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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丁拿 EasyCut Li-18/23 R, ComfortCut Li-18/23 R 

 

 

原版德文操作说明书的译文 

恭请阁下仔细阅读本操作说明，并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遵照执行。借

助于本操作说明，阁下不仅可以了解本产品的性能，同时也可掌握

正确、安全的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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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其不会玩弄本产品。 

当你感到疲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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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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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嘉丁拿充电式割灌机的使用场合 

用途： 嘉丁拿充电式割灌机设计用于修剪和切割别墅庭院和私人花园中的青

草和草坪区。 

 

充电式割灌机不得用于公共设施、公园、运动场、道路附近或者农业

或林业。 

  

请注意： 

 

为安全起见，嘉丁拿充电式割灌机不得用于树篱修剪或切碎堆肥。 

 

2. 安全事项 

 请阅读割灌机的相关安全说明。 

 

注意！ 

 使用本工具之前请首先阅读

本操作说明书。 

 

危险！ 

 充电式割灌机应保持远离水

和雨水！ 
 

 

 

危险！ 

对其他人的伤害风险！ 

 

 请勿让他人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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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眼睛和听力伤害！ 

 应戴眼镜和听力保护装置！ 

每次使用前均应检查割灌机。 

 每次使用前必须对割灌机进行外观检查。 

 检查通风孔，通风孔应没有堵塞。 

如果割灌机损坏或如果安全装置(压力开关、安全

盖板)和/或刀片座损坏或磨损，不得使用割灌机。 

 安全装置不起作用时绝不能使用。 

 开始工作前检查应切割的区域。去除任何异

物，并且工作中应查看是否有异物(例如，石

块、木块、细绳和金属丝)。 

 但如果工作期间遇到障碍物，则应让割灌机

停止运行，并取下电池。取走障碍物；检查

割灌机是否损坏，必要时安排对其进行维修。 

使用 / 责任 

 

危险！关闭时工具不会立即停止！ 

刀片静止前，手脚应远离工作区！ 

 

割灌机可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割灌机只能用于本操作说明书规定的用途。 

用户应对工作区域(2 米半径)内的安全性负责。 

 确保靠近危险区域(15 米半径)范围内没有其

他人(特别是儿童)和动物。 

使用后取下电池，并定期检查割灌机(特别是刀片

座)是否损坏，必要时安排相应的维修。 

 必须戴护目镜或眼睛保护装备！ 

 应穿劳保鞋和长裤，以保护腿部。开始工作

时，最重要的是手指和脚部应远离塑料刀片 

－ 特别是在调试期间！ 

 工作期间必须确保操作者安全站立、不能摔

倒。 

向后工作时应特别小心。您可能绊倒！ 

 只能在白天或可见度良好时进行工作。 

中断工作 

 工作期间决不能让割灌机无人照管。 

 停止工作时，应取下电池，并将割灌机储存

在安全的场所中。 

 如果停止工作，以便移动到另一个工作区，

则必须切断割灌机的电源，待作业工具静止

后，取下电池。必须握住手柄携带割灌机。 

应使您自己熟悉周围环境 

 应使您自己熟悉周围环境，并查看是否有因

机器噪声而无法听到的潜在危险。 

 当有暴雨风险时，正在下雨或处于潮湿区域

中时，决不能使用割灌机。 

电池安全 

 请遵守电池的相关安全事项。 

 

 

火灾风险！短路！ 

 不得用金属部件桥接电池触点。 

火灾风险！ 

 不得在酸或易燃材料附近对电池进行充电。 

只能使用原装嘉丁拿充电器进行充电。使用其他

充电器可能对电池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坏，甚至引

起火灾。 

 爆炸风险！ 

保护电池避免热和火。 

不得长期放置在散热器上或接触强烈日光。 

 不得在室外使用充电器。  

 应保护充电器避免潮湿或潮湿区域。 

只能在 0℃至 40℃的环境温度下使用电池。 

不能使用的电池必须正确处理。不可通过邮局寄

送电池。 

更多详请，请联系当地的处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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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定期检查充电电缆是否有损坏或老化(变脆)的

迹象，并且只能在良好状态下才能使用充电电缆。 

所供充电器只能用于给随充电式割灌机销售的可

充电电池充电。 

不得使用本充电器给非充电电池充电 (火灾危

险)。 

充电期间不得开动割灌机。 

只能在 0 – 45 °C 温度范围内对电池充电。 

重负荷运行后应首先让电池冷却下来。 

只能使用原装嘉丁拿电池。 

贮存 

割灌机不得在高于 35 °C 或直射日光下储存。 

请勿将割灌机储存在有静电的场所。 

 
 
 
 
 

3. 装配 

装配割灌机： 

 

 

 

 

注意！ 

只有在手柄和延长轴之间的电缆处于良好条件下时，手柄方

可进行装配。如果电缆损坏，则不可装配手柄。在此种情况

下，请联系嘉丁拿客户服务部。 

 

注意！ 

只有保护盖板  装配后，割灌机方可开动。 
 

1. 小心地从包装中取下手柄 以及延长轴 。在进行此项操作

时，不得在电缆上施加应力。 

2. 确保螺纹轴环 处于打开位置(挂锁符号打开)。 

3. 将手柄 滑到延长轴 上，直至听到其已正确就位。在进行

此项操作时，电缆不得扭曲或卡住。 

4. 通过拉动手柄 ，检查其已牢固固定到延长轴 上。当装配

完成时，手柄 和延长轴 无法分开。 

5. 关闭螺纹轴环 (挂锁符号关闭)。 

6. 拉动附加手柄 的锁定装置 ，推到附加手柄  的两个卡扣

中，当槽口指向前方时，将它们卡到固定座 上。 

7. 仅限货号 9825：将叶轮 的两半放置到割灌机头 的下槽  

上并闭合，直至听到它们正确就位。 

8. 从前面将植物护罩 推到割灌机头 的上槽 中。在进行此项

操作时，确保叶轮 29可自由旋转(即，在纽结指向前方时插入

弓形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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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以两个箭头 、 彼此相对的方式，将保护盖板 推到割灌机

头  上。 

10. 逆时针旋转保护盖板 ，直至听到其已正确就位。 

11. 略微打开刀架 ，并使之划动并卡到延长轴 上。 

12. 将最多 6 个塑料刀片  固定到刀架 上，直至刀片夹紧就

位。 

刀架和 20 片塑料备用刀片包括在交货范围内。刀架中可储存

最多 6 个备用刀片。 

有关将刀片装配到刀片座上的信息，请参阅 8. 故障排除 “更换塑

料刀片”。 
 

 

4. 初始操作 

电池充电： 

 

 

警告！ 

过压会损坏电池和充电器。 

 确保正确的电源电压。 

 

首次使用前，电池必须充满电。(未充电电池的)充电时间参见 10. 技

术参数。 

锂电池可任何充电状态下充电，并且充电过程可随时中断，而不会

损害电池(无记忆效应)。 

1. 按下两个锁定按钮  ，并从手柄上的电池盒 中取下电池 。 

2. 将充电器电缆 插头插到电池 上。 

3. 将充电器 插头插到电源插座上。 

充电器上的充电控制灯 绿灯每秒闪烁一次：电池正在充电。 

充电器上的充电控制灯  绿灯点亮：电池已充满。 

(有关充电时间，参见 10. 技术参数。) 

充电期间的充电器状态指示灯： 

已充电 100 %  L1、L2 和 L3 点亮。 

已充电 66 – 99 %  L1 和 L2 点亮，L3 闪烁。 

已充电 33 – 65 %  L1 点亮，L2 闪烁。 

已充电 0 – 32 %  L1 闪烁。 

 

4. 首先从充电插座上拆下充电电缆 ，然后拔下电源插座上的充

电器插头  。 

5. 将电池  插入到手柄上的电池盒 上，直至听到其已正确就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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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彻底放电： 

如果电池没电了，则完全放电保护自动切断设备电源，以防止电

池完全放电。为防止充满电的电池通过未拔下的充电器自放电，

充电后应断开电池与充电器之间的连接。如果电池储存超过 1年，

则其必须充分再充电。 

如果电池已充满，则开始充电时充电指示灯 将快速闪烁(每秒两

次)。 

如果 10 分钟后充电指示灯 仍然快速闪烁，则表示已发生故障

(参见 8. 故障排除)。 

如果电池上的错误 LED  闪烁，则表示已发生故障（参见 8. 故

障排除）。 一旦电池完全没电了，则下次充电时需要经过约 20

分钟后电池上的 LED 灯才会闪烁指示充电。但充电器上的 LED          

仍会闪烁指示充电过程。 

 

运行期间的电池充电状态指示灯： 

 按下电池上的按钮 。 

已充电 66 – 99 %  L1、L2 和 L3 点亮。 

已充电 33 – 65 %  L1 和 L2 点亮。 

已充电 10 – 32 %  L1 点亮。 

已充电 1 – 9%  L1 闪烁。 

已充电 0%  无指示。 
 

 

5. 操作 

危险！ 

 

当松开启动按钮时，如果充电式割灌机没有切断电源，则有人身伤

害风险。 

 安全装置不起作用时（例如，将安全锁定装置捆扎到手柄上）

绝不能使用割灌机。 

人身伤害风险！ 

 在每次调整轴长度、附加手柄或植物保护罩的工作位置前，应

先取下电池！ 

   

设定工作位置： 

   

工作位置 1： 

标准修剪 

工作位置 2： 

在障碍物下方修剪 

工作位置 3： 

草坪边缘的垂直修

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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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位置 1： 

适合标准修剪。 

工作位置 2： 

1. 按下脚踏开关 ，并将延长轴向下降低到所需工作位置。 

2. 松开脚踏开关 ，使延长轴啮合。 

注意！在工作位置 1 + 2 下，应防止地面与割灌机头碰触。 

工作位置 3(仅限货号 9825)： 

在工作位置 3 下，割灌机必须处于竖直位置，即安全装置和开关按

钮处于最高位置。 

1. 将植物保护罩  旋转 90°至其停止位置，并直至其锁定就位。  

2. 按下脚踏开关 ，并将手柄移动到最高位置。 

3. 按下按钮 ，将割灌机头从 0°旋转至 90°，直至其啮合。 

4. 沿草坪边缘滚动自带圆盘、移动割灌机。 

注意！只有在割灌机头啮合在角度 0°或 90°时方可使用割灌机。 
 

根据身高设定割灌机： 

 

设定手柄长度： 

 松开夹紧轴套 ，将手柄  延长到所需延长轴长度，并再次紧

固螺纹轴环 。 

夹紧轴套  必须牢固紧固，足以防止延长轴发生移动。 

 

设定附加手柄： 

 拉动附加手柄 的锁定装置 ，将附加手柄 调整到所需斜度，

并松开锁定装置 。 

如果割灌机根据身高正确设定，则割灌机的工作姿态是直立的，

并且处于工作位置 1 的割灌机头略微前倾。 

 

 以割灌机头略微前倾的方式用手柄 和附加手柄 固定住割

灌机。 

调整植物保护罩： 

 
 

工作位置  停止位置 

 

 将植物护罩 旋转 90°至所需位置，直至其锁定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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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割灌机： 

 

接通割灌机电源： 

1. 按下并按住安全锁定装置 ，然后按下手柄上的启动按钮 。 

2. 再次松开安全锁定装置 。 

切断割灌机电源： 

 松开手柄上的启动按钮 。 

 

6. 投入贮存 

贮存： 应储存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 

1. 给电池充电。 

2. 将充电式割灌机储存在干燥、不结露的地方。 

 建议： 

割灌机可通过手柄进行悬挂。  

如果以悬挂方式进行储存，则割灌机头在放置时不得承受任何不必

要的应力。 

处理： 

(根据 2012/19/EU) 
 

不得将本产品添加到家庭废物中。 

本产品必须根据当地环境规定进行处理。 

 重要说明：确保设备应通过市政回收中心进行处理。 

电池处理 

 
Li-ion 

嘉丁拿割灌机含有锂电池，电池在其寿命结束时不应按正常家庭废

物进行处理。 

重要说明： 

请将锂电池返回到嘉丁拿经销商，或在公共回收中心正确处理它们。 

1. 使锂电池完全放电。 

2. 正确处理锂电池。 

 

7. 维护 

危险！ 

 

刀片有人身伤害风险！ 

 维护前应取下电池！ 

人身伤害风险和财产损伤风险！ 

 不得在流水下或采用喷水(特别是高压喷水)清洁割灌机。 

  

清洁割灌机： 通风槽必须始终无污物。 

 

 每次使用后应清洁所有移动部件，特别是去除盖板 和通风槽

中的任何青草和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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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故障排除 

危险！ 

人身伤害风险！ 
 

人身伤害风险！ 

 一旦发生故障，则应立即取下电池！ 

  

更换塑料刀片： 

 

 
危险！ 切割伤害风险！ 

 决不能使用非嘉丁拿提供的金属切割元件或更换零件和

附加。  

刀片最多只能磨损到原长度的一半。只能使用原装嘉丁拿备用刀片。 

备用刀片可从嘉丁拿经销商或直接从嘉丁拿服务部购买。 

 嘉丁拿充电式割灌机备用刀片   货号 5368 

拆卸塑料刀片： 

1. 将割灌机翻转过来。将刀片 滑出刀架 (B)，并拉出。 

装配塑料刀 

2. 轻轻按下刀片端部(A)，片： 

 将新刀片 穿过刀架 中的金属槽，直至其就位。 

当新刀片正确插入时，刀片更容易移动。 

 

故障现象 故障原因 解决方法 

割灌机切割不整齐或根本不切

割 

刀片磨损或过短。  更换刀片。 

刀片断裂。  更换刀片。 

割灌机严重振动 刀片过度磨损，并引起不平衡。  更换刀片。 

割灌机不启动 电池没电了。  给电池充电。 

(参见 4. 初始操作) 

电池没有正确推到手柄上。  将电池推到手柄上，并确保

锁定按钮正确卡扣。 

电机卡住。  解锁并重新启动设备。 

割灌机停止。 

错误 LED  闪烁 

电池过载。  等待 10 秒。按下电池上的按

钮 ，并重新启动。 

 高温。超过容许工作温度。  按下电池上的按钮 ，并重

新启动。 

充电器上的充电控制灯  没有

点亮。 

充电器或充电电缆没有正确插

上。 

 正确插上充电器和充电电

缆。 

充电器上的充电控制灯 快速

闪烁(每秒两次)。 

充电错误。  拔下充电器并再次插上。 

割灌机停止。错误 LED 闪烁。 电池错误 / 电池有缺陷。  按下电池上的按钮 ，并重

新启动。 

电池无法再充电。 电池有缺陷。  更换电池(货号 9840)。 

只能使用原装嘉丁拿替换电池 BLi 18(货号 9840)。可从嘉丁拿经销商或直接从嘉丁拿服务部购买此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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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其他故障，请联系嘉丁拿服务部。 

只能由嘉丁拿服务中心或嘉丁拿授权的专业经销商进行维修。 

 

9. 可用附件 

嘉丁拿 

替换电池 BLi 18 

用于增加持续工作时间或用于更换的 2.0 

Ah 电池。 

货号 9840 

嘉丁拿充电式割灌机备用刀片   货号 5368 

嘉丁拿 

更换刀架 

可通过嘉丁拿服务部购买。  

 

10. 技术参数 

充电式割灌机  
EasyCut Li-18/23 R 

(货号 9823) 

ComfortCut Li-18/23 R 

(货号 9825) 

切割宽度 230 mm 230 mm 

刀架转速，rpm 约 9300 rpm 约 9300 rpm 

重量(含电池)  约 2.8 kg 约 3.1 kg 

工作场所的相关声发射值 Lpa
1)

 68 dB(A) 68 dB(A) 

不确定性 kpa 3 dB(A) 3 dB(A) 

噪声级 LWA
2)

 
测量值 83 dB(A)/ 

保证值 88 dB(A) 

测量值 82 dB(A)/ 

保证值 86 dB(A) 

不确定性 kWA 4.5 dB(A) 4.2 dB(A) 

手/臂振动 avhw
3)

 < 2.5 m/s
2
 < 2.5 m/s

2
 

不确定性 ka 1.5 m/s
2
 1.5 m/s

2
 

电池  锂(18 V) 

电池容量 2.0 Ah 

电池充电时间  约 3 小时 80 % / 约 5 小时 100 % 

怠速时间 约 50 分钟(电池充满时) 

充电器  

电源电压 230 V / 50 – 60 Hz 

最大输出电流 600 mA 

输出电压 18 V(直流) 

 

测量过程符合 1)
EN 60745-2-15  

2)
EU 指令 2000 /14 / EC。上述振动发射值根据标准试验程序进行

测量，并可用于一台电动工具与另一台电动工具的对比。它也可用于暴露的初步评价。在电动工具

实际使用期间，振动发射值可能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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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服务/保修 

保修事项： 嘉丁拿公司为本产品提供为期两年的保修(从产品购置之日算起)。

保修范围覆盖所有严重的设备故障，但前提是必须证明此类故障确

系材料或制造质量不佳而引起。 

对于保修期内的设备，只要满足下列条件，我们可以提供免费更换

或修理： 

 设备操作方法正确，而且遵守了本操作说明书的各项规定。 

 不管是购买者本人，还是未经授权的任何第三方，均未对设备

进行或尝试进行过维修。 

刀片和刀片座系易磨损部件，因此不属于保修范围。 

本制造商的质保不影响用户对经销商/卖方的现有保修索赔。 

 如果阁下有关于本产品的任何问题，请联系本公司服务部，或请将

故障设备、连同故障简要说明 － 购买发票(如果涉及保修)送往(邮

资已付)保修卡上列明的嘉丁拿维修服务中心。 

 

GB 产品责任 

我们必须明确指出，根据有关的产品责任法，对于维修不当或更换非嘉丁拿原产零件或者更换的零

件未经本公司批准，或者维修操作由非嘉丁拿特约维修服务中心，或者由未经授权的专业人员进行，

则由此而引起的设备损坏，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该声明同样也适用于设备备件和辅助零件的保

修事项。 

 

GB   EU 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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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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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名称： Accu 充电式割灌机 噪声级： 测量值/保证值 

  货号 9823  

货号 9825  

83 dB(A)/ 88 dB(A) 
82 dB(A)/ 86 dB(A) 

型号： 货号： 标记年份： 

EasyCut Li-18/23 R 
ComfortCut Li-18/23 R 

货号 9823 

货号 9825 

 2013 年 

EU 指令： 2006/42/EG 
2004/108/EG 
2011/65/EG 
2000/14/EG 
2006/95/EG 

Ulm, 2013 年 11

月 4 日 

授权代表 

协调 EN 标准：    

EN ISO 12100  
EN 60335-2-91  
IEC 62133 

EN 60335-1 
IEC 60335-1 
IEC 60355-2-29 

  

交存文件： 

嘉丁拿技术文件， 

M. Kugler 89079 Ulm 

 

 
Peter Lameli  首席技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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