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使用说明书 

 

 

非常感谢您本次购买 SHIMANO产品。 

为了能将本产品的性能充分发挥出来并长

期使用，在使用本产品之前请详细阅读此说

明书并和渔轮一起妥善保管。 

 

禧玛诺（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137 号盛高

国际大厦 17 楼 

邮编：200051 

电话：021-52061212 

官方网站：

www.shimano-fishchina.com 

官方微信号：禧玛诺渔具 

官方微信二维码： 

 

安全与使用上的注意事项 

 

 

 

●钓鱼时请不要将手指靠近出线口，手指可能会

被划伤。 

●请注意手把和机身间间隙，手指可能会被夹伤。 

 

●快速出线时请不要触碰渔线，可能会割伤手指。 

● 当镀层或者涂装表面脱落，或渔轮在撞击后表

面出现锐利封口时，请不要触碰此部位，可能会

导致受伤。 

●请不要将渔轮放置在沙地或海水中，渔轮内部

进沙子或者泥水会导致渔轮发生故障。 

●当钓组勾住水底时，请不要硬拉钓竿或渔轮。

请您在手上缠绕毛巾或布条后将渔线收回，最后

剪断渔线时，请尽量不在钓场遗留渔线和钓组。 

● 请小心使用渔轮。拿放时不要随手乱扔，携带

时，如存放在包内，请注意与其他物品碰撞可能

会损坏。 

●抛投时请不要忘记按下出线开关，否则会由于

钓组未被抛出而对人造成伤害。 

●请不要将渔轮用于钓鱼以外的用途。 

●渔轮的旋转部分附着润滑油，请注意可能会弄

脏衣物。 

●请将渔轮放置在婴幼儿接触不到的地方,否则

可能会导致意外事故或受伤。 

 
●请不要触碰转动中的线杯，可能会导致受伤。 

 

各部位的名称       ※说明书中的图片和实际产品可能有不同。 

 
规格 

型号 齿轮比 
最大卸力 

(kg) 

重量 

(g) 

线容量(号-m)  

PE 

线容量(lb-m) 

氟碳 

最大收线长(cm/手

把转一圈) 

手把长度 

(mm) 

培林数  

(BB/罗拉） 

HG RIGHT 7.4 5.0 220 1-365、1.5-255、2-180 12-130、14-95、16-85 79 45 6/1 

HG LEFT 7.4 5.0 220 1-365、1.5-255、2-180 12-130、14-95、16-85 79 45 6/1 

XG RIGHT 8.5 5.0 225 1-365、1.5-255、2-180 12-130、14-95、16-85 91 48 6/1 

XG LEFT 8.5 5.0 225 1-365、1.5-255、2-180 12-130、14-95、16-85 91 48 6/1 

※ 产品改良可能会在无预先通知的情况下变更一部分规格及设计，敬请见谅。 

关于 I-DC4 的设定 ※以右手把图示为例。 

■刹车拨盘 

如图所示，有 1 至 3 档以及 AUTO 的 5 种刹车模式可以选择。（OPEN 是用来打开侧

盖的，并非用于刹车设定）1 至 3 为半自动宽幅刹车对应档，刹车力按照 1 ⇒ 2 ⇒ 

3 的顺序逐渐增强。F 为使用氟碳线时的刹车设定。 
 

 

 

使用前请务必阅读 



使用方法•渔轮的准备    ※说明书中的图片和实际产品可能有所不同。 

■ 机械刹车旋钮 

搭载了电子刹车的渔轮，其机械刹车的设定方法和以往的刹车系统

有区别。通常情况下，请将线杯调松至轴方向平衡状态下使用。如

果将机械刹车调至过紧的状态，电子刹车系统将无法充分发挥其性

能。但是，在大风等情况下则有必要调紧机械刹车。 

■星形卸力  

手把侧顺时针转动（左手规格为逆时

针）可调紧卸力。 

 

■调整卸力的方法  

卸力构造是能通过转动手把调整卸力，有助于在突然中鱼时防止切

线。另外，在线杯逆转时产生的阻力就叫做卸力。  

1.渔轮安装在鱼竿上后，将渔线穿过导环。  

2.出线开关设置为“ON”状态，保持预想的搏鱼角度，如下图所示

出线的同时调整星型卸力的松紧，尽可能按照接近目标鱼的游速及

力量调整。 

 

■出线开关操作方法  

用大拇指按下开关后，线杯会变为可

自由出线状态，请将出线开关按压至

听到咔哒一声为止。 

 

■线杯的收线固定线方法  

请将渔线绑紧在线杯上。线结请塞入

线杯的凹槽处。  

※也可以用胶带粘贴固定，但是可能

会影响线杯旋转性能最大程度的发

挥。 
 

■线杯卷线时的注意事项  

在卷 PE 线时，请务必固定线杯并防止打滑后在开始卷线。如果直

接卷线可能造成空转，并且线越不易卷好。 

■收线方法 

1. 拧紧卸力旋钮。 

2. 把渔轮安装在鱼竿上。 

3. 将渔线穿过手把节导环并连接线

杯。（图 a） 

4. 使用筷子或铅笔等轴状物穿过线

盘上线。 

５.由另外一人手持轴，施加适当的张

力后开始转动渔轮手把卷线。 

请参考图图 b 操作，上线时请避免图

c 情况下上线。 

另，在使用 PE 线时，请事先弄湿 PE

线后上线，防止上线时因摩擦热等问

题引起 PE 线性能下降。 

 
 

 

●线杯推荐容线量 

推荐上线至线杯边缘不足

1mm 的位置。 

 
■下卷线的注意事项  

主线使用 PE线时，备线请使用 PE线或者尼龙线。备线使用氟碳线时，

由于渔线重量加大，刹车的设定可能会有偏差。 

标贴纸的使用方法  

按照右图操作将标贴纸以垂直

状态插入线杯位置，确认号数

并对准线杯外围部分。  

斜线为备线上线范围，当上线

位置到标贴纸后可绑上主线。 

 

 
■抛投方法 

●正确握姿 

握把朝上或朝下握住。（图 a） 

这种姿势可能会不当心按到出

线开关，抛投时请小心。 

如果抛投时握把横向姿势（图

b） 

抛投时手部容易碰到握把，引

起开关回弹。（图 c）  

※抛投中线杯高速转动的同时按下出线开关几乎等同于开

车时急刹车，对齿轮可能造成损害。请绝对避免。 

※抛投过程中请不要按下手把让开关复位，可能会对齿轮造成损

伤，请在假饵落水后再操作手把。 

※如果替换比原配握把更长或更大的握把，抛投时会更容易碰到

手，操作时请务必注意。 
 

 

■手把握把拆卸方法 

1. 握住手把握把后，使用附属的手把扳手拧松握把盖并取下。  

2.拧松握把内部的螺丝并拆下。 

 

 



■关于产品售后 ■为了能让您更好的使用电子刹车，请注意以下几点 

●容线量、线杯转速  

刹车设定是以线杯满线（线杯 95%的线容量）状态为前提设计的。线容

量少于该状态时，线杯的转速容易过快，可能会发生刹车力太强的情况。

卷线时，请使用配合线杯圆锥面边缘的容线量（参照左侧 ●线杯推荐

容线量图）。 

●线的粗细、线杯转速  

根据渔线粗细不同，抛投时线杯的转速下降方式会有区别。同样收卷状

态、同样的速度抛出假饵时，渔线较粗的线杯会更快地减少线量，转速

会变得更快。因此，理论上来说渔线较粗时刹车力会更大。 

●培林的旋转状态、污垢  

DC的刹车系统是以没有污垢的情况下，顺畅旋转的培林状态为前提设计

的。当培林处于有污垢、缺少润滑油等恶劣旋转状态时，刹车力可能会

让您感到非常强，敬请注意。（稍有污垢的情况时，可以通过稍微调松

刹车来解决。）  

●风向、风力  

假饵的飞行距离会受到风向、风力的影响。尤其是正前方吹来的强风将

会很大程度影响到假饵和渔线。在强风情况下使用时，请调至 AUTO模

式。 

■侧盖的打开方法  

1.将刹车拨盘对准 OPEN的位置。  

2. 请按照箭头指示方向旋转侧盖。  

3.取下侧盖。  

4.关闭侧盖时，先将侧盖复位，旋转，

再将侧盖开关提起即可。  

※卸下机身的状态下将开口部分向

下时，线杯会掉落导致变形，请务必

注意。  

※在拧紧机械刹车的状态下打开侧

盖时，线杯将会向侧盖方向移动，导

致侧盖无法关闭。关闭侧盖时，请先

将机械刹车拧松。  

※侧盖会和机身完全分离，请注意不

要将其摔落导致损坏或丢失。 

 

拆卸时的注意事项 

・电子零部件全都安装在 DC 刹车单

元（机身框架 B）的内部。 

・请注意不要对安装于机身框架 B的

卷轴（右图）施加压力。 

 

 

■ 手把装卸时的注意事项  ※以右手把图示为例。 

手把装卸时请按照如下顺序进行。 

1.拧下手把套固定螺丝。 

2.取下手把套。 

3.用扳手拧下手把固定螺母。 

※安装时请以相反的顺序进行。 

 
 

●由于使用非本公司产品零件造成的损坏,请自行承担其后果。 

●在发现产品出现问题后，直接联系 SHIMANO 专柜店处理，请不要自

行拆卸或修理产品。 

●如需修理产品时，请告知专柜店产品名称及故障现象，修理产品会

发生一定费用，请事先和专柜店确认。 

●当渔轮停产后，产品在停产 6 年内能够在保证正常使用的前提下可

进行维修，但非使用性部件可能会提前停止供给。 

■保养方法   

尤其在海水环境使用渔轮后，为防止生锈和盐分附着在渔轮上导致部

件损坏，推荐钓友钓鱼后按以下方法保养渔轮。 

①请务必将渔轮从鱼竿上取下 

在使用完渔轮后，务必将渔轮从鱼竿上取下，用清水洗净后保管。如

果水洗后没有取下渔轮并任由其放置在鱼竿上，渔轮座脚部和鱼竿渔

轮座部会残留海水，可能会导致腐蚀生锈。 

②请用常温水冲洗 

在使用完渔轮后，可用淋浴喷头冲洗。首先，为了防止水进入卸力装

置内部，请拧紧卸力旋钮。然后用淋浴喷头并用常温水冲洗附着在渔

轮上的盐分，砂砾，污垢等。(图 a) 用温水的话可能会冲洗掉润滑油，

所以请避免使用温水。另外,请不要将渔轮放入水中。 

③请晾干渔轮 

冲洗结束后，彻底排净水分，并放置在

阴凉处晾干，避免阳光直射。排水和干

燥时建议放松卸力并取下注油口盖会

更有效果。请不要使用吹风机、避免阳

光直射，这会使渔轮内部过热。（图 b） 

 
吹风机    阳光直射 

④ 注油时请注意 

部分产品包装中附赠润滑油。润滑油的

用法请参考下图。 

●请不要使用非 SHIMANO 品牌的油。 

●少许油量即可，溢出的润滑油请用纸

巾等擦去。卸力部分请不要注油。 

●如有疑问请咨询禧玛诺公司。 

●注油处  

 

⑤保管方面的注意事项 

保管时请务必将渔轮从鱼竿上取下。 

另外，请尽可能保存在干燥阴凉处。如果渔轮上有水分且长时间放置

在高湿度状态下的密封空间中(如汽车后备箱，挡风玻璃等)，可能引起

腐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