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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DENA 手动割草机 

400 / 400 C 

 

 

原版德文操作说明书的译文。 

请仔细阅读本操作说明，并遵守给出的说明。应使用本说明书

熟悉本产品及其正确的使用方法和安全事项。 

 

 

为安全起见，十六岁以下的儿童以及不熟悉本操作说明的人士

不得使用本产品。身体或精神能力降低的人员只能在责任人的

监督或指导下使用本产品。必须对儿童进行监督，以确保其不

会玩耍本产品。当你在疲倦、生病或在有药物、酒精或治疗反

应时，不要操作本产品。 

  请将本操作说明书放置在安全的地方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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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嘉丁拿手动割草机的使用场合 
 

用途：  嘉丁拿割草机用于修剪私人住宅的草坪和草地。 

遵守嘉丁拿提供的操作说明是正确使用割草机的前提条件。 

请注意： 

 

由于人身伤害危险，割草机不得用于修剪攀缘植物或屋顶青草。 

2. 安全事项 

 

每次操作前应检查： 

使用前，应进行检查，以确定所有螺母、螺栓和

工作器具是否磨损或损坏。磨损或损坏的刀片应

成套更换。 

应事先检查割草机的作业表面。应去除石头、木

块、铁丝以及其它固态物质。 

刀具接触到的物体可能不受控制地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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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使用 / 责任 

危险! 

应注意旋转的刀片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不得将手脚放置到可移动刀片下方。 

附近有人（特别是儿童）或动物时不得使用割草

机。操作者应对损坏负责。 

应始终保持割草机刀片和刀头与操作者之间的安

全距离。 

修剪路堤和边坡时必须格外小心： 

确保您始终保持安全距离，并穿防滑鞋。 

应始终以对角方式修剪边坡。 

向后移动和牵引割草机时应格外小心。 

危险，小心摔倒! 

如果刀具或割草机偶尔遇到障碍物和（或）固态

物质，则宜对割草机进行正确、彻底的检查。 

能见度良好时才能进行工作。 

不得让割草机处于无人照管状态。如果工作中断，

则应将割草机存放到安全的地方。 

3. 装配 

 

1.  将下部立杆固定器④插入到上部立杆固定器②

（已预先装配）。 

2. 将立杆①的上部插入到上部立杆固定器②中，

直至停止。 

3. 将两个下部立杆③从下面插入到下部立杆固定

器④中，直至停止。 

4.  将螺纹杆⑤经立杆固定器②向右插入到带方孔

的一侧上。 

5.  将夹紧螺母⑥拧到螺纹杆⑤上。 

6.  将两个下部立杆③插入到立杆固定器⑦中（轻

轻将杆压到一起），直至立杆固定器轴承⑦中的

螺栓⑧啮合为止。 

提示： 

先啮合到一侧上，然后再啮合到另一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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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操作 
 

正确割草： 为修剪出漂亮的草坪，我们建议每周定期修剪一次草坪（若

可能）。如果修剪频繁，则草坪会变得更厚。 

较长的修剪草叶（>1 厘米）必须清除，这样草坪不会变成黄

色的杂草丛生的样子。 

在相对较长的割草间隔时间（例如，假期）后，首先应以一

个方向进行修剪，修剪高度应尽可能高（调节至 42 毫米），

然后在所需修剪高度下以交叉方向进行修剪。慢慢调低割草

高度，以交叉方向进行修剪，直至最终需要的高度为止。 

如果使用手动割草机进行修剪，被切割草叶高度不宜超过 12 

厘米长。 

如若可能，应在青草干燥时进行修剪。如果青草潮湿，则修

剪形态会不均匀。 

调节修剪高度： 修剪高度可按 4 步设定到 12 毫米到 42 毫米之间的任何位

置。 

 

1.  将割草机放置到地面上，从

而在调整修剪高度时它不会

掉落。 

2.  拉动两个高度调整机构⑨，

并让它们啮合到刻度尺⑩上

的所需高度。 

高度调整机构⑨必须始终两侧设定到相同的高度。 

注意!割草机只能调节到当地面不平时更低的刀片不会接触到

地面的深度。 

5. 贮存 

 

贮存： 贮存前应清洁割草机（参见 6. 维护），并应贮存在干燥的

地方。 

为节省空间，打开夹紧螺母可折叠立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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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维护 

 

清洁割草机：   

危险! 

修剪机构可造成人身伤害! 

 

 进行维护时应佩戴适合的工作手套。 

 

注意! 

割草机损坏! 

 不得使用流水（特别是高压水）清洗割草机。 

割草机应始终保持清洁，清除附着的草叶。附着物影响修剪

以及剪下草叶的排出。割草后，残留的污物和草叶很容易立

即清除。 

1.  用刷子和抹布清除附着的草叶。 

2.  用轻油（例如，喷淋油）涂抹刀片和下刀底座。 

7. 故障排除 

 

  

危险! 

刀具可造成人身伤害! 

 排除故障时应佩戴适合的工作手套。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异常噪声 螺钉/组件松脱。 拧紧螺钉。 

 刀片上有异物。 清除异物。 

 刀片上有缺口。 用磨石将缺口打磨掉。 

 刀片彼此碰撞太猛烈。 调节上下刀片的间隙。 

草坪修剪不整齐 刀片调节不正确。 调节上下刀片的间隙。 

 刀片钝了。 重新研磨或更换刀片。 

 青草太长（例如，在相对长时

间没人之后）。 

用镰刀或电动割灌机先将

草坪割短，使青草长度低于

12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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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修剪机构： 

 

割草机的切割传动装置在出厂前已调整到最优。在长期使用之后，

如果草叶修剪不再平整，或上刀片接触下刀底座，则下刀底座宜按

如下进行调节： 

 

1.  清洁割草机。 

2.  将割草机放置到地面上，从而在调整修剪高度时它不会掉落。 

3.  检查滚刀⑪和下刀底座⑫是否有缺口，必要时用磨石将缺口

打磨掉。 

4.  用六角扳手（10 毫米）逆时针松开左侧和右侧的六角螺钉⑬，

直至滚刀⑪可自由转动。 

5.  在滚刀⑪转动的同时，用六角扳手（10 毫米）小心上紧左侧

六角螺钉⑬，直至其轻轻接触下刀底座⑫为止。 

6.  然后再次稍松开左侧六角螺钉，直至刀片恰好停止并接触下

刀底座（无声地转动）。 

7.  右手侧重复该程序。 

8.  修剪试验： 

以宽约 4 厘米的纸条指向滚刀⑪主轴的方式将纸条⑭放置到

下刀底座⑫上。 

9.  小心地转动滚刀⑪。 

如果下刀底座⑫正确设定，则将如剪刀一般切断该纸条。 

10.  在不同的位置和滚刀⑪上的所有部位重复修剪试验。 

重新研磨/维修： 

 为安全起见，只能使用原装嘉丁拿备件。 

如果需要更换刀具，刀具在多年使用后变钝（若精心维护），请联

系嘉丁拿服务部。可由嘉丁拿特约服务部执行割草机维修和刀片的

安装。 

若可能，应让割草机在秋天进行检查，这样当下一个割草季节来临

时，其能够为立即使用做好准备。 

有关任何其它故障，请联系嘉丁拿客户服务部。 

8. 附件 

 

嘉丁拿集草袋 节省将修剪下来的草叶耙在一起的

时间 

货号：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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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技术数据 

 

 400（货号：4018） 400 C（货号：4022） 

修剪宽度/修剪高度 40 厘米 / 12 – 42 毫米 40 厘米 / 12 – 42 毫米 

修剪高度调节 4 级（12，22，32，42 毫米） 4 级（12，22，32，42 毫米） 

重量 8,9 kg 9,4 kg 

10. 服务/质保 

 

质保： 嘉丁拿（GARDENA）为本产品提供 2 年质保（自购买之日起）。

本质保涵盖可证实是因材料或制造问题而造成的本割草机所有严

重缺陷。 

根据质保，如果以下条件适用，则我们将更换本割草机或免费维修： 

• 割草机必须正确搬运，并遵循操作说明书的要求。 

• 买方或非授权第三方不得尝试修理本割草机。 

易损件滚刀（整体）和下刀底座不在质保范围内。 

本制造商质保不影响用户对经销商/销售商的现有质保索赔。 

 如果您有关于本产品的任何问题，请将有缺陷的割草机以及收据副

本和故障说明以邮资已付方式返回到本传单背面所列的中国嘉丁

拿服务中心。 

 

GB   EU 合格证书 

下列签署者，Husqvarna AB, 561 82 Huskvarna, 瑞典 

谨此证明：下列设备在离开工厂时完全符合 EU 指导原则、EU 安全标准以及各种针对的产品本身的

标准。如果这些设备进行了未经我们批准的修改，则上述证明自动作废。 

 

中国嘉丁拿服务中心：富世华（中国）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去马陆镇嘉新公路 1355 号 

       电话：800-820-02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