

 卷尺 

将木块放在斜面上。 

在下坡末端，将木工尺放在木块的上边缘，提升

木块末端直到水平。 

保持木块水平，测量木块底部到地面的垂直距离。 

用卷尺距离（升高高度）除以木块长度（行程），

然后再乘以 100。 

例如： 

 

木块 = 3.6 m 

行程 = 3.6 m 

升高高度 = 0.3 m 

0.3 m ÷ 3.6 m = 0.083 x 100 = 8.3% 等级 

如果坡度超过最大上坡、下坡或侧坡额定值，则

必须将机器沿斜坡上下提升或运输。请参阅“运输

和提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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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启用 

指示灯亮起表示：臂杆已移动到

刚好超过任意一个圆端轮，并且

驱动功能关闭。 

要驱动机器，请按驱动启用按钮或将驱动启用开

关扳到另一侧，然后缓慢扳动驱动/转向控制手柄，

使其偏离中心位置。 

如果未在激活驱动启用的两秒钟内扳动驱动/转向

控制手柄，则驱动功能将不运行。释放并再次激

活驱动启用。 

请注意，机器可能会朝着与驱动和转向控制手柄

相反的方向移动。 

始终根据平台控制器和驱动底盘上的色标方向箭

头来确定机器行进的方向。 

发电机（如果配备） 

要操作发电机，请按发电机按钮或扳动开关。指

示灯将亮起，并且发动机将继续运转。 

将电源工具插入通向平台电源的 GFCI 插座。 

要关闭发电机，请按发电机按钮或扳动开关。指

示灯将熄灭。 

发动机怠速选择 (rpm) 

选择发动机怠速 (rpm)。按下按钮或扳动开关。该

设置旁的指示灯将亮起。 

 

 兔子和脚踏开关符号：脚踏开关激活高怠速 

 乌龟符号：低怠速 

 兔子符号：高怠速 

检查发动机指示灯（如果配备） 

 
指示灯亮，发动机停止：标记机器并停

止使用。 

指示灯亮并且发动机仍运行：请在 24 
小时内与维修人员联系。 

 

平台过载指示灯 

 

指示灯闪烁表示平台过载并将

停止所有功能。 

从平台上卸下载荷直到指示灯

熄灭。 

超载复原 

如果地面控制 LCD 屏幕显示 OVERLOAD 
RECOVERY(超载复原)，则在平台超载时使用紧

急降低系统。有关如何重置此消息的信息，请查

阅适合的 Genie 维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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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状态范围指示灯 

使用状态范围指示灯将变亮，以通知操作员：有

功能被中断，和/或需要操作员进行操作。 

降低第一臂杆指示灯闪烁：降

低第一臂杆，直到指示灯熄灭。

机器非水平指示灯闪烁：该灯

闪烁时倾斜警报器将鸣响。将

机器移动到坚实的水平地

面上。 

平台非水平指示灯闪烁：该灯

闪烁时倾斜警报器将鸣响。平

台调平板钮开关只有在使平台

保持水平的方向上起作用。将

平台调平，直到指示灯熄灭。 
 
 

发电机（如果配备） 

要操作发电机，请按发电机按钮或扳动开关。指

示灯将亮起，发动机 rpm 将自动处于乌龟符号

模式。 

发动机将继续运行驱动功能，并将开启平台功能。 

如果选中兔子符号或兔子和脚踏开关符号，发电

机将关闭且指示灯将熄灭。 

将电源工具插入通向平台电源的 GFCI 插座。 

要关闭发电机，请按发电机按钮或扳动开关。指

示灯将熄灭。 

驱动速度选择 

 

 机器处于斜面上符号：在倾斜或粗糙的地面上

时，请在低速范围内操作 

 机器处于水平面上符号：用于最大驱动速度的

高操作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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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非水平指示灯 

 

如果平台升起时倾斜警报鸣响，机

器非水平指示灯将亮起且驱动功能

在单一方向或两个方向均不运行。

确定斜坡上臂杆的状态，如下所示。

在将机器移动到坚固、水平的地面

之前，按照以下步骤降低臂杆。降

低时切勿旋转臂杆。 

 
 

 

如果倾斜警报器在平台上

坡时鸣响： 

1 降低第一臂杆。 

2 降低第二臂杆。 

3 缩进第一臂杆。 

 

如果倾斜警报器在平台下

坡时鸣响： 

1 缩进第一臂杆。 

2 降低第二臂杆。 

3 降低第一臂杆。 

机器故障指示灯 

 

指示灯亮起表示所有功能已关闭。 

1 按入红色“紧急停机”按钮，然后拉出。 

2 降低并缩进臂杆。 

3 标记机器并停止使用。功能未运行。 

发动机关闭指示灯（如果配备） 

 

指示灯亮起：对机器加以标记并停止

使用。 

停止发动机 

按下红色“紧急停机”按钮并转动钥匙开关至“关”
位置。 

轮挡保护套件（如果配备） 

如果平台保险杠接触轮挡部件，机器将关闭且所

有功能将停止运行。 

1 启动发动机。 

2 压下脚踏开关。 

3 按住功能超越控制按钮或扳住功能超越控制

开关。 

4 扳动相应的功能控制手柄或扳钮开关或按下

相应的按钮可将机器移动至远离轮挡部件的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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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架说明 
管架部件包括 2 个管架，位于平台的任一侧，并

使用 U 型螺栓装到防护栏上。 

 

a 皮带 

b U 型螺栓 

c 管架固定件 

d 上平台防护栏 

e 管架焊件 

f 中平台防护栏 

g 平垫圈 

h 3/8 英寸尼龙锁定螺母 

遵守和服从： 
 管架必须安装在平台内侧。 

 管架不得阻塞平台控制器或平台入口。 

 管架管的底部必须放在平台地板上。 

 在安装管架前确保平台水平。 

管架安装 
1 在平台每一侧安装管架。请参见左侧的插图。

确保管架管的底部放在平台地板上。 

2 通过每个管架固定件从平台防护栏外侧安装

两个 U 型螺栓。 

3 使用 2 个垫圈和 2 个螺母固定每个 U 型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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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架操作 
1 确保已正确遵循管架部件和安装说明，并且将

管架固定到平台防护栏。 

2 放置负载，以便其位于两个管架中。负载的长

度应该与平台的长度平行。 

3 使负载位于管架中心。 

4 将负载固定到每个管架上。使尼龙带通过负载。

按下带扣，并使皮带滑过。拉紧皮带。 

5 轻轻推拉负载，确保管架和负载已固定好。 

6 在机器移动时固定好负载。 

 倾翻的危险。管架部件和管架中负载的重量将

降低机器的平台额定承载量，因此必须计入平

台总装载量之内。 

 倾翻的危险。管架部件和管架内负载的重量可

能会限制平台内最多容纳人员数量。 

最大管架承载量 

所有型号 90.7 kg

管架部件重量 9.5 kg

面板支架部件 
1 将警告标贴贴到每个面板支架的前面（如果

需要）。 

2 在面板支架底座上安装橡胶缓冲器 1。参见

插图。 

3 用 2 个高位锁定螺母和 2 个垫圈固定缓冲器。 

面板支架安装 
1 将钩件插入面板支架底座上的插槽。 

2 将面板支架钩到底部平台管子的所需位置。 

3 通过面板支架底座和钩件安装橡胶缓冲器 2。
参见插图。 

4 用 2 个低位锁定螺母进行固定。 

5 如果在平台地板支撑管上安装了面板支架，请

通过地板、围绕管子将 U 型螺栓插入面板支

架底座。 

6 使用 2 个螺母和 2 个垫圈固定 U 型螺栓。继

续执行步骤 9。 

7 如果在平台地板支撑管上没有安装面板支架，

请使用随附的铝管。 

8 将管子放置在面板支架和平台地板之间。通过

地板、围绕管子将 U 型螺栓插入面板支架底座。 

9 对于第二组零件，请重复上述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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衬垫安装 
1 在平台防护栏上安装 2 片衬垫。放置衬垫以保

护面板使之不接触到平台防护栏。 

皮带安装 
1 打开夹子，然后将其安装在垂直平台防护栏管

子周围。 

2 插入带垫圈的螺栓使其穿过夹子一侧。 

3 将皮带部件端板安装到螺栓上。 

4 插入螺栓使其穿过夹子另一侧。 

5 用垫圈和螺母进行固定。不要过紧。皮带部件

端板应该能够在平台防护栏上滑动。 

面板支架操作 
1 将两个面板支架固定到平台上。 

2 放置负载，以便其位于两个面板支架中。 

3 将负载放在平台中心。 

4 使用皮带将负载固定到平台上。拉紧皮带。 

 

 

 

 1

 2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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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使用后 
1 选择一个安全停放位置，可以是坚固的水平地

面、没有障碍物并避开运输繁忙的地方。 

2 缩进并降低臂杆到收起位置。 

3 旋转转盘以使臂杆位于非转向轮之间。 

4 将钥匙开关转至 off（关）位置并拔掉钥匙，

以避免出现未经授权即使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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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和提升说明  

 

遵守和服从： 
 Genie 提供该安全信息作为建议之用。司机应

完全负责确保机器已正确固定，并依据美国交

通部、其它地方规章以及公司政策选择正确的

拖车。 

 需要使用集装箱承载任何提升装置或 Genie 
产品以进行国际货运的 Genie 客户，应该寻求

在准备、装载、保护集装箱和提升设备方面具

有专业经验的合格货运代理公司。 

 只有合格的空中提升操作员才能将机器从卡

车中吊进吊出。 

 运输车辆必须停在水平地面上。 

 装载机器时，运输车辆必须固定以防止滚动。 

 确保车辆容量、装载面、链条或皮带足以支撑

机器的重量。Genie 提升设备相对于其体积而

言较重。请参阅序列号标签了解机器重量。 

 

 确保运输前转盘已用转盘旋转锁固定。确保操

作时解除对转盘的锁定。 

 不要在超过机器上坡、下坡或斜坡额定值的斜

坡上驱动机器。请参阅“操作说明”部分中的“在
斜坡上驱动驾驶”。 

 如果运输车辆车身的坡度超过最大斜坡额定

值，则必须使用绞盘按照刹车释放操作中的说

明装载和卸载机器。 

绞盘的自由轮配置 
用楔子垫住车轮，以防止机器滚动。 

翻转驱动轮毂分离盖

以释放非转向轮制

动器。 

必须确保绞盘索已正

确固定到驱动底盘的

系牢点上，并且通道

上没有障碍物。 

反序执行上述程序以重新啮合刹车。 

不建议牵引 Genie Z-80/60。如果必须牵引机器，

则速度不能超过 3.2 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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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卡车或拖车运输安全 
每次运输机器时都应当使用转盘旋转锁销。 

 

1 转盘旋转锁销 

运输前，将钥匙开关转至 off（关）位置，然后取

下钥匙。 

全面检查机器，以防止有松动或未固定的部件。 

固定底盘 
确保链条具有足够的负荷强度。 

最少使用 5 根链条。 

调整索具以防止损坏链条。 

 

固定平台 
确保短臂和平台处于收起位置。 

将垫块放在平台旋转器下面。不要让垫块接触平

台汽缸。 

将尼龙带穿过降低的平台支架从而固定平台。在

保护臂杆部件时不要施加过大向下的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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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和服从： 
 只有合格的索具装配员才能装配索具并提升

机器。 

 确保吊车提升能力、装载面、皮带或绳索足以

支撑机器的重量。请参阅序列号标签了解机器

重量。 

提升说明 
充分降低并缩进第一臂杆和第二臂杆。卸下机器

上所有松动的部件。 

将转盘旋转 90 度。 

使用此页上的图表和图片确定机器的重心。 

只能将索具连接到机器上指定的提升点上。 

 

只能将索具连接到离转盘提升点最远的两个底盘

提升点上。 

调整索具以避免损坏机器并保持机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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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遵守和服从： 
 操作员仅能执行在此手册中规定的常规维护

项目。 

 根据制造商的规定和职责手册上指定的要求，

应由合格的维修技术人员完成定期维护检查。 

 按照政府规章处理材料。 

 只能使用 Genie 认可的更换零件。 

维护符号图例 
此手册采用以下符号帮助表达使用说明中的相关

含义。维护程序前面出现一个或多个符号时，所

表达的意义如下。 

 
表示执行此程序需要工具。 

 

 
表示执行此程序需要新的零件。 

 

 
表示执行此程序前发动机必须处于冷却

状态。 

检查发动机油位 

 

保持合适的发动机油位对维持发动机的良好性能

和使用寿命至关重要。在油位不合适时操作机器

会损坏发动机部件。 

注意：在发动机关闭时检查油位。 

1 检查油位计。根据需要加油。 

福特 DSG-423 EFI 发动机 

油料类型 5W-20

Ford MSG-425 EFI 发动机 

油料类型 5W-20

Perkins 404C-22 发动机 

油料类型 15W-40

油料类型 - 低温条件下 5W-20

Perkins 404D-22 发动机 

油料类型 15W-40

油料类型 - 低温条件下 5W-40

Perkins 404F-22T 发动机 

油料类型 15W-40

油料类型 - 低温条件下 5W-40

Deutz F3L 2011F 发动机 

油料类型 15W-40

油料类型 - 低温条件下 5W-40

Deutz D2.9 L4 发动机 

油料类型 15W-40

油料类型 - 低温条件下 5W-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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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液压油油位 

 

使液压油维持在合适的油位对机器运作至关重要。

如液压油处于不合适的油位，会损坏液压部件。

通过日常检查，检验员能够确定液压油油位的变

化，这种变化可表示液压系统存在的问题。 

1 确保臂杆处于收起状态。 

2 目测检查位于液压油箱侧面的油位计。 

 结果：液压油油位应处于油位计上部 2 in / 
5 cm 的范围之内。 

3 根据需要加油。切勿添加过量。 

液压油规格 

液压油类型 Chevron Rando HD 的等价物

 

检查发动机冷却液液位 – 冷却液

型号 

    

使发动机冷却液维持在合适的液位对发动机的使

用寿命至关重要。不合适的冷却液液位将影响发

动机的冷却能力并损坏发动机部件。通过日常检

查，检验员能够确定冷却液液位的变化，这种变

化可表示冷却系统存在的问题。 

 烫伤的危险。要小心灼热的发动机零件和冷

却液。触及灼热的发动机零件和/或冷却液可

能会造成严重的烫伤。 

 烫伤的危险。切勿在发动机运行时拆下散热

器盖。接触加压冷却液可能会造成严重烫伤。

等发动机冷却后再拆下散热器盖。 

1 检查冷却液回收箱中的液位。根据需要添加冷

却液。 

 结果：液位应在液压油箱的 FULL（满）标记处

或在油位计中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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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蓄电池 

 

蓄电池状况完好对正常的机器性能和安全操作至

关重要。不适当的电解液液位或损坏的电缆及接

线可能导致部件损坏和危险情形。 

 电击危险。接触有电回路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

的人身伤害。摘掉所有的戒指、手表和其它

饰品。 

 身体受伤的危险。蓄电池含酸性物质。避免蓄

电池中的酸性物质溢出或与之接触。用苏打与

水来中和溢出的蓄电池酸性物质。 

1 穿上防护服并戴上防护眼镜。 

2 确保蓄电池电缆的接线牢固且未受腐蚀。 

3 确保蓄电池锁定支架位置适当且牢固。 

注意：添加接线端保护器和防腐密封剂将有助于

消除对蓄电池接线端和电缆的腐蚀。 

检查轮胎压力 

 

注意：对安装有海绵橡胶芯轮胎的机器，不需进

行此项检查。 

 身体受伤危险。充气过足的轮胎会爆炸，并可

能导致人员死亡或严重伤害。 

 倾翻的危险。不要使用临时性补胎产品。 

为保持最大的稳定性，达到机器操作的最优化及

减少轮胎磨损，保持充气轮胎内的适当压力是至

关重要的。 

1 用气压计检查每个轮胎。根据需要充气。 

高浮力轮胎压力 5.5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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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维护 
每季度、每年和每两年一次的维护项目必须由受

过此机器维护方面培训并合格的人员，根据此机

器维修手册中的程序来完成。 

对闲置时间超过三个月的机器，必须进行季度检

查后才能重新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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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型号 Z-80

工作时最大高度 25.6 m

平台最大高度 23.8 m

收起时的最大高度 3 m

最大水平延伸 18.3 m

宽度 2.5 m

收起时的长度 11.3 m

运输时收起长度 9.1 m

最大装载量 227 kg

最大风速 12.5 m/s

轴距 2.84 m

离地间隙 30 cm

回转半径（外侧） 

2 个转向轮 
4 个转向轮 

7.5 m
4.6 m

回转半径（内侧） 

2 个转向轮 
4 个转向轮 

4.4 m
2.1 m

转盘旋转（度） 连续

转盘甩尾， 
第二臂杆已降低 

2.24 m

转盘甩尾， 
第二臂杆已升起 

1.17 m

控制器 12V 直流比例控制

平台尺寸，6 英尺（长 x 宽） 182 x 76 6cm

平台尺寸，8 英尺（长 x 宽） 244 x 91 cm

平台调平 自动调平

平台旋转 160°

平台交流电插座 标准

最大液压压力（臂杆功能） 220 bar

系统电压 12V

轮胎尺寸 18-625、16 线网层 FF

轮胎尺寸，高浮力 445D50/710 18 PR

手/臂系统所承受的总振动值不超过 2.5 m/s2。 

整个机身所承受的加权加速度的最高平方根值不超过 
0.5 m/s2。 

重量 17,010 kg

（机器重量根据选件配置不同而有所差异。请参阅序列号

标签了解特定机器重量。） 
 

 

燃料箱容量，柴油 132 升

燃料箱容量，汽油 114 升

收起位置的最大斜坡额定值，2WD 

平台下坡 30% 17°

平台上坡 15% 9°

侧坡 25% 14°

收起位置的最大斜坡额定值，4WD 

平台下坡 45% 24°

平台上坡 35% 19°

侧坡 25% 14°

注意：斜坡额定值受地面状况和足够牵引力的限制。 

行驶速度（带海绵橡胶芯轮胎） 

收起时驱动速度 4.8 km/h
12.2 m/9.1 sec

升起或延伸时的驱动速度 – 所有

型号 
1.1 km/h

12.2 m/40 sec

行驶速度（高浮力轮胎） 

收起时驱动速度 3.1 km/h
12.2 m/13.6 sec

升起或延伸时的驱动速度 – 所有

型号 
0.64 km/h

12.2 m/62 sec

空中噪声辐射 

地面工作区的声压级 85 dBA

平台工作区的声压级 74 dBA

保证的声功率级 106 dBA

地面承载信息 

最大轮胎负载 10,206 kg

轮胎接触压力 9.1 kg/cm2

896 kPa

对地压力 1841 kg/m2

18.5 kPa

注意：地面承载信息为近似信息，未将不同的选件配置因

素包括在内。只有在具有足够高的安全系数情况下，才可

以使用此信息。 

Genie 的宗旨是不断改进产品。产品规格如有变动，恕不

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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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80 运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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