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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LITION HAMMER D25960, D25961

Congratulations!
You have chosen a DEWALT power tool. Years of experience, thorough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make DEWALT one of the most reliable partners for professional power tool users.

Technical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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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s: Safety Guidelines 
The definitions below describe the level of severity 
for each signal word. Please read the manual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se symbols.

 

  DANGER: Indicates an imminently 
hazardous situation which, if not avoided, 
will result in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WARNING: Indicates a potentially 
hazardous situation which, if not 
avoided, could result in death or 
serious injury.

 

  CAUTION: Indicates a potentially 
hazardous situation which, if not 
avoided, may result in minor or 
moderate injury.

   NOTICE: Indicates a practice not 
related to personal injury which, if 
not avoided, may result in property 
damage. 

 

 Denotes risk of electric shock.

 

 Denotes risk of fire.

    
  WARNING: To reduce the risk of injury, 
read the instruction manual.

General Power Tool Safety Warnings
   WARNING! Read all safety warnings 
and instructions Failure to follow the 
warnings and instructions may result in 
electric shock, fire and/or serious injury.

SAVE ALL WARNINGS AND INSTRUCTIONS  
FOR FUTURE REFERENCE

The term “power tool” in the warnings refers 
to your mains-operated (corded) power tool or 
battery-operated (cordless) power tool.

1) WORK AREA SAFETY
a) Keep work area clean and well lit. 

Cluttered or dark areas invite accidents.
b) Do not operate power tools in explosive 

atmospheres, such as in the presence of 
flammable liquids, gases or dust. Power 
tools create sparks which may ignite the dust 
or fumes.

c) Keep children and bystanders away while 
operating a power tool. Distractions can 
cause you to lose control.

2) ELECTRICAL SAFETY
a) Power tool plugs must match the outlet. 

Never modify the plug in any way. Do 
not use any adapter plugs with earthed 
(grounded) power tools. Unmodified plugs 
and matching outlets will reduce risk of 
electric shock.

b) Avoid body contact with earthed or 
grounded surfaces such as pipes, 
radiators, ranges and refrigerators. There 
is an increased risk of electric shock if your 
body is earthed or grounded.

c) Do not expose power tools to rain or wet 
conditions. Water entering a power tool will 
increase the risk of electric shock.

d) Do not abuse the cord. Never use the 
cord for carrying, pulling or unplu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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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tool. Keep cord away from 
heat, oil, sharp edges or moving parts. 
Damaged or entangled cords increase the 
risk of electric shock. 

e) When operating a power tool outdoors, 
use an extension cord suitable for outdoor 
use. Use of a cord suitable for outdoor use 
reduces the risk of electric shock. 

f) If operating a power tool in a damp 
location is unavoidable, use a residual 
current device (RCD) protected supply. 
Use of an RCD reduces the risk of electric 
shock.

3) PERSONAL SAFETY
a) Stay alert, watch what you are doing and 

use common sense when operating a 
power tool. Do not use a power tool while 
you are tired or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rugs, alcohol or medication. A moment of 
inattention while operating power tools may 
result in serious personal injury.

b) Us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Always wear eye protection. Protective 
equipment such as dust mask, non-skid 
safety shoes, hard hat, or hearing protection 
used for appropriate conditions will reduce 
personal injuries.

c) Prevent unintentional starting. Ensure 
the switch is in the off position before 
connecting to power source and/or 
battery pack, picking up or carrying the 
tool. Carrying power tools with your finger 
on the switch or energising power tools that 
have the switch on invites accidents.

d) Remove any adjusting key or wrench 
before turning the power tool on. A 
wrench or a key left attached to a rotating 
part of the power tool may result in personal 
injury.

e) Do not overreach. Keep proper 
footing and balance at all times. This 
enables better control of the power tool in 
unexpected situations.

f) Dress properly. Do not wear loose 
clothing or jewellery. Keep your hair, 
clothing and gloves away from moving 
parts. Loose clothes, jewellery or long hair 
can be caught in moving parts. 

g) If devices are provided for the connection 
of dust extraction and collection facilities, 
ensure these are connected and properly 
used. Use of dust collection can reduce 
dust-related hazards.

4) POWER TOOL USE AND CARE
a) Do not force the power tool. Use the 

correct power tool for your application. 
The correct power tool will do the job  

better and safer at the rate for which it  
was designed.

b) Do not use the power tool if the switch 
does not turn it on and off. Any power 
tool that cannot be controlled with the switch 
is dangerous and must be repaired.

c) Disconnect the plug from the power 
source and/or the battery pack from 
the power tool before making any 
adjustments, changing accessories, or 
storing power tools. Such preventive safety 
measures reduce the risk of starting the 
power tool accidentally.

d) Store idle power tools out of the reach 
of children and do not allow persons 
unfamiliar with the power tool or these 
instructions to operate the power tool. 
Power tools are dangerous in the hands of 
untrained users.

e) Maintain power tools. Check for 
misalignment or binding of moving parts, 
breakage of parts and any other condition 
that may affect the power tool’s operation. 
If damaged, have the power tool repaired 
before use. Many accidents are caused by 
poorly maintained power tools.

f) Keep cutting tools sharp and clean. 
Properly maintained cutting tools with sharp 
cutting edges are less likely to bind and are 
easier to control.

g) Use the power tool, accessories and 
tool bits etc., in accordance with these 
instruction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working conditions and the work to 
be performed. Use of the power tool for 
operations different from those intended 
could result in a hazardous situation.

5) SERVICE
a) Have your power tool serviced by a 

qualified repair person using only identical 
replacement parts. This will ensure that the 
safety of the power tool is maintained.

Additional Safety Instructions for 
Demolition Hammers
 • Wear ear protectors. Exposure to noise can 

cause hearing loss.

 • Use auxiliary handles supplied with the tool. 
Loss of control can cause personal injury. 

 • Hold power tools by insulated gripping 
surfaces when performing an operation 
where the cutting tool may contact hidden 
wiring or its own cord. Cutting accessory 
Contacting a “live” wire may make ex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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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 parts of the tool “live” and shock the 
operator. 

 • Be certain that the material being drilled does 
not conceal electric or gas service and that 
their locations have been verified with the utility 
companies.

 • Keep a firm grip on the tool at all times. Do not 
attempt to operate this tool without holding it 
with both hands. Operating this tool with one 
hand will result in loss of control. Breaking 
through or encountering hard materials such as 
re-bar may be hazardous as well. Tighten the 
side handle securely before use.

 • Ensure the chisel is secured in place before 
operating the tool.

 • In cold-weather conditions or when the tool 
has not been used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let the tool run with no load for several minutes 
before use.

 • When working above ground level ensure the 
area below is clear.

 • Do not touch the chisel or the parts close to the 
chisel immediately after operation, as they may 
be extremely hot and cause burns to the skin.

 • Always direct the power cable to the rear, away 
from the chisel.

 • Do not operate this tool for long periods of 
time. Vibration caused by hammer action may 
be harmful to your hands and arms. Use gloves 
to provide extra cushion and limit exposure by 
taking frequent rest periods.

Residual Risks
The following risks are inherent to the use of 
demolition hammers:

 – Injuries caused by touching the hot parts of the 
tool.

In spite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levant safety 
regulation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afety 
devices, certain residual risks cannot be avoided. 
These are:

 – Impairment of hearing.

 – Risk of squeezing fingers when changing the 
accessory.

 – Health hazards caused by breathing dust 
developed when working in concrete and/or 
masonry.

Markings on Tool
The following pictograms are shown on the tool:

  Read instruction manual 
before use.

DATE CODE POSITION (FIG. 1)

The Date Code (g), which also includes the year of 
manufacture, is printed into the housing.

Example: 
2011 XX XX

Year of Manufacture 

Package Contents
The package contains:

 1 Demolition hammer

 1 Side handle

 1 Pointed chisel

 1 Plastic case

 1 Instruction manual

 1 Exploded drawing

 • Check for damage to the tool, parts or 
accessories which may have occurred during 
transport.

 • Take the time to thoroughly read and 
understand this manual prior to operation.

Description (fig. 1)
 a. On/off switch

 b. Main handle

 c. Side handle clamping knob

 d. Tool retainer

 e. Tool holder

 f. Side handle

INTENDED USE

The D25960, D25961 heavy-duty demolition 
hammers are designed for heavy-duty demolition 
and breaking applications.

DO NOT use under wet conditions or in presence of 
flammable liquids or gases.

These heavy-duty demolition hammers are 
professional power tools. 

DO NOT let children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tool. Supervision is required when inexperienced 
operators use this t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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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e Vibration Control 
The active vibration control neutralises rebound 
vibration from the hammer mechanism. Lowering 
hand and arm vibration, it allows more comfortable 
use for longer periods of time and extends the life of 
the unit.

Electrical Safety
The electric motor has been designed for one 
voltage only. Always check that the power supply 
corresponds to the voltage on the rating plate.

  Your DEWALT tool is double ins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EN 60745; therefore no 
earth wire is required.

If the supply cord is damaged, it must be replaced 
by a specially prepared cord available through the 
DEWALT service organization.

Using an Extension Cable
If an extension cable is required, use an approved  
3–core extension cable suitable for the power 
input of this tool (see technical data).The minimum 
conductor size is 1.5 mm2; the maximum length is 
30 m.

When using a cable reel, always unwind the cable 
completely.

ASSEMBLY AND ADJUSTMENT
   WARNING: To reduce the risk of 

injury, turn unit off and disconnect 
machine from power source before 
installing and removing accessories, 
before adjusting or changing set-ups 
or when making repairs. Be sure the 
trigger switch is in the OFF position. An 
accidental start-up can cause injury.

   WARNING: Always wear gloves when 
changing accessories. The exposed 
metal parts on the tool and accessory 
may become extremly hot during 
operation.

Inserting and Removing 28/30 mm 
Hex Accessories (fig. 3, 4)
D25960

This machine uses chisels with a 28 mm hex shank.

D25961

This machine uses chisels with a 30 mm hex shank.

Only DEWALT recommended accessories should be 
used with this product.

 1. Clean the chisel shank (Fig. 3).

D25960 

TO FIT A CHISEL WITH GROOVE IN THE SHANK (FIG. 4A)

 1. Pull the tool retainer (d) to the unlock position.

 2. Hold the chisel in front of the tool holder with 
the groove (h) facing upwards.

 3. Insert the chisel shank into the tool holder (e).

 4. Push the retainer (d) backwards to lock the 
accessory in position.

 5. Pull on the chisel to check if it is properly 
locked.The hammering function requires 
the chisel to be able to move axially several 
centimetres when locked in the tool holder.

 6. To remove a chisel pull back the retainer (d) and 
pull the chisel out of the tool holder (e).

TO FIT A CHISEL WITH COLLAR ON THE SHANK (FIG. 4B)

 1. Pull the tool retainer (d) to the unlock position.

 2. Insert the chisel shank into the tool holder (e).

 3. Push the retainer (d) in line with the accessory 
shank to lock the accessory in position.

 4. Pull on the chisel to check if it is properly 
locked.The hammering function requires 
the chisel to be able to move axially several 
centimetres when locked in the tool holder.

 5. To remove a chisel pull back the retainer (d) and 
pull the chisel out of the tool holder (e).

D25961 

TO FIT A CHISEL WITH GROOVE IN THE SHANK (FIG. 4C)

 1. Pull the retainer bolt (i) and turn it by 180° to the 
unlock position.

 2. Hold the chisel in front of the tool holder with 
the groove (h) facing upwards.

 3. Insert the chisel shank into the tool holder (e).

 4. Pull the retainer bolt (i) and turn it by 180° back 
to the lock position.

 5. Pull on the chisel to check if it is properly 
locked. The hammering function requires 
the chisel to be able to move axially several 
centimetres when locked in the tool holder.

 6. To remove a chisel pull the retainer bolt (i) and 
turn it by 180° to the unlock position.

     

Adjusting the Side Handle (fig. 1)
The side handle (f) is assembled on the machine to 
suit both RH- and LH-users

   WARNING: Always operate the 
machine with the side handle properly 
mou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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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e aware of the location of pipework and 
wiring.

   •  Apply a pressure of approx. 20 - 30 kg 
to the tool. Excessive force does not 
speed up chiselling but decreases tool 
performance and may shorten tool life.

Proper Hand Position (fig. 2)
   WARNING: To reduce the risk of 

serious personal injury, ALWAYS use 
proper hand position as shown. 

   WARNING: To reduce the risk of 
serious personal injury, ALWAYS hold 
securely in anticipation of a sudden 
reaction. 

IMPORTANT: The tool must be held with two hands 
at all times when in use.

Horizontal applications (�g. 2A):

Proper hand position requires one hand on the side 
handle (f) and the other hand on the main handle (b). 

Vertical applications (�g. 2B):

Proper hand position requires both hands on the 
main handle (b).

Switching On and Off (fig. 1)
Switching on: set the on/off switch (a) to position 1.

Switching off: set the on/off switch (a) to position 0.

Demolition, Chasing and Channelling 
(fig. 1, 2)
 1. Select the appropriate chisel, and clean its 

shank.

 2. Insert the chisel and check whether it is properly 
locked.

 3. Fit and adjust the side handle (f) and make sure 
it is firmly tightened.

 4. Hold the tool with two hands on the main 
handle (b) or one hand on the main handle (b) 
and one hand on the side handle (f). The tool 
must be held with two hands at all times when 
in use. Refer to Proper Hand Postion.

 5. Switch on tool to run in continuous operation.

 6. Always switch off the tool when work is finished 
and before unplugging.

Various types of chisels are available as an option.

Only DEWALT recommended accessories should be 
used with this product.

MAINTENANCE
Your DEWALT power tool has been designed to 
operate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with a minimum 
of maintenance. Continuous satisfactory operation 
depends upon proper tool care and regular cleaning

This machine is not user-serviceable. Take the tool 
to an authorised DEWALT repair agent periodically. 
If problems occur before this time contact an 
authorised DEWALT repair agent.

Accessory Maintenance (fig. 5,6)

   WARNING: These chisels can be 
reground only a limited number of 
times. If in doubt, contact your dealer for 
recommendations.

   WARNING: Ensure that the cutting 
edge does not show discolouration 
caused by too much pressure. This may 
impair the hardness of the accessory.

For the best results only use sharp chisel bits. 
Sharpening chisel bits frequently will guarantee 
long life of the chisel bits and the best performance 
results. 

GRINDING

Refer to figure 5 for the types of chisels to use with 
this tool.

Grind the chisels on grinding discs with continuos 
water flow. Refer to figure 6 for the appropriate 
angles of the following chisels:

  k. pointed chisel

  l. flat chisel

  m. wide scaling chisel

  n. clay spade

OPERATION

Instructions for Use
 WARNING: 

   •  Always observe the safety instructions 
and applicable regulations.

 1. Loosen the clamp knob (c) and rotate the side 
handle to the desired position.

 3. Lock the side handle in place by tightening the 
clamp kno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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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ning
   WARNING: Blow dirt and dust out of 

the main housing with dry air as often 
as dirt is seen collecting in and around 
the air vents. Wear eye protection when 
performing this procedure.

   WARNING: Never use solvents or 
other harsh chemicals for cleaning the 
non-metallic parts of the tool. These 
chemicals may weaken the materials 
used in these parts. Use a cloth 
dampened only with water and mild 
soap. Never let any liquid get inside the 
tool; never immerse any part of the tool 
into a liquid.

Optional Accessories
   WARNING: Since accessories, other 

than those offered by DEWALT, have 
not been tested with this product, use 
of such accessories with this tool could 
be hazardous. To reduce the risk of 
injury, only DEWALT recommended 
accessories should be used with this 
product.

Consult your dealer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appropriate accessories.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Separate collection. This product must 

not be disposed of with normal 
household waste.

Should you find one day that your DEWALT product 
needs replacement, or if it is of no further use to you, 
do not dispose of it with household waste. Make this 
product available for separate collection.

  Separate collection of used products 
and packaging allows materials to be 
recycled and used again. Re-use of 
recycled materials helps preven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reduces  
the demand for raw materials. 

Local regulations may provide for separate collection 
of electrical products from the household, at 
municipal waste sites or by the retailer when you 
purchase a new product. 

DEWALT provides a facility for the collection and 
recycling of DEWALT products once they have 
reached the end of their working life. To take 
advantage of this service please return your product 
to any authorised repair agent who will collect them 
on our behalf. 

You can check the location of your nearest 
authorised repair agent by contacting your local 
DEWALT office at the address indicated in this 
manual. Alternatively, a list of authorised DEWALT 
repair agents and full details of our after-sales 
service and contacts are available on the Internet at: 
www.2helpU.com. 

FORGING

For forging: 

Heat the chisel to 850–1050°C (light red–yellow).

To harden the chisel again: 

 • Heat the chisel to 900°C and quench it in oil. 

 • Then place the chisel into the oven for 1 hour at 
320°C (color is light blue).

Lubrication
Your power tool requires no additional lubr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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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
恭喜您选择了DEWALT工具。多年的经验和深入的产品开发创新使DEWALT成为专业电动工具使用者最可靠的合作伙伴

之一。

技术性数据

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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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5960
220
1
50

1600
1450
35

28 mm 六角

1
18.4

D25961
220
1
50

1600
1450
35

30 mm 六角

1
16.9

电压

型号

频率

输入功率

冲击率（每分钟）

冲击能量 (EPTA 05/2009)

镐头类型

凿子位置

重量

V

Hz
W

min-1

J

kg

定义：安全方针
高度关注每个信号词所定义的警示内容。请仔细阅读说

明书，并注意警示符号的出现

危险：表示存在紧迫的危险情况，如果不

加以避免，则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警告：表示存在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不

加以避免，则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注意：表示存在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不

加以避免，则可能导致轻微或中等伤害。

小心：表示不涉及人身伤害的做法，如果

不避免，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表示存在触电的危险。

表示存在火灾的危险。

警告：为降低受伤风险，敬请仔细阅读以

下描述。

一般电动工具安全警告

保存所有警告和说明书以备查阅。

在所有下列的警告中术语“电动工具”指市电驱动（有

线）电动工具或电池驱动（无线）电动工具。

1 ) 工作场地的安全

2 ) 电气安全

a）

b）

c）

a）

b）

c）

d）

e）

保持工作场地清洁和明亮。混乱和黑暗的场地

会引发事故。

不要在易爆环境，如有易燃液体、气体或粉尘

的环境下操作电动工具。电动工具产生的火花

会点燃粉尘或气体。

让儿童和旁观者离开后操作电动工具。注意力

不集中会使操作者失去对工具的控制。

电动工具插头必须与插座相配。绝不能以任何

方式改装插头。需接地的电动工具不能使用任

何转换插头。未经改装的插头和相配的插座将

减少电击危险。

避免人体接触接地表面，如管道、散热片和冰

箱。如果你身体接地会增加电击危险。

不得将电动工具暴露在雨中或潮湿环境中。水

进入电动工具将增加电击危险。

不得滥用电线。绝不能用电线搬运、拉动电动

工具或拔出其插头。使电线远离热、油、锐边或

运动部件。受损或缠绕的软线会增加电击危险。

当在户外使用电动工具时，使用适合户外使用

的外接软线。适合户外使用的软线将减少电击

危险。

警告 ! 阅读所有警告和所有说明。不遵照

以下警告和说明会导致电击、着火和 / 或

严重伤害。

简体中文

3 ) 人身安全

f）

a）

b）

c）

d）

e）

f）

g）

f）

g）

4 ) 电动工具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a）

b）

c）

d）

e）

5 ) 维修

a）

其他的安全说明
  戴好耳罩。暴露在噪声中会引起听力损伤。

  使用随工具提供的辅助手柄。操作失手会引起人身   

  伤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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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配件可能接触隐藏的电线时或其自身的电线

连接的地方作业时，请握住工具的绝缘表面。切

割配件接触带电电线可能使电动工具的金属部件

带电，因而导致操作人员触电。

确定被钻的材料为非隐藏电火煤气的服务设施，

同时其位置已经得到电力和煤气公司的确认。

自始至终紧握本工具。切勿尝试在未用双手握住

这一工具时对其进行操作。用一只手操作此工具

可能导致失控。突破或遭遇像钢筋这样的硬材料

时也同样可能具有危险性。使用前须将侧手柄紧

固。

在操作本工具前，确保该凿子已经被牢固地锁定

在位。

在寒冷天气，或者本工具已经在较长时间未使用

时，在使用本工具前，让它无负载运转数分钟。

在高于地面的水平作业时，确保下方的区域清

洁。

作业后切勿立即触摸凿子或凿子附近的部件，因

为它们可能非常烫，同时可能引起皮肤的灼伤。

自始至终将电源线指向其后部，远离凿子。

禁止长时间操作本工具。电镐的运动所引起的振

动可能会伤害您的手和胳膊。使用手套会提供额

外的缓冲，频繁的休息也能限制伤害。

●

●

●

●

●

●

●

●
●

其他危险
本电镐还具有下列固有危险:

   –  由触摸发热部件引起的伤害。

尽管采用了相关的安全规章，同时实施了安全装

置，某些其他危险仍然无法避免。这些危险是:

如果在潮湿环境下操作电动工具是不可避免的，

应使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RCD)。使用RCD
可减少电击危险。

保持警觉，当操作电动工具时关注所从事的操

作并保持清醒。当你感到疲倦、或在有药物、

酒精或治疗反应时，不要操作电动工具。在操

作电动工具时瞬间的疏忽会导致严重人身伤害。

使用个人防护装备。始终佩戴护目镜。安全装

置，诸如适当条件下使用防尘面具、防滑安全

鞋、安全帽、听力防护等装置能减少人身伤害。

防止意外起动。确保开关在连接电源和／或电

池盒、拿起或搬运工具时处于关断位置。手指

放在已接通电源的开关上或开关处于接通时插

入插头可能会导致危险。

在电动工具接通之前，拿掉所有调节钥匙或扳

手。遗留在电动工具旋转零件上的扳手或钥匙

会导致人身伤害。

手不要伸展得太长，时刻注意立足点和身体平

衡。这样在意外情况下能更好地控制电动工具。

着装适当。不要穿宽松衣服或佩戴饰品。让衣

服、手套和头发远离运动部件。宽松衣服、佩

饰或长发可能会卷入运动部件中。

如果提供了与排屑、集尘设备连接用的装置，

要确保他们连接完好且使用得当。使用这些装

置可减少尘屑引起的危险。

不要滥用电动工具。根据用途使用适当的电动

工具。选用适当设计的电动工具会使你工作更

有效、更安全。

如果开关不能接通或关断工具电源，则不能使

用该电动工具。不能用开关来控制的电动工具

是危险的且必须进行修理。

在进行任何调节、更换附件或贮存电动工具之

前，必须从电源上拔掉插头和／或使电池盒与

工具脱开。这种防护性措施将减少工具意外起

动的危险。

将闲置不用的电动工具贮存在儿童所及范围之

外，并且不要让不熟悉电动工具或对这些说明

不了解的人操作电动工具。电动工具在未经培

训的用户手中是危险的。

保养电动工具。检查运动部件是否调整到位或

卡住，检查零件破损情况和影响电动工具运行

的其他状况。如有损坏，电动工具应在使用前

修理好。许多事故由维护不良的电动工具引发。

保持切削刀具锋利和清洁。保养良好的有锋利

切削刃的工具不易卡住而且容易控制。

按照使用说明书，考虑作业条件和进行的作业

来使用电动工具、附件和工具的刀头等。将电

动工具用于那些与其用途不符的操作可能会导

致危险。

将你的电动工具送交专业维修人员，使用同样

的配件进行修理。这样将确保所维修的电动工

具的安全性。

简体中文

   –  听力损伤。

   –  更换附件时挤压手指的危险。

     由吸入在混凝土和/或石造建筑作业中产生的粉尘所

        引起的健康危害。

工具上的标识
工具上有下列标志：

日期编码(g), 它同样包括印在外壳上的制造日期。

例如：

2011 XX XX
制造日期

日期编码位置(图 1)

使用前敬请阅读产品描述。

包装内容
本包装包含：

   1  电镐

   1  侧手柄

   1  尖头凿子

   1  塑料箱

   1  描述

   1  零件爆炸图

●

●

检查本工具,部件或附件在运输期间可能已经发生的

损伤。

操作前仔细阅读和理解。

说明(图1)

开关

主手柄

侧手柄夹紧旋钮

工具定位器

工具夹

侧手柄

a.
b.

c.

d.

e.
f.

预期用途
D25960, D25961重型电镐设计用于重型拆除与破拆应用。

切勿在潮湿状态，或在有易燃液体或气体的情况下使用。

这些重型电镐为专业电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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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让孩童接触本工具.无经验的操作人员使用本工具时

需要进行监督。

有效震动控制

电器安全
电动机只有一个工作电压。请务必检查电池组的电压是

否和铭牌上的电压一致。

主动震动控制将来自锤机制的反弹振动加以中和。 通过

降低对手臂和手掌的振动, 它能够更加舒适地长期使用，

同时延长此工具的使用寿命。

您的DEWALT工具按EN60745双重绝缘，因

此无需接地线。

电源线损坏时必须用DEWALT服务机构专门制备的电线

更换。

使用延长线：
如果要求延长导线，采用经过批准，适用于本工具功率

输出的3芯延长电导线(见技术性数据)。导线的最小尺寸

为 1.5 mm ，最大长度为 30 m。

当使用电缆卷筒，请务必完全卷出电缆。

组装和调试
警告：为降低受伤风险, 在附件的安装与拆

除前,调整或更换设置前或进行修理时，必须

将机器从电源上关闭。确保触发开关处于关

闭位置。 意外启动可能会导致伤害。

警告：每次更换附件时必须带上手套。本工

具与附件上暴露的金属部件在操作期间可能

会变得极其炎热。

2

插入/拆除 28/30 mm 六角配件 (图 
3, 4)
D25960
本设备使用 28 mm 六角柄的凿子。

D25961
本设备使用30 mm 六角柄的凿子。

只能将 DEWALT推荐的附件用于本产品。

      1．清洁凿柄 (图 3)。 

将带槽凿子装进凿柄 (图 4A)。

拉出本工具定位器 (d)至解锁位置。

在带槽工具夹(h)前面握住凿子，面朝上。

将凿柄插进工具夹 (e)。

1.
2.

3.

D25960

简体中文

将带槽凿子装进凿柄 (图 4C)。

D25961

将定位器螺栓(i)拉出，然后将其旋转180°至解锁

位置。

在带槽工具夹(h)前面握住凿子，面朝上。

将凿柄插进工具夹 (e)。
将定位器螺栓拉出(i)，然后将其旋转180°回到解

锁位置。

拉动凿子检查它是否已经恰当锁定。电镐功能要

求当凿子被锁定在工具夹中时，能够轴向移动数

厘米。

拆除凿子时，将定位器螺栓(i)拉出，然后将其旋

转180°至解锁位置。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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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侧手柄 (图 1)
侧手柄 (f) 安装在该器械上以适应右手或左手使用者。

警告：自始至终都要在侧手柄装好的状态

下操作本工具。

将夹紧旋钮(c)拧松，将侧手柄旋转至期望的位

置。

拧紧夹紧旋钮将侧手柄锁定(c)。

1.

2.

操作

使用说明

●
●

请务必遵守安全说明和适用的法规。

小心管道和电线的位置。

● 给本工具施加约20-30kg的压力。过大的力

并不会加速凿运作，但是会降低工具的性

能，并且缩短工具的使用寿命。

警告：

正确的手持方式（图 2）
警告：为了减少严重人身伤害的危险，请务

必使用如图所示的正确的手持方式。

警告：为了减少严重人身伤害的风险，请务

必紧握住工具以防突发状况。

重要提示：使用本工具时，必须自始至终用两只手握住

工具。

横向应用(图 2A):
 恰当的手位置要求一只手握住侧手柄(f)，同时用另一只

手握住主手柄 (b)。

垂直应用(图 2B):
 恰当的手位置要求双手握住主手柄 (b)。

开关开启与关闭 (图 1)
开启: 将电源开关 (a) 打开至1的位置。 

关断: 将电源开关 (a) 设置到0的位置。

破除、凿和开槽运作(图 1, 2)
选择恰当的凿子，图示清洁凿柄。

插入凿子，并检查它是否已经被恰当锁定。

安装和调节侧手柄(f)，同时确保它已经被牢牢拧

紧。

用两只手在主手柄(b)上握住本工具或一只手握住

主手柄(b)，另一只握住侧手柄(f)。使用本工具

时，必须自始至终用两只手将其握住。参见“恰

当的手位置”章节。

打开开关，使工具连续运转。

作业完成或拔出插头前，必须先将本工具电源关

闭。

1.
2.

3.

4.

5.

6.

各种类型的凿子可供选择。应当只将DEWALT推荐的附

件用于本产品本产品。

维护
您的DEWALT电动工具设计精良，可以长期使用，只需

最低限度的维护。适当地维护和清洁工具，将保持连续

的安全使用。

请不要自行维护工具。定期将本工具送到经过授权的

DEWALT修理代理商。 如果在这一时间前出现故障，请

联系经过授权的DEWALT修理代理商。

将定位器 (d) 向后推将该附件锁定到位。

拉动凿子检查它是否已经被恰当锁定。锤功能要

求当凿子被锁定在工具夹中时，能够轴向移动数

厘米。

拆除凿子时，将定位器 (d) 拉回，同时将凿子从工

具夹(e)中拉出。

4.

5.

6.

将带槽凿子装进凿柄 (图 4B)。

将本工具定位器 (d)  拉出解锁位置。

将凿柄插进工具夹 (e)。
将定位器 (d) 向后推，将该附件锁定到位。

将凿子向外拉，检查它是否已经被恰当锁定。电

镐功能要求凿子在锁定进工具夹时能够轴向移动

数厘米。

1.
2.

3.

4.

拆除凿子时，将定位器(d)拉回，同时将凿子从工

具夹(e)中拉出。

5.

简体中文

打磨

有关本工具锁使用的凿子类型，请参见图5。

在带有连续水流的砂轮盘上对凿子进行打磨。欲获取以

下凿子恰当的角度，请参见图6:

尖凿子

平凿子

宽幅铲锈凿子

泥铲凿

k）

l ）
m）

n）

锻造

用于锻造

即将凿子加热至850–1050°C (淡红-黄色)。

如欲将凿子再次硬化:

●
●

将凿子加热至900°C，然后用油淬火。

然后将凿子放进320°C的炉子一小时（颜色为淡蓝

色）。

可选附件

请向您的经销商咨询更多关于合适配件的信息。

警告：由于除了DEWALT提供的附件，

其他附件都未经此产品兼容性测试，本工

具若使用此类附件将存在安全隐患。为了

减 少 受 伤 的 风 险 ， 本 产 品 只 可 使 用

DEWALT推荐的配件。

环境保护

分类回收。该产品不能与普通生活垃圾一

起处理。

使用过的产品和包装的分类回收能够得以

再循环和再利用。再生材料的再利用有助

于防止环境污染，并降低对原材料的需

求。

如果有一天您发现您的DEWALT产品需要更换，或不能继

续使用，禁止把它和生活垃圾一起处理。请单独分类回

收。

制造商：DEWALT Industrial Tools S.p.A.,Italy
地址：DEWALT, D-65510 IDSTEIN, GERMANY
产地：Italy

市政废物处理场或您购买新产品的零售商处，地方性法规

可能要求电器产品和生活垃圾分开回收。

清洁
警告：通风口和周围积聚可见的粉尘

时，请用干燥的空气吹走主机外壳内的粉

尘和灰尘。执行此过程时，需戴上护目装

备。

警告：切勿使用溶剂或其他烈性化学制

品来清洁工具的非金属零件。这些化学物

质可能会削弱这些部位使用的材料。请用

布蘸温和的肥皂水擦拭。切勿让任何液体

进入工具，禁止让工具的任何部分在液体

中浸泡。

润滑
您的电动工具无需另行润滑。

DEWALT提供设施收集和回收使用寿命到期的DEWALT 

产品。要充分利用这项服务，请将产品返回任何授权的维

修代理，他们将代表我们回收您的产品。

您可以在本手册查找离您最近的授权维修代理的位置，与

本手册注明的当地DEWALT办事处联系。另外，也可以登

陆以下网址查看授权DEWALT维修代理商清单，以及我们

的售后服务的详细资料和联系方式：

www.2help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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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维护保养 (图 5, 6)
警告：这些凿子被打磨的次数是有限的。 

如有疑问，请联系您的经销商获取建议。   

警告：确保切割部位未显示压力过大导致的

变色。这可能影响该附件的硬度。

为取得最佳效果，只能使用锋利的凿头。频繁打磨凿头

可保证凿头的使用寿命长，获得最佳的结果。



电镐 D25960, D25961

恭喜！
恭喜您选择了DEWALT工具。多年的经验和深入的产品开发创新使DEWALT成为专业电动工具使用者最可靠的合作伙伴

之一。

技术性数据

简体中文

11

D25960
220
1
50

1600
1450
35

28 mm 六角

1
18.4

D25961
220
1
50

1600
1450
35

30 mm 六角

1
16.9

电压

型号

频率

输入功率

冲击率（每分钟）

冲击能量 (EPTA 05/2009)

镐头类型

凿子位置

重量

V

Hz
W

min-1

J

kg

定义：安全方针
高度关注每个信号词所定义的警示内容。请仔细阅读说

明书，并注意警示符号的出现

危险：表示存在紧迫的危险情况，如果不

加以避免，则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警告：表示存在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不

加以避免，则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注意：表示存在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不

加以避免，则可能导致轻微或中等伤害。

小心：表示不涉及人身伤害的做法，如果

不避免，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表示存在触电的危险。

表示存在火灾的危险。

警告：为降低受伤风险，敬请仔细阅读以

下描述。

一般电动工具安全警告
警告 ! 敬请阅读所有安全警告与指南。如

未能遵循这些警告和指南，将可能导致电

击，火灾和 / 或严重伤害。

保管好所有警告和指南以便今后参考。

警告中的“电动工具”这一术语指的是您的由电源操作

（带电线的）或电池驱动的（无电线的）电动工具。

1 ) 工作场地安全

2 ) 电器安全

a）

b）

c）

a）

b）

c）

d）

e）

保持工作场地清洁和明亮。混乱和黑暗的场地

会引发事故。

不要在易爆环境，如有易燃液体、气体或粉尘

的环境下操作电动工具。电动工具产生的火花

会点燃粉尘或气体。

让儿童和旁观者离开后操作电动工具。注意力

不集中会使操作者失去对工具的控制。

电动工具插头必须与插座相配。绝不能以任何

方式改装插头。需接地的电动工具不能使用任

何转换插头。未经改装的插头和相配的插座将

减少电击危险。

避免人体接触接地表面，如管道、散热片和冰

箱。如果你身体接地会增加电击危险。

不得将电动工具暴露在雨中或潮湿环境中。水

进入电动工具将增加电击危险。

不得滥用电线。绝不能用电线搬运、拉动电动

工具或拔出其插头。使电线远离热、油、锐边或

运动部件。受损或缠绕的软线会增加电击危险。

当在户外使用电动工具时，使用适合户外使用

的外接软线。适合户外使用的软线将减少电击

危险。

简体中文

3 ) 人身安全

f）

a）

b）

c）

d）

e）

f）

g）

f）

g）

4 ) 电动工具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a）

b）

c）

d）

e）

5 ) 维修

a）

其他的安全说明
  戴好耳罩。暴露在噪声中会引起听力损伤。

  使用随工具提供的辅助手柄。操作失手会引起人身   

  伤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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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配件可能接触隐藏的电线时或其自身的电线

连接的地方作业时，请握住工具的绝缘表面。切

割配件接触带电电线可能使电动工具的金属部件

带电，因而导致操作人员触电。

确定被钻的材料为非隐藏电火煤气的服务设施，

同时其位置已经得到电力和煤气公司的确认。

自始至终紧握本工具。切勿尝试在未用双手握住

这一工具时对其进行操作。用一只手操作此工具

可能导致失控。突破或遭遇像钢筋这样的硬材料

时也同样可能具有危险性。使用前须将侧手柄紧

固。

在操作本工具前，确保该凿子已经被牢固地锁定

在位。

在寒冷天气，或者本工具已经在较长时间未使用

时，在使用本工具前，让它无负载运转数分钟。

在高于地面的水平作业时，确保下方的区域清

洁。

作业后切勿立即触摸凿子或凿子附近的部件，因

为它们可能非常烫，同时可能引起皮肤的灼伤。

自始至终将电源线指向其后部，远离凿子。

禁止长时间操作本工具。电镐的运动所引起的振

动可能会伤害您的手和胳膊。使用手套会提供额

外的缓冲，频繁的休息也能限制伤害。

●

●

●

●

●

●

●

●
●

其他危险
本电镐还具有下列固有危险:

   –  由触摸发热部件引起的伤害。

尽管采用了相关的安全规章，同时实施了安全装

置，某些其他危险仍然无法避免。这些危险是:

如果在潮湿环境下操作电动工具是不可避免的，

应使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RCD)。使用RCD
可减少电击危险。

保持警觉，当操作电动工具时关注所从事的操

作并保持清醒。当你感到疲倦、或在有药物、

酒精或治疗反应时，不要操作电动工具。在操

作电动工具时瞬间的疏忽会导致严重人身伤害。

使用个人防护装备。始终佩戴护目镜。安全装

置，诸如适当条件下使用防尘面具、防滑安全

鞋、安全帽、听力防护等装置能减少人身伤害。

防止意外起动。确保开关在连接电源和／或电

池盒、拿起或搬运工具时处于关断位置。手指

放在已接通电源的开关上或开关处于接通时插

入插头可能会导致危险。

在电动工具接通之前，拿掉所有调节钥匙或扳

手。遗留在电动工具旋转零件上的扳手或钥匙

会导致人身伤害。

手不要伸展得太长，时刻注意立足点和身体平

衡。这样在意外情况下能更好地控制电动工具。

着装适当。不要穿宽松衣服或佩戴饰品。让衣

服、手套和头发远离运动部件。宽松衣服、佩

饰或长发可能会卷入运动部件中。

如果提供了与排屑、集尘设备连接用的装置，

要确保他们连接完好且使用得当。使用这些装

置可减少尘屑引起的危险。

不要滥用电动工具。根据用途使用适当的电动

工具。选用适当设计的电动工具会使你工作更

有效、更安全。

如果开关不能接通或关断工具电源，则不能使

用该电动工具。不能用开关来控制的电动工具

是危险的且必须进行修理。

在进行任何调节、更换附件或贮存电动工具之

前，必须从电源上拔掉插头和／或使电池盒与

工具脱开。这种防护性措施将减少工具意外起

动的危险。

将闲置不用的电动工具贮存在儿童所及范围之

外，并且不要让不熟悉电动工具或对这些说明

不了解的人操作电动工具。电动工具在未经培

训的用户手中是危险的。

保养电动工具。检查运动部件是否调整到位或

卡住，检查零件破损情况和影响电动工具运行

的其他状况。如有损坏，电动工具应在使用前

修理好。许多事故由维护不良的电动工具引发。

保持切削刀具锋利和清洁。保养良好的有锋利

切削刃的工具不易卡住而且容易控制。

按照使用说明书，考虑作业条件和进行的作业

来使用电动工具、附件和工具的刀头等。将电

动工具用于那些与其用途不符的操作可能会导

致危险。

将你的电动工具送交专业维修人员，使用同样

的配件进行修理。这样将确保所维修的电动工

具的安全性。

简体中文

   –  听力损伤。

   –  更换附件时挤压手指的危险。

     由吸入在混凝土和/或石造建筑作业中产生的粉尘所

        引起的健康危害。

工具上的标识
工具上有下列标志：

日期编码(g), 它同样包括印在外壳上的制造日期。

例如：

2011 XX XX
制造日期

日期编码位置(图 1)

使用前敬请阅读产品描述。

包装内容
本包装包含：

   1  电镐

   1  侧手柄

   1  尖头凿子

   1  塑料箱

   1  描述

   1  零件爆炸图

●

●

检查本工具,部件或附件在运输期间可能已经发生的

损伤。

操作前仔细阅读和理解。

说明(图1)

开关

主手柄

侧手柄夹紧旋钮

工具定位器

工具夹

侧手柄

a.
b.

c.

d.

e.
f.

预期用途
D25960, D25961重型电镐设计用于重型拆除与破拆应用。

切勿在潮湿状态，或在有易燃液体或气体的情况下使用。

这些重型电镐为专业电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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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让孩童接触本工具.无经验的操作人员使用本工具时

需要进行监督。

有效震动控制

电器安全
电动机只有一个工作电压。请务必检查电池组的电压是

否和铭牌上的电压一致。

主动震动控制将来自锤机制的反弹振动加以中和。 通过

降低对手臂和手掌的振动, 它能够更加舒适地长期使用，

同时延长此工具的使用寿命。

您的DEWALT工具按EN60745双重绝缘，因

此无需接地线。

电源线损坏时必须用DEWALT服务机构专门制备的电线

更换。

使用延长线：
如果要求延长导线，采用经过批准，适用于本工具功率

输出的3芯延长电导线(见技术性数据)。导线的最小尺寸

为 1.5 mm ，最大长度为 30 m。

当使用电缆卷筒，请务必完全卷出电缆。

组装和调试
警告：为降低受伤风险, 在附件的安装与拆

除前,调整或更换设置前或进行修理时，必须

将机器从电源上关闭。确保触发开关处于关

闭位置。 意外启动可能会导致伤害。

警告：每次更换附件时必须带上手套。本工

具与附件上暴露的金属部件在操作期间可能

会变得极其炎热。

2

插入/拆除 28/30 mm 六角配件 (图 
3, 4)
D25960
本设备使用 28 mm 六角柄的凿子。

D25961
本设备使用30 mm 六角柄的凿子。

只能将 DEWALT推荐的附件用于本产品。

      1．清洁凿柄 (图 3)。 

将带槽凿子装进凿柄 (图 4A)。

拉出本工具定位器 (d)至解锁位置。

在带槽工具夹(h)前面握住凿子，面朝上。

将凿柄插进工具夹 (e)。

1.
2.

3.

D25960

简体中文

将带槽凿子装进凿柄 (图 4C)。

D25961

将定位器螺栓(i)拉出，然后将其旋转180°至解锁

位置。

在带槽工具夹(h)前面握住凿子，面朝上。

将凿柄插进工具夹 (e)。
将定位器螺栓拉出(i)，然后将其旋转180°回到解

锁位置。

拉动凿子检查它是否已经恰当锁定。电镐功能要

求当凿子被锁定在工具夹中时，能够轴向移动数

厘米。

拆除凿子时，将定位器螺栓(i)拉出，然后将其旋

转180°至解锁位置。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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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侧手柄 (图 1)
侧手柄 (f) 安装在该器械上以适应右手或左手使用者。

警告：自始至终都要在侧手柄装好的状态

下操作本工具。

将夹紧旋钮(c)拧松，将侧手柄旋转至期望的位

置。

拧紧夹紧旋钮将侧手柄锁定(c)。

1.

2.

操作

使用说明

●
●

请务必遵守安全说明和适用的法规。

小心管道和电线的位置。

● 给本工具施加约20-30kg的压力。过大的力

并不会加速凿运作，但是会降低工具的性

能，并且缩短工具的使用寿命。

警告：

正确的手持方式（图 2）
警告：为了减少严重人身伤害的危险，请务

必使用如图所示的正确的手持方式。

警告：为了减少严重人身伤害的风险，请务

必紧握住工具以防突发状况。

重要提示：使用本工具时，必须自始至终用两只手握住

工具。

横向应用(图 2A):
 恰当的手位置要求一只手握住侧手柄(f)，同时用另一只

手握住主手柄 (b)。

垂直应用(图 2B):
 恰当的手位置要求双手握住主手柄 (b)。

开关开启与关闭 (图 1)
开启: 将电源开关 (a) 打开至1的位置。 

关断: 将电源开关 (a) 设置到0的位置。

破除、凿和开槽运作(图 1, 2)
选择恰当的凿子，图示清洁凿柄。

插入凿子，并检查它是否已经被恰当锁定。

安装和调节侧手柄(f)，同时确保它已经被牢牢拧

紧。

用两只手在主手柄(b)上握住本工具或一只手握住

主手柄(b)，另一只握住侧手柄(f)。使用本工具

时，必须自始至终用两只手将其握住。参见“恰

当的手位置”章节。

打开开关，使工具连续运转。

作业完成或拔出插头前，必须先将本工具电源关

闭。

1.
2.

3.

4.

5.

6.

各种类型的凿子可供选择。应当只将DEWALT推荐的附

件用于本产品本产品。

维护
您的DEWALT电动工具设计精良，可以长期使用，只需

最低限度的维护。适当地维护和清洁工具，将保持连续

的安全使用。

请不要自行维护工具。定期将本工具送到经过授权的

DEWALT修理代理商。 如果在这一时间前出现故障，请

联系经过授权的DEWALT修理代理商。

将定位器 (d) 向后推将该附件锁定到位。

拉动凿子检查它是否已经被恰当锁定。锤功能要

求当凿子被锁定在工具夹中时，能够轴向移动数

厘米。

拆除凿子时，将定位器 (d) 拉回，同时将凿子从工

具夹(e)中拉出。

4.

5.

6.

将带槽凿子装进凿柄 (图 4B)。

将本工具定位器 (d)  拉出解锁位置。

将凿柄插进工具夹 (e)。
将定位器 (d) 向后推，将该附件锁定到位。

将凿子向外拉，检查它是否已经被恰当锁定。电

镐功能要求凿子在锁定进工具夹时能够轴向移动

数厘米。

1.
2.

3.

4.

拆除凿子时，将定位器(d)拉回，同时将凿子从工

具夹(e)中拉出。

5.

简体中文

打磨

有关本工具锁使用的凿子类型，请参见图5。

在带有连续水流的砂轮盘上对凿子进行打磨。欲获取以

下凿子恰当的角度，请参见图6:

尖凿子

平凿子

宽幅铲锈凿子

泥铲凿

k）

l ）
m）

n）

锻造

用于锻造

即将凿子加热至850–1050°C (淡红-黄色)。

如欲将凿子再次硬化:

●
●

将凿子加热至900°C，然后用油淬火。

然后将凿子放进320°C的炉子一小时（颜色为淡蓝

色）。

可选附件

请向您的经销商咨询更多关于合适配件的信息。

警告：由于除了DEWALT提供的附件，

其他附件都未经此产品兼容性测试，本工

具若使用此类附件将存在安全隐患。为了

减 少 受 伤 的 风 险 ， 本 产 品 只 可 使 用

DEWALT推荐的配件。

环境保护

分类回收。该产品不能与普通生活垃圾一

起处理。

使用过的产品和包装的分类回收能够得以

再循环和再利用。再生材料的再利用有助

于防止环境污染，并降低对原材料的需

求。

如果有一天您发现您的DEWALT产品需要更换，或不能继

续使用，禁止把它和生活垃圾一起处理。请单独分类回

收。

制造商：DEWALT Industrial Tools S.p.A.,Italy
地址：DEWALT, D-65510 IDSTEIN, GERMANY
产地：Italy

市政废物处理场或您购买新产品的零售商处，地方性法规

可能要求电器产品和生活垃圾分开回收。

清洁
警告：通风口和周围积聚可见的粉尘

时，请用干燥的空气吹走主机外壳内的粉

尘和灰尘。执行此过程时，需戴上护目装

备。

警告：切勿使用溶剂或其他烈性化学制

品来清洁工具的非金属零件。这些化学物

质可能会削弱这些部位使用的材料。请用

布蘸温和的肥皂水擦拭。切勿让任何液体

进入工具，禁止让工具的任何部分在液体

中浸泡。

润滑
您的电动工具无需另行润滑。

DEWALT提供设施收集和回收使用寿命到期的DEWALT 

产品。要充分利用这项服务，请将产品返回任何授权的维

修代理，他们将代表我们回收您的产品。

您可以在本手册查找离您最近的授权维修代理的位置，与

本手册注明的当地DEWALT办事处联系。另外，也可以登

陆以下网址查看授权DEWALT维修代理商清单，以及我们

的售后服务的详细资料和联系方式：

www.2help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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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维护保养 (图 5, 6)
警告：这些凿子被打磨的次数是有限的。 

如有疑问，请联系您的经销商获取建议。   

警告：确保切割部位未显示压力过大导致的

变色。这可能影响该附件的硬度。

为取得最佳效果，只能使用锋利的凿头。频繁打磨凿头

可保证凿头的使用寿命长，获得最佳的结果。



电镐 D25960, D25961

恭喜！
恭喜您选择了DEWALT工具。多年的经验和深入的产品开发创新使DEWALT成为专业电动工具使用者最可靠的合作伙伴

之一。

技术性数据

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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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5960
220
1
50

1600
1450
35

28 mm 六角

1
18.4

D25961
220
1
50

1600
1450
35

30 mm 六角

1
16.9

电压

型号

频率

输入功率

冲击率（每分钟）

冲击能量 (EPTA 05/2009)

镐头类型

凿子位置

重量

V

Hz
W

min-1

J

kg

定义：安全方针
高度关注每个信号词所定义的警示内容。请仔细阅读说

明书，并注意警示符号的出现

危险：表示存在紧迫的危险情况，如果不

加以避免，则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警告：表示存在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不

加以避免，则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注意：表示存在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不

加以避免，则可能导致轻微或中等伤害。

小心：表示不涉及人身伤害的做法，如果

不避免，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表示存在触电的危险。

表示存在火灾的危险。

警告：为降低受伤风险，敬请仔细阅读以

下描述。

一般电动工具安全警告
警告 ! 敬请阅读所有安全警告与指南。如

未能遵循这些警告和指南，将可能导致电

击，火灾和 / 或严重伤害。

保管好所有警告和指南以便今后参考。

警告中的“电动工具”这一术语指的是您的由电源操作

（带电线的）或电池驱动的（无电线的）电动工具。

1 ) 工作场地安全

2 ) 电器安全

a）

b）

c）

a）

b）

c）

d）

e）

保持工作场地清洁和明亮。混乱和黑暗的场地

会引发事故。

不要在易爆环境，如有易燃液体、气体或粉尘

的环境下操作电动工具。电动工具产生的火花

会点燃粉尘或气体。

让儿童和旁观者离开后操作电动工具。注意力

不集中会使操作者失去对工具的控制。

电动工具插头必须与插座相配。绝不能以任何

方式改装插头。需接地的电动工具不能使用任

何转换插头。未经改装的插头和相配的插座将

减少电击危险。

避免人体接触接地表面，如管道、散热片和冰

箱。如果你身体接地会增加电击危险。

不得将电动工具暴露在雨中或潮湿环境中。水

进入电动工具将增加电击危险。

不得滥用电线。绝不能用电线搬运、拉动电动

工具或拔出其插头。使电线远离热、油、锐边或

运动部件。受损或缠绕的软线会增加电击危险。

当在户外使用电动工具时，使用适合户外使用

的外接软线。适合户外使用的软线将减少电击

危险。

简体中文

3 ) 人身安全

f）

a）

b）

c）

d）

e）

f）

g）

f）

g）

4 ) 电动工具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a）

b）

c）

d）

e）

5 ) 维修

a）

其他的安全说明
  戴好耳罩。暴露在噪声中会引起听力损伤。

  使用随工具提供的辅助手柄。操作失手会引起人身   

  伤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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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配件可能接触隐藏的电线时或其自身的电线

连接的地方作业时，请握住工具的绝缘表面。切

割配件接触带电电线可能使电动工具的金属部件

带电，因而导致操作人员触电。

确定被钻的材料为非隐藏电火煤气的服务设施，

同时其位置已经得到电力和煤气公司的确认。

自始至终紧握本工具。切勿尝试在未用双手握住

这一工具时对其进行操作。用一只手操作此工具

可能导致失控。突破或遭遇像钢筋这样的硬材料

时也同样可能具有危险性。使用前须将侧手柄紧

固。

在操作本工具前，确保该凿子已经被牢固地锁定

在位。

在寒冷天气，或者本工具已经在较长时间未使用

时，在使用本工具前，让它无负载运转数分钟。

在高于地面的水平作业时，确保下方的区域清

洁。

作业后切勿立即触摸凿子或凿子附近的部件，因

为它们可能非常烫，同时可能引起皮肤的灼伤。

自始至终将电源线指向其后部，远离凿子。

禁止长时间操作本工具。电镐的运动所引起的振

动可能会伤害您的手和胳膊。使用手套会提供额

外的缓冲，频繁的休息也能限制伤害。

●

●

●

●

●

●

●

●
●

其他危险
本电镐还具有下列固有危险:

   –  由触摸发热部件引起的伤害。

尽管采用了相关的安全规章，同时实施了安全装

置，某些其他危险仍然无法避免。这些危险是:

如果在潮湿环境下操作电动工具是不可避免的，

应使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RCD)。使用RCD
可减少电击危险。

保持警觉，当操作电动工具时关注所从事的操

作并保持清醒。当你感到疲倦、或在有药物、

酒精或治疗反应时，不要操作电动工具。在操

作电动工具时瞬间的疏忽会导致严重人身伤害。

使用个人防护装备。始终佩戴护目镜。安全装

置，诸如适当条件下使用防尘面具、防滑安全

鞋、安全帽、听力防护等装置能减少人身伤害。

防止意外起动。确保开关在连接电源和／或电

池盒、拿起或搬运工具时处于关断位置。手指

放在已接通电源的开关上或开关处于接通时插

入插头可能会导致危险。

在电动工具接通之前，拿掉所有调节钥匙或扳

手。遗留在电动工具旋转零件上的扳手或钥匙

会导致人身伤害。

手不要伸展得太长，时刻注意立足点和身体平

衡。这样在意外情况下能更好地控制电动工具。

着装适当。不要穿宽松衣服或佩戴饰品。让衣

服、手套和头发远离运动部件。宽松衣服、佩

饰或长发可能会卷入运动部件中。

如果提供了与排屑、集尘设备连接用的装置，

要确保他们连接完好且使用得当。使用这些装

置可减少尘屑引起的危险。

不要滥用电动工具。根据用途使用适当的电动

工具。选用适当设计的电动工具会使你工作更

有效、更安全。

如果开关不能接通或关断工具电源，则不能使

用该电动工具。不能用开关来控制的电动工具

是危险的且必须进行修理。

在进行任何调节、更换附件或贮存电动工具之

前，必须从电源上拔掉插头和／或使电池盒与

工具脱开。这种防护性措施将减少工具意外起

动的危险。

将闲置不用的电动工具贮存在儿童所及范围之

外，并且不要让不熟悉电动工具或对这些说明

不了解的人操作电动工具。电动工具在未经培

训的用户手中是危险的。

保养电动工具。检查运动部件是否调整到位或

卡住，检查零件破损情况和影响电动工具运行

的其他状况。如有损坏，电动工具应在使用前

修理好。许多事故由维护不良的电动工具引发。

保持切削刀具锋利和清洁。保养良好的有锋利

切削刃的工具不易卡住而且容易控制。

按照使用说明书，考虑作业条件和进行的作业

来使用电动工具、附件和工具的刀头等。将电

动工具用于那些与其用途不符的操作可能会导

致危险。

将你的电动工具送交专业维修人员，使用同样

的配件进行修理。这样将确保所维修的电动工

具的安全性。

简体中文

   –  听力损伤。

   –  更换附件时挤压手指的危险。

     由吸入在混凝土和/或石造建筑作业中产生的粉尘所

        引起的健康危害。

工具上的标识
工具上有下列标志：

日期编码(g), 它同样包括印在外壳上的制造日期。

例如：

2011 XX XX
制造日期

日期编码位置(图 1)

使用前敬请阅读产品描述。

包装内容
本包装包含：

   1  电镐

   1  侧手柄

   1  尖头凿子

   1  塑料箱

   1  描述

   1  零件爆炸图

●

●

检查本工具,部件或附件在运输期间可能已经发生的

损伤。

操作前仔细阅读和理解。

说明(图1)

开关

主手柄

侧手柄夹紧旋钮

工具定位器

工具夹

侧手柄

a.
b.

c.

d.

e.
f.

预期用途
D25960, D25961重型电镐设计用于重型拆除与破拆应用。

切勿在潮湿状态，或在有易燃液体或气体的情况下使用。

这些重型电镐为专业电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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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让孩童接触本工具.无经验的操作人员使用本工具时

需要进行监督。

有效震动控制

电器安全
电动机只有一个工作电压。请务必检查电池组的电压是

否和铭牌上的电压一致。

主动震动控制将来自锤机制的反弹振动加以中和。 通过

降低对手臂和手掌的振动, 它能够更加舒适地长期使用，

同时延长此工具的使用寿命。

您的DEWALT工具按EN60745双重绝缘，因

此无需接地线。

电源线损坏时必须用DEWALT服务机构专门制备的电线

更换。

使用延长线：
如果要求延长导线，采用经过批准，适用于本工具功率

输出的3芯延长电导线(见技术性数据)。导线的最小尺寸

为 1.5 mm ，最大长度为 30 m。

当使用电缆卷筒，请务必完全卷出电缆。

组装和调试
警告：为降低受伤风险, 在附件的安装与拆

除前,调整或更换设置前或进行修理时，必须

将机器从电源上关闭。确保触发开关处于关

闭位置。 意外启动可能会导致伤害。

警告：每次更换附件时必须带上手套。本工

具与附件上暴露的金属部件在操作期间可能

会变得极其炎热。

2

插入/拆除 28/30 mm 六角配件 (图 
3, 4)
D25960
本设备使用 28 mm 六角柄的凿子。

D25961
本设备使用30 mm 六角柄的凿子。

只能将 DEWALT推荐的附件用于本产品。

      1．清洁凿柄 (图 3)。 

将带槽凿子装进凿柄 (图 4A)。

拉出本工具定位器 (d)至解锁位置。

在带槽工具夹(h)前面握住凿子，面朝上。

将凿柄插进工具夹 (e)。

1.
2.

3.

D25960

简体中文

将带槽凿子装进凿柄 (图 4C)。

D25961

将定位器螺栓(i)拉出，然后将其旋转180°至解锁

位置。

在带槽工具夹(h)前面握住凿子，面朝上。

将凿柄插进工具夹 (e)。
将定位器螺栓拉出(i)，然后将其旋转180°回到解

锁位置。

拉动凿子检查它是否已经恰当锁定。电镐功能要

求当凿子被锁定在工具夹中时，能够轴向移动数

厘米。

拆除凿子时，将定位器螺栓(i)拉出，然后将其旋

转180°至解锁位置。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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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侧手柄 (图 1)
侧手柄 (f) 安装在该器械上以适应右手或左手使用者。

警告：自始至终都要在侧手柄装好的状态

下操作本工具。

将夹紧旋钮(c)拧松，将侧手柄旋转至期望的位

置。

拧紧夹紧旋钮将侧手柄锁定(c)。

1.

2.

操作

使用说明

●
●

请务必遵守安全说明和适用的法规。

小心管道和电线的位置。

● 给本工具施加约20-30kg的压力。过大的力

并不会加速凿运作，但是会降低工具的性

能，并且缩短工具的使用寿命。

警告：

正确的手持方式（图 2）
警告：为了减少严重人身伤害的危险，请务

必使用如图所示的正确的手持方式。

警告：为了减少严重人身伤害的风险，请务

必紧握住工具以防突发状况。

重要提示：使用本工具时，必须自始至终用两只手握住

工具。

横向应用(图 2A):
 恰当的手位置要求一只手握住侧手柄(f)，同时用另一只

手握住主手柄 (b)。

垂直应用(图 2B):
 恰当的手位置要求双手握住主手柄 (b)。

开关开启与关闭 (图 1)
开启: 将电源开关 (a) 打开至1的位置。 

关断: 将电源开关 (a) 设置到0的位置。

破除、凿和开槽运作(图 1, 2)
选择恰当的凿子，图示清洁凿柄。

插入凿子，并检查它是否已经被恰当锁定。

安装和调节侧手柄(f)，同时确保它已经被牢牢拧

紧。

用两只手在主手柄(b)上握住本工具或一只手握住

主手柄(b)，另一只握住侧手柄(f)。使用本工具

时，必须自始至终用两只手将其握住。参见“恰

当的手位置”章节。

打开开关，使工具连续运转。

作业完成或拔出插头前，必须先将本工具电源关

闭。

1.
2.

3.

4.

5.

6.

各种类型的凿子可供选择。应当只将DEWALT推荐的附

件用于本产品本产品。

维护
您的DEWALT电动工具设计精良，可以长期使用，只需

最低限度的维护。适当地维护和清洁工具，将保持连续

的安全使用。

请不要自行维护工具。定期将本工具送到经过授权的

DEWALT修理代理商。 如果在这一时间前出现故障，请

联系经过授权的DEWALT修理代理商。

将定位器 (d) 向后推将该附件锁定到位。

拉动凿子检查它是否已经被恰当锁定。锤功能要

求当凿子被锁定在工具夹中时，能够轴向移动数

厘米。

拆除凿子时，将定位器 (d) 拉回，同时将凿子从工

具夹(e)中拉出。

4.

5.

6.

将带槽凿子装进凿柄 (图 4B)。

将本工具定位器 (d)  拉出解锁位置。

将凿柄插进工具夹 (e)。
将定位器 (d) 向后推，将该附件锁定到位。

将凿子向外拉，检查它是否已经被恰当锁定。电

镐功能要求凿子在锁定进工具夹时能够轴向移动

数厘米。

1.
2.

3.

4.

拆除凿子时，将定位器(d)拉回，同时将凿子从工

具夹(e)中拉出。

5.

简体中文

打磨

有关本工具锁使用的凿子类型，请参见图5。

在带有连续水流的砂轮盘上对凿子进行打磨。欲获取以

下凿子恰当的角度，请参见图6:

尖凿子

平凿子

宽幅铲锈凿子

泥铲凿

k）

l ）
m）

n）

锻造

用于锻造

即将凿子加热至850–1050°C (淡红-黄色)。

如欲将凿子再次硬化:

●
●

将凿子加热至900°C，然后用油淬火。

然后将凿子放进320°C的炉子一小时（颜色为淡蓝

色）。

可选附件

请向您的经销商咨询更多关于合适配件的信息。

警告：由于除了DEWALT提供的附件，

其他附件都未经此产品兼容性测试，本工

具若使用此类附件将存在安全隐患。为了

减 少 受 伤 的 风 险 ， 本 产 品 只 可 使 用

DEWALT推荐的配件。

环境保护

分类回收。该产品不能与普通生活垃圾一

起处理。

使用过的产品和包装的分类回收能够得以

再循环和再利用。再生材料的再利用有助

于防止环境污染，并降低对原材料的需

求。

如果有一天您发现您的DEWALT产品需要更换，或不能继

续使用，禁止把它和生活垃圾一起处理。请单独分类回

收。

制造商：DEWALT Industrial Tools S.p.A.,Italy
地址：DEWALT, D-65510 IDSTEIN, GERMANY
产地：Italy

市政废物处理场或您购买新产品的零售商处，地方性法规

可能要求电器产品和生活垃圾分开回收。

清洁
警告：通风口和周围积聚可见的粉尘

时，请用干燥的空气吹走主机外壳内的粉

尘和灰尘。执行此过程时，需戴上护目装

备。

警告：切勿使用溶剂或其他烈性化学制

品来清洁工具的非金属零件。这些化学物

质可能会削弱这些部位使用的材料。请用

布蘸温和的肥皂水擦拭。切勿让任何液体

进入工具，禁止让工具的任何部分在液体

中浸泡。

润滑
您的电动工具无需另行润滑。

DEWALT提供设施收集和回收使用寿命到期的DEWALT 

产品。要充分利用这项服务，请将产品返回任何授权的维

修代理，他们将代表我们回收您的产品。

您可以在本手册查找离您最近的授权维修代理的位置，与

本手册注明的当地DEWALT办事处联系。另外，也可以登

陆以下网址查看授权DEWALT维修代理商清单，以及我们

的售后服务的详细资料和联系方式：

www.2help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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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维护保养 (图 5, 6)
警告：这些凿子被打磨的次数是有限的。 

如有疑问，请联系您的经销商获取建议。   

警告：确保切割部位未显示压力过大导致的

变色。这可能影响该附件的硬度。

为取得最佳效果，只能使用锋利的凿头。频繁打磨凿头

可保证凿头的使用寿命长，获得最佳的结果。



电镐 D25960, D25961

恭喜！
恭喜您选择了DEWALT工具。多年的经验和深入的产品开发创新使DEWALT成为专业电动工具使用者最可靠的合作伙伴

之一。

技术性数据

简体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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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5960
220
1
50

1600
1450
35

28 mm 六角

1
18.4

D25961
220
1
50

1600
1450
35

30 mm 六角

1
16.9

电压

型号

频率

输入功率

冲击率（每分钟）

冲击能量 (EPTA 05/2009)

镐头类型

凿子位置

重量

V

Hz
W

min-1

J

kg

定义：安全方针
高度关注每个信号词所定义的警示内容。请仔细阅读说

明书，并注意警示符号的出现

危险：表示存在紧迫的危险情况，如果不

加以避免，则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警告：表示存在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不

加以避免，则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注意：表示存在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不

加以避免，则可能导致轻微或中等伤害。

小心：表示不涉及人身伤害的做法，如果

不避免，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表示存在触电的危险。

表示存在火灾的危险。

警告：为降低受伤风险，敬请仔细阅读以

下描述。

一般电动工具安全警告
警告 ! 敬请阅读所有安全警告与指南。如

未能遵循这些警告和指南，将可能导致电

击，火灾和 / 或严重伤害。

保管好所有警告和指南以便今后参考。

警告中的“电动工具”这一术语指的是您的由电源操作

（带电线的）或电池驱动的（无电线的）电动工具。

1 ) 工作场地安全

2 ) 电器安全

a）

b）

c）

a）

b）

c）

d）

e）

保持工作场地清洁和明亮。混乱和黑暗的场地

会引发事故。

不要在易爆环境，如有易燃液体、气体或粉尘

的环境下操作电动工具。电动工具产生的火花

会点燃粉尘或气体。

让儿童和旁观者离开后操作电动工具。注意力

不集中会使操作者失去对工具的控制。

电动工具插头必须与插座相配。绝不能以任何

方式改装插头。需接地的电动工具不能使用任

何转换插头。未经改装的插头和相配的插座将

减少电击危险。

避免人体接触接地表面，如管道、散热片和冰

箱。如果你身体接地会增加电击危险。

不得将电动工具暴露在雨中或潮湿环境中。水

进入电动工具将增加电击危险。

不得滥用电线。绝不能用电线搬运、拉动电动

工具或拔出其插头。使电线远离热、油、锐边或

运动部件。受损或缠绕的软线会增加电击危险。

当在户外使用电动工具时，使用适合户外使用

的外接软线。适合户外使用的软线将减少电击

危险。

简体中文

3 ) 人身安全

f）

a）

b）

c）

d）

e）

f）

g）

f）

g）

4 ) 电动工具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a）

b）

c）

d）

e）

5 ) 维修

a）

其他的安全说明
  戴好耳罩。暴露在噪声中会引起听力损伤。

  使用随工具提供的辅助手柄。操作失手会引起人身   

  伤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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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配件可能接触隐藏的电线时或其自身的电线

连接的地方作业时，请握住工具的绝缘表面。切

割配件接触带电电线可能使电动工具的金属部件

带电，因而导致操作人员触电。

确定被钻的材料为非隐藏电火煤气的服务设施，

同时其位置已经得到电力和煤气公司的确认。

自始至终紧握本工具。切勿尝试在未用双手握住

这一工具时对其进行操作。用一只手操作此工具

可能导致失控。突破或遭遇像钢筋这样的硬材料

时也同样可能具有危险性。使用前须将侧手柄紧

固。

在操作本工具前，确保该凿子已经被牢固地锁定

在位。

在寒冷天气，或者本工具已经在较长时间未使用

时，在使用本工具前，让它无负载运转数分钟。

在高于地面的水平作业时，确保下方的区域清

洁。

作业后切勿立即触摸凿子或凿子附近的部件，因

为它们可能非常烫，同时可能引起皮肤的灼伤。

自始至终将电源线指向其后部，远离凿子。

禁止长时间操作本工具。电镐的运动所引起的振

动可能会伤害您的手和胳膊。使用手套会提供额

外的缓冲，频繁的休息也能限制伤害。

●

●

●

●

●

●

●

●
●

其他危险
本电镐还具有下列固有危险:

   –  由触摸发热部件引起的伤害。

尽管采用了相关的安全规章，同时实施了安全装

置，某些其他危险仍然无法避免。这些危险是:

如果在潮湿环境下操作电动工具是不可避免的，

应使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RCD)。使用RCD
可减少电击危险。

保持警觉，当操作电动工具时关注所从事的操

作并保持清醒。当你感到疲倦、或在有药物、

酒精或治疗反应时，不要操作电动工具。在操

作电动工具时瞬间的疏忽会导致严重人身伤害。

使用个人防护装备。始终佩戴护目镜。安全装

置，诸如适当条件下使用防尘面具、防滑安全

鞋、安全帽、听力防护等装置能减少人身伤害。

防止意外起动。确保开关在连接电源和／或电

池盒、拿起或搬运工具时处于关断位置。手指

放在已接通电源的开关上或开关处于接通时插

入插头可能会导致危险。

在电动工具接通之前，拿掉所有调节钥匙或扳

手。遗留在电动工具旋转零件上的扳手或钥匙

会导致人身伤害。

手不要伸展得太长，时刻注意立足点和身体平

衡。这样在意外情况下能更好地控制电动工具。

着装适当。不要穿宽松衣服或佩戴饰品。让衣

服、手套和头发远离运动部件。宽松衣服、佩

饰或长发可能会卷入运动部件中。

如果提供了与排屑、集尘设备连接用的装置，

要确保他们连接完好且使用得当。使用这些装

置可减少尘屑引起的危险。

不要滥用电动工具。根据用途使用适当的电动

工具。选用适当设计的电动工具会使你工作更

有效、更安全。

如果开关不能接通或关断工具电源，则不能使

用该电动工具。不能用开关来控制的电动工具

是危险的且必须进行修理。

在进行任何调节、更换附件或贮存电动工具之

前，必须从电源上拔掉插头和／或使电池盒与

工具脱开。这种防护性措施将减少工具意外起

动的危险。

将闲置不用的电动工具贮存在儿童所及范围之

外，并且不要让不熟悉电动工具或对这些说明

不了解的人操作电动工具。电动工具在未经培

训的用户手中是危险的。

保养电动工具。检查运动部件是否调整到位或

卡住，检查零件破损情况和影响电动工具运行

的其他状况。如有损坏，电动工具应在使用前

修理好。许多事故由维护不良的电动工具引发。

保持切削刀具锋利和清洁。保养良好的有锋利

切削刃的工具不易卡住而且容易控制。

按照使用说明书，考虑作业条件和进行的作业

来使用电动工具、附件和工具的刀头等。将电

动工具用于那些与其用途不符的操作可能会导

致危险。

将你的电动工具送交专业维修人员，使用同样

的配件进行修理。这样将确保所维修的电动工

具的安全性。

简体中文

   –  听力损伤。

   –  更换附件时挤压手指的危险。

     由吸入在混凝土和/或石造建筑作业中产生的粉尘所

        引起的健康危害。

工具上的标识
工具上有下列标志：

日期编码(g), 它同样包括印在外壳上的制造日期。

例如：

2011 XX XX
制造日期

日期编码位置(图 1)

使用前敬请阅读产品描述。

包装内容
本包装包含：

   1  电镐

   1  侧手柄

   1  尖头凿子

   1  塑料箱

   1  描述

   1  零件爆炸图

●

●

检查本工具,部件或附件在运输期间可能已经发生的

损伤。

操作前仔细阅读和理解。

说明(图1)

开关

主手柄

侧手柄夹紧旋钮

工具定位器

工具夹

侧手柄

a.
b.

c.

d.

e.
f.

预期用途
D25960, D25961重型电镐设计用于重型拆除与破拆应用。

切勿在潮湿状态，或在有易燃液体或气体的情况下使用。

这些重型电镐为专业电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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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让孩童接触本工具.无经验的操作人员使用本工具时

需要进行监督。

有效震动控制

电器安全
电动机只有一个工作电压。请务必检查电池组的电压是

否和铭牌上的电压一致。

主动震动控制将来自锤机制的反弹振动加以中和。 通过

降低对手臂和手掌的振动, 它能够更加舒适地长期使用，

同时延长此工具的使用寿命。

您的DEWALT工具按EN60745双重绝缘，因

此无需接地线。

电源线损坏时必须用DEWALT服务机构专门制备的电线

更换。

使用延长线：
如果要求延长导线，采用经过批准，适用于本工具功率

输出的3芯延长电导线(见技术性数据)。导线的最小尺寸

为 1.5 mm ，最大长度为 30 m。

当使用电缆卷筒，请务必完全卷出电缆。

组装和调试
警告：为降低受伤风险, 在附件的安装与拆

除前,调整或更换设置前或进行修理时，必须

将机器从电源上关闭。确保触发开关处于关

闭位置。 意外启动可能会导致伤害。

警告：每次更换附件时必须带上手套。本工

具与附件上暴露的金属部件在操作期间可能

会变得极其炎热。

2

插入/拆除 28/30 mm 六角配件 (图 
3, 4)
D25960
本设备使用 28 mm 六角柄的凿子。

D25961
本设备使用30 mm 六角柄的凿子。

只能将 DEWALT推荐的附件用于本产品。

      1．清洁凿柄 (图 3)。 

将带槽凿子装进凿柄 (图 4A)。

拉出本工具定位器 (d)至解锁位置。

在带槽工具夹(h)前面握住凿子，面朝上。

将凿柄插进工具夹 (e)。

1.
2.

3.

D25960

简体中文

将带槽凿子装进凿柄 (图 4C)。

D25961

将定位器螺栓(i)拉出，然后将其旋转180°至解锁

位置。

在带槽工具夹(h)前面握住凿子，面朝上。

将凿柄插进工具夹 (e)。
将定位器螺栓拉出(i)，然后将其旋转180°回到解

锁位置。

拉动凿子检查它是否已经恰当锁定。电镐功能要

求当凿子被锁定在工具夹中时，能够轴向移动数

厘米。

拆除凿子时，将定位器螺栓(i)拉出，然后将其旋

转180°至解锁位置。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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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侧手柄 (图 1)
侧手柄 (f) 安装在该器械上以适应右手或左手使用者。

警告：自始至终都要在侧手柄装好的状态

下操作本工具。

将夹紧旋钮(c)拧松，将侧手柄旋转至期望的位

置。

拧紧夹紧旋钮将侧手柄锁定(c)。

1.

2.

操作

使用说明

●
●

请务必遵守安全说明和适用的法规。

小心管道和电线的位置。

● 给本工具施加约20-30kg的压力。过大的力

并不会加速凿运作，但是会降低工具的性

能，并且缩短工具的使用寿命。

警告：

正确的手持方式（图 2）
警告：为了减少严重人身伤害的危险，请务

必使用如图所示的正确的手持方式。

警告：为了减少严重人身伤害的风险，请务

必紧握住工具以防突发状况。

重要提示：使用本工具时，必须自始至终用两只手握住

工具。

横向应用(图 2A):
 恰当的手位置要求一只手握住侧手柄(f)，同时用另一只

手握住主手柄 (b)。

垂直应用(图 2B):
 恰当的手位置要求双手握住主手柄 (b)。

开关开启与关闭 (图 1)
开启: 将电源开关 (a) 打开至1的位置。 

关断: 将电源开关 (a) 设置到0的位置。

破除、凿和开槽运作(图 1, 2)
选择恰当的凿子，图示清洁凿柄。

插入凿子，并检查它是否已经被恰当锁定。

安装和调节侧手柄(f)，同时确保它已经被牢牢拧

紧。

用两只手在主手柄(b)上握住本工具或一只手握住

主手柄(b)，另一只握住侧手柄(f)。使用本工具

时，必须自始至终用两只手将其握住。参见“恰

当的手位置”章节。

打开开关，使工具连续运转。

作业完成或拔出插头前，必须先将本工具电源关

闭。

1.
2.

3.

4.

5.

6.

各种类型的凿子可供选择。应当只将DEWALT推荐的附

件用于本产品本产品。

维护
您的DEWALT电动工具设计精良，可以长期使用，只需

最低限度的维护。适当地维护和清洁工具，将保持连续

的安全使用。

请不要自行维护工具。定期将本工具送到经过授权的

DEWALT修理代理商。 如果在这一时间前出现故障，请

联系经过授权的DEWALT修理代理商。

将定位器 (d) 向后推将该附件锁定到位。

拉动凿子检查它是否已经被恰当锁定。锤功能要

求当凿子被锁定在工具夹中时，能够轴向移动数

厘米。

拆除凿子时，将定位器 (d) 拉回，同时将凿子从工

具夹(e)中拉出。

4.

5.

6.

将带槽凿子装进凿柄 (图 4B)。

将本工具定位器 (d)  拉出解锁位置。

将凿柄插进工具夹 (e)。
将定位器 (d) 向后推，将该附件锁定到位。

将凿子向外拉，检查它是否已经被恰当锁定。电

镐功能要求凿子在锁定进工具夹时能够轴向移动

数厘米。

1.
2.

3.

4.

拆除凿子时，将定位器(d)拉回，同时将凿子从工

具夹(e)中拉出。

5.

简体中文

打磨

有关本工具锁使用的凿子类型，请参见图5。

在带有连续水流的砂轮盘上对凿子进行打磨。欲获取以

下凿子恰当的角度，请参见图6:

尖凿子

平凿子

宽幅铲锈凿子

泥铲凿

k）

l ）
m）

n）

锻造

用于锻造

即将凿子加热至850–1050°C (淡红-黄色)。

如欲将凿子再次硬化:

●
●

将凿子加热至900°C，然后用油淬火。

然后将凿子放进320°C的炉子一小时（颜色为淡蓝

色）。

可选附件

请向您的经销商咨询更多关于合适配件的信息。

警告：由于除了DEWALT提供的附件，

其他附件都未经此产品兼容性测试，本工

具若使用此类附件将存在安全隐患。为了

减 少 受 伤 的 风 险 ， 本 产 品 只 可 使 用

DEWALT推荐的配件。

环境保护

分类回收。该产品不能与普通生活垃圾一

起处理。

使用过的产品和包装的分类回收能够得以

再循环和再利用。再生材料的再利用有助

于防止环境污染，并降低对原材料的需

求。

如果有一天您发现您的DEWALT产品需要更换，或不能继

续使用，禁止把它和生活垃圾一起处理。请单独分类回

收。

制造商：DEWALT Industrial Tools S.p.A.,Italy
地址：DEWALT, D-65510 IDSTEIN, GERMANY
产地：Italy

市政废物处理场或您购买新产品的零售商处，地方性法规

可能要求电器产品和生活垃圾分开回收。

清洁
警告：通风口和周围积聚可见的粉尘

时，请用干燥的空气吹走主机外壳内的粉

尘和灰尘。执行此过程时，需戴上护目装

备。

警告：切勿使用溶剂或其他烈性化学制

品来清洁工具的非金属零件。这些化学物

质可能会削弱这些部位使用的材料。请用

布蘸温和的肥皂水擦拭。切勿让任何液体

进入工具，禁止让工具的任何部分在液体

中浸泡。

润滑
您的电动工具无需另行润滑。

DEWALT提供设施收集和回收使用寿命到期的DEWALT 

产品。要充分利用这项服务，请将产品返回任何授权的维

修代理，他们将代表我们回收您的产品。

您可以在本手册查找离您最近的授权维修代理的位置，与

本手册注明的当地DEWALT办事处联系。另外，也可以登

陆以下网址查看授权DEWALT维修代理商清单，以及我们

的售后服务的详细资料和联系方式：

www.2help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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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维护保养 (图 5, 6)
警告：这些凿子被打磨的次数是有限的。 

如有疑问，请联系您的经销商获取建议。   

警告：确保切割部位未显示压力过大导致的

变色。这可能影响该附件的硬度。

为取得最佳效果，只能使用锋利的凿头。频繁打磨凿头

可保证凿头的使用寿命长，获得最佳的结果。



电镐 D25960, D25961

恭喜！
恭喜您选择了DEWALT工具。多年的经验和深入的产品开发创新使DEWALT成为专业电动工具使用者最可靠的合作伙伴

之一。

技术性数据

简体中文

11

D25960
220
1
50

1600
1450
35

28 mm 六角

1
18.4

D25961
220
1
50

1600
1450
35

30 mm 六角

1
16.9

电压

型号

频率

输入功率

冲击率（每分钟）

冲击能量 (EPTA 05/2009)

镐头类型

凿子位置

重量

V

Hz
W

min-1

J

kg

定义：安全方针
高度关注每个信号词所定义的警示内容。请仔细阅读说

明书，并注意警示符号的出现

危险：表示存在紧迫的危险情况，如果不

加以避免，则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警告：表示存在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不

加以避免，则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

注意：表示存在潜在的危险情况，如果不

加以避免，则可能导致轻微或中等伤害。

小心：表示不涉及人身伤害的做法，如果

不避免，可能导致财产损失。

表示存在触电的危险。

表示存在火灾的危险。

警告：为降低受伤风险，敬请仔细阅读以

下描述。

一般电动工具安全警告

保存所有警告和说明书以备查阅。

在所有下列的警告中术语“电动工具”指市电驱动（有

线）电动工具或电池驱动（无线）电动工具。

1 ) 工作场地的安全

2 ) 电气安全

a）

b）

c）

a）

b）

c）

d）

e）

保持工作场地清洁和明亮。混乱和黑暗的场地

会引发事故。

不要在易爆环境，如有易燃液体、气体或粉尘

的环境下操作电动工具。电动工具产生的火花

会点燃粉尘或气体。

让儿童和旁观者离开后操作电动工具。注意力

不集中会使操作者失去对工具的控制。

电动工具插头必须与插座相配。绝不能以任何

方式改装插头。需接地的电动工具不能使用任

何转换插头。未经改装的插头和相配的插座将

减少电击危险。

避免人体接触接地表面，如管道、散热片和冰

箱。如果你身体接地会增加电击危险。

不得将电动工具暴露在雨中或潮湿环境中。水

进入电动工具将增加电击危险。

不得滥用电线。绝不能用电线搬运、拉动电动

工具或拔出其插头。使电线远离热、油、锐边或

运动部件。受损或缠绕的软线会增加电击危险。

当在户外使用电动工具时，使用适合户外使用

的外接软线。适合户外使用的软线将减少电击

危险。

警告 ! 阅读所有警告和所有说明。不遵照

以下警告和说明会导致电击、着火和 / 或

严重伤害。

简体中文

3 ) 人身安全

f）

a）

b）

c）

d）

e）

f）

g）

f）

g）

4 ) 电动工具的使用和注意事项

a）

b）

c）

d）

e）

5 ) 维修

a）

其他的安全说明
  戴好耳罩。暴露在噪声中会引起听力损伤。

  使用随工具提供的辅助手柄。操作失手会引起人身   

  伤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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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割配件可能接触隐藏的电线时或其自身的电线

连接的地方作业时，请握住工具的绝缘表面。切

割配件接触带电电线可能使电动工具的金属部件

带电，因而导致操作人员触电。

确定被钻的材料为非隐藏电火煤气的服务设施，

同时其位置已经得到电力和煤气公司的确认。

自始至终紧握本工具。切勿尝试在未用双手握住

这一工具时对其进行操作。用一只手操作此工具

可能导致失控。突破或遭遇像钢筋这样的硬材料

时也同样可能具有危险性。使用前须将侧手柄紧

固。

在操作本工具前，确保该凿子已经被牢固地锁定

在位。

在寒冷天气，或者本工具已经在较长时间未使用

时，在使用本工具前，让它无负载运转数分钟。

在高于地面的水平作业时，确保下方的区域清

洁。

作业后切勿立即触摸凿子或凿子附近的部件，因

为它们可能非常烫，同时可能引起皮肤的灼伤。

自始至终将电源线指向其后部，远离凿子。

禁止长时间操作本工具。电镐的运动所引起的振

动可能会伤害您的手和胳膊。使用手套会提供额

外的缓冲，频繁的休息也能限制伤害。

●

●

●

●

●

●

●

●
●

其他危险
本电镐还具有下列固有危险:

   –  由触摸发热部件引起的伤害。

尽管采用了相关的安全规章，同时实施了安全装

置，某些其他危险仍然无法避免。这些危险是:

如果在潮湿环境下操作电动工具是不可避免的，

应使用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RCD)。使用RCD
可减少电击危险。

保持警觉，当操作电动工具时关注所从事的操

作并保持清醒。当你感到疲倦、或在有药物、

酒精或治疗反应时，不要操作电动工具。在操

作电动工具时瞬间的疏忽会导致严重人身伤害。

使用个人防护装备。始终佩戴护目镜。安全装

置，诸如适当条件下使用防尘面具、防滑安全

鞋、安全帽、听力防护等装置能减少人身伤害。

防止意外起动。确保开关在连接电源和／或电

池盒、拿起或搬运工具时处于关断位置。手指

放在已接通电源的开关上或开关处于接通时插

入插头可能会导致危险。

在电动工具接通之前，拿掉所有调节钥匙或扳

手。遗留在电动工具旋转零件上的扳手或钥匙

会导致人身伤害。

手不要伸展得太长，时刻注意立足点和身体平

衡。这样在意外情况下能更好地控制电动工具。

着装适当。不要穿宽松衣服或佩戴饰品。让衣

服、手套和头发远离运动部件。宽松衣服、佩

饰或长发可能会卷入运动部件中。

如果提供了与排屑、集尘设备连接用的装置，

要确保他们连接完好且使用得当。使用这些装

置可减少尘屑引起的危险。

不要滥用电动工具。根据用途使用适当的电动

工具。选用适当设计的电动工具会使你工作更

有效、更安全。

如果开关不能接通或关断工具电源，则不能使

用该电动工具。不能用开关来控制的电动工具

是危险的且必须进行修理。

在进行任何调节、更换附件或贮存电动工具之

前，必须从电源上拔掉插头和／或使电池盒与

工具脱开。这种防护性措施将减少工具意外起

动的危险。

将闲置不用的电动工具贮存在儿童所及范围之

外，并且不要让不熟悉电动工具或对这些说明

不了解的人操作电动工具。电动工具在未经培

训的用户手中是危险的。

保养电动工具。检查运动部件是否调整到位或

卡住，检查零件破损情况和影响电动工具运行

的其他状况。如有损坏，电动工具应在使用前

修理好。许多事故由维护不良的电动工具引发。

保持切削刀具锋利和清洁。保养良好的有锋利

切削刃的工具不易卡住而且容易控制。

按照使用说明书，考虑作业条件和进行的作业

来使用电动工具、附件和工具的刀头等。将电

动工具用于那些与其用途不符的操作可能会导

致危险。

将你的电动工具送交专业维修人员，使用同样

的配件进行修理。这样将确保所维修的电动工

具的安全性。

简体中文

   –  听力损伤。

   –  更换附件时挤压手指的危险。

     由吸入在混凝土和/或石造建筑作业中产生的粉尘所

        引起的健康危害。

工具上的标识
工具上有下列标志：

日期编码(g), 它同样包括印在外壳上的制造日期。

例如：

2011 XX XX
制造日期

日期编码位置(图 1)

使用前敬请阅读产品描述。

包装内容
本包装包含：

   1  电镐

   1  侧手柄

   1  尖头凿子

   1  塑料箱

   1  描述

   1  零件爆炸图

●

●

检查本工具,部件或附件在运输期间可能已经发生的

损伤。

操作前仔细阅读和理解。

说明(图1)

开关

主手柄

侧手柄夹紧旋钮

工具定位器

工具夹

侧手柄

a.
b.

c.

d.

e.
f.

预期用途
D25960, D25961重型电镐设计用于重型拆除与破拆应用。

切勿在潮湿状态，或在有易燃液体或气体的情况下使用。

这些重型电镐为专业电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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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让孩童接触本工具.无经验的操作人员使用本工具时

需要进行监督。

有效震动控制

电器安全
电动机只有一个工作电压。请务必检查电池组的电压是

否和铭牌上的电压一致。

主动震动控制将来自锤机制的反弹振动加以中和。 通过

降低对手臂和手掌的振动, 它能够更加舒适地长期使用，

同时延长此工具的使用寿命。

您的DEWALT工具按EN60745双重绝缘，因

此无需接地线。

电源线损坏时必须用DEWALT服务机构专门制备的电线

更换。

使用延长线：
如果要求延长导线，采用经过批准，适用于本工具功率

输出的3芯延长电导线(见技术性数据)。导线的最小尺寸

为 1.5 mm ，最大长度为 30 m。

当使用电缆卷筒，请务必完全卷出电缆。

组装和调试
警告：为降低受伤风险, 在附件的安装与拆

除前,调整或更换设置前或进行修理时，必须

将机器从电源上关闭。确保触发开关处于关

闭位置。 意外启动可能会导致伤害。

警告：每次更换附件时必须带上手套。本工

具与附件上暴露的金属部件在操作期间可能

会变得极其炎热。

2

插入/拆除 28/30 mm 六角配件 (图 
3, 4)
D25960
本设备使用 28 mm 六角柄的凿子。

D25961
本设备使用30 mm 六角柄的凿子。

只能将 DEWALT推荐的附件用于本产品。

      1．清洁凿柄 (图 3)。 

将带槽凿子装进凿柄 (图 4A)。

拉出本工具定位器 (d)至解锁位置。

在带槽工具夹(h)前面握住凿子，面朝上。

将凿柄插进工具夹 (e)。

1.
2.

3.

D25960

简体中文

将带槽凿子装进凿柄 (图 4C)。

D25961

将定位器螺栓(i)拉出，然后将其旋转180°至解锁

位置。

在带槽工具夹(h)前面握住凿子，面朝上。

将凿柄插进工具夹 (e)。
将定位器螺栓拉出(i)，然后将其旋转180°回到解

锁位置。

拉动凿子检查它是否已经恰当锁定。电镐功能要

求当凿子被锁定在工具夹中时，能够轴向移动数

厘米。

拆除凿子时，将定位器螺栓(i)拉出，然后将其旋

转180°至解锁位置。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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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侧手柄 (图 1)
侧手柄 (f) 安装在该器械上以适应右手或左手使用者。

警告：自始至终都要在侧手柄装好的状态

下操作本工具。

将夹紧旋钮(c)拧松，将侧手柄旋转至期望的位

置。

拧紧夹紧旋钮将侧手柄锁定(c)。

1.

2.

操作

使用说明

●
●

请务必遵守安全说明和适用的法规。

小心管道和电线的位置。

● 给本工具施加约20-30kg的压力。过大的力

并不会加速凿运作，但是会降低工具的性

能，并且缩短工具的使用寿命。

警告：

正确的手持方式（图 2）
警告：为了减少严重人身伤害的危险，请务

必使用如图所示的正确的手持方式。

警告：为了减少严重人身伤害的风险，请务

必紧握住工具以防突发状况。

重要提示：使用本工具时，必须自始至终用两只手握住

工具。

横向应用(图 2A):
 恰当的手位置要求一只手握住侧手柄(f)，同时用另一只

手握住主手柄 (b)。

垂直应用(图 2B):
 恰当的手位置要求双手握住主手柄 (b)。

开关开启与关闭 (图 1)
开启: 将电源开关 (a) 打开至1的位置。 

关断: 将电源开关 (a) 设置到0的位置。

破除、凿和开槽运作(图 1, 2)
选择恰当的凿子，图示清洁凿柄。

插入凿子，并检查它是否已经被恰当锁定。

安装和调节侧手柄(f)，同时确保它已经被牢牢拧

紧。

用两只手在主手柄(b)上握住本工具或一只手握住

主手柄(b)，另一只握住侧手柄(f)。使用本工具

时，必须自始至终用两只手将其握住。参见“恰

当的手位置”章节。

打开开关，使工具连续运转。

作业完成或拔出插头前，必须先将本工具电源关

闭。

1.
2.

3.

4.

5.

6.

各种类型的凿子可供选择。应当只将DEWALT推荐的附

件用于本产品本产品。

维护
您的DEWALT电动工具设计精良，可以长期使用，只需

最低限度的维护。适当地维护和清洁工具，将保持连续

的安全使用。

请不要自行维护工具。定期将本工具送到经过授权的

DEWALT修理代理商。 如果在这一时间前出现故障，请

联系经过授权的DEWALT修理代理商。

将定位器 (d) 向后推将该附件锁定到位。

拉动凿子检查它是否已经被恰当锁定。锤功能要

求当凿子被锁定在工具夹中时，能够轴向移动数

厘米。

拆除凿子时，将定位器 (d) 拉回，同时将凿子从工

具夹(e)中拉出。

4.

5.

6.

将带槽凿子装进凿柄 (图 4B)。

将本工具定位器 (d)  拉出解锁位置。

将凿柄插进工具夹 (e)。
将定位器 (d) 向后推，将该附件锁定到位。

将凿子向外拉，检查它是否已经被恰当锁定。电

镐功能要求凿子在锁定进工具夹时能够轴向移动

数厘米。

1.
2.

3.

4.

拆除凿子时，将定位器(d)拉回，同时将凿子从工

具夹(e)中拉出。

5.

简体中文

打磨

有关本工具锁使用的凿子类型，请参见图5。

在带有连续水流的砂轮盘上对凿子进行打磨。欲获取以

下凿子恰当的角度，请参见图6:

尖凿子

平凿子

宽幅铲锈凿子

泥铲凿

k）

l ）
m）

n）

锻造

用于锻造

即将凿子加热至850–1050°C (淡红-黄色)。

如欲将凿子再次硬化:

●
●

将凿子加热至900°C，然后用油淬火。

然后将凿子放进320°C的炉子一小时（颜色为淡蓝

色）。

可选附件

请向您的经销商咨询更多关于合适配件的信息。

警告：由于除了DEWALT提供的附件，

其他附件都未经此产品兼容性测试，本工

具若使用此类附件将存在安全隐患。为了

减 少 受 伤 的 风 险 ， 本 产 品 只 可 使 用

DEWALT推荐的配件。

环境保护

分类回收。该产品不能与普通生活垃圾一

起处理。

使用过的产品和包装的分类回收能够得以

再循环和再利用。再生材料的再利用有助

于防止环境污染，并降低对原材料的需

求。

如果有一天您发现您的DEWALT产品需要更换，或不能继

续使用，禁止把它和生活垃圾一起处理。请单独分类回

收。

市政废物处理场或您购买新产品的零售商处，地方性法规

可能要求电器产品和生活垃圾分开回收。

清洁
警告：通风口和周围积聚可见的粉尘

时，请用干燥的空气吹走主机外壳内的粉

尘和灰尘。执行此过程时，需戴上护目装

备。

警告：切勿使用溶剂或其他烈性化学制

品来清洁工具的非金属零件。这些化学物

质可能会削弱这些部位使用的材料。请用

布蘸温和的肥皂水擦拭。切勿让任何液体

进入工具，禁止让工具的任何部分在液体

中浸泡。

润滑
您的电动工具无需另行润滑。

DEWALT提供设施收集和回收使用寿命到期的DEWALT 

产品。要充分利用这项服务，请将产品返回任何授权的维

修代理，他们将代表我们回收您的产品。

您可以在本手册查找离您最近的授权维修代理的位置，与

本手册注明的当地DEWALT办事处联系。另外，也可以登

陆以下网址查看授权DEWALT维修代理商清单，以及我们

的售后服务的详细资料和联系方式：

www.2help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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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维护保养 (图 5, 6)
警告：这些凿子被打磨的次数是有限的。 

如有疑问，请联系您的经销商获取建议。   

警告：确保切割部位未显示压力过大导致的

变色。这可能影响该附件的硬度。

为取得最佳效果，只能使用锋利的凿头。频繁打磨凿头

可保证凿头的使用寿命长，获得最佳的结果。

制造商：Black & Decker GmbH
地   址：Black & Decker Str.40 65510 Idstein, Germany 
产   地：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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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IN BOR BETON D25960, D25961

Selamat!
Anda telah memilih perkakas listrik DeWALT. Pengalaman bertahun-tahun, pengembangan produk 
menyeluruh, dan inovasi menjadikan DeWALT sebagai salah satu mitra paling andal bagi para pengguna 
perkakas listrik profesional.

Data Teknis
    D25960 D25961

Voltase V 220-240 220-240

Jenis   1 1

Frekuensi Hz 50 60

Masukan daya W 1600 1600

Kecepatan pukulan min-1 1450 1450

Daya pukulan (EPTA 05/2009) J 35 35

Pemegang alat potong  28 mm Heksagon 30 mm Heksagon

Posisi pahat  1 1

Berat  kg 18,4  16,9

Definisi: Pedoman Keselamatan 
Definisi di bawah ini menjelaskan tingkat keparahan 
untuk setiap kata sinyal. Baca buku petunjuk atau 
manual dan perhatikan simbol berikut.

   BAHAYA: Menunjukkan adanya situasi  
berbahaya yang, jika tidak dihindari, akan 
mengakibatkan kematian atau cedera 
serius.

   PERINGATAN: Menunjukkan potensi 
situasi berbahaya yang, jika tidak 
dihindari, dapat mengakibatkan 
kematian atau cedera serius.

   PERHATIAN: Menunjukkan potensi 
situasi berbahaya yang, jika tidak 
dihindari, mungkin mengakibatkan 
kematian atau cedera serius.

   PEMBERITAHUAN: Menunjukkan 
tindakan yang tidak berhubungan 
dengan cedera diri yang, jika tidak 
dihindari, mungkin mengakibatkan 
kerusakan properti. 

  Menunjukkan risiko sengatan listrik.

  Menunjukkan risiko kebakaran.

      PERINGATAN: Untuk mengurangi risiko 
cedera, baca buku petunjuk.

Peringatan Keselamatan Perkakas 
Listrik Umum
    PERINGATAN! Baca semua 

peringatan dan petunjuk 
keselamatan Kelalaian dalam mengikuti 
peringatan dan petunjuk tersebut 
dapat mengakibatkan sengatan listrik, 
kebakaran dan/atau cedera serius.

SIMPAN SEMUA PERINGATAN DAN PETUNJUK  
UNTUK REFERENSI DI MASA MENDATANG

Istilah "perkakas listrik" dalam setiap peringatan 
mengacu pada perkakas listrik (dengan kabel) yang 
dioperasikan dengan listrik utama atau perkakas 
listrik (tanpa kabel) yang dioperasikan dengan 
baterai.

1) KESELAMATAN AREA KERJA
a) Jaga area kerja tetap bersih dan terang. 

Area yang berserakan atau gelap akan 
mengakibatkan kecelakaan.

b) Jangan operasikan perkakas listrik ini di 
lingkungan yang mudah menimbulkan 
bahaya ledakan, seperti di tempat yang 
terdapat cairan, gas, atau debu mudah 
terbakar. Perkakas listrik ini menimbulkan 
percikan api yang dapat membakar debu 
atau uap.

c) Jauhkan anak-anak dan orang 
yang berada di sekitar, sewaktu 
mengoperasikan perkakas listrik. 
Gangguan dapat menyebabkan Anda 
kehilangan kend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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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KESELAMATAN KELISTRIKAN
a) Steker perkakas listrik harus sesuai 

dengan stopkontak. Jangan sekali-kali 
memodifikasi steker dengan cara apapun. 
Jangan gunakan steker adaptor apapun 
dengan perkakas listrik yang dibumikan 
(ground). Steker yang tidak dimodifikasi dan 
stopkontak yang sesuai akan mengurangi 
risiko sengatan listrik.

b) Hindari kontak badan dengan permukaan 
yang dibumikan, seperti pipa, radiator, 
kompor, dan kulkas. Risiko sengatan listrik 
dapat bertambah jika tubuh Anda mengenai 
permukaan yang dibumikan.

c) Jangan sampai perkakas listrik ini terkena 
hujan atau terpapar ke kondisi yang 
basah. Air yang masuk ke perkakas listrik 
akan meningkatkan risiko sengatan listrik.

d) Jangan salah gunakan kabel. Jangan 
sekali-kali menggunakan kabel untuk 
membawa, menarik, atau mencabut 
perkakas listrik. Jauhkan kabel dari panas, 
minyak, tepi tajam, atau komponen 
yang bergerak. Kabel rusak atau terbelit 
meningkatkan risiko sengatan listrik. 

e) Bila mengoperasikan perkakas listrik di 
luar ruangan, gunakan kabel sambungan 
yang sesuai untuk penggunaan di luar 
ruangan. Menggunakan kabel yang sesuai 
untuk penggunaan di luar ruangan akan 
mengurangi risiko sengatan listrik. 

f) Jika terpaksa mengoperasikan perkakas 
listrik di lokasi lembap, gunakan catu daya 
yang dilindungi pemutus sirkuit arus sisa 
(RCD). Penggunaan RCD mengurangi risiko 
sengatan listrik.

3) KESELAMATAN DIRI
a) Tetap waspada, perhatikan apa yang 

Anda lakukan dan gunakan logika saat 
mengoperasikan perkakas listrik. Jangan 
gunakan perkakas listrik bila Anda lelah, 
atau berada di bawah pengaruh obat, 
alkohol, pengobatan. Kelengahan sesaat 
saja ketika mengoperasikan perkakas listrik 
dapat menyebabkan cedera diri yang parah.

b) Gunakan alat pelindung diri. Selalu 
kenakan alat pelindung mata. 
Perlengkapan pelindung, seperti masker 
debu, sepatu pengaman anti selip, helm 
pengaman, atau alat pelindung pendengaran 
yang digunakan dalam kondisi yang sesuai 
akan mengurangi cedera diri.

c) Cegah pengaktifan secara tidak sengaja. 
Pastikan tombol berada pada posisi mati 
sebelum menyambungkan ke sumber 
listrik dan/atau unit baterai, maupun saat 
mengambil atau membawa perkakas. 
Membawa perkakas listrik dengan jari 
Anda pada tombol, atau menyambungkan 
perkakas listrik ke stopkontak dengan tombol 
pada posisi hidup akan mengakibatkan 
kecelakaan.

d) Lepaskan semua kunci setelan atau kunci 
pas sebelum menghidupkan perkakas 
listrik. Kunci pas atau kunci setelan yang 
dibiarkan terpasang pada komponen 
perkakas listrik yang berputar dapat 
mengakibatkan cedera diri.

e) Jangan gunakan perkakas listrik 
untuk menjangkau terlalu jauh. Selalu 
jaga pijakan dan keseimbangan yang 
baik. Hal ini memungkinkan Anda untuk 
mengendalikan perkakas listrik dengan lebih 
baik dalam situasi yang tidak terduga.

f) Kenakan pakaian yang sesuai. Jangan 
kenakan pakaian longgar atau perhiasan. 
Jauhkan rambut, pakaian, dan sarung 
tangan dari komponen yang bergerak. 
Pakaian longgar, perhiasan, atau rambut 
panjang dapat tersangkut dalam komponen 
yang bergerak. 

g) Jika disediakan perangkat untuk 
sambungan fasilitas pengeluaran dan 
pengumpulan debu, pastikan perangkat 
ini disambungkan dan digunakan 
dengan sesuai. Penggunaan perangkat 
pengumpulan debu dapat mengurangi 
bahaya terkait debu.

4) PENGGUNAAN DAN PEMELIHARAAN PERKAKAS 
LISTRIK

a) Jangan gunakan perkakas listrik dengan 
paksa. Gunakan perkakas listrik yang 
benar untuk aplikasi Anda. Perkakas listrik 
yang benar akan bekerja lebih baik dan 
lebih aman pada nilai spesifikasi yang telah 
dirancang untuk perkakas tersebut.

b) Jangan gunakan perkakas listrik ini jika 
tombolnya tidak dapat menghidupkan 
dan mematikan perkakas. Perkakas listrik 
apapun yang tidak dapat dikendalikan 
dengan tombol adalah berbahaya dan harus 
diperbaiki.

c) Lepaskan steker dari sumber listrik dan/
atau unit baterai sebelum melakukan 
penyetelan, mengganti aksesori, atau 
menyimpan perkakas listrik. Tindakan 
pencegahan untuk keselamatan tersebut 
mengurangi risiko pengaktifan perkakas listrik 
secara tidak seng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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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impan perkakas listrik yang tidak 
digunakan jauh dari jangkauan anak-anak, 
dan jangan bolehkan orang yang tidak 
memahami perkakas listrik atau petunjuk 
ini untuk mengoperasikannya. Perkakas 
listrik akan berbahaya bila digunakan oleh 
pengguna yang tidak terlatih.

e) Pelihara perkakas listrik. Lakukan 
pemeriksaan untuk mengetahui apakah 
ada komponen bergerak yang tidak 
sejajar atau macet, komponen yang 
patah, dan kondisi lainnya yang dapat 
mempengaruhi pengoperasian perkakas 
listrik. Jika rusak, perbaiki perkakas listrik 
sebelum digunakan. Banyak kecelakaan 
disebabkan oleh perkakas listrik yang dirawat 
dengan buruk.

f) Jaga ketajaman dan kebersihan perkakas 
pemotong. Alat pemotong yang dipelihara 
baik dengan tepi pemotongan yang tajam 
akan kecil kemungkinannya menjadi macet 
dan lebih mudah dikendalikan.

g) Gunakan perkakas listrik, aksesori, mata 
alat, dsb., sesuai dengan petunjuk ini 
dengan mempertimbangkan kondisi 
kerja dan pekerjaan yang akan dilakukan. 
Pengoperasian perkakas listrik yang berbeda 
dari tujuan penggunaan yang dimaksudkan 
dapat mengakibatkan situasi berbahaya.

5) SERVIS
a) Perkakas listrik sebaiknya diservis 

oleh teknisi yang mahir dan hanya 
menggunakan komponen pengganti yang 
persis sama. Ini akan menjamin keselamatan 
perkakas terpelihara.

Petunjuk Keselamatan Tambahan 
untuk Mesin Bor Beton
	 •	 Kenakan	alat	pelindung	telinga. Paparan 

terhadap kebisingan dapat menyebabkan 
kehilangan pendengaran.

	 •	 Gunakan	pegangan	tambahan	yang	
disertakan dengan perkakas ini. Kehilangan 
kendali dapat menyebabkan cedera diri. 

	 •	 Pegang	perkakas	listrik	pada	permukaan	
pegangan berisolasi saat melakukan operasi 
di mana alat pemotong dapat mengenai 
kabel yang tersembunyi atau kabelnya 
sendiri. Aksesori pemotong yang mengenai 
kabel beraliran listrik dapat menyebabkan 
komponen logam yang terbuka pada perkakas 
menghantarkan listrik dan mengakibatkan 
operator tersengat listrik. 

	 •	 Pastikan bahwa material yang sedang 
dibor tidak memiliki saluran listrik atau gas 
tersembunyi dan bahwa lokasinya telah 
diperiksa bersama perusahaan penyedia listrik 
atau gas.

	 •	 Selalu	pegang	perkakas	dengan	kencang.	
Jangan coba mengoperasikan perkakas ini 
tanpa memegangnya dengan kedua tangan. 
Mengoperasikan perkakas ini dengan satu 
tangan akan mengakibatkan hilangnya kendali. 
Menembus atau membentur material keras 
seperti batang penguat juga dapat berbahaya. 
Pasang pegangan samping dengan kencang 
sebelum penggunaan.

	 •	 Pastikan	pahat	dipasang	dengan	kencang	
sebelum mengoperasikan perkakas ini.

	 •	 Dalam	kondisi	cuaca	dingin	atau	setelah	
perkakas tidak digunakan untuk jangka waktu 
yang lama, biarkan perkakas beroperasi tanpa 
beban selama beberapa menit sebelum 
digunakan.

	 •	 Bila	bekerja	di	atas	permukaan	tanah,	pastikan	
area di bawahnya kosong.

	 •	 Jangan	langsung	menyentuh	pahat	
atau komponen di dekat pahat setelah 
pengoperasian, karena mungkin sangat panas 
dan dapat menyebabkan luka bakar pada kulit.

	 •	 Selalu	arahkan	kabel	daya	ke	belakang,	jauh	
dari pahat.

	 •	 Jangan	operasikan	alat	ini	untuk	jangka	
waktu yang lama. Getaran yang disebabkan 
oleh gerakan memalu dapat berpengaruh buruk 
pada tangan dan lengan Anda. Gunakan sarung 
tangan untuk memberikan bantalan tambahan 
dan batasi paparan terhadap getaran dengan 
sering mengambil waktu istirahat.

Risiko Residual
Risiko berikut berhubungan dengan penggunaan 
mesin bor beton:

 – Cedera yang disebabkan karena menyentuh 
komponen panas pada perkakas.

Meskipun peraturan keselamatan yang relevan 
diterapkan dan perangkat keselamatan digunakan, 
risiko residual tertentu tidak dapat dihindari. Risiko 
residual yaitu:

 – Gangguan pendengaran.

 – Risiko terjepitnya jari saat mengganti aksesori.

 – Bahaya kesehatan yang disebabkan karena 
menghirup debu saat mengerjakan beton dan/
atau ba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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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da pada Perkakas
Piktogram berikut ini akan ditampilkan pada 
perkakas:

  Baca buku petunjuk atau manual  
sebelum penggunaan.

POSISI KODE TANGGAL (GBR. 1)

Kode Tanggal (g), yang juga mencantumkan tahun 
produksi, dicetak pada bodi perkakas.

Contoh: 
2011 XX XX 

Tahun Produksi 

Isi Kemasan
Kemasan berisi:

 1 Mesin bor beton

 1 Pegangan samping

 1 Pahat runcing

 1 Kotak plastik

 1 Buku petunjuk

 1 Gambar komponen

	 •	 Periksa	kerusakan	pada	perkakas,	komponen,	
atau aksesori yang mungkin terjadi selama 
pengiriman.

	 •	 Luangkan	waktu	untuk	membaca	dan	
memahami buku petunjuk ini secara cermat 
sebelum pengoperasian.

Keterangan (gbr. 1)
 a. Tombol on/off

 b. Pegangan utama

 c. Kenop penjepit pegangan samping

 d. Penahan alat potong

 e. Pemegang alat potong

 f. Pegangan samping

TUJUAN PENGGUNAAN

Mesin bor beton tugas berat D25960, D25961 
dirancang untuk aplikasi pembongkaran dan 
pembobokan tugas berat.

JANGAN gunakan dalam kondisi basah atau di 
dekat cairan maupun gas yang mudah terbakar.

Mesin bor beton tugas berat ini adalah perkakas 
listrik profesional. 

JANGAN biarkan anak-anak menjangkau perkakas 
ini. Pengawasan diperlukan bila operator yang tidak 
berpengalaman menggunakan perkakas ini.

Kontrol Getaran Aktif 
Kontrol getaran aktif menetralkan getaran pantul dari 
mekanisme memalu. Fitur ini mengurangi getaran 
pada tangan dan lengan, sehingga memungkinkan 
penggunaan yang lebih nyaman untuk jangka waktu 
yang lebih lama dan memperpanjang masa pakai 
unit.

Keselamatan Kelistrikan
Motor listrik telah dirancang hanya untuk satu 
voltase. Selalu periksa apakah catu daya sesuai 
dengan voltase yang tercantum pada pelat nilai 
spesifikasi.

  Perkakas DeWALT Anda dilapisi isolasi 
ganda sesuai dengan EN 60745, 
sehingga tidak memerlukan kabel 
pembumian (ground).

Jika kabel listrik rusak, harus diganti dengan kabel 
khusus yang tersedia di pusat servis DeWALT.

Menggunakan Kabel Sambungan
Jika kabel sambungan diperlukan, gunakan kabel 
sambungan 3 inti yang disetujui dan sesuai untuk 
masukan daya perkakas ini (lihat data teknis). 
Ukuran konduktor minimum adalah 1,5 mm2; 
panjang maksimum adalah 30 m.

Bila menggunakan gulungan kabel, panjangkan 
kabel sepenuhnya.

PERAKITAN DAN PENYETELAN
   PERINGATAN: Untuk mengurangi 

risiko cedera, matikan unit, lalu 
lepaskan sambungan mesin dari 
sumber listrik sebelum memasang 
dan melepaskan aksesoris, sebelum 
menyetel maupun mengubah 
pengaturan, atau saat melakukan 
perbaikan. Pastikan tombol pemicu 
berada pada posisi OFF. Pengaktifan 
yang tidak disengaja dapat 
menyebabkan cedera.

   PERINGATAN: Selalu kenakan sarung 
tangan saat mengganti aksesori. 
Komponen logam yang terbuka pada 
perkakas dan aksesori dapat menjadi 
sangat panas selama pengopera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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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asukkan dan Melepaskan 
Aksesori Heksagon 28/30 mm (gbr. 
3, 4)
D25960

Mesin ini menggunakan pahat dengan batang 
heksagon 28 mm.

D25961

Mesin ini menggunakan pahat dengan batang 
heksagon 30 mm.

Gunakan hanya aksesori DeWALT yang 
direkomendasikan dengan produk ini.

 1. Bersihkan batang pahat (Gbr. 3).

D25960 

UNTUK MEMASANG PAHAT DENGAN ALUR PADA 
BATANGNYA (GBR. 4A)

 1. Tarik penahan alat potong (d) ke posisi 
membuka.

 2. Pegang pahat di depan pemegang alat potong 
dengan alurnya (h) menghadap ke atas.

 3. Masukkan batang pahat ke dalam pemegang 
alat potong (e).

 4. Dorong penahan (d) ke belakang untuk 
mengunci aksesori pada posisi.

 5. Tarik pahat untuk memeriksa apakah sudah 
terkunci benar. Fungsi memalu memerlukan 
pahat untuk dapat bergerak secara aksial 
beberapa sentimeter saat terkunci di pemegang 
alat potong.

 6. Untuk melepaskan pahat, tarik penahan (d) ke 
belakang, lalu tarik pahat ke luar dari pemegang 
alat potong (e).

UNTUK MEMASANG PAHAT DENGAN KOLAR PADA 
BATANGNYA (GBR. 4B)

 1. Tarik penahan alat potong (d) ke posisi 
membuka.

 2. Masukkan batang pahat ke dalam pemegang 
alat potong (e).

 3. Dorong penahan (d) sejajar dengan batang 
aksesori untuk mengunci aksesori pada posisi.

 4. Tarik pahat untuk memeriksa apakah sudah 
terkunci benar. Fungsi memalu memerlukan 
pahat untuk dapat bergerak secara aksial 
beberapa sentimeter saat terkunci di pemegang 
alat potong.

 5. Untuk melepaskan pahat, tarik penahan (d) ke 
belakang, lalu tarik pahat ke luar dari pemegang 
alat potong (e).

D25961 

UNTUK MEMASANG PAHAT DENGAN ALUR PADA 
BATANGNYA (GBR. 4C)

 1. Tarik baut penahan (i), lalu putar 180° ke posisi 
membuka.

 2. Pegang pahat di depan pemegang alat potong 
dengan alurnya (h) menghadap ke atas.

 3. Masukkan batang pahat ke dalam pemegang 
alat potong (e).

 4. Tarik baut penahan (i), lalu putar 180° kembali 
ke posisi mengunci.

 5. Tarik pahat untuk memeriksa apakah sudah 
terkunci benar. Fungsi memalu memerlukan 
pahat untuk dapat bergerak secara aksial 
beberapa sentimeter saat terkunci di pemegang 
alat potong.

 6. Untuk melepaskan pahat, tarik baut penahan (i), 
lalu putar 180° ke posisi membuka.

Menyetel Pegangan Samping (gbr. 1)
Pegangan samping (f) dirakit pada mesin untuk 
menyesuaikan dengan pengguna tangan kanan dan 
kiri.

   PERINGATAN: Selalu operasikan 
mesin dengan pegangan samping yang 
terpasang benar.

 1. Kendurkan kenop penjepit (c), lalu putar 
pegangan samping ke posisi yang diinginkan.

 2. Kunci pegangan samping di tempat dengan 
mengencangkan kenop penjepit (c).

PENGOPERASIAN

Petunjuk untuk Penggunaan
 PERINGATAN: 

	 	 	 •	  Selalu patuhi semua petunjuk 
keselamatan dan peraturan yang berlaku.

	 	 	 •	  Ketahui lokasi saluran pipa dan kabel.

	 	 	 •	  Terapkan tekanan sebesar sekitar 20 - 
30 kg pada perkakas. Kekuatan yang 
berlebihan tidak akan mempercepat 
pemahatan namun mengurangi performa 
perkakas dan dapat mempersingkat masa 
pakai perka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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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si Tangan yang Benar (gbr. 2)
   PERINGATAN: Untuk mengurangi 

risiko cedera diri yang serius, SELALU 
gunakan posisi tangan yang benar 
seperti yang ditunjukkan. 

   PERINGATAN: Untuk mengurangi 
risiko cedera diri yang serius, SELALU 
pegang dengan kencang untuk 
mengantisipasi reaksi mendadak. 

PENTING: Perkakas ini harus selalu dipegang 
dengan dua tangan saat digunakan.

Aplikasi horizontal (gbr. 2A):

Posisi tangan yang benar berarti satu tangan pada 
pegangan samping (f) dan tangan lainnya pada 
pegangan utama (b). 

Aplikasi vertikal (gbr. 2B):

Posisi tangan yang benar berarti kedua tangan pada 
pegangan utama (b).

Menghidupkan dan Mematikan  
(gbr. 1)
Menghidupkan: setel tombol on/off (a) ke posisi 1.

Mematikan: setel tombol on/off (a) ke posisi 0.

Pembongkaran, Pembuatan Alur, 
dan Pembuatan Saluran (gbr. 1, 2)
 1. Pilih pahat yang sesuai, lalu bersihkan 

batangnya.

 2. Masukkan pahat, lalu periksa apakah sudah 
terkunci benar.

 3. Pasang dan setel pegangan samping (f), lalu 
pastikan sudah terpasang kencang.

 4. Pegang perkakas dengan dua tangan pada 
pegangan utama (b) atau satu tangan pada 
pegangan utama (b) dan satu tangan pada 
pegangan samping (f). Perkakas ini harus selalu 
dipegang dengan dua tangan saat digunakan. 
Lihat Posisi Tangan yang Benar.

 5. Hidupkan perkakas untuk menjalankan 
pengoperasian secara terus-menerus.

 6. Selalu matikan perkakas saat pekerjaan 
telah selesai dan sebelum melepaskan kabel 
listriknya.

Berbagai jenis pahat tersedia sebagai pilihan.

Gunakan hanya aksesori DeWALT yang 
direkomendasikan dengan produk ini.

PERAWATAN
Perkakas listrik DeWALT Anda telah dirancang 
untuk beroperasi selama jangka waktu yang lama 
dengan perawatan minimum. Pengoperasian yang 
memuaskan secara terus-menerus bergantung pada 
cara pemeliharaan yang benar dan pembersihan 
perkakas secara teratur.

Mesin ini tidak dapat diservis oleh pengguna. Bawa 
perkakas ke agen perbaikan DeWALT resmi secara 
berkala. Jika masalah terjadi sebelum jadwal servis 
berkala, hubungi agen perbaikan DeWALT resmi.

Perawatan Aksesori (gbr. 5, 6)

   PERINGATAN: Pahat ini dapat 
digerinda kembali hanya beberapa kali 
secara terbatas. Jika ragu, hubungi 
dealer Anda untuk rekomendasi.

   PERINGATAN: Pastikan bahwa 
tepi pemotongan tidak menunjukkan 
perubahan warna yang disebabkan 
karena terlalu banyak tekanan. Hal ini 
dapat mengurangi kekerasan aksesori.

Untuk hasil terbaik, hanya gunakan mata pahat yang 
tajam. Menggerinda mata pahat dengan sering akan 
menjamin masa pakai mata pahat yang lama dan 
hasil performa terbaik. 

PENGGERINDAAN

Lihat gambar 5 untuk jenis pahat yang digunakan 
dengan perkakas ini.

Gerinda pahat pada cakram gerinda dengan aliran 
air secara terus-menerus. Lihat gambar 6 untuk 
sudut yang sesuai dengan jenis pahat berikut:

  k. pahat runcing

  l. pahat pipih

  m. pahat scaling lebar

  n. pahat clay spade

PENEMPAAN

Untuk menempa: 

Panaskan pahat hingga 850-1050°C (warna merah-
kuning muda).

Untuk mengeraskan pahat kembali: 

	 •	 Panaskan	pahat	hingga	900°C,	lalu	celupkan	ke	
dalam minyak. 

	 •	 Kemudian	simpan	pahat	di	dalam	oven	selama	
1 jam pada suhu 320°C (warna biru m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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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umasan
Perkakas listrik Anda tidak memerlukan pelumasan 
tambahan.

Pembersihan
   PERINGATAN: Semprot ke luar 

kotoran dan debu pada bodi utama 
dengan udara kering sesering mungkin 
saat kotoran terlihat mengendap di 
dalam dan di sekitar ventilasi udara. 
Kenakan alat pelindung mata saat 
melakukan prosedur ini.

   PERINGATAN: Jangan gunakan 
pelarut atau bahan kimia keras lainnya 
untuk membersihkan komponen non-
logam pada perkakas. Bahan kimia 
ini dapat melemahkan bahan yang 
digunakan pada komponen tersebut. 
Gunakan kain yang dibasahi hanya 
dengan air dan sabun lembut. Jangan 
biarkan cairan apapun masuk ke 
dalam perkakas; dan jangan pernah 
memasukkan komponen perkakas 
manapun ke dalam cairan.

Aksesoris Opsional
   PERINGATAN: Aksesori selain dari 

yang ditawarkan oleh DeWALT belum 
diuji dengan produk ini, sehingga 
penggunaannya dengan perkakas ini 
dapat berbahaya. Untuk mengurangi 
risiko cedera, gunakan hanya aksesori 
DeWALT yang direkomendasikan 
dengan produk ini.

Hubungi dealer Anda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tentang aksesori yang sesuai.

Melindungi Lingkungan
  Pengumpulan terpisah. Produk ini tidak 

boleh dibuang bersama limbah rumah 
tangga biasa.

Jika suatu saat produk DeWALT Anda perlu diganti, 
atau jika sudah tidak lagi berguna bagi Anda, jangan 
buang bersama limbah rumah tangga. Pisahkan 
pengumpulan produk ini.

  Pengumpulan terpisah produk dan 
kemasan bekas memungkinkan 
bahannya untuk didaur ulang dan 
digunakan kembali. Penggunaan 
kembali bahan yang didaur ulang 
membantu mencegah pencemaran 
lingkungan dan mengurangi kebutuhan 
bahan baku. 

Peraturan setempat mungkin mengatur 
pengumpulan terpisah produk elektronik dari limbah 
rumah tangga, di tempat pembuangan sampah kota 
atau di toko peritel saat Anda membeli produk baru. 

DeWALT menyediakan fasilitas untuk pengumpulan 
dan daur ulang produk DeWALT setelah produk 
tersebut mencapai akhir masa pakainya. Untuk 
memanfaatkan layanan ini, kembalikan produk 
Anda ke agen perbaikan resmi yang akan 
mengumpulkannya atas nama kami. 

Anda dapat memeriksa lokasi agen perbaikan 
resmi terdekat dengan menghubungi kantor 
DeWALT setempat di alamat yang tertera dalam 
buku petunjuk ini. Atau, lihat daftar agen perbaikan 
DeWALT resmi serta rincian lengkap tentang layanan 
purna jual dan kontak kami yang tersedia di Internet 
di: www.2help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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