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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提灯使用和故障排除的视频
教程，可以访问以下网址：
www.BriteLyt.com/ho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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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信息
请完整阅读这份说明书。对于任何不正确使用提灯而
造成的后果，BriteLyt 概不负责。在尝试任何操作或使
用任意一种燃料之前，您都需要确保理解说明书中的
所有内容，这是至关重要的。

欢迎加入BriteLyt的大家庭！

说明书中有一些关于可选配件部分内容，这些配件并
不包含在标准产品中。如果您需要购买这些配件，请
向当地零售商咨询或访问www.britelyt.com。

感谢您选择了最新款的 BriteLyt 多燃料提灯产品！基于多
年以来追求完美的激情和丰富制作提灯的经验，我们创造
出这款史上最多功能的液压燃料式提灯！我代表 BriteLyt 
的所有人向您表示感谢，我们希望您会在此后很长时间里
享受新款提灯带来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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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汽化器
9) 快速预热器
10) 燃料指示表
11) 放气螺钉
12) 手泵
13) 压力计
14) 燃料箱

提灯主结构示意图

1) 风罩
2) 调节器螺钉
3) 风罩内套管
4) 非陶瓷燃烧器组件
5) 手柄和反光罩螺钉
6) 针和喷嘴
7) 预热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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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件 / 工具盒

#66 标准扳手
#11 填充垫圈
#50 螺纹接套
#68 针
#180 用于预加热器清洁的针
#119 针栓

此外，在您的提灯包装盒内还有
酒精灌装瓶 #67，燃料灌装漏斗 
#165和 (12)燃罩

零件盒
您的BriteLyt 提灯系统附带有一个零件/工具盒。请参阅第五页上的
提灯零件列表及说明。在初次使用提灯时，您需要使用这些工具和零
件组装提灯。如果您有任何问题，可以致电 (727) 451-7020 或访问 
www.BriteLy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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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灯零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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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喷嘴系统
单层多孔灯芯
泵活塞全套
泵阀全套
填充垫圈
放气螺钉149
螺钉122
止回阀锥及橡胶
止回阀弹簧
别针
螺钉
混合管 (HP)
酒精加热杯
泵把手
固定盘
泵筒帽
泵活塞杆
泵活塞弹簧
O形环泵系统
泵活塞螺母
螺纹接套
标准扳手
酒精杯灌装瓶
针
玻璃灯罩
阀垫圈10
主清洗蒸发器 以及预热装置
泵壳
完整系统泵
导热杆
防热罩
连接杆埋头螺母
导热块
完整导热杆
旁心
转轮螺纹接套
石墨衬垫
手轮/开关旋钮
转轮螺母
旁心套筒螺母
完整旁心
完整蒸发器
完整内汽缸
燃料箱

针栓
带名称标签的框架
中心底板
带盖的灯罩
内汽缸
完整上层系统
标准灌装螺钉
蒸发器上层
蒸发器下层
塑料漏斗
快速预热器设备清洗针
快速预热器设备筛
阀门栓
阀垫圈(止回阀)
阀弹簧
完整喷雾器阀
防火管
快速预热器螺纹套管
螺纹套管螺母
完整附件
快速预热器连接件
完整预热器连接件 (224, 90, 
187)
完整快速预热设备
盘轮零件 111 (开关旋钮)
检查包装中的螺旋快速预热器

提灯零件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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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修寄送表格
普通在线寄回方式
请访问 www.britelyt.com/returns 进行

BriteLyt 有限终身质保
BriteLyt 向原主承担其产品由于材料和加工造成的质量缺陷提供终身质量
保证。如果产品由于制造缺陷导致无法使用，即使这是由于用户过度使用
造成的，我们也将免费对产品提供保修，或者酌情对产品进行更换。保修
政策并不包括由于意外情况，保管不善，过失疏忽，正常磨损，不当使
用，维护，存放，造成的损害，以及由于长期使用造成的颜色和材料的自
然磨损。对于质保不包括损坏情况，用户需要支付适当的维修费用以及返
程运费。

需要维修的产品将直接移交到BriteLyt的质保部门进行保修评估。用户需
要预先支付运输及保险费用。BriteLyt 对寄来包裹的丢失不承担责任。维
修的产品需要保持清洁。如果产品必须进行清洁，我们会评估相关费用。
您在寄送提灯给我们进行质保维修之前需要得到核准。没有得到核准情况
下寄回给我们能的产品将会被退还。

需要维修的产品将直接移交到BriteLyt的质保部门进行保修评估。用户需
要预先支付运输及保险费用。BriteLyt 对寄来包裹的丢失不承担责任。维
修的产品需要保持清洁。如果产品必须进行清洁，我们会评估相关费用。
您在寄送提灯给我们进行质保维修之前需要得到核准。没有得到核准情况
下寄回给我们能的产品将会被退还。

您需要注册提灯才能使得BriteLyt质保有效。质保期从您购买产品的那一
天开始计算，您还有可能需要提供购买产品的凭证以及燃料箱底座上的序
列号吗。如果您有任何关于提灯保修问题，都可以致电以下电话询问

周一至周五 上午9点到下午5点（美国东部时间）(727) 451-7020

BriteLyt 技术支持
如果您需要协助或者有关于提灯及其操作问题，请随时联系我们！
您可以通过以下电子邮件联系到我们的提灯专家们：
customerservice@britelyt.com 或致电 (727) 451-7020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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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BriteLyt产品前的准备
• 在进行操作前确保将设置旋钮至于“off”位置（12点钟方向）
• 检查提灯松动部件，它们可能在运输过程中移动。
• 确保燃罩没有损坏。损坏的燃罩必须在开始使用前进行更换。
• 确保燃烧器和其他燃烧附件固定好。
• 不要在室内使用。 请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提灯,而且要远离易燃或热

敏材料。
• 提灯可以使用多种不同的燃料。但是使用煤油之外的燃料或使得提灯

的燃烧方式有所不同。请参考第15页关于多种燃料操作的相关信息。
• 提灯只能竖直放置，不能倾斜或者以其他方式放置。
• 确保不要在柔软或易燃的表面放置您的提灯。
• 不要在无人照看情况下点燃提灯。
• 将提灯远离儿童，并且永远不要让儿童玩提灯。
• 不要将任何东西放置在提灯上方。
• 提灯在工作时只有燃料箱部分可以接触。如果您接触燃料箱以上任何

部分，都可能会导致严重烧伤。
• 使用提灯之后需要冷却至少30分钟，才能接触，存放或维修。
• 每次使用提灯后，您需要松开放弃螺丝排出燃料箱中的压力。
• 在提灯工作的时候，不要打开压力计装配，添加或取出燃料。
• 不要直接直视工作状态下的燃罩。
• 在提灯点燃时，不要吸入提灯排出的废气。
• 在提灯未使用时，请不要将旋钮置于“on”的位置。
• 在每次存放提灯之前，您都需要清空燃料箱。
• 任何时候都要保持预热导管清洁畅通。
• 永远不要燃烧过期或不干净的燃料。

BriteLyt 对于不当使用产品不负有任何责任

使用任何不是 BriteLyt 品牌的零件将导致提灯生产商的质保承诺
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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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您的 BriteLyt 提灯

在点亮您的 BriteLyt 提灯之前，您需要完整阅读这份说明
书。注意警告和安全注意事项。确保您在使用前，理解全部
操作说明。不要吸入烟气，并且在室外使用。参考第 2页关
于零件标签的示意图。

步骤 1
旋开压力计的螺丝，使用我
们提供的漏斗将燃料倒入。
持续倒入直至燃料到达漏斗
颈的下边缘。不要溢出燃料
箱。 

松开手柄和反光罩螺钉，拆
卸风罩。

移除固定在灯上的两个螺
钉，拆卸风罩以及风罩内套
管。

步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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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灯芯覆盖在喷嘴上，使用
双结固定。

修剪线头使其尽可能短。

重新安装风罩内套管和风
罩。

确保反光罩螺钉可见且拧
紧。

重新安装两个固定螺钉，一
旦风罩重新放置，手动拧紧
手柄/反光罩螺钉。

确保燃料转盘的指针指向正
上方12点钟方向（即关闭位
置）。

手动将压力计用螺钉安装回
燃料箱。

步骤 3

步骤 4

步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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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手泵旋钮将其解锁。

反复抽吸泵，直到压力计显
示其压力在红线和刻度3之
间。

当这一步完成后，将手泵旋
钮放置在向下位置将其重新
锁住。

如果您使用EZ增压附件和
压缩空气，请阅读第14页

的说明，跳过步骤 6。

将控制杆向下拉可打开燃料
通道，从而开启快速预热器

马上使用打火机或火柴在控
制杆开口处点燃燃料气流。 
我们建议使用打火机进行点
燃。

如果需要，可以将手泵解
锁，反复抽吸以保持燃料箱
中的压力。

步骤 6

步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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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煤油和汽油作为燃料
的情况下，让预热器运行大
约30秒（根据燃料和室温的
不同，时间也不一样）。

* 阅读16页上的“多燃料操
作”部分获得更多信息。

在您预热汽化器之后，请将
燃料转盘旋转至指针向下的
位置（6点钟方向）。

灯芯此时应该开始点燃并发
光。

灯芯点燃后，翻转操作杆到
原来位置，关闭预热器

将提灯设置到运行压力区
间，即在压力计上显示为刻
度2和3之间。

当您抽吸泵时，请不要摇晃
提灯，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损
坏灯芯而需要重新进行点燃
操作。

如果提灯开始变暗，您可以使用手泵增加燃料箱的压力。使用燃
料转盘来控制灯的亮度。

步骤 8

步骤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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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您的BriteLyt提灯

通过打开压力计上的排气阀
可以关闭提灯。

将燃料转盘置于垂直位置（
指向12点方向）可以切断燃
料通道。

存放您的 BriteLyt提灯
• 在触摸、移动或修理前，提灯至少需要冷却30分钟。
• 不要将燃料存放在燃料箱里过长的时间。
• 在存放您的提灯前清空燃料箱。
• 为了避免划伤和损坏，您可以将提灯和反光罩放置在可选的大

手提袋中。
• 在10次使用以后，您可以用一瓶盖汽化器器清洁剂和燃料一起

放入燃料箱中，从而清洁燃烧系统和燃料箱。
• 在存放后再次使用提灯时，您需要确认所有零部件都安装紧密

且清理干净。

步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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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与故障排除
• 如果发现提灯闪烁或变暗，您可以使用手泵或EZ增压附件增加燃

料箱的压力至大约2.5个大气压。
• 如果手泵的泵柱塞不能正常工作，您可以润滑O形环泵或重新安

装。
• 如果预热器无法点燃或正常燃烧，您需要检查燃料箱的压力是否正

常。压力应该稍稍低于红色刻度。如果压力正常，您可以使用提灯
包装中提供的针来清理预热器的喷嘴。

• 在点燃提灯时不要去掉热挡板（零件 #126s）。
• 您可以 50/50 的比例将燃料和香茅油混合燃烧以驱赶蚊虫。
• 如果使用生物柴油，在使用酒精杯进行预加热时，可能需要进行6

到10次燃烧才能够将灯芯点燃。
• 去除损坏的灯芯，因为它们会损坏提灯中的玻璃。
• 经常使用水和汽油冲洗和清洁燃料箱。
• 如果您身处非常寒冷的地区，或者在高于5,000英尺的高地，您需

要在燃料箱中添加10%的溶剂油让灯芯燃烧得更快。
• 如果手泵的泵柱塞不能正常工作，您可以润滑O形环泵或重新安

装。
• 如果使用生物柴油，在使用酒精杯进行预加热时，可能需要进行6

到10次燃烧才能够将灯芯点燃（您还需要在酒精杯后继续使用预
热器）。先使用酒精杯进行预热，然后在酒精燃烧完后，再使用预
热器。这将帮助您快速地进行预热。

质保注册
BriteLyt 承诺的终身免费质保需要您注册自己的提灯。你需要访问 www.
britelyt.com/reg 以数字方式注册您的提灯，从而完成质保注册。

您需要提供原始购买凭证才能够完成注册表格。您还需要提供印在提灯底
部的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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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Z加压附件使用说明
（可选附件）

拧开手泵与燃料箱连接的螺
丝。泵柱塞拆卸起来有一定难
度。

拧紧接上EZ加压附件

通过轮胎泵或手持CO2填充器
箱燃料箱中注入压缩空气。确
保输入压力不超过30psi。不
要使用超过12G的CO2系统。

       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关于提灯使用和故障排除的
视频教程，可以访问以下网址：

www.BriteLyt.com/howto

步骤 1

步骤 2



BriteLyt Rapid 829/500CP                                               15

EZ烹饪附件使用说明
（可选附件）

 

松开手柄/反光罩螺钉，拆卸
提灯的风罩。

根据指南设置凹槽将风罩部分
替换为EZ烹饪附件配置器。

步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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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燃料操作指南

重要内容：
下面列出的预加热次数是估计值。海拔，适度和温度等
不同都会对其产生影响。

不要使用家庭制作或自己配置的燃料！

如果使用在本说明中没有列出的燃料，您需要自己承担
风险。BriteLyt 对于使用未列出燃料不承担任何责任。

使用本说明书中没有列出的燃料可能会对提灯造成永久
性和不可逆的损坏。

基于酒精的燃料（乙醇或甲醇），或纯油（植物油、车
用机油和工业用油）不能够单独使用。

如果使用以上列出的燃料，您需要将其以50/50比例混合其
他燃料后，才能够用于在提灯中正常使用。

BriteLyt对于使用未混合的这些燃料不负任何责任

如果您对于使用某种燃料有相关疑问可以联系我们。
请拨打电话(727) 451-7020 或者发送电子邮件给                        
customerservice@britely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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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油类燃料
预加热时间估计：10到 35秒
例如：科尔曼燃料、汽油、无铅汽油、涂料稀释剂、打火机液、无油
松香水。

石油类燃料
预加热时间估计：15到 45秒
例如：煤油、灯油、JP燃料、香茅油、含油松香水。

重油类燃料（推荐50/50混合后使用）
预加热时间估计： 45秒到 2分钟
例如：柴油燃料或生物柴油

以下是我们为了提高提灯的效率和安全，所推荐的混合燃料。推荐的
混合比例为50/50，但是您可以根据自己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煤油和汽油类燃料
预加热时间估计：10到 35秒
总燃烧时间估计：10到 12小时 
例如：煤油与以下任何一种燃料混合：科尔曼燃料、涂料稀释剂和所
有酒精类燃料。

柴油和汽油类燃料
预加热时间估计：20到 40秒
总燃烧时间估计：10到 15小时
例如：柴油与以下任何一种燃料混合：科尔曼燃料、涂料稀释剂和所
有酒精类燃料。

生物柴油和汽油类燃料
预加热时间估计：45秒到 2分钟
总燃烧时间估计：10到 25小时
例如：柴油与以下任何一种燃料混合：科尔曼燃料、涂料稀释剂和所
有酒精类燃料。

机油和汽油类燃料
预加热时间估计：1.5到 2分钟。可能需要使用酒精被而非预热器（零
件 35）.必须测试预热器，如果预热器不能工作，就需要使用加热杯
（零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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