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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感谢您购买优兰特 GF164GP - 400mm 正压式排烟机(PPV),此款汽油驱动排烟机为业内同类

产品 中性价比最优的 PPV 排烟机。 

 

30 多年来，优兰特旗下的安全通风设备无论在的工业、传统消防、水上消防等行业都处于

行业的最 尖端。我们的每一款产品，每一个部件一无论是喷嘴，正压排烟机，排烟机或是

配件等都代表了 行业内最前沿的工艺。我们对旗下每款产品都有极高的标准，在质量、性

能及可靠性上更是精益求精。 

 

您可以在我们的中文网站 www.euramco.cn 查阅我们的产品,同时亦可发现我们的产品在业

界是如此的 与众不同！ 

 

再次感谢您选购我们的 GF164GP。希望配备优兰特“力弓”专利技术的产品能在您今后的使

用过程中 提供更好的服务。 

 

2. 技术参数及产品特点： 

 

• 同类产品中适用范围最广的 PPV 排烟机 

• 高性价比，可达到最佳通风效果 

• 25mm 涂层钢框架 

• 五档位快速角度调校器，操作便捷 

• 专为拖车或卡车等而作的防滑设计 

• 结构紧凑，设计轻巧，方便抬举，易于存放 

 

3. 正压式 PPV 排烟机应用： 

 

正压式排烟机的原理：消防队员通过向室内增压将有害、有毒或污染等混合气体排出建筑

物，从而 使消防员在危险系数较低的环境下完成救援或检修操作。 

 

正压式排烟机的使用方法：需要通风的建筑物至少需要一个入口和一个出口，通过压力差

引导建筑 物内气流方向，从而清除内部有害烟雾。优兰特正压式排烟机可选配优兰特力弓

专利技术 ,风量更为集中，能将气流强有力的聚拢直射入建筑物入口处。若无此技术，气

流由于无法高度聚 拢而在传输的过程中不断扩散，无法以最快的速度提高入口的压力，需

要消耗较长的时间清除建筑 物内的有害气体。 

 

为了运行时能达到足够的气流，可向建筑物内持续输入最大压力，优兰特系列正压式排烟

机的 最佳放置距离取决于建筑物入口的大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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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全措施 

 

• 带护目镜 

• 带耳罩 

• 确认风机已处于稳定状态 

• 排烟机加油时，请勿溢出 

• 燃油不可溢出 

• 不要在排烟机附近吸烟或放置其他易燃物品 

• 排烟机远离如碎纸片等体积小重量轻的物品 

• 严禁直接站立于排烟机前 

• 排烟机工作时，尽量保证其立于水平地面 

• 马达运转之前，检查汽油及机油有否泄露 

• 当排烟机运转时出现非正常噪音时，立即关闭 

• 当排烟机未使用时，将手柄折叠并调正风向 

• 避免使用甲醇或乙醇含量较高的燃料 

 

5. 使用前的准备工作 

 

1) 如需使用雾化系统，连接水源之前，尤其是消防栓等，需要打开消防栓，将消防栓内

不净的水排干，才 可使用雾化系统，否则会对设备造成毁灭性的损害。 

2) 检查风向是否可以在 0-25°之间无碍调节，风向固定后，是否不可晃动。 

3) 检查雾化喷头内部是否有堵塞物，若有则需通过大量清水冲洗，或使用高压气枪清

理。  

注意： 若操作环境温度接近零度或在零度以下，请将雾化喷头置于温暖干燥的环境使其干

燥后使用，以防止结冰或霜冻。 

http://www.euramco.cn/


 

 

优兰特中国 

地址：浙江省宁波镇海区蛟川街道河周路 128 号，电话：0574-87979330  网址：www.euramco.cn 

 

4) 将排烟机放置于水平地面。 

5) 确认风门处于关闭状态。 

6) 燃油开关关闭 

7) 将油门调至最低位置 

8) 将发动机开关关闭 

9) 如 Honda 发动机操作手册所述发动机曲轴箱中注入机油。尤其注意避免机油溢出至发

动机顶端。 

10) 将 93#汽油加入到燃料箱。避免使用甲醇或乙醇含量过高的燃料。若使用此类燃料，

需加入助溶剂及缓蚀剂。 

 

6. 操作 

6.1 操控按键 

 

GF164GP 正压式排烟机各控制按键位置见图【1】 

操作时站于风扇的后面，控制按键分布于发动机的左右两侧，左侧有：油门、风门、燃油

开关，手拉启 动绳，右侧有：电子计时器及发动机开关。引擎的下方是 ONE-Step
TM
脚踏

式风向调节器，上方有一个辅助风向调节手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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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GF164GP 正压式排烟机及其特性 

 

 

1-油箱 

加 93#汽油，加满油后可连续工作约 108 分钟 

2-散热器/消音器 

散热、消音 

3-空气过滤器 

提高空气质量，过滤灰尘 

4-油门 

请参考图示，右方乌龟表示低速运转，左方兔子表示高速运转 

5-风门 

风门通过关闭汽化器的空气阀从而提供充分的混合气体 

6-手拉启动绳 

通过拖拽手拉启动绳启动设备 

7-HONDA GP 发动机 

请参照附带本田发动机操作手册及说明书 

8-风向调节器 

左右两侧风向调节器可将风向调节至所需位置 

9-宽幅稳定脚 

宽幅橡胶稳定脚降低振幅，保证设备稳定性，适用于各种路面，延长产為使用 寿命 

10-风机护罩 

坚固的铁制保护外罩与发动机相连，保证设备的稳定性，坚固不易受损 

11-备用宽幅稳定脚 

鉴于橡胶稳定脚易于磨损，提供 2 只以备更换.关于更换方法或需重新购买, 请联系优兰特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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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操作步骤 

6.2.1 启动 

 

1) 在操作前完整阅读风机的操作手册 

2) 穿上护目镜和耳罩 

3) 确认上述准备工作是否完成 

4) 拉起弹簧销，将全幅可折叠手柄上翻直至锁住，通过手柄更便于推移设备 

5) 将 GF164GP 置于水平表面 

6) 将 GF164GP 置于合适的位置，GF164GP 离标的建筑建入口的最佳放置距离应为在 2-5

米 

7) 将 GF164GP 正对建筑物入口，按下左右两侧的风向调节器以调节风向 

8) 若设备冷启动则将风门关闭，若设备热启动则将风门打开 

9) 将发动机油门设置为怠速/低速 

10) 拖拽手拉启动绳几次直至设备启动 

注意：若第一次启动发动机，在发动机成功点火之前燃油泵输需要 15 到 20 秒的时间将充

足的汽油送 到化油器进行点火。 

11) 设备运行 4-5 秒后将风门打开 

12) 通过加大或减少油门来调节至所需风量 

 

6.2.2 关闭 

 

1) 将油门调至怠速 

2) 关闭发动机 

3) 风门关闭 

注意：供水管不再供水后，请风机继续运转 1 分钟左右，加速其干燥 

 

7. 保养维护 

 

• 做产器维修保养时，遵照我方及使用方提供的所有安全防护措施操作。 

• 未带护手套不可操作 

• 愛动机配备计时器，用该计时器来确定维修保养的频率 

• 至少每 6 个月检查一次设备零配件是否需要加固。若出现松动，立即将其紧固。 

• 每次使用前检查叶轮叶片有否破损锈蚀。绝对不可在叶轮破损的情况下使用。绝对不

可使用非优兰特提 供的叶片，所有类似叶片等零配件请与优兰特联系。 

• 每 3 个月让发动机至少运转 2 小时，以确保燃料未失效。 

• 参考 Honda GC 系列操作手册了解发动机维修保养方法及指引。 

 

8. 存放 

 

• 若 GF164GP 要存储较长的时间(如 3-6 个月)，在燃料箱中添加燃料稳定剂并运转电至

少 15 分钟，將发动机汽化器中的稳定剂取代汽油。 

• 风扇外部用塑料罩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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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时将辅助电源插头盖上外罩 

• 风机需直立存储，不可倾科或翻转 

 

9. 故障检修 

 

• 发动机打开却无法启动 

-油箱无燃料 

-燃油阀未打开 

-油门未设定 

 

• 发动机无法运转 

-发动机开关未打开 

-火花塞受损，需更换 

-化油器受潮, 氧气浓度不足 

-发动机受潮 

 

• 风机无法向下倾斜 

-风机已下倾至极限，将风向往上调试 

 

• 风机无法向上倾斜 

-风机已上倾至极限，将风向往下调试 

 

10. 零配件购买指南 

 

 

11. 其他文件资料 

11.1 优兰特力弓专利技术 

 

PPV 新时代的到来：优兰特力弓专利技术问世！配有力弓专利技术排烟机会让您对 PPV 拥

有全新的认识！一直以来，优兰特排烟机一直秉承优良的工 艺及品质，经过无数次的测试

和使用，从未让 客户失望，逐渐为客户所信赖，在业界拥有良 好的口碑。但是，我们并

未因此而止步，在不断的努力和实验下，我们带来了最新科技：优兰特力弓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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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力弓专利技术的优兰特排烟机可在远离标的建筑物 2-10 米的位置上作业！ 

 

 当您执行排烟救援任务时或被救人员逃生时，无需更多的风机 

 风机不会因为现场过多的线缆或其他杂物而被绊倒 

 风机位置的调整范围扩大，以达到最优的效果 

 降低噪音从而不影响现场沟通 

 没有任何一家生产厂商可达到我们第三方检验风量及放置距离 

 

配备最先进技术——力弓专利的风机，通过叶片及定子的相互作用，将分散的气流呈锥状

聚拢集中，射程可达到普通 PPV 排烟机的 3.5 倍！您可以在更远的位置上以同样的风量为

标的建筑物通风换气。 

 

11.2 最佳放置距离 

 

优兰特系列涡轮排烟机的上市是个让大家了解一些的国际上顶尖的通风技术的良机，而这

些正是消防队员关心的。行业内的众多生产厂家所谈论的技术经常是以自己的市场营销手

段为导向，而非实际的站在消防队每日的职责范围及所配置器材的角度。 

 

最佳放置距离是指从建筑物入口点到放置通风设备的最佳直线距离。战斗在救援第一线的

消防员可能会说，这种技术受限于现场条件而非生产通风设备的厂家。但是有一些常识我

们需要知道：在既定的设计中，任何 风机如果放置在非常远的地方的确可以达到巨大的风

量，这个是可以测定的，且这个数值这对于宣传产品非常有效，但是当你将风机放置于现

实条件下(接近入口点的位置)，由于大多数国家对建筑物入口尺寸的标准限制，绝大多数

风机工作起来的风量是相似的。为了能使大家对风机有正确的选择和理解，我们根据几种 

不同尺寸的入口大小来区分产品及风量。 

 

每个建筑物都有所不同的，每个火因也是变幻莫测，每一件救援设备必须准备应对各种突

发状况。这就是我们谈 论“放置距离”的原因。放置距离是一个简单概括的可接受的长度，

它为各种建筑的通风救援提供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 

 

当建筑物的入口的尺寸较大时，风机可以放置的远些，可达到 4 米或更远的距离。 

当建筑物的入口较小，并连接楼梯或楼梯回转的情况下，放置距离就会受限，一般是 3 米

甚至更少。 

关键是，救援时所直面的状况各有不同且灾情瞬息万变，我们无法面面俱到提前做好所有

准备。 

 

当消防大队选择消防设备时，应该已经知道本区域内所需救援的建筑物的基本情况。选择

通风设备的大小和性 能时应基于以下标准： 

 

在所管辖的区域的平均高度是多少？ 

例如，在小的住宅区或者商业区和一些较大的工业建筑中，若干个小型风机相较单个大型

风机来说是一个更现实 的选择，因为大型风机将会占用很大片很宝贵的救援的机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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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较小的风机共同使用，可以产生令人印象深刻的巨大气流，并且其紧凑的体积并不会

过多占用消防装置内的空间。 

. 

消防车内空间的大小？ 

节省空间，减少重量，日益成为关注的旅当决定哪些设备选择。此外,预算的削减可能会迫

使消防队使用他们当 前的仪器，更有效率。这意味着，包装尽可能多的设备到你现有的卡

车。为此,设备必须是轻量级和紧凑的空间， 同时还提供所需的性能就能完成工作。 

 

您希望您所使用的通风设备达到什么样的功能？ 

虽然有一些既定因素会影响风机的通风性能，但是在现实救援中，为了更好应对灾情，真

正重要的是选择能够将性能及风量达到最理想状态机理论测试数据最匹配的设备。 

 

- 可靠性：在不断的放置在火灾现场作业的过程中，该风机使用寿命是否达到 3 年或更

多？ 

- 耐久性：当一批又一批的消防队员将风机从消防车后排取下，该风机的质量是否过硬

足以完成接下来 艰巨的任务？ 

- 性能：在您的管辖区域所需通风的建筑群中，那一款通风设备能提供最卓越的性能？ 

 

11.3 共享作战区域： 

 

每一次火灾救援现场必须为所有的消防车辆，消防员，及其他灭火设备 保留一定的作战区

域。消防车辆的停靠位置及各种消防救援设备的摆放 位置将影响整个火灾现场的灭火速度

和救援质量。因此，必须确保一线 消防员有足够的作战空间，稳定的供水系统及配有完整

灭火救援器材的 一线作战基地。 

 

我们将以上集合车辆、人员、设备于一体的操作区域称为“共享作战区域”，当接到出警任

务时，调度员应及时根据报警火情迅速调度出警车辆，出 警人员及相对应的灭火救援设

备。 

优兰特深知“共享作战区域”对灭火救援的重要性，因此，我们的每一 款产品都无一例外的

尽可能给一线消防战士提供足够的共享作战区域。 

 

由于建筑类火灾的起火点不同，建筑类型不同，救援任务不同，因此灭火救援出入口的位

置总是千变万化。 但就总体而言，灭火作战人员必须战略性地在着火建筑的救援入口周边

停靠并摆放所有消防车辆，供水水带 及其他灭火救援设备，并展开灭火救援任务。 

 

消防车辆作为第一反应部队首先到达火灾现场。在到达火灾现场之后迅速占据有利灭火位

置。但是- -如果 在稍后的灭火战斗中需要其他设备加入，但由于共享作战区的位置太小

而可能导致其他灭火设备无从摆放， 因而耽误最佳灭火救援时间。作为在一线战斗的消防

战士，你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当面临生死关头，你 难道不希望你们的采购人员能更加

设身处地的为一线消防战士着想并以你们的立场采购装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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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当高层建筑火灾发生时，在救援出入

口周边仅有小于 500 平方米的有效共享作战区域来

停靠消防 车辆，摆放灭火设备，设置作战人员的

灭火救援通道。 

 

- 如何铺设水管？外攻水枪的进攻位置？ 

 

- 在哪儿放置主要水炮？在哪里放置指挥车？在哪

儿放置救援车？ 

 

- 有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让战士们快速便捷地穿上

配套呼吸装置并展开内攻？ 

 

- 要把消防车停靠在哪里从而最大限度的消除对火

场排烟通风的影响？ 

 

在进行装备采购时，必须系统地，有针对性地考虑

以上问题。消防预案的编写及采购细则的制定必须

基于实 际的战斗经验，并且要确保采购的装备亦

能有效地应对今后能发生的突发情况。 

 

 

 

 

 

 

 

11.4 保修政策及产品保修单 

 

详见包装箱内信封 

 

11.5 本田引擎操作手册 

 

详见包装箱内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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