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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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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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阅读操作手册 请阅读维修手册 砸压的危险 砸压的危险 碰撞的危险 

     

倾翻的危险  倾翻的危险  倾翻的危险  倾翻的危险  电击的危险 

  
   

电击的危险 爆炸的危险 起火的危险 烧伤危险 皮肤充血的危险 

   
 

啮合安全臂 请远离正在运转的 
部件 

远离支腿和轮胎 将机器移动到水平 
地面 

关闭底盘托架 

   
  

降低平台 不要在用支腿无法 
达到水平的地方进 
行安装 

保持必要间隙 只有经过培训的维 
护人员才能检修 
隔舱 

使用一块纸板或一 
片纸来检查有无 
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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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配重的蓄电池 用楔子垫住车轮 释放刹车 仅限 3 线接地交流

电源 
更换损坏的接线和 
线缆 

   
 

车轮负载 运输图 系牢部位 系索固定点 禁止吸烟 

  
 

 

平台电源的电压额 
定值 

通到平台的空气管的

压力额定值 
侧向力 风速 

 

最大承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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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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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55

114385

82558

82561

72853

28175

82561 B

Crushing Hazard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can
result from contact with
moving scissor arms.

DANGER

See service
manual.

Engage safety
arm before
performing
maintenance
or repair.

82558 B

Injection Hazard
Escaping fluid under pressure can
penetrate skin, causing serious injury.

Relieve pressure before disconnecting
hydraulic lines. Keep away from leaks
and pin holes. Use a piece of cardboard
or paper to search for leaks. Do not use
hand.

Fluid injected into skin must be
surgically removed within a few hours
by a doctor familiar with this type of
injury or gangrene will result.

WARNING

Tip-over hazard.

Raising the
platform or driving
the machine with
chassis trays open
will result in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44737 B

DANGER

Close chassis trays
before raising the
platform or driving the
machine.

44255 C

DANGER

Crushing Hazard
Contact with
moving parts will
result in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Keep away from moving

parts.

Electrocution Hazard
Death or injury can result from contacting electric power
lines.
Always contact the electric power line owner. The electric
power shall be disconnected or the power lines moved or
insulated before machine operations begin.

114385 A

DANGER

Maintain required clearance.

Linevoltage Required clearance

0 to 50KV 10 ft 3.05 m

50KV to 200KV 15 ft 4.60 m

200KV to 350KV 20 ft 6.10 m

350KV to 500KV 25 ft 7.62 m

500KV to 750KV 35 ft 10.67 m

750KV to 1000KV 45 ft 13.72 m

Compartment access
is restricted.
Contact with
components under
any cover may result
in serious injury.

Only trainedmaintenancepersonnel
should access compartments. Access
by operator is only advised when
performingPre-operation Inspection.All
compartments must remain closed and
securedduringoperation.28175 H

WARNING

Failure to read, understand and obey the safety rules will result in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72853
A

The operator is responsible for safe machine operation.
This includes:

1 Avoid hazardous situations.
2 Always perform a pre-operation inspection.
3 Always perform function tests prior to use.
4 Inspect the work place.
5 Only use the machine as it was intended.

Do not operate unless:

You read, understand and obey:
- manufacturer’s instructions and safety rules — safety

and operator's manuals and decals
- employer’s safety rules
- applicable governmental regulations

You are properly trained to safely operate this machine.

D
A

N
G

E
R

44737

31508

31508 D

Connect charger to a
grounded AC 3-wire
electrical outlet only.

Before each use, inspect for
damaged cord, cables and
wires. Replace damaged
items before operating.

Electrocution / Fire Hazard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will
result from use of improper
or damaged cord and outlet.

DANGER

Crushing hazard.
Lowering the outriggers or tires
onto a person's foot can result
in serious injury.

82506
B

Keep clear of outriggers and
tires before lowering.

WARNING

82506
(GS-3232 models only)

Crushing hazard.
Lowering the outriggers or tires
onto a person's foot can result
in serious injury.

82506
B

Keep clear of outriggers and
tires before lowering.

WARNING

82506
(GS-3232 models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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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安全  

人身坠落保护 
操作本机器时不要求使用人身坠落保护装备 
(PFPE)。如果工作场所或使用者规则中要求 
PFPE，需遵守下列规定： 

所有的 PFPE 必须符合对应的政府规章，必须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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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ft 3.05 m

50 到 200KV 15 ft 4.60 m

200 到 350KV 20 ft 6.10 m

350 到 500KV 25 ft 7.62 m

500 到 750KV 35 ft 10.67 m

750 到 1000KV 45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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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承载量 

 平台延伸 

 
型号 平台缩进 仅限平台

仅限延伸部

分

最多容纳人

员数

GS-1530 600 lbs
272 kg

350 lbs
159 kg

250 lbs
113 kg

2

GS-1930 500 lbs
227 kg

250 lbs
113 kg

250 lbs
113 kg

2

GS-2032 800 lbs
363 kg

550 lbs
249 kg

250 lbs
113 kg

2

GS-2632 500 lbs
227 kg

250 lbs
113 kg

250 lbs
113 kg

2

GS-3232 500 lbs
227 kg

250 lbs
113 kg

250 lbs
113 kg

2

GS-2046 1200 lbs
544 kg

950 lbs
431 kg

250 lbs
113 kg

2

GS-2646 1000 lbs
454 kg

750 lbs
340 kg

250 lbs
113 kg

2

GS-3246 700 lbs
318 kg

450 lbs
204 kg

250 lbs
113 kg

2

 

平台缩进 平台延伸 

  

 仅限延伸部分 仅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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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坚固、平坦的地面

上才能提升平台。 

请勿把倾斜警报器当成水平指示器。只有机器严

重倾斜时，底盘上的倾斜警报器才会鸣响。 

如果倾斜警报器鸣响： 
降低平台。将机器移动到坚实的水平地面上。如

果提升平台时倾斜警报器鸣响，要十分小心地降

低平台。 

平台升起时驾驶速度不应超过 0.5 mph / 
0.8 km/h。 

当风速可能超过 28 mph / 12.5 m/s 时不要升起

平台。如果平台升起后风速超过 28 mph / 
12.5 m/s，应降低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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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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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升起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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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使用。 

不要用平台推动机器或其它物体。 

不要让平台接触邻近构件。 

不要将平台捆绑在邻近构件上。 

请勿把负载置于平台的周边之外。 

不要在底盘托架打开时操作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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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推拉处在平台外的

任何物体。 

 

型号 最大允许侧向力 最多容纳人员数

GS-1530 100 lbs / 445 N 2

GS-1930 100 lbs / 445 N 2

GS-2032 120 lbs / 534 N 2

GS-2632 100 lbs / 445 N 2

GS-3232 100 lbs / 445 N 2

GS-2046 200 lbs / 890 N 4

GS-2646 150 lbs / 667 N 3

GS-3246 105 lbs / 467 N 2

请勿改变或禁止使用限位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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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使用重量小于原装蓄电池的蓄电池。蓄电池

不仅起到配重作用，而且对保持机器的稳定性至

关重要。每个蓄电池重量必须达到 65 lbs / 
29.5 kg。蓄电池托架（包括蓄电池）的最小重量

必须达到 335 lbs / 152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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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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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形螺母适当拧紧并且

开口销钉安装正确。 

如果已配备支腿 

不要在仅使用支腿无法达到水平的地方安装机器。 

平台升起时不要调整支腿。 

降下支腿时不要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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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砸压的危险 
不要将手和胳膊靠近有剪伤危险的部位。 

当折叠栏杆时切勿用手接触。  

安全臂未处于适当位置时，请勿在平台下或剪式

链节中作业。 

当在地面上使用控制器操作机器时，请保持正常

判断力并具有计划性。在操作员、机器和固定物

体之间保持安全距离。 

 在斜坡上操作的危险 
不要在超过机器斜坡和侧坡额定值的斜坡上驱动

机器。斜坡额定值适用于处于收起位置的机器。 

型号 
收起位置的最大斜

坡额定值

收起位置的最大侧

坡额定值

GS-1530 30% (17°) 30% (17°)

GS-1930 25% (14°) 25% (14°)

GS-2032 30% (17°) 30% (17°)

GS-2632 25% (14°) 25% (14°)

GS-3232 25% (14°) 25% (14°)

GS-2046 30% (17°) 30% (17°)

GS-2646 30% (17°) 30% (17°)

GS-3246 25% (14°) 25% (14°)

注意：斜坡额定值受地面状况和牵引力的限制。 

 坠落的危险 
护栏系统提供坠落保护。如果工作场所或使用者

规则要求平台上的人员使用人身坠落保护装备 
(PFPE)，则应根据 PFPE 的制造商说明和适用 
的政府要求使用 PFPE。请使用提供的合格系索 
固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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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机器处于收起位置，否则不要进入或退出 
平台。 

操作前连好平台入口链条或关闭入口门。 

如果没有正确安装防护栏，同时入口不能保证安

全操作，请不要操作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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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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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机器时请注意延伸的平台位置。 

释放刹车之前，机器必须处于水平面上，或者已

固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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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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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观察和使用平台控制器和平台标贴铭牌上的行

驶和转向功能色标方向箭头。 

 

 

只有在平台下方区域没

有人员和障碍物时，才

能降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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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在任何吊车或移动高架机械的路线上操作机

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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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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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受伤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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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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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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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使用大于 24V 的任何蓄电池充电器给蓄电池

充电。 

请勿在焊接时将机器用作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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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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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电期间不要将蓄电池或充电器暴露在水或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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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充电期间充电器架应

保持打开。 

请勿使用可能引起火花的 
工具接触蓄电池端子或电 
缆夹。 

部件损坏的危险 

不要使用大于 24V 的任何蓄电池充电器给蓄电池

充电。 

电击/烧伤的危险 

 

只能将蓄电池充电器连接到已接

地的交流三线电源插座上。 

每日检查线缆、电缆和接线是否

有损坏。操作前更换损坏的物件。

避免由于与蓄电池端子接触而遭受电击。摘掉所

有的戒指、手表和其它饰品。 

倾翻的危险 

不要使用重量小于原装蓄电池的蓄电池。蓄电 
池不仅起到配重作用，而且对保持机器的稳定 
性至关重要。每个蓄电池重量必须达到  
65 lbs / 29.5 kg。蓄电池托架（包括蓄电池） 
的最小重量必须达到 335 lbs / 152 kg。  

提升时的危险 

提升蓄电池时，请使用适当的人数和提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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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平台。 

3 将钥匙开关转至“关”位置并拔掉钥匙，以避免

出现未经授权即使用的情况。 

4 用楔子垫住车轮。 

5 给蓄电池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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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1 平台防护栏 

2 系索固定点 

3 平台控制器 

4 手册储存箱 

5 平台延伸部位 

6 运输系牢部位 

7 转向轮胎 

8 深坑保护装置 

9 地面控制器 

10 LCD 读数装置 

11 非转向轮胎 

12 变换器（选件） 

13 刹车释放泵 

14 紧急下降控制旋钮 

15 入口梯子/运输系牢部位 

16 蓄电池充电器（在机器的蓄电池一侧） 

17 倾斜警报 

18 安全臂 

19 通到平台的空气管（可选） 

20 平台延伸释放踏板 

21 GFCI 插座 

22 平台入口链或门 

23 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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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台防护栏 

2 系索固定点 

3 平台延伸释放踏板 

4 平台控制器 

5 平台延伸部位 

6 手册储存箱 

7 支腿 

8 运输系牢部位 

9 紧急下降控制旋钮 

10 转向轮胎 

11 深坑保护装置 

12 地面控制器 

13 LCD 读数装置 

14 非转向轮胎 

15 刹车释放泵 

16 入口梯子/运输系牢部位 

17 蓄电池充电器（在机器的蓄电池一侧） 

18 倾斜警报 

19 变换器（选件） 

20 安全臂 

21 通到平台的空气管（可选） 

22 GFCI 插座 

23 平台入口链或门 

24 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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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索固定点 

2 平台防护栏 

3 平台延伸释放踏板 

4 手册储存箱 

5 平台控制器 

6 平台延伸部位 

7 运输系牢部位 

8 紧急下降控制旋钮 

9 转向轮胎 

10 深坑保护装置 

11 地面控制器 

12 LCD 读数装置 

13 非转向轮胎 

14 刹车释放泵 

15 入口梯子/运输系牢部位 

16 蓄电池充电器（在机器的蓄电池一侧） 

17 倾斜警报 

18 变换器（选件） 

19 安全臂 

20 通到平台的空气管（可选） 

21 GFCI 插座 

22 平台入口链或门 

23 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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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  

 

 

地面控制面板 
 

1 菜单退出按钮 

2 菜单向上按钮 

3 LCD 诊断读数装置 

4 菜单向下按钮 

5 菜单进入按钮 

6 平台/关/地面选择钥匙开关 

将钥匙开关转到平台位置，平台控制器将运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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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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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停止所有功能。将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拉出到 on
（开）位置，可以操作机器。 

8 7A 电路断路器 

9 平台下降按钮 

10 提升功能启用按钮 

按住此按钮可激活提升功能。 

11 平台上升按钮   
 

STOP

7
2

1
4

3
A

1375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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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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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带支腿功能的平台控制面板 
 

1 用于转向功能的拇指摇杆开关 

2 LED 诊断读数装置/蓄电池充电指示灯 

3 平台上升按钮 

4 数字键盘（如已配备） 

5 平台下降按钮 

6 红色“紧急停机”按钮 

7 低速提升启用按钮 

8 高速提升启用按钮 

9 驱动速度选择按钮 

10 喇叭按扭 

11 用于驱动和转向功能的比例控制手柄和功能启用

开关 
 

137636

S T 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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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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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控制面板 

1 用于转向功能的拇指摇杆开关 

按下拇指摇杆的左侧，机器将按照

平台控制面板上蓝色三角指示的

方向转动。 

按下拇指摇杆的右侧，机器将按照

平台控制面板上黄色三角指示的

方向转动。 

2 LED 诊断读数装置/蓄电池充电指示灯 

3 平台上升按钮 

按住平台上升按钮，平台将上升。

4 数字键盘（如已配备） 

5 平台下降按钮 

按住平台下降按钮，平台将下降。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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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停止所有功能。将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拉

出到 on（开）位置，可以操作机器。 

7 低速提升启用按钮 

按住此按钮可激活低速平台功能。

8 高速提升启用按钮 

按住此按钮可激活高速平台 
功能。 

9 驱动速度选择按钮 

按下此按钮可激活慢速驱动功能。

选择慢速驱动时，指示灯将亮起。

10 喇叭按扭 

按下喇叭按钮，喇叭将会鸣响。释

放喇叭按钮，喇叭不会鸣响。 

11 用于驱动和转向功能的比例控制手柄和功能

启用开关 

按住平台控制手柄上的功能启用开关可激活

驱动或转向功能。 

按照蓝色和黄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移动控制手

柄，机器将会向前移动或后退。按照蓝色和黄

色三角指示的方向按下拇指摇杆开关，转向轮

将左转或右转。 
 



操作手册 第六版 • 第五次印刷 

控制器 
 

 
24 GS-30 • GS-32 • GS-46 产品号 T107026CS 
 

 

 

具有支腿功能的平台控制面板，GS-3232 型号 
 

1 用于转向功能的拇指摇杆开关 

2 LED 诊断读数装置/蓄电池充电指示灯 

3 平台上升或支腿缩进按钮 

4 数字键盘（如已配备） 

5 平台下降或支腿延伸按钮 

6 支腿指示灯 

7 支腿启用按钮 

8 红色“紧急停机”按钮 

9 低速提升启用按钮 

10 高速提升启用按钮 

11 驱动速度选择按钮 

12 喇叭按扭 

13 用于驱动和转向功能的比例控制手柄和功能启 
用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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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控制面板 

1 用于转向功能的拇指摇杆开关 

按下拇指摇杆的左侧，机器将按照

平台控制面板上蓝色三角指示的

方向转动。 

按下拇指摇杆的右侧，机器将按照

平台控制面板上黄色三角指示的

方向转动。 

2 LED 诊断读数装置/蓄电池充电指示灯 

3 平台上升或支腿缩进按钮 

按住此按钮，平台将上升或支腿将

缩进。 

4 数字键盘（如已配备） 

5 平台下降或支腿延伸按钮 

按住此按钮，平台将下降或支腿将

延伸。 

6 支腿指示灯 

支腿延伸期间，指示灯变为闪

烁的绿色。当每个支腿接触地

面时，指示灯将变为不闪烁的

绿色。无论何时支腿延伸程序

被中断，指示灯将变为闪烁的

绿色，表明支腿并未接触地面，

或支腿并未完全展开。支腿缩

进期间，指示灯变为不闪烁的

绿色。当每个支腿完全缩进，

指示灯关闭。指示灯将变为不

闪烁的红色，表明相应的支腿

处于行程末端。   

7 支腿启用按钮 

按住此按钮可激活支腿功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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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停止所有功能。将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拉

出到 on（开）位置，可以操作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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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低速提升启用按钮 

按住此按钮可激活低速平台功能。

10 高速提升启用按钮 

按住此按钮可激活高速平台 
功能。 

11 驱动速度选择按钮 

按下此按钮可激活慢速驱动功能。

选择慢速驱动时，指示灯将亮起。

12 喇叭按扭 

按下喇叭按钮，喇叭将会鸣响。释

放喇叭按钮，喇叭不会鸣响。 

13 用于驱动和转向功能的比例控制手柄和功能

启用开关 

按住平台控制手柄上的功能启用开关可激活

驱动或转向功能。 

按照蓝色和黄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移动控制手

柄，机器将会向前移动或后退。按照蓝色和黄

色三角指示的方向按下拇指摇杆开关，转向轮

将左转或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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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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驱动电机 

 耐磨垫 

 轮胎和车轮 

 限位开关、警报器和喇叭 

 警报器和指示灯（如已配备） 

 螺母、螺栓和其它紧固件 

 刹车松开部件 

 安全臂 

 平台延伸部位 

 剪式臂销钉和紧固件 

 平台控制操纵杆 

 支腿机架和脚垫（如果配备） 

 蓄电池组及其连接 

 接地皮带 

 平台入口链或门 

 深坑保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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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安装了侧栏并拧紧螺栓。  

 确保底盘托架关闭并锁定，蓄电池连接正确。 

注意：如果必须升起平台以检查机器，请确保安

全臂处于正确的位置。请参阅“操作说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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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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已连接蓄电池。 

3 将平台和地面的红色“紧急停机”按钮均拔出至 
on（开）位置。 

4 将钥匙开关转至地面控制器。 

5 观察平台控制器上的 LED 诊断读数装置。 

 结果：LED 应如下图所示。 

 

6 观察地面控制器上的 LCD 诊断读数装置。 

 结果：LCD 应显示型号和计时器。 

 

测试紧急停机 

7 将地面红色“紧急停机”按钮向里推至 off（关）

位置。 

 结果：所有功能都不会运行。 

8 将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拉出到“开”位置。 

测试上升/下降功能 

此机器上和标准喇叭的有声警报均来自同一个中

央警报。喇叭发出连续的声音。下降警报每分钟

鸣响 60 次。深坑保护装置未展开且机器未处于水

平状态时，警报每分钟鸣响 180 次。还可以提供

一种可选的汽车式喇叭。 

9 不要按下提升启用按钮。 

10 按下平台上升或平台下降按钮。 

 结果：提升功能应不运行。 

11 不要按下平台上升或平台下降按钮。 

12 按下提升功能启用按钮。 

 结果：提升功能应不运行。 

13 按住提升功能启用按钮，并按下平台上升按钮。 

 结果：平台应上升。 

14 按住提升功能启用按钮，并按下平台下降按钮。 

 结果：平台应下降。 平台下降时，下降警报

应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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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紧急下降 

15 按下提升启用按钮和平台上升按钮激活上升

功能，将平台提升约 2 ft. / 60 cm。 

16 用于 GS-30 型号 

拔出入口梯子后面的紧急下降控制旋钮。 

用于 GS-32 和 GS-46 型号 

在转向端，拔出机器地面控制一侧的紧急下降

控制旋钮。 

 结果：平台应下降。 下降警报不鸣响。 

17 将钥匙开关朝平台控制器方向旋转。 

对于平台控制器 

测试紧急停机 

18 将平台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推至“关”位置。 

 结果：所有功能都不会运行。 

测试喇叭 

19 将红色“紧急停机”按钮拉出到“开”位置。 

20 按下喇叭按钮。 

 结果：喇叭应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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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驱动/转向功能启用开关和脚踏开关

（如果配备） 

21 请勿压下脚踏开关，请勿按住控制手柄上的驱

动/转向功能启用开关。 

22 按照蓝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缓慢移动控制手柄，

然后再按照黄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移动。 

 结果：所有功能都不会运行。 

23 压住脚踏开关，但请勿按住控制手柄上的驱动

/转向功能启用开关。 

24 按照蓝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缓慢移动控制手柄，

然后再按照黄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移动。 

 结果：所有功能都不会运行。 

25 按住控制手柄上的功能启用开关，但请勿压下

脚踏开关。 

26 按照蓝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缓慢移动控制手柄，

然后再按照黄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移动。 

 结果：所有功能都不会运行。 

测试提升启用按钮 

27 不要按下高速或低速提升启用按钮。 

28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29 按下平台上升或平台下降按钮。 

 结果：提升功能应不运行。 

30 不要按下平台上升或平台下降按钮。 

31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32 按下高速或低速提升启用按钮。 

 结果：提升功能应不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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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上升/下降功能 

33 按住高速提升启用按钮。 

34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35 按下平台上升按钮。 

 结果：平台应上升。 深坑保护装置应展开。 

36 释放高速提升启用按钮、平台上升按钮或脚踏

开关。 

 结果：平台应停止上升。 

37 按住高速提升启用按钮。 

38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39 按下平台下降按钮。 

 结果：平台应下降。 当平台下降时，下降警

报应鸣响。 

40 释放高速提升启用按钮、平台下降按钮或脚踏

开关。 

 结果：平台应停止下降。 

41 按住低速提升启用按钮。 

42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43 按下平台上升按钮。 

 结果：平台应上升。 深坑保护装置应展开。 

44 释放低速提升启用按钮、平台上升按钮或脚踏

开关。 

 结果：平台应停止上升。 

45 按住低速提升启用按钮。 

46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47 按下平台下降按钮。 

 结果：平台应以等同于高速的下降速度下降。

平台下降时，下降警报应鸣响。 

48 释放低速提升启用按钮、平台下降按钮或脚踏

开关。 

 结果：平台应停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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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转向 

注意：执行转向和驱动功能测试时，应站在平台

中面向机器的转向端。 

49 按住控制手柄上的驱动/转向功能启用开关。  

50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51 按照控制面板上的蓝色三角所指示的方向，按

下控制手柄顶部的拇指摇杆开关。 

 结果：转向轮应按蓝色三角所指示的方向转动。 

52 按照控制面板上的黄色三角指示的方向，按下

控制手柄顶部的拇指摇杆开关。 

 结果：转向轮应按黄色三角所指示的方向转动。 

测试驱动和刹车功能 

53 按住控制手柄上的驱动/转向功能启用开关。  

54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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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应按照控制面板上蓝色箭头指示的

方向移动，然后在控制手柄恢复到中心位置时

突然停止。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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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应按照控制面板上黄色箭头指示的

方向移动，然后在控制手柄恢复到中心位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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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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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倾斜传感器操作 

注意：在地面上用平台控制器进行该项测试。不

要站在平台里面。  

57 完全降下平台。 

58 在机器一侧的两只轮子下各放置一块 2x4 in / 
5x10 cm 或类似尺寸的木块，然后将机器开到

木块上。 

59 按住高速提升启用按钮和平台上升按钮。 升
起平台到距离地面约 7 ft / 2.1 m 高度。 

 结果：平台应停止运动，同时倾斜警报器应每

分钟鸣响 180 次。 平台控制器 LED 读数装置

应显示 LL，地面控制器 LCD 应显示 LL: 
Machine Tilted (机器已倾斜)。 

60 按住控制手柄上的驱动/转向功能启用开关。 
按照蓝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移动驱动控制手柄，

然后再按照黄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移动。 

 结果：驱动功能在任一方向上都不应工作。 

61 按住高速或低速提升启用按钮和平台下降按

钮。 降下平台并移走两个木块。 

测试升高驱动速度 

62 按住高速或低速提升启用按钮。 

63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64 按下平台上升按钮，将平台升至距离地面约 
4 ft / 1.2 m 的高度。 

65 按住控制手柄上的驱动/转向功能启用开关。 
缓慢移动控制手柄至完全驱动位置。 

 结果：平台升起状态下可达到的最大驱动速度

不应超过每秒 0.72 ft / 22 cm。 

如果平台升起状态下的驱动速度超过每秒  
0.72 ft / 22 cm，应立即对机器加以标记并 
停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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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深坑保护装置 

注意：平台升起时，深坑保护装置应自动展开。

深坑保护装置可激活允许机器继续运行的限位开

关。如果没有展开深坑保护装置，警报就会鸣响，

同时机器停止驱动或转向。  

66 按住高速或低速提升启用按钮和脚踏开关（如

果配备）。按平台上升按钮，升起平台。 

 结果：当平台升起到距离地面 4 ft /1.2 m 时，

深坑保护装置应该展开。 

67 首先按住深坑保护装置的一侧，然后再按住另

外一侧。 

 结果：深坑保护装置应不移动。 

68 按住高速或低速提升启用按钮和脚踏开关（如

果配备）。按平台下降按钮，降下平台。 

 结果：深坑保护装置应返回到收起位置。 

69 在深坑保护装置下放置 2x4 in / 5x10 cm 或
类似尺寸的木块。 

70 按住高速或低速提升启用按钮和脚踏开关（如

果配备）。按平台上升按钮，升起平台。 

 结果：在平台升起到距离地面 7 ft / 2.1 m 高
之前，警报将鸣响。 平台控制器 LED 读数装

置应显示 PHS，地面控制器 LCD 应显示 PHS: 
Pothole Guard Stuck (深坑保护装置粘滞)。 

71 按住控制手柄上的驱动/转向功能启用开关。  

72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73 按照蓝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缓慢移动控制手柄，

然后再按照黄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移动。 

 结果：机器不应向前或向后移动。 

74 按住控制手柄上的驱动/转向功能启用开关。  

75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76 按照控制面板上的蓝色和黄色三角指示的方

向，按下控制手柄顶部的拇指摇杆开关。 

 结果：转向轮不应左转或右转。 

77 按住高速或低速提升启用按钮并按下平台下

降按钮以降低平台。 

78 取下 2x4 in / 5x10 cm 或类似尺寸的木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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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支腿功能 (GS-3232) 

79 按住高速提升启用按钮。 

80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81 按下平台上升按钮。 

 结果：平台应提升到 22 ft / 6.7 m，然后停止。 

82 按住支腿启用按钮。 

83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结果：支腿不应延伸。  

84 按住支腿延伸按钮。 

85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结果：支腿不应延伸。  

86 按住支腿启用按钮和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87 按支腿延伸按钮。 

 结果：支腿不应延伸。  

88 完全降下平台。 

89 按住支腿启用按钮。 

90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结果：支腿不应延伸。  

91 按住支腿延伸按钮。 

92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结果：支腿不应延伸。  

93 按住支腿启用按钮和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94 按支腿延伸按钮。 

 结果：支腿应延伸。相应支腿延伸时，单个支

腿上的指示灯将为闪烁的绿色。 

继续按支腿启用按钮、脚踏开关（如果配备）和

支腿延伸按钮，直到所有支腿指示灯变为不闪烁

的绿色并听到平台控制警报发出的一声长提示音。

机器现在水平。此时驱动和转向功能被禁用。 

注意：如果支腿指示灯变为不闪烁的绿色，该机

器可能并未处于水平状态，或如果未听到平台控

制警报发出长提示音，支腿可能完并未全展开。 

注意：如果在延伸期间，支腿启用按钮、脚踏 
开关（如果配备）和支腿延伸按钮释放过快，支

腿指示灯将变为闪烁的绿色，表明支腿并未接触

地面。 

注意：如果支腿已接触地面后，支腿启用按钮、

脚踏开关（如果配备）和支腿延伸按钮释放过快，

将不会听到平台控制发出长提示音，支腿指示灯

将变为不闪烁的绿色。如果未听到长提示音，支

腿指示灯变为不闪烁绿色，这可能表明支腿并未

完全展开，或机器并未处在水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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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按住控制手柄上的驱动/转向功能启用开关。  

96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97 按照蓝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缓慢移动控制手柄，

然后再按照黄色箭头指示的方向移动。 

 结果：机器不应按照蓝色和黄色箭头指示的方

向移动。 

98 按住控制手柄上的驱动/转向功能启用开关。 

99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100 按照控制面板上的蓝色和黄色三角指示的方

向，按下控制手柄顶部的拇指摇杆开关。 

 结果：转向轮不应按蓝色和黄色三角所指示的

方向转动。 

101 按住高速提升启用按钮。 

102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103 按下平台上升按钮。 

 结果：平台应提升到 32 ft / 9.8 m，然后停止。 

104 完全降下平台。 

105 按住支腿启用按钮。 

 结果：支腿不应缩进。 

106 按住支腿缩进按钮。 

 结果：支腿不应缩进。 

107 按住支腿启用按钮和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108 按住支腿缩进按钮。 

 结果：支腿应缩进。相应支腿缩进时，单个支

腿上的指示灯将为不闪烁的绿色。 

继续按支腿启用按钮、脚踏开关（如果配备）和

支腿缩进按钮，直到支腿完全缩进。释放支腿启

用和支腿缩进按钮，直到所有支腿指示灯关闭。

所有功能现在都已还原。 

注意：如果在缩进期间，支腿启用按钮、脚踏开

关（如果配备）和支腿缩进按钮释放过快，支腿

指示灯将变为闪烁的绿色，表明支腿并未完全缩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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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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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带有文字的标贴 GS-1530 和 
GS-1930 
确定机器上的标贴是否有文字或符号。使用适当

的检验方法检查所有的标贴是否易于识别且位置

适当。 

产品号 标贴说明 数量

28174 标签 – 平台电源，230V 2

28175 警告 – 隔舱检修 1

28176 标签 – 丢失手册 1

28235 标签 – 平台电源，115V 2

28236 警告 – 不正确的操作 1

31060 危险 – 倾翻的危险，限位开关 1

31508 危险 – 电击的危险 1

31788 危险 – 爆炸/烧伤的危险 1

40434 标签 – 系索固定点 3

43093 标签 – 轮胎规格 4

43618 标签 – 方向箭头 2

43619 标签 – 安全臂 1

43658 标签 – 充电器电源，230V 1

44255 危险 – 砸压的危险 4

44736 危险 – 倾翻的危险，倾斜警报 1

44737 危险 – 倾翻危险，托架打开 2

44980 标签 – 充电器电源，115V 1

44981 标签 – 通到平台的空气管、110 PSI 2

52475 标签 – 运输系牢部位 5

62053 装饰物 – Genie GS-1530 2

62054 装饰物 – Genie GS-1930 2

72086 标签 – 提升点 4

72143 标签 – 紧急停机 1

产品号 标贴说明 数量

72853 危险 – 不正确使用的危险 1

72970 说明 – 蓄电池充电器操作 1

82366 标签 – Chevron Rando 1

82485 标签 – 车轮负载，GS-1530 4

82486 标签 – 车轮负载，GS-1930 4

82557 标签 – 平台控制器位置 1

82558 警告 – 皮肤充血的危险 1

82559 说明 – 年度检验 1

82561 危险 – 砸压的危险 2

82563 说明 – 最大容量 500 lbs / 227 kg、
GS-1930 

1

82564 说明 – 最大容量 600 lbs / 272 kg、
GS-1530 

1

82565 说明 – 最大侧向力， 1

82657 说明 – 蓄电池接线图 1

114360 危险 – 倾翻危险，蓄电池 1

114361 标签 – 运输图 2

114385 危险 – 电击的危险 2

114386 危险 – 一般安全规则 1

133276 标签 – 紧急下降 1

133596 标签 – 操作指示灯代码 1

137605 标签 – 紧急停机，平台控制器 1

137636 覆盖物 – 平台控制面板 1

137656 标签 – 驱动/转向方向，平台控制 1

T107029 危险/说明 – 刹车释放安全和操作 1

T107030 说明 – 操作，平台控制 1

T107031 说明 – 操作，地面控制 1

T112804 标签 – 地面控制面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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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带有文字的标贴 GS-2032、
GS-2632 和 GS-3232 
确定机器上的标贴是否有文字或符号。使用适当

的检验方法检查所有的标贴是否易于识别且位置

适当。 

产品号 标贴说明 数量

28174 标签 – 平台电源，230V 2

28175 警告 – 隔舱检修 1

28176 标签 – 丢失手册 1

28235 标签 – 平台电源，115V 2

28236 警告 – 不正确的操作 1

31060 危险 – 倾翻的危险，限位开关 1

31508 危险 – 电击的危险 1

31788 危险 – 爆炸/烧伤的危险 1

40434 标签 – 系索固定点 3

43618 标签 – 方向箭头 2

43619 标签 – 安全臂 1

43658 标签 – 充电器电源，230V 1

44255 危险 – 砸压的危险 4

44736 危险 – 倾翻的危险，倾斜警报 1

44737 危险 – 倾翻危险，托架打开 2

44980 标签 – 充电器电源，115V 1

44981 标签 – 通到平台的空气管，110 PSI 2

46287 标签 – 轮胎规格 4

52475 标签 – 运输系牢部位 3

62055 装饰物 – Genie GS-2032 2

72086 标签 – 提升点 4

72143 标签 – 紧急停机 1

72853 危险 – 不正确使用的危险 1

72970 说明 – 蓄电池充电器操作 1

72973 装饰物 – Genie GS-2632 2

82366 标签 – Chevron Rando 1

82506 危险 – 砸压脚的危险 （仅限 GS-3232） 4

82557 标签 – 平台控制器位置 1

82558 警告 – 皮肤充血的危险 1

产品号 标贴说明 数量

82559 说明 – 年度检验 1

82561 危险 – 砸压的危险 2

82563 说明 – 最大容量 500 lbs / 227 kg，
GS-2632 和 GS-3232 

1

82657 说明 – 蓄电池接线图 1

82693 说明 – 最大容量 800 lbs / 363 kg, 
GS-2032 

1

82694 说明 – 最大侧向力，GS-2032 1

82695 说明 – 最大侧向力， 
GS-2632 和 GS-3232 

1

97692 标签 – 车轮负载，GS-2032 4

97693 标签 – 车轮负载，GS-2632 4

114324 装饰物 – Genie GS-3232 2

114359 危险 – 倾翻的危险，支腿（仅限 
GS-3232） 

1

114360 危险 – 倾翻危险，蓄电池 1

114361 标签 – 运输图 2

114362 标签 – 车轮负载，GS-3232 4

114385 危险 – 电击的危险 2

114386 危险 – 一般安全规则 1

114428 说明 – 最大行驶高度 （仅限 GS-3232） 1

133276 标签 – 紧急下降 1

133531 标签 – 支腿负载，GS-3232 4

133596 标签 – 操作指示灯代码（除 GS-3232 
之外的所有型号） 

1

137605 标签 – 紧急停机，平台控制器 1

137636 覆盖物 – 平台控制面板（除 GS-3232 
之外的所有型号） 

1

137656 标签 – 驱动/转向方向，平台控制 1

137693 覆盖 – 平台控制面板（仅限 GS-3232） 1

228928 说明 – 操作，平台控制 1

233477 标签 – 操作指示灯代码（仅限 
GS-3232） 

1

T107029 危险/说明 – 刹车释放安全和操作 1

T107031 说明 – 操作，地面控制 1

T112804 标签 – 地面控制面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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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带有文字的标贴 GS-2046、
GS-2646 和 GS-3246 
确定机器上的标贴是否有文字或符号。使用适当

的检验方法检查所有的标贴是否易于识别且位置

适当。 

产品号 标贴说明 数量

28174 标签 – 平台电源，230V 2

28175 警告 – 隔舱检修 1

28176 标签 – 丢失手册 1

28235 标签 – 平台电源，115V 2

28236 警告 – 不正确的操作 1

31060 危险 – 倾翻的危险，限位开关 1

31508 危险 – 电击的危险 1

31788 危险 – 爆炸/烧伤的危险 1

40434 标签 – 系索固定点 5

43618 标签 – 方向箭头 2

43619 标签 – 安全臂 1

43658 标签 – 充电器电源，230V 1

44255 危险 – 砸压的危险 4

44736 危险 – 倾翻的危险，倾斜警报 1

44737 危险 – 倾翻危险，托架打开 2

44980 标签 – 充电器电源，115V 1

44981 标签 – 通到平台的空气管、110 PSI 2

46287 标签 – 轮胎规格 4

52475 标签 – 运输系牢部位 5

62056 装饰物 – Genie GS-2046 2

62057 装饰物 – Genie GS-2646 2

62058 装饰物 – Genie GS-3246 2

72086 标签 – 提升点 4

72143 标签 – 紧急停机 1

72853 危险 – 不正确使用的危险 1

产品号 标贴说明 数量

72970 说明 – 蓄电池充电器操作 1

82366 标签 – Chevron Rando 1

82557 标签 – 平台控制器位置 1

82558 警告 – 皮肤充血的危险 1

82559 说明 – 年度检验 1

82561 危险 – 砸压的危险 2

82657 说明 – 蓄电池接线图 1

82703 标签 – 车轮负载，GS-2046 4

82704 标签 – 车轮负载，GS-2646 4

82705 标签 – 车轮负载，GS-3246 4

82710 说明 – 最大容量 1200 lbs / 544 kg，
GS-2046 

1

82726 说明 – 最大容量 1000 lbs / 454 kg，
GS-2646 

1

82727 说明 – 最大容量 700 lbs / 318 kg，
GS-3246 

1

82728 说明 – 最大侧向力，GS-2046 1

82729 说明 – 最大侧向力，GS-2646 1

82730 说明 – 最大侧向力，GS-3246 1

114360 危险 – 倾翻危险，蓄电池 1

114361 标签 – 运输图 2

114385 危险 – 电击的危险 2

114386 危险 – 一般安全规则 1

133276 标签 – 紧急下降 1

133596 标签 – 操作指示灯代码 1

137605 标签 – 紧急停机，平台控制器 1

137636 覆盖物 – 平台控制面板 1

137656 标签 – 驱动/转向方向，平台控制 1

228931 说明 – 操作，平台控制 1

T107029 危险/说明 – 刹车释放安全和操作 1

T107031 说明 – 操作，地面控制 1

T112804 标签 – 地面控制面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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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GS-30 • GS-32 • GS-46 产品号 T107026CS 
 

检查带有符号的标贴 GS-1530 和 
GS-1930 
确定机器上的标贴是否有文字或符号。使用适当

的检验方法检查所有的标贴是否易于识别且位置

适当。 

产品号 标贴说明 数量

28174 标签 – 平台电源，230V 2

28235 标签 – 平台电源，115V 2

40434 标签 – 系索固定点 3

43618 标签 – 方向箭头 2

43658 标签 – 充电器电源，230V 1

44980 标签 – 充电器电源，115V 1

44981 标签 – 通到平台的空气管、110 PSI 3

52475 标签 – 运输系牢部位 5

62053 装饰物 – Genie GS-1530 2

62054 装饰物 – Genie GS-1930 2

72086 标签 – 提升点 4

72143 标签 – 紧急停机 1

82473 标签 – 隔舱检修 1

82474 标签 – 使用安全楔 2

82476 标签 – 电击危险 2

82481 标签 – 蓄电池/充电器安全性 1

产品号 标贴说明 数量

82482 标签 – 紧急下降 1

82485 标签 – 车轮负载，GS-1530 4

82486 标签 – 车轮负载，GS-1930 4

82487 标签 – 阅读手册 2

82495 标签 – 刹车释放安全及操作说明 1

82496 标签 – 最大承载量，227 kg、GS-1930 1

82501 标签 – 最大承载量，272 kg、GS-1530 1

82560 标签 – 皮肤充血的危险 1

82562 标签 – 砸压危险 4

82656 标签 – 侧向力，445 N 1

97719 标签 – 安全臂 1

114334 标签 – 电击的危险，插头 1

114337 标签 – 倾翻的危险，限位开关 1

114338 标签 – 倾翻的危险，倾斜警报 1

114361 标签 – 运输图 2

114370 标签 – 倾翻危险，蓄电池 1

114372 标签 – 倾翻的危险，打开托架 2

137605 标签 – 紧急停机，平台控制器 1

137636 覆盖物 – 平台控制面板 1

137656 标签 – 驱动/转向方向，平台控制 1

T112804 标签 – 地面控制面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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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GS-30 • GS-32 • GS-46 产品号 T107026CS 
 

检查带有符号的标贴 GS-2032、
GS-2632 和 GS-3232 
确定机器上的标贴是否有文字或符号。使用适当

的检验方法检查所有的标贴是否易于识别且位置

适当。 

产品号 标贴说明 数量

28174 标签 – 平台电源，230V 2

28235 标签 – 平台电源，115V 2

40434 标签 – 系索固定点 3

43618 标签 – 方向箭头 2

43658 标签 – 充电器电源，230V 1

44980 标签 – 充电器电源，115V 1

44981 标签 – 通到平台的空气管，110 PSI 2

52475 标签 – 运输系牢部位 3

62055 装饰物 – Genie GS-2032 2

72086 标签 – 提升点 4

72143 标签 – 紧急停机 1

72973 装饰物 – Genie GS-2632 2

82473 标签 – 隔舱检修 1

82474 标签 – 使用安全楔 2

82475 标签 – 砸压的危险，支腿 （仅限 
GS-3232） 

4

82476 标签 – 电击危险 2

82481 标签 – 蓄电池/充电器安全性 1

82482 标签 – 紧急下降 1

82487 标签 – 阅读手册 2

82495 标签 – 刹车释放安全及操作说明 1

产品号 标贴说明 数量

82496 标签 – 最大承载量，227 kg， 
GS-2632 和 GS-3232 

1

82560 标签 – 皮肤充血的危险 1

82562 标签 – 砸压危险 4

82656 标签 – 侧向力，445 N， 
GS-2632 和 GS-3232 

1

82699 标签 – 最大承载量，363 kg，GS-2032 1

82701 标签 – 侧向力，534 N，GS-2032 1

97692 标签 – 车轮负载，GS-2032 4

97693 标签 – 车轮负载，GS-2632 4

97719 标签 – 安全臂 1

114324 装饰物 – Genie GS-3232 2

114334 标签 – 电击的危险，插头 1

114337 标签 – 倾翻的危险，限位开关 1

114338 标签 – 倾翻的危险，倾斜警报 1

114361 标签 – 运输图 2

114362 标签 – 车轮负载，GS-3232 4

114370 标签 – 倾翻危险，蓄电池 1

114371 标签 – 支腿安全 （仅限 GS-3232） 1

114372 标签 – 倾翻的危险，打开托架 2

133531 标签 – 支腿负载，GS-3232 4

137605 标签 – 紧急停机，平台控制器 1

137636 覆盖物 – 平台控制面板（除 GS-3232 
之外的所有型号） 

1

137656 标签 – 驱动/转向方向，平台控制 1

137693 覆盖 – 平台控制面板（仅限 GS-3232） 1

T112804 标签 – 地面控制面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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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GS-30 • GS-32 • GS-46 产品号 T107026CS 
 

检查带有符号的标贴 GS-2046、
GS-2646 和 GS-3246 
确定机器上的标贴是否有文字或符号。使用适当

的检验方法检查所有的标贴是否易于识别且位置

适当。 

产品号 标贴说明 数量

28174 标签 – 平台电源，230V 2

28235 标签 – 平台电源，115V 2

40434 标签 – 系索固定点 5

43618 标签 – 方向箭头 2

43658 标签 – 充电器电源，230V 1

44980 标签 – 充电器电源，115V 1

44981 标签 – 通到平台的空气管、110 PSI 2

52475 标签 – 运输系牢部位 5

62056 装饰物 – Genie GS-2046 2

62057 装饰物 – Genie GS-2646 2

62058 装饰物 – Genie GS-3246 2

72086 标签 – 提升点 4

72143 标签 – 紧急停机 1

82473 标签 – 隔舱检修 1

82474 标签 – 使用安全楔 2

82476 标签 – 电击危险 2

82481 标签 – 蓄电池/充电器安全性 1

82482 标签 – 紧急下降 1

产品号 标贴说明 数量

82487 标签 – 阅读手册 2

82495 标签 – 刹车释放安全及操作说明 1

82560 标签 – 皮肤充血的危险 1

82562 标签 – 砸压危险 4

82703 标签 – 车轮负载，GS-2046 4

82704 标签 – 车轮负载，GS-2646 4

82705 标签 – 车轮负载，GS-3246 4

82731 标签 – 最大承载量，544 kg，GS-2046 1

82732 标签 – 最大承载量，454 kg，GS-2646 1

82733 标签 – 最大承载量，318 kg，GS-3246 1

82734 标签 – 侧向力，890 N，GS-2046 1

82735 标签 – 侧向力，667 N，GS-2646 1

82736 标签 – 侧向力，467 N，GS-3246 1

97719 标签 – 安全臂 1

114334 标签 – 电击的危险，插头 1

114337 标签 – 倾翻的危险，限位开关 1

114338 标签 – 倾翻的危险，倾斜警报 1

114361 标签 – 运输图 2

114370 标签 – 倾翻危险，蓄电池 1

114372 标签 – 倾翻的危险，打开托架 2

137605 标签 – 紧急停机，平台控制器 1

137636 覆盖物 – 平台控制面板 1

137656 标签 – 驱动/转向方向，平台控制 1

T112804 标签 – 地面控制面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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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GS-30 • GS-32 • GS-46 产品号 T107026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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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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停机 
将地面控制器或平台控制器上的红色“紧急停机”
按钮推动至 off（关）位置以停止所有功能。 

修复任何操作功能须在按下红色“紧急停机”按钮

时进行。  

紧急下降 
1 拉动紧急降低手柄以降低平台。 

从地面进行操作 
1 在操作机器前确保蓄电池已连接好。 

2 将钥匙开关转至地面控制器。 

3 将地面和平台的红色“紧急停机”按钮均拉出到 
on（开）位置。 

调整平台位置 

1 在控制面板处，按住提升功能启用按钮。 

2 按下平台上升或下降按钮。 

通过地面控制器无法使用驱动和转向功能。 

从平台操作 
1 在操作机器前确保蓄电池已连接好。 

2 将钥匙开关朝平台控制器方向旋转。 

3 将地面和平台的红色“紧急停机”按钮均拉出到 
on（开）位置。 

调整平台位置 

1 按住高速或低速提升启用 
按钮。 

2 压住脚踏开关 
（如果配备）。 

3 按下平台上升或平台下降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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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支腿位置（GS-3232 型号） 

延伸支腿：  

1 按住支腿启用按钮。 

2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3 按住支腿延伸按钮。  

支腿将开始延伸。相应支腿延伸时，单个支腿上

的指示灯将为闪烁的绿色。继续按支腿启用和支

腿延伸按钮，直到支腿指示灯变为不闪烁的绿色

并听到平台控制警报发出的一声长提示音。机器

现在水平。 

注意：如果在延伸期间，支腿启用和延伸按钮释

放过快，支腿指示灯将变为闪烁的绿色，表明支

腿并未接触地面。 

注意：如果支腿指示灯变为不闪烁的绿色，该机

器可能并未处于水平状态，或如果未听到平台控

制警报发出长提示音，支腿可能完并未全展开。 

缩进支腿：  

1 按住支腿启用按钮。  

2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3 按住支腿缩进按钮。  

支腿将开始缩进。相应支腿缩进时，支腿上的指

示灯将为不闪烁的绿色。继续按支腿启用和支腿

缩进按钮，直到所有支腿指示灯关闭，表明所有

支腿已完全缩进。所有机器功能现在都已还原。 

注意：如果在缩进期间，支腿启用和缩进按钮释

放过快，支腿指示灯将变为闪烁的绿色，表明支

腿并未完全缩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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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 

1 按住控制手柄上的驱动/转向功能启用开关。  

2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3 用位于控制手柄顶部的拇指摇杆

开关转动转向轮。 

驱动 

1 按住控制手柄上的驱动/转向功能启用开关。  

2 压住脚踏开关（如果配备）。 

3 增加速度：缓慢移动控制手柄，使其偏离中心

位置。 

减小速度：缓慢移动控制手柄，使其朝中心位

置移动。 

停止：使控制手柄回到中心位置或释放功能启

用开关。 

使用平台控制器和平台上的色标方向箭头来确定

机器行进的方向。 

平台升起时机器移动速度受到限制。 

蓄电池状况将影响机器性能。蓄电池的电平指示

灯闪烁时，机器的驱动速度和功能速度将下降。 

选择驱动速度 

在收起位置时，驱动控制器可在两种不同驱动速

度模式下操作。驱动速度按钮灯亮起时，慢速驱

动速度模式处于活动状态。驱动速度按钮灯熄灭

时，快速驱动速度模式处于活动状态。 

按下驱动速度按钮可选择所需的驱动

速度。 

注意：平台升高时，驱动速度按钮灯

始终亮起，以指示升高驱动速度。 

 在斜面上驱动驾驶 

确定机器的斜坡和侧坡额定值及坡度。 

收起位置的最大斜坡额定值： 

 

GS-1530、GS-2032、
GS-2046 和 GS-2646 

30% 17°

GS-1930、GS-2632、
GS-3232 和 GS-3246 

25% 14°

   
收起状态下的最大侧坡额定值： 

 

GS-1530、GS-2032、
GS-2046 和 GS-2646 

30% 17°

GS-1930、GS-2632、
GS-3232 和 GS-3246 

25% 14°

注意：斜坡额定值受地面状况和牵引力的限制。 

按下驱动速度按钮选择快速驱动速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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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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f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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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木块的长度（行程），

然后再乘以 100。 

例如： 

 

木块 = 144 in (3.6 m) 

行程 = 144 in (3.6 m) 

升高高度 = 12 in (0.3 m) 

12 in ÷ 144 in = 0.083 x 100 = 8.3% 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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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指示灯代码 

如果平台控制器 LED 或地面控制器 LCD 诊断读

数装置显示 LL 等操作指示灯代码，则必须修复或

移除故障条件才能继续机器操作。按入并拉出红

色紧急停机按钮以使系统复位。 

 

LED 读数装置 

 

LCD 读数装置 

 

操作指示灯代码 

代码 条件 

LL 平面倾斜 

OL 平台过载 

CH 底盘模式操作 

PHS 深坑保护装置粘滞 

Nd 无驱动（选件） 

Ld 无法升起（仅限 GS-3232）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考适当的 Genie“维修手册”。
还可在地面控制器 LCD 显示屏上查看代码和代

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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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面使用控制器操作 
操作员、机器和固定物体之间保持安全距离。 

使用控制器时应注意机器的行进方向。 

蓄电池电平指示灯 
使用 LED 诊断读数装置确定蓄电池电平。 

注意：平台控制器 LED 显示屏上出现闪烁的 LO 
代码时，必须停止使用机器并充电，否则所有机

器功能将被禁用。 

  

满充 

 

充一半电 

 

电量低 

 

LO 闪烁 

安全臂使用方法 
1 升起平台到距离地面约 8 ft / 2.4 m 高度。 

2 转动安全臂，使其离开机器并处于下垂状态。 

3 降低平台高度，直到安全臂与链节固定对接。

降下平台时，要远离安全臂。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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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折叠护栏 

GS-1530、GS-1930、GS-2032、GS-2632 
和 GS-3232 

平台护栏系统包含一个扩展平台的折叠护栏部分

和一个主平台的折叠护栏部分。所有部分由四个

钢丝锁销固定在适当位置。 

1 完全降低此平台并缩进平台延伸部位。 

2 拆下平台控制器。 

3 从平台内部拆下扩展平台后部的两个钢丝 
锁销。 

4 从扩展平台护栏后部折叠前护栏部件。手不 
要放在可能夹伤手的地方。 

5 将两个拆下的销钉安装回每一侧的护栏支架。 

6 在主平台后部，拆下较低位置处的两个钢丝 
锁销。 

7 小心地打开门并移动到后台阶或地面上。 

8 从后台阶或地面上，折叠主平台护栏部件。 
手不要放在可能夹伤手的地方。 

9 将两个拆下的销钉安装回每一侧的护栏支架。 

注意：拉动或推回护栏以压缩橡胶缓冲器，有助

于拆下和更换钢丝锁销。 

GS-2046、GS-2646 和 GS-3246 

平台护栏系统包含三个扩展平台的折叠护栏部分

和三个主平台的折叠护栏部分。所有六个部分由

四个钢丝锁销固定在适当位置。 

1 完全降低此平台并缩进平台延伸部位。  

2 拆下平台控制器。 

3 从平台内部，拆下两个前钢丝锁销。 

4 折叠前护栏部件。手不要放在可能夹伤手的 
地方。 

5 将两个拆下的销钉安装回每一侧的护栏支架。 

6 折叠每一侧的护栏部件。手不要放在可能夹伤

手的地方。 

7 在主平台后部，拆下两个钢丝锁销。 

8 小心地打开门并移动到地面上。 

9 将后门和入口侧护栏折叠为一个装置。手不要

放在可能夹伤手的地方。 

10 折叠左侧护栏和右侧护栏。手不要放在可能夹

伤手的地方。 

11 将两个拆下的销钉安装回每一侧的护栏支架。 

如何升起护栏 
遵循折叠说明，但须采取相反的顺序，确保锁定

销位置适当，准确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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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和充电器说明 

遵守下列事项： 
 不要使用外部充电器或升压蓄电池。 

 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为蓄电池充电。 

 使用充电器上指示的正确交流输入电压进行

充电。 

 仅使用 Genie 认可的蓄电池和充电器。 

给蓄电池充电 
1 在充电前确保蓄电池已连接好。 

2 打开蓄电池舱盖。在整个充电过程中舱盖应保

持打开。 

免维护型蓄电池 

1 将蓄电池充电器连接到已接地的交流电路上。 

2 蓄电池充满时充电器会给出指示。 

标准蓄电池 

1 取下蓄电池通风盖并检查蓄电池酸液液位。如

有必要，只添加足以盖住极板的蒸馏水。充电

过程前切勿添加过量。 

2 盖上蓄电池通风盖。 

3 将蓄电池充电器连接到已接地的交流电路上。 

4 蓄电池充满时充电器会给出指示。 

5 充电周期结束时检查蓄电池酸液液位。将蒸馏

水补充到加液管的底部。切勿添加过量。 

干蓄电池加液和充电说明 
1 取下蓄电池通风盖并从蓄电池通风口上永久

性地拆下塑料密封。 

2 将蓄电池酸液（电解液）加注到每个单元直到

液位能够盖过极板。 

在蓄电池充电过程结束以前，不要填充到最高液

位。加液过量可导致蓄电池酸液在充电时溢出。

用碳酸氢钠和水来中和溢出的蓄电池酸性物质。 

3 装上蓄电池通风盖。 

4 给蓄电池充电。 

5 充电周期结束时检查蓄电池酸液液位。将蒸馏

水补充到加液管的底部。切勿添加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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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和提升说明  

 

遵守下列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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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放刹车之前，机器必须处于水平面上，或者

已固定住。 

 取下插销时要防止护栏跌落。调低护栏时要始

终抓紧护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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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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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车释放操作 

1 用楔子垫住车轮，以防止

机器滚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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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推进黑色的刹车释放旋钮以打

开刹车阀。 

4 推拉红色刹车释放泵旋钮。 

 

机器装载后： 

1 用楔子垫住车轮，以防止机器滚动。 

2 将地面和平台控制器上的红色“紧急停机”按钮

均拉出到 on（开）位置，将钥匙开关转到平

台位置。 

3 按住控制手柄上的驱动/转向功能启用开关。

让控制手柄离开中心并立即释放它以复位 
刹车。 

4 将地面和平台控制器处的红色“紧急停机”按钮

均推到 off（关）位置。 

建议不要牵引 Genie GS-1530、GS-1930、
GS-2032、GS-2632、GS-3232、GS-2046、
GS-2646 和 GS-3246。如果必须牵引机器，速 
度不能超过 2 mph / 3.2 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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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卡车或拖车运输安全 
运输机器时通常应使用扩展平台锁。 

运输前，将钥匙开关转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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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链条或皮带具有足够负荷强度。 

最少使用 2 根链条或皮带。 

调整索具以防止损坏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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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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合格的叉车操作员才能用叉车提升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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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叉车提升机器 
确保扩展平台、控制器及部件盘安全可靠。卸下

机器上所有松动的部件。 

完全降下平台。在所有装运过程中平台必须保持

降低状态。 

使用梯子两侧的叉车槽口。 

 

将叉车叉架对准具有叉车槽口的位置。 

向前驱动至叉架完全插入。 

将机器提升 16 in / 0.4 m，然后稍微向后倾斜叉架，

从而保持机器固定。 

在降低叉架时确保机器水平。 

 
从侧面提升机器会导致部件 
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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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说明 
完全降下平台。确保扩展平台、控制器及部件盘

安全可靠。 卸下机器上所有松动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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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机

器的前面板上有两个 1 in / 2.5 cm 的孔，在梯子

上有两个孔，它们都用于提升。 

调整索具以避免损坏机器并保持机器水平。 

重心表 

型号 X 轴 Y 轴

GS-1530 25.7 in 
65.3 cm 

21.1 in
59.6 cm

GS-1930 25.5 in 
64.8 cm 

22.1 in
56.1 cm

GS-2032 35.6 in 
90.5 cm 

22.2 in
56.5 cm

GS-2632 31.7 in 
80.6 cm 

22.7 in
57.6 cm

GS-3232 31 in 
78.7 cm 

26.5 in
67.3 cm

GS-2046 35.2 in 
89.4 cm 

23.6 in
59.9 cm

GS-2646 35.0 in 
88.9 cm 

25.4 in
64.4 cm

GS-3246 32.7 in 
83.0 cm 

26.8 in
68.2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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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  

 

遵守下列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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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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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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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机器处于牢靠的水平表面，毫无障碍，并

处于收起状态。 

2 通过观察检测液压油箱中的油位。 

 结果：液压油位应在液压油箱上的 FULL（满）

和 ADD（添加）标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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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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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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对安装有密封或无须维护型蓄电池的机器，

不需进行此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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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将蓄电池充足电以后进行这种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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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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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S-1530

工作时最大高度 22 ft 6.7 m

平台最大高度 16 ft 4.9 m

收起时最大高度，固定栏杆 77 in 196 cm

收起时最大高度，栏杆立起 81 in 206 cm

收起时最大高度，栏杆折叠 68 in 172 cm

收起时最大平台高度 38.2 in 97 cm

防护栏高度 43 in 109 cm

宽度 30 in 76 cm

收起时的长度 72 in 183 cm

平台延伸长度 107 in 272 cm

平台延伸长度 35 in 89 cm

平台长 x 宽 64 x 29 in 164 x 75 cm

最大装载量 600 lbs 272 kg

最大风速 28 mph 12.5 m/s

轴距 52 in 132 cm

回转半径（外侧） 61 in 155 cm

回转半径（内侧） 0 in 0 cm

离地间隙 2.4 in 6.1 cm

离地间隙 
深坑保护装置展开 

0.75 in 1.9 cm

重量 2594 lbs 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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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 4 节电池，6V 225AH

系统电压 24V

驱动控制 按比例

升起控制 2 速度

平台交流电插座 标准

最大液压（功能） 3500 psi 241 bar

轮胎尺寸 12 x 4.5 x 8 in

振动值不超过 2.5 m/s2 

操作温度 

最少 -20°F -29°C

最多 150°F 66°C

地面工作区的声压级 <70 分贝

平台工作区的声压级 <70 分贝

收起位置的最大斜坡额定值 30% (17°)

收起位置的最大侧坡额定值 30% (17°)

注意：斜坡额定值受地面状况和牵引力的限制。 

行驶速度 

收起时的最大值 2.5 mph 4.0 km/h

平台升起时，最大值 0.5 mph 
40 ft/55 sec

0.8 km/h
12.2 m/55 sec

地面承载信息、GS-1530 

最大轮胎负载 1175 lbs 533 kg

轮胎接触压力 131 psi 9.19 kg/cm2

900 kPa

对地压力 238 psf 1162 kg/m2

11.40 kPa

注意：地面承载信息为近似信息，未将不同的选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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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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GS-1930

工作时最大高度 25.1 ft 7.7 m

平台最大高度 19.1 ft 5.8 m

收起时最大高度，固定栏杆 79 in 199 cm

收起时最大高度，栏杆立起 83 in 210 cm

收起时最大高度，栏杆折叠 69 in 175 cm

收起时最大平台高度 39.5 in 100 cm

防护栏高度 43 in 109 cm

宽度 30 in 76 cm

收起时的长度 72 in 183 cm

平台延伸长度 107 in 272 cm

平台延伸长度 35 in 89 cm

平台长 x 宽 64 x 29 in 164 x 75 cm

最大装载量 500 lbs 227 kg

最大风速 28 mph 12.5 m/s

轴距 52 in 132 cm

回转半径（外侧） 61 in 155 cm

回转半径（内侧） 0 in 0 cm

离地间隙 2.4 in 6.1 cm

离地间隙 
深坑保护装置展开 

0.75 in 1.9 cm

重量 2748 lbs 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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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 4 节电池，6V 225AH

系统电压 24V

驱动控制 按比例

升起控制 2 速度

平台交流电插座 标准

最大液压（功能） 3500 psi 241 bar

轮胎尺寸 12 x 4.5 x 8 in

振动值不超过 2.5 m/s2 

操作温度 

最少 -20°F -29°C

最多 150°F 66°C

空中噪声辐射 

地面工作区的声压级 <70 分贝

平台工作区的声压级 <70 分贝

收起位置的最大斜坡额定值 25% (14°)

收起位置的最大侧坡额定值 25% (14°)

注意：斜坡额定值受地面状况和牵引力的限制。 

行驶速度 

收起时的最大值 2.5 mph 4.0 km/h

平台升起时，最大值 0.5 mph 
40 ft/55 sec

0.8 km/h
12.2 m/55 sec

地面承载信息、GS-1930 

最大轮胎负载 1302 lbs 591 kg

轮胎接触压力 145 psi 10.18 kg/cm2

998 kPa

对地压力 240 psf 1172 kg/m2

11.50 kPa

注意：地面承载信息为近似信息，未将不同的选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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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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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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GS-2032

工作时最大高度 26 ft 7.9 m

平台最大高度 20 ft 6.1 m

收起时最大高度，固定栏杆 80 in 202 cm

收起时最大高度，栏杆立起 84 in 212 cm

收起时最大高度，栏杆折叠 70 in 178 cm

收起时最大平台高度 40.5 in 103 cm

防护栏高度 43 in 109 cm

宽度 32 in 81 cm

收起时的长度 96 in 244 cm

平台延伸长度 131 in 333 cm

平台延伸长度 35 in 89 cm

平台长 x 宽 89 x 32 in 226 x 81 cm

最大装载量 800 lbs 363 kg

最大风速 28 mph 12.5 m/s

轴距 73 in 185 cm

回转半径（外侧） 84 in 212 cm

回转半径（内侧） 0 in 0 cm

离地间隙 3.5 in 8.9 cm

离地间隙  
深坑保护装置展开 

0.88 in 2.2 cm

重量 3554 lbs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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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 4 节电池，6V 225AH

系统电压 24V

驱动控制 按比例

升起控制 2 速度

平台交流电插座 标准

最大液压（功能） 3500 psi 241 bar

轮胎尺寸 15 x 5 x 11.25 in

振动值不超过 2.5 m/s2 

操作温度 

最少 -20°F -29°C

最多 150°F 66°C

空中噪声辐射 

地面工作区的声压级 <70 分贝

平台工作区的声压级 <70 分贝

收起位置的最大斜坡额定值 30% (17°)

收起位置的最大侧坡额定值 30% (17°)

注意：斜坡额定值受地面状况和牵引力的限制。 

行驶速度 

收起时的最大值 2.2 mph 3.5 km/h

平台升起时，最大值 0.5 mph 
40 ft/54 sec

0.8 km/h
12.2 m/54 sec

地面承载信息、GS-2032 

最大轮胎负载 1699 lbs 771 kg

轮胎接触压力 113 psi 7.97 kg/cm2

781 kPa

对地压力 223 psf 1088 kg/m2

10.66 kPa

注意：地面承载信息为近似信息，未将不同的选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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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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GS-2632

工作时最大高度 32 ft 9.8 m

平台最大高度 26 ft 7.9 m

收起时的最大高度 89 in 225 cm

收起时最大高度，栏杆折叠 75 in 191 cm

收起时最大平台高度 45.5 in 116 cm

防护栏高度 43 in 109 cm

宽度 32 in 81 cm

收起时的长度 96 in 244 cm

平台延伸长度 131 in 333 cm

平台延伸长度 35 in 89 cm

平台长 x 宽 89 x 32 in 226 x 81 cm

最大装载量 500 lbs 227 kg

最大风速 28 mph 12.5 m/s

轴距 73 in 185 cm

回转半径（外侧） 84 in 212 cm

回转半径（内侧） 0 in 0 cm

离地间隙 3.5 in 8.9 cm

离地间隙 
深坑保护装置展开 

0.88 in 2.2 cm

重量 4407 lb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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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 4 节电池，6V 225AH

系统电压 24V

驱动控制 按比例

升起控制 2 速度

平台交流电插座 标准

最大液压（功能） 3500 psi 241 bar

轮胎尺寸 15 x 5 x 11.25 in

振动值不超过 2.5 m/s2 

操作温度 

最少 -20°F -29°C

最多 150°F 66°C

空中噪声辐射 

地面工作区的声压级 <70 分贝

平台工作区的声压级 <70 分贝

收起位置的最大斜坡额定值 25% (14°)

收起位置的最大侧坡额定值 25% (14°)

注意：斜坡额定值受地面状况和牵引力的限制。 

行驶速度 

收起时的最大值 2.2 mph 3.5 km/h

平台升起时，最大值 0.5 mph 
40 ft/54 sec

0.8 km/h
12.2 m/54 sec

地面承载信息、GS-2632 

最大轮胎负载 1773 lbs 804 kg

轮胎接触压力 118 psi 8.32 kg/cm2

815 kPa

对地压力 251 psf 1225 kg/m2

12.01 kPa

注意：地面承载信息为近似信息，未将不同的选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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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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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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GS-3232

工作时最大高度 37.9 ft 11.6 m

工作时的可驱动高度 28 ft 8.5 m

平台最大高度 31.9 ft 9.7 m

平台可驱动高度 22 ft 6.7 m

收起时的最大高度 94 in 238 cm

收起时最大高度，栏杆折叠 80 in 204 cm

收起时最大平台高度 50.75 in 129 cm

防护栏高度 43 in 109 cm

宽度 32 in 81 cm

收起时的长度 96 in 244 cm

平台延伸长度 131 in 333 cm

平台延伸长度 35 in 89 cm

平台尺寸，（长 x 宽） 89 x 32 in 226 x 81 cm

最大装载量 500 lbs 227 kg

最大风速 28 mph 12.5 m/s

轴距 73 in 185 cm

回转半径（外侧） 84 in 212 cm

回转半径（内侧） 0 in 0 cm

离地间隙 3.5 in 8.9 cm

离地间隙 
深坑保护装置展开 

0.88 in 2.2 cm

重量 5185 lbs 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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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 4 节电池，6V 225AH

系统电压 24V

驱动控制 按比例

升起控制 2 速度

平台交流电插座 标准

最大液压（功能） 3500 psi 241 bar

轮胎尺寸 15 x 5 x 11.25 in

振动值不超过 2.5 m/s2 

操作温度 

最小 -20°F -29°C

最高 150°F 66°C

空中噪声辐射 

地面工作区的声压级 <70 dBA

平台工作区的声压级 <70 dBA

收起位置的最大斜坡额定值 25% (14°)

收起位置的最大侧坡额定值 25% (14°)

注意：斜坡额定值受地面状况和牵引力的限制。 

行驶速度 

收起时的最大值 2.2 mph 3.5 km/h

平台升起时，最大值 0.5 mph
40 ft/54 sec

0.8 km/h
12.2 m/54 sec

地面承载信息、GS-3232 

最大轮胎负载 1700 lbs 771 kg

轮胎接触压力 113 psi 7.98 kg/cm2

781 kPa

对地压力 291 psf 1420 kg/m2

13.92 kPa

支腿垫最大压力 179 psi 1234 kPa
12.6 kg/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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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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GS-2046

工作时最大高度 26 ft 7.9 m

平台最大高度 20 ft 6.1 m

收起时的最大高度 84 in 213 cm

收起时最大高度， 
栏杆折叠 

61 in 156 cm

收起时最大平台高度 40.8 in 104 cm

防护栏高度 43 in 109 cm

宽度 46 in 116 cm

收起时的长度 96 in 244 cm

平台延伸长度 131 in 333 cm

平台延伸长度 35 in 89 cm

平台长 x 宽 89 x 45.5 in 226 x 116 cm

最大装载量 1200 lbs 544 kg

最大风速 28 mph 12.5 m/s

轴距 73 in 185 cm

回转半径（外侧） 90 in 229 cm

回转半径（内侧） 0 in 0 cm

离地间隙 4 in 10.2 cm

离地间隙 
深坑保护装置展开 

0.75 in 1.9 cm

重量 3883 lbs 1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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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 4 节电池，6V 225AH

系统电压 24V

驱动控制 按比例

升起控制 2 速度

平台交流电插座 标准

最大液压（功能） 3500 psi 241 bar

轮胎尺寸 15 x 5 x 11.25 in

振动值不超过 2.5 m/s2 

操作温度 

最少 -20°F -29°C

最多 150°F 66°C

空中噪声辐射 

地面工作区的声压级 <70 分贝

平台工作区的声压级 <70 分贝

收起位置的最大斜坡额定值 30% (17°)

收起位置的最大侧坡额定值 30% (17°)

注意：斜坡额定值受地面状况和牵引力的限制。 

行驶速度 

收起时的最大值 2.2 mph 3.5 km/h

平台升起时，最大值 0.5 mph 
40 ft/54 sec

0.8 km/h
12.2 m/54 sec

地面承载信息、GS-2046 

最大轮胎负载 2035 lbs 923 kg

轮胎接触压力 136 psi 9.55 kg/cm2

936 kPa

对地压力 181 psf 883 kg/m2

8.66 kPa

注意：地面承载信息为近似信息，未将不同的选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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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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GS-2646

工作时最大高度 32 ft 9.8 m

平台最大高度 26 ft 7.9 m

收起时的最大高度 89 in 225 cm

收起时最大高度， 
栏杆折叠 

66 in 168 cm

平台高度 
收起时最大值 

45.6 in 116 cm

防护栏高度 43 in 109 cm

宽度 46 in 116 cm

收起时的长度 96 in 244 cm

平台延伸长度 131 in 333 cm

平台延伸长度 35 in 89 cm

平台长 x 宽 89 x 45.5 in 226 x 116 cm

最大装载量 1000 lbs 454 kg

最大风速 28 mph 12.5 m/s

轴距 73 in 185 cm

回转半径（外侧） 90 in 229 cm

回转半径（内侧） 0 in 0 cm

离地间隙 4 in 10.2 cm

离地间隙 
深坑保护装置展开 

0.75 in 1.9 cm

重量 4207 lbs 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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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 4 节电池，6V 225AH

系统电压 24V

驱动控制 按比例

升起控制 2 速度

平台交流电插座 标准

最大液压（功能） 3500 psi 241 bar

轮胎尺寸 15 x 5 x 11.25 in

振动值不超过 2.5 m/s2 

操作温度 

最少 -20°F -29°C

最多 150°F 66°C

空中噪声辐射 

地面工作区的声压级 <70 分贝

平台工作区的声压级 <70 分贝

收起位置的最大斜坡额定值 30% (17°)

收起位置的最大侧坡额定值 30% (17°)

注意：斜坡额定值受地面状况和牵引力的限制。 

行驶速度 

收起时的最大值 2.2 mph 3.5 km/h

平台升起时，最大值 0.5 mph 
40 ft/54 sec

0.8 km/h
12.2 m/54 sec

地面承载信息、GS-2646 

最大轮胎负载 2150 lbs 975 kg

轮胎接触压力 143 psi 10.09 kg/cm2

988 kPa

对地压力 185 psf 903 kg/m2

8.87 kPa

注意：地面承载信息为近似信息，未将不同的选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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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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GS-3246

工作时最大高度 37.9 ft 11.6 m

平台最大高度 31.9 ft 9.7 m

收起时的最大高度 94 in 238 cm

收起时最大高度， 
栏杆折叠 

71 in 181 cm

收起时最大平台高度 50.75 in 129 cm

防护栏高度 43 in 109 cm

宽度 46 in 116 cm

收起时的长度 96 in 244 cm

平台延伸长度 131 in 333 cm

平台延伸长度 35 in 89 cm

平台长 x 宽 89 x 45.5 in 226 x 116 cm

最大装载量 700 lbs 318 kg

最大风速 28 mph 12.5 m/s

轴距 73 in 185 cm

回转半径（外侧） 90 in 229 cm

回转半径（内侧） 0 in 0 cm

离地间隙 4 in 10.2 cm

离地间隙 
深坑保护装置展开 

0.75 in 1.9 cm

重量 5143 lbs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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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源 4 节电池，6V 225AH

系统电压 24V

驱动控制 按比例

升起控制 2 速度

平台交流电插座 标准

最大液压（功能） 3500 psi 241 bar

轮胎尺寸 15 x 5 x 11.25 in

振动值不超过 2.5 m/s2 

操作温度 

最少 -20°F -29°C

最多 150°F 66°C

空中噪声辐射 

地面工作区的声压级 <70 分贝

平台工作区的声压级 <70 分贝

收起位置的最大斜坡额定值 25% (14°)

收起位置的最大侧坡额定值 25% (14°)

注意：斜坡额定值受地面状况和牵引力的限制。 

行驶速度 

收起时的最大值 2.2 mph 3.5 km/h

平台升起时，最大值 0.5 mph 
40 ft/54 sec

0.8 km/h
12.2 m/54 sec

地面承载信息、GS-3246 

最大轮胎负载 2251 lbs 1021 kg

轮胎接触压力 150 psi 10.56 kg/cm2

1035 kPa

对地压力 208 psf 1015 kg/m2

9.95 kPa

注意：地面承载信息为近似信息，未将不同的选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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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