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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谢您购买本田动力（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汽

油机。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新汽油机的最佳性能以便安全操

作。本使用说明书（以下简称本手册）内容包括如何操控信

息，使用产品前请详细阅读本手册。如果仍出现问题或对汽油

机有任何疑问，请咨询本公司服务店（以下简称服务店）。

本手册中所有内容是根据最新资料完成的。本公司保留随时更

改的权力，恕无义务另行通知。未经事先书面许可，不得翻印

本手册的任何部分。

本手册应视为汽油机永久的一部分，如另售应与汽油机随附在

一起。

关于汽油机起动、关闭、操作、调节或任何特殊保养指示的其

它附加信息，请查看汽油机起动设备提供的指示。

我们建议您阅读保修手册，以便完全理解其覆盖范围和用户责

任。

安全启示

您和其他人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在此手册中和汽油机

上提示重要安全信息。请仔细阅读这些信息。

安全信息提醒您一些可能伤害您或其他人的潜在危险。各安全

信息前面有一个安全警示符号 和危险、警告或注意三个词

中的一个。

这些警示词表示：

  若不遵守这些指示，将会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

  若不遵守这些指示，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

  若不遵守这些指示，可能导致受伤。

各信息将告诉您什么是危险、将发生什么以及您可以做些什么

来避免或减轻伤害。

安全防范信息

您将看到其它重要信息，前面带有重要事项一词。

该词表示：

  若不遵守这些指示，可能损坏汽油机或其它财产。

这些信息的目的是提供帮助以免对汽油机、其它财产或环境造

成损害。

4XYX5602

00X4X-YX5-6020

GQ35

2021 Honda Power Products (China) Co.,Ltd.-All Rights Reserved

通 用 汽 油 机

GQ35

使 用 说 明 书

●本手册中的配图只是示例，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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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项

· 理解所有控制装置的操作并学习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快速停止

汽油机。操作设备前确保操作员接收足够的指导。

· 禁止儿童操作汽油机。让儿童和宠物远离操作区域。

· 汽油机废气包括有毒的一氧化碳。保证通风良好，禁止在密

封的室内运行汽油机。

· 汽油机和废气在运行时变得很烫。请勿用手直接放于排气口

及附近部件上，以免烫伤。操作时，使汽油机远离建筑物和

其它设备至少1米。远离易燃材料，并且在汽油机运行时禁

止在汽油机上放置任何物品。

· 此汽油机设计用于通用机械。禁止用于其它用途，例如汽车

或摩托车。

警示标签位置

此标签提醒您可能引起严重伤害的潜在危险。请仔细阅读。如

果标签脱落或无法阅读，请联系服务店进行更换。

操控装置位置

节气门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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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离心式离合器

汽油机处于怠速状态，离合器处于脱开状态；汽油机在怠速以

上离合器进行啮合，传递动力。

注：各OEM（设备制造商）设备的啮合转速由本公司专业人员确认。

汽油机没有装配离合器鼓和离合器罩时，禁止运行，否则离心

力会使离合器蹄片与汽油机外罩相碰而造成汽油机外罩的损坏

或人员伤害。

操作前检查

汽油机可以运行了吗？

为了您的安全以及为了使您的设备更耐用，在操作汽油机前需

要花一些时间来检查汽油机的情况。操作前，确保解决所发现

的故障或者您可以让特约服务店的专业人员来解决。

进行操作前检查工作前，确保水平放置汽油机，且设备上的汽

油机开关处于“关”位置。

每次起动前先检查以下几点：

检查汽油机的常规情况

1. 检查汽油机的四周和底部是否有漏油现象。

2. 清除污垢或杂物，特别是消音器和反冲起动器四周。

3. 检查是否有损坏的迹象。

4. 检查所有外壳和外罩是否装好，所有螺母、螺栓和螺钉是否

拧紧。

检查汽油机

1. 检查燃油油位(见P.6)。操作前加满燃油可避免或减少因中

途加油带来的运行中断的可能性。

2. 检查机油油位(见P.7)。运行时，油位过低会损坏汽油机。

3. 检查空滤器(见P.8)。脏的空滤芯会阻碍空气进入化油器，

进而导致汽油机的性能下降。

4. 检查搭载本汽油机的设备。

 起动汽油机前，请阅读搭载本汽油机的设备所提供的使用说

明书，以了解操作预警内容以及应遵循的操作步骤。

不恰当的保养或没有解决故障就操作汽油机可能会

造成严重人员伤害甚至死亡。

每次操作前必须进行操作前检查，排除各种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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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动汽油机

起动前，请参阅搭载本汽油机的设备所提供的节气门设置情况

的说明内容。

1. 将阻风门移至相应位置。

 冷机起动：将阻风门手柄置于关位置。

 热机起动：将阻风门手柄置于开位置。

3. 将设备上的汽油机开关置于开位置。

4. 按照如下图箭头所示方向，轻拉反冲起动器手柄至有阻力

感，再快速拉动。轻缓放回反冲起动器手柄。

禁止突然放回反冲起动器手柄。

应轻缓放回，防止损坏反冲起动器。

5. 阻风门手柄应从关状态逐渐向开状态移动，使汽油机暖机。

热机起动

如果汽油机在高温环境运行，停机后应稍微等待一段时间再起

动，第一次可能起动不了。

必要时，按照下列流程进行：

操作前，将汽油机开关置于关位置，这可防止因节气门还处于

最高转速位置使汽油机以最高转速起动和运行。否则，设备就

会高速前进或切割附件高速运转而导致人员伤害。

1. 将设备上的汽油机开关置于关位置。

2. 阻风门手柄置于开位置。

3. 设备上的节气门手柄保持在最大位置。

4. 拉动反冲起动器手柄3～5次。

按照起动步骤起动汽油机(阻风门手柄处于开状态)。

2. 反复按压注油泵(注油胶套)，直到燃油进入注油泵。

操作

操作警示

第一次使用汽油机前，请阅读安全事项章节内容(见P.2)和操作

前检查章节内容(见P.3)。

为了您的安全，请勿在密闭的区域使用汽油机，如车库。汽油

机排出的气体中含有有毒的一氧化碳。在密闭的区域，一氧化

碳能快速聚集起来，使人生病甚至死亡。

阅读搭载本汽油机的设备所提供的关于汽油机的起动、停机或

操作方面的安全警示内容。

废气中的一氧化碳有毒气体能在密闭的区域内聚集

到危险浓度。吸入一氧化碳能使人神志不清甚至死

亡。

禁止在密闭的区域内运行汽油机，包含有人在现场

的半通风区域。

阻风门手柄

开

开

关

注油泵
（注油胶套）

拉动方向

反冲起动器手柄

（设备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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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速设置

将节气门置于所希望的汽油机转速位置。

下图所示的节气门拉索是与设备远程控制手柄的连接方式，参

阅随同设备配备的关于远程控制的使用说明和推荐的汽油机速

度说明内容。

停止汽油机

紧急情况时，只需将设备上的汽油机开关移至关位置。

正常情况时，请按照下列步骤进行：

1. 将节气门移至最小位置。

下图所示的节气门拉索是与设备远程控制手柄的连接方式，参

阅随同设备配备的关于远程控制的使用说明和推荐的汽油机速

度说明内容。

2. 将设备上的汽油机开关移至关位置。

保养

保养的重要性

良好的保养对于安全、经济和正常使用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还

可以降低污染。

为帮助您恰当地维护汽油机，下面就是关于保养日程表、定期

检查流程以及使用通用工具进行简单保养的操作说明。那些更

复杂、需要专用工具的保养工作，请交给服务店的技术人员或

其它专业人员进行。

保养日程表应用于汽油机常规工作状态。如果您的汽油机在恶

劣的条件下(例如持续高负荷、高温、潮湿或多尘环境的条件下

)运行，建议您向服务店咨询，以获取满足您单独要求和使用方

式的保养建议。

为保证最佳品质和可靠性，请使用纯正零部件。使用质量低劣

的替代品会损坏汽油机，且不能得到保修。

保养安全事项

下面是非常重要的安全事项。我们无法对您在进行保养过程中

可能遇到的各种潜在危险都给您作出提醒，全靠您自己决定是

否能胜任要做的保养事项。

安全预警

● 在进行各种保养或维修事项前，确保关停汽油机。这能减少

一些潜在的安全隐患：

— 汽油机废气中的一氧化碳导致中毒。

 操作场所需通风良好。

— 高温部件导致的烫伤。

 需等汽油机和排气系统冷却后才能接触。

— 运动部件造成的伤害。

 除非另有说明，禁止运行汽油机。

● 操作前阅读说明书，确认有必要的工具和技能。

● 为了降低发生火灾或爆炸的可能性，在汽油附近作业请特别

小心。使用阻燃溶剂，禁止使用汽油清洗零部件。与燃油相

关的零部件应远离烟头、火花和明火。

不恰当的保养或没有解决故障就操作汽油机可能会

造成严重人员伤害甚至死亡。

严格按照本说明书中的检查、保养事项和保养日程

要求来进行。

不遵守保养说明和警示的要求，可能导致人员严重

受伤甚至死亡。

严格遵守本说明书中的步骤和安全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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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养日程表
定期保养周期(3)

月数或运行小时数，
以先到者执行

项目

每次
使用

第一个
月或
10小时

每3个
月或
25小时

每6个
月或
50小时

每年
或100
小时

每2年
或300
小时

参考
页码

机  油
油位检查 ○

更换 ○ ○(3)

空滤器
检查 ○

清洁 ○(1)

火花塞
检查-调整 ○

更换 ○

正时皮带 检查 每300小时后(2)(4) 维修手册

消声器滤网 清洁 ○

散热片 检查 ○
螺母、螺栓    
检查/紧固件     

(必要时紧固
)

○

离合器片 检查 ○(2) 维修手册

怠  速 检查-调整 ○(2) 维修手册

气门间隙 检查-调整 ○(2) 维修手册

燃烧室 清洁 每300小时后(2) 维修手册

燃油过滤器 清洁 ○

燃油箱 清洁 ○

燃油管 检查 每2年(必要时，更换)(2) 维修手册

机油管 检查 每2年(必要时，更换)(2) 维修手册

○：保养事项

(1)多尘地区，保养更勤。

(2)这些项目应交给服务店处理，除非您有必要的工具和技能。参考

维修手册中的保养步骤。

(3)作为商业用途时，请记录好运行时间，以确定适当的保养时间间

隔。

(4)检查皮带是否有裂纹、异常磨损等情况。异常时，更换。

未按照保养日程表进行保养，保修申请不能被受理。

加燃油

推荐燃油

本机推荐使用89号及以上的汽油。

汽油机处于停机状态，在通风良好的区域加燃油。让刚运转过

的汽油机先冷却至环境温度。禁止在汽油油气可能接触到明火

或火花的室内加油。

您可使用含有体积含量在10%以下的乙醇(E10)或5%的甲醇的无

铅汽油。另外，甲醇中含有注溶剂和防腐剂。使用的燃油，如

果乙醇或甲醇含量超过以上值，将会导致起动和或性能故障。

还可导致燃油系统的金属件、橡胶件和塑料件的损坏。

如果使用了含有超过以上所示的百分比含量的乙醇或甲醇燃

油，所导致的汽油机损坏或性能故障是不能保修的。

燃油会损坏油漆和塑料类零件。加油时不能出现燃油飞溅。飞

溅燃油造成的损坏不能保修。

禁止使用陈旧燃油或机油/汽油混和油。避免灰尘或水进入燃

油箱内。

1. 目视查看透明燃油箱，检查燃油油位。

2. 如果油位过低，在通风良好的区域，汽油机停机状态下加

油。刚运转过的汽油机需冷至环境温度后再加油。

 如图所示，油箱盖朝上，将汽油机放置在地面。卸下油箱

盖，添加燃油至加油口颈下端。

 请勿加油过满，避免燃油飞溅，加油口处应无燃油。

3. 盖上燃油箱盖，拧紧。

 燃油远离工作灯、烤炉、电器设备、电动工具等。

 飞溅燃油有火灾隐患，还会污染环境。立即擦净飞溅燃油。

汽油易燃易爆，加油时可能被灼伤或严重受伤。

●停机并远离热源、火花和明火。

●禁止室内处理燃油。

●立即擦净飞溅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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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油
机油是影响性能和使用寿命的重要因素。要使用四冲程车用润

滑油。

推荐机油

使用API等级SE或更高等级的四冲程车用润滑油。在容器上有

API等级标识，确认有SE 或更高等级的字母。

通常使用SAE 10W-30机油。推荐使用Honda专用汽油机机油

（SJ 10W-30）。环境平均温度在上图所示的范围内，可使用

表中相应粘度的机油。

油位检查

水平放置汽油机，停机状态检查机油油位。

1. 卸下机油尺，擦净。

2. 如下图所示，将机油尺插入加油口，不拧旋，再取出机油

尺，检查油位。

3. 如果油位低于或接近机油尺下限标志，加入推荐机油至加油

口。为避免多加或少加，照下图所示，确认汽油机处于水平

状态后再加油。

4. 装回机油尺，拧紧。

运转机油油位低的汽油机会导致汽油机的损坏。此类损坏不能

保修。

机油更换

暖机时放油。暖机放油快而彻底。

1. 确认燃油箱盖处于拧紧状态。

2. 在汽油机旁放置一适当容器接装废机油。

3. 卸下机油尺，将汽油机朝机油加油口方倾斜，把机油排放进

容器里。

 处理完废机油后，用肥皂和水将手洗净。

请采用对环境有利的方式来处理废机油。我们建议您将废机油

装入一密闭容器内，送至当地的回收中心或服务站进行回收。

请勿将其倒入垃圾中、倒于地面或倒进排水沟。

4. 水平放置汽油机，添加推荐机油至加油口底部边缘。

 慢慢加油至加油口底部边缘(如图所示)。

机油量：0.1L

运转机油油位低的汽油机会导致汽油机的损坏。此类损坏不能

保修。

5. 装回机油尺，拧紧。擦净飞溅机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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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滤器

脏的空滤芯会阻碍空气进入化油器，降低汽油机性能。如果您在

多尘区域使用汽油机，对空滤器的保养应比保养日程表(见P.6)

中规定的保养频度要求更勤。

运行没有装空滤芯或空滤芯破损的汽油机，灰尘会进入汽油

机，从而导致汽油机的快速磨损。此类损坏不能保修。

检查

1. 压住空滤器盖顶部的上锁片，取下空滤器盖。检查空滤芯是

否干净、完好。

2. 如果空滤芯完好但脏，则清洁。如果空滤芯破损，更换。

3. 安装好空滤芯、空滤器盖，并确认装到位。

清洁

1. 用温热的肥皂水清洗空滤芯，漂净、干透。或用阻燃溶剂清

洗并干透。

2. 将空滤芯浸泡在干净机油中，挤掉多余机油。如果空滤芯中

留有过多机油，汽油机起动时会冒烟。

3. 用湿毛巾去掉空滤器座和空滤器盖上的灰尘。注意避免灰尘

进入化油器。

4. 安装好空滤芯、空滤器盖，并确认装到位。

火花塞

推荐火花塞：CMR5H(NGK)

推荐的火花塞能使汽油机的工作温度处在正常的温度范围。

热值不当的火花塞会导致汽油机的损坏。

保养火花塞前，应让刚运转过的汽油机冷却至环境温度。

为了保持火花塞的良好状态，必需保证清洁和正确的间隙。

1. 卸下顶盖

 用内六角扳手卸下内六角螺栓，取下顶盖。

2. 拔掉火花塞帽，除去火花塞周围的灰尘。

3. 用火花塞套筒扳手，卸下火花塞。

4. 检查火花塞。如果损坏或极脏，或者密封垫圈不良、电极损坏

等情况，更换。

5. 用塞尺测量火花塞间隙。必要时，可通过弯曲侧电极调整间

隙。

标准间隙值：0.6～0.7mm

6. 用手小心安装火花塞，避免 损坏螺纹。

7. 火花塞安装到位后，用火花塞套筒扳

 手压紧密封垫圈。

新火花塞：压至垫圈后再紧固1/2圈。

旧火花塞：压至垫圈后再紧固1/8-1/4圈。

火花塞未拧紧会导致过热而损坏汽油机。

火花塞拧得过紧会导致缸头螺纹的损坏。

8. 装回火花塞帽。

9. 装上顶盖、内六角螺栓并紧固。

内六角螺栓顶盖

火花塞帽

火花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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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热片

检查

1. 检查汽油机的散热片，必要时，清除杂物。

2. 为了更好地接触到散热片，需卸下顶盖（见P.8）。

燃油过滤器和燃油箱

检查和清洁

1. 确认机油尺处于拧紧状态。

2. 卸下燃油箱盖，汽油机朝加油口方向倾斜，将燃油倒入专用

的燃油盛具内。

3. 用适当工具钩住燃油过滤器的黑油管，从加油口处钩出。

4. 检查燃油过滤器。如果脏污，用阻燃或高燃点的溶剂清洗。

如果过滤器太脏，更换。

5. 用阻燃或高燃点溶剂，将燃油箱内的水、污物冲洗掉。

6. 将燃油过滤器装回燃油箱，拧紧燃油箱盖。

提示与建议

储存

储存前的准备工作

做好储存前的准备工作有利于确保汽油机无故障以及良好的外

观。下面步骤是关于防尘和防锈的内容。做好防尘和防锈，可

避免汽油机的功能下降，保持良好的外观，便于下次再用时能

很好的起动。 

清洁

如果汽油机刚运转过，应至少等半小时以上，待其冷却至环境

温度后再进行清洁。做好外表面的清洁，修补好油漆，在可能

生锈的地方涂上薄薄的机油。

使用橡胶软管或高压水管清洁，会将水压入空滤器或通过消声

器口进入消声器。水进入空滤器，会浸湿空滤芯。水会通过空

滤芯、消声器进入气缸，导致汽油机的损坏。

燃油

储存过程中，汽油会氧化变质。变质的汽油会造成起动困难，

并产生胶质物堵塞燃油系统。如果您的汽油机中的汽油在储存

过程中变质了，要将化油器和燃油系统的其它零部件进行保养

或更换。

存放在燃油箱和化油器中的汽油而使汽油机不产生故障，其存

放时间的长短，受很多因素影响。如汽油添加剂，储存温度，

燃油箱装油状态(半箱还是满箱)等。燃油箱(半箱油)中的空气

会加速汽油的变质速度，温暖的储存温度也会加剧汽油的变质

速度。燃油箱中的汽油不超过30天就会变质，如果燃油是陈

油，则保存的期限会更短。

因用户没有做好储存准备工作而导致的燃油系统损坏或汽油机

的性能故障，是不能进行保修的。

散热片（顶盖里面）

汽油易燃易爆，加油时可能被灼伤或严重受伤。

●停机并远离热源、火花和明火。

●禁止室内处理燃油。

●立即擦净飞溅燃油。

机油尺

燃油箱盖

燃油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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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净燃油

1. 确认机油尺处于拧紧状态。

2. 卸下燃油箱盖，汽油机朝加油口方向倾斜，将燃油倒入专用

的燃油盛具内。

3. 挤压注油泵数次，直至回油管里没有燃油。

4. 朝燃油加油口方向倾斜汽油机，再次放油。

5. 放完燃油后，装上燃油箱盖并拧紧。

机油

1. 更换机油(见P.7)。

2. 取下顶盖(见P.8)。

3. 卸下火花塞(见P.8)。

4. 朝气缸里加入若干滴干净机油。

5. 临时盖上顶盖。

6. 拉动反冲起动器手柄数次，使气缸里的机油均布。

7. 取下顶盖，装上火花塞(见P.8)。

8. 装上顶盖(见P.8)。

9. 轻拉反冲起动器手柄至有阻力感。

汽油易燃易爆，加油时可能被灼伤或严重受伤。

●停机并远离热源、火花和明火。

●禁止室内处理燃油。

●立即擦净飞溅燃油。

燃油箱盖

机油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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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警示

如果储存的汽油机的燃油箱和化油器里有汽油，降低汽油油气

被点燃造成的危害非常重要。储存地应通风，远离能产生明火

的设备(如炉子、热水器或干衣机)，以及能产生火花的设备(

如电动机或其它电动设备)。

尽可能避免在潮湿地储存，因为潮湿会加速生锈和腐蚀的速

度。

汽油机储存时应水平放置。倾斜会导致燃油或机油的泄漏。

待汽油机和排气系统冷却至环境温度后，罩上罩子防尘。高温

的汽油机和排气系统能点燃或熔化相应物质。不能用塑料薄膜

防尘。不透气的罩子会使湿气在汽油机四周聚集而加速锈蚀和

腐蚀。

储存后使用提示

按照操作前检查章节内容（见P.3）对汽油机进行检查。

如果储存前把汽油排净了，需添加新鲜汽油。如果使用盛装容

器中的汽油添加，需确认汽油是否新鲜。变质氧化的汽油会导

致起动困难。

储存前，如果汽缸涂过一层防护油，则汽油机起动时可能会冒

烟，这是正常现象。

搬运

如果汽油机刚运转过，应待其冷却至少15分钟后使其冷却至环

境温度，再装载上运输车辆。汽油机和排气系统温度过高会灼

伤您，也可引起易燃物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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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异常问题

汽油机不能起动

可能原因 对策

1、检查操控装
置位置

阻风门打开
冷机时需关闭阻风门(
见P.4)

汽油机开关(设备上)
未开

汽油机开关置于开位置

2、燃油检查

燃油用尽 添加燃油(见P.6)

燃油变质；储存时汽
油机未排净燃油；加
的劣质燃油

排净燃油(P.10)后加新
鲜燃油(P.6)

3、拆卸检查火
花塞

火花塞故障；脏污；
间隙值不当

调整间隙或更换火花塞
(P.8)

燃油浸湿火花塞(汽
油机淹死)

干燥火花塞，安装上
火花塞并起动汽油机
(P.4)

4、汽油机送至
服务店或参见
维修手册

燃油滤清器堵塞，化
油器故障，点火线圈
故障，气门粘滞等

必要时，修理或更换故
障件

汽油机功率不足

可能原因 对策

1、检查空滤芯 空滤芯堵塞
清 洁 或 更 换 空 滤 芯
(P.8)

2、检查燃油
燃油变质；储存时汽
油机未排净燃油；加
的劣质燃油

排净燃油(P.10)后加新
鲜燃油(P.6)

3、汽油机送至
服务店或参见
维修手册

燃油滤清器堵塞，化
油器故障，点火线圈
故障，气门粘滞等

必要时，修理或更换故
障件

技术信息

序列号位置

请在下面的空白处填上汽油机序列号、派生和购买日期。订购

零件以及在技术咨询或保修咨询时，需要提供这些信息。

汽油机序列号：                                                               

派生：                                                                                

购买日期：                                                                       

派生

汽油机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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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控制连接

节气门手柄是通过拉索连接的。

拆下空滤器盖(见P.8)才能进行节气门手柄和拉索的连接工作。

如果所示连接节气门拉索。

按照搭载本汽油机的设备所提供的使用说明书进行节气门拉索

的调解。

高海拔地区化油器的调整

在高海拔地区，标准的化油器混合比会过浓，汽油机性能会下

降，增加油耗。过浓的混合气还会弄污火花塞，从而造成汽油

机的起动困难。当汽油机在不同的海拔高度工作时，使用时间

越长，废气排放越高。

通过对化油器的调整，高海拔地区汽油机的使用性能可能得到

改善。如果长期在海拔超过1500米的地区使用汽油机，需要将

汽油机送到服务店进行处理。当调整化油器后，在高海拔地区

工作的汽油机能在使用寿命中满足各个排放标准。

化油器即使调整过，汽油机的功率也会有所下降。海拔每升高

300米，功率下降约3.5%。而化油器未做调整，功率会降得更

多。

为适应高海拔而调整了化油器的汽油机，由于空气燃油混合比

过稀，不能用于低海拔地区(低于1500米)，否则会导致汽油机

过热而产生严重损坏。因此，要重新在低海拔地区使用前，要

到服务店调回至出厂设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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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汽油机用途 通用型

产品型号 GQ35

长×宽×高(mm) 205×235×250

净重(kg) 3.7

汽油机型式 单缸、四冲程、强制空气冷却

排量(mL) 35.8

缸径×行程(mm) 39×30

标定功率及转速
［kW-(r/min)］

IOB0.83-7000

最大扭矩及转速
［(N·m)/(r/min)］

1.32/5000

机油容量(L) 0.1

冷却方式 强制空气冷却

点火装置 晶体管磁体式点火

PTO轴旋向 逆时针(面向输出轴)

注：类型不同的汽油机技术数据可能不同，并且可能会随时改

变，不另行通知。

调整规格

项目 规格 保养

火花塞间隙 0.6～0.7 mm 参考第8页

怠速 ≤3100 r/min

由服务店完成
气门间隙(冷态)

进气：0.08±0.02mm
排气：0.11±0.02mm

其它参数 无需其它调整

(1)火花塞

(2)点火控制装置（ICM）

(3)汽油机开关（在设备上）

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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