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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第一次使用您的设备前，请先阅读并遵

守本操作说明书原件，为日后使用或其他所

有者使用方便请妥善保管本说明书。 
- 首次启动之前，必须通读使用说明与安

全提示Nr.5.951-949!  
- 如果本装置在运输途中受损，则应及时

通知供应商。 
- 开箱之前，应检查包装内含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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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 

 

包装材料可以回收利用。请不要

将包装材料与普通材料放在一起

处理；而应妥善安排回收。 

 

旧的设备中含有宝贵的可再利用

的材料；应加以回收利用。电池、

油以及类似物质不可以进入自然

环境。请通过适当的收集系统处

理您的旧设备。 

切勿向环境释放发动机油、燃油、柴油和石

油。保护地面，采用环保方式处置废油。 

内部材料提示（REACH） 
最新的内部材料信息请您在如下链接中查

找： 
www.kaercher.com/REACH 

使用说明书中的符号 

 危险 
可以导致严重伤害甚至死亡的危险。 

 警告 
可能的危险情形，可导致严重伤害甚至死
亡。 
小心  
可能的危险情形，可导致人身中度伤害或财
产损害。 

概述 

装置元件 

图1 
1 防护盖 

2 喷杆支架（两侧） 
3 软水剂 RM 110/RM 111 
4 带制动器的转向滚轮 
5 运输安装位置（两侧） 
6 高压软管 
7 手持喷枪 
8 喷杆 
9 高压喷嘴（不锈钢） 
10 电源 
11 手持喷枪安全销 
12 手持喷枪压力/流量调节器 
13 带过滤器的水源接头 
14 高压接头 
15 台阶踏板 
16 清洁剂箱2 
17 清洁剂箱1 
18 储物箱 
19 手柄 
20 操作区 
21 储存室闭合挡板 
22 附件储存室 
23 铭牌 
24 盖锁 
25 加油口 
26 泵压力/流量调节装置 
27 放油螺钉 
28 清洁剂入口止回阀 
29 含过滤器的清洁剂抽吸管1 
30 含过滤器的清洁剂抽吸管2 
31 维护开关 
32 低水位保护 
33 加热器 
34 过滤器（水） 
35 加热器放水螺钉 

操作区 

图2 
A 主开关 
B 温度控制旋钮 
C 清洁剂剂量旋钮 
D 压力计 
1 泵指示灯 
2 “低水位”指示灯 
3 “待机”指示灯 
4 加热指示灯 
5 电机指示灯 
6 加热器故障指示灯 
7 维护指示灯 
8 软水剂指示灯 

机器上的符号 
高压喷射如果适用不当，则很危险。绝对不
能直接对准人、动物、带电电气设备或设备

本身喷射。 

电击危险！ 
只有电工或授权技术人员可以
处理本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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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放热，存在烫伤危险！ 

 
正确使用 

可清洗范围： 机床、车辆、构筑物、工具、

外立面、阳台、园艺工具等等。 

危险 
受伤危险！ 在燃气站或其它危险区操作时，
请遵从相关安全规定。 

请不要将污染的矿物油或废水流放到土壤、

水或污水系统中。因此只能在放有集油盘的

特定的地方清洗发动机以及底部。 
安全说明 

- 请遵从相关国家的燃油喷射国家法规。 
- 请遵从相关国家的事故预防国家法规。

必须定期测试燃油喷射，并且将测试结

果记录到文档中。 

安全装置  
缺水保护 

- 缺水保护装置可以防止在缺水时开启燃

烧器。 
- 缺水时，缺水熔断器会在2分钟后关闭

泵，防止干运行。 

温度控制器 

- 当温度过高时，温度限制器会将燃烧器

关闭。 

安全装置用于保护用户，绝对不能退出

工作或绕开其功能。 

带两个压力开关的溢流阀 

- 当通过泵头或伺服压力调节装置降

低水流时，溢流阀打开，部分水流回

泵抽吸侧。 
- 如果手持喷枪关闭，水流回泵抽吸

侧，溢流阀的压力开关将关闭泵。 
- 如果手持喷枪开启，汽缸盖上的压

力开关重新将泵开启。 
由制造商设置并密封溢流阀。只能由客

服进行设置。 

安全阀 

- 当带压力开关的溢流阀失效后，安全

阀打开。 
由制造商设置并密封溢流阀。只能由客

服进行设置。 

启动 

警告 
受伤危险！ 设备、管、高压软管和接头
必须完好无故障。否则，绝不能使用机
器。 

锁定停车制动。 
安装手柄 

图3 
更换瓶装软水剂 

注： 推进瓶并固定，使其穿过外壳。如

果瓶没有空，则不要取下瓶。 
注： 为了保护本装置，应在软化剂瓶用

完了5小时后关闭燃烧器。 
- 软水剂有效防止泵使用含碳酸钙的

自来水时产生钙化。软水剂采用滴

落法注入到蒸煮器供水管中。 
- 制造商出厂时已将测量仪表设定为

中等硬度水质。 
注： 交付时包括软水剂瓶。 
- 更换瓶装软水剂。 
调整Advance RM 110/RM 111剂量 

- 确定自来水的硬度： 
- 通过公共自来水厂 
- 使用硬度测试仪(订单号 

6.768-004) 
 
水硬度(°dH) 维修开关的刻度 
  
<3 OFF (无剂量) 
3...7 1 
7...14 2 
14...21 3 
>21 4 
- 根据表中的水硬度设置维修开关。 
注： 使用Advance 2 RM 111时应遵从以下

事项： 
- 钙化保护： 见表 
- 泵养护： 维修开关的设定值至少应设为

3。 

添加清洁剂 

小心  
受伤危险！ 
- 只能使用凯驰产品。 
- 绝对不能加注溶剂（汽油、丙酮、稀释

剂等。） 
- 避免接触眼睛和皮肤。 
- 请遵从清洁剂制造商的安全和搬运说

明。 
凯驰提供了单独的机器清洗和养护程序。 
您的代理商将为您提供相关咨询。 
- 添加清洁剂 
安装手持喷枪、喷射管、喷嘴与高压管 

图4 
- 将手持喷枪接到枪柄上。 
- 紧固喷杆螺钉接头。 
- 将高压喷嘴插入到盖螺母中。 
- 安装盖螺母，并紧固。 
- 将高压管连接到机器的高压连接点。 
安装备用高压管 
图5 

水源连接 

关于连接值，请参见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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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供水管（最小长度7.5m，最小直径

3/4"）连接到机器的供水连接点和水

源点（例如水龙头）。 
注： 交付时不包括供水管。 

电源连接 

- 关于连接值，见技术数据表和铭牌。 
- 必须由电工根据120 60364-1完成电

气连接。 
 

- 铭牌上的电压必须对应电源电压。 
- 只能由授权的客户服务/电工安装电

气插头。交付时不包括电气插头。 

危险 
电击受伤危险  
- 如果延长线不合适，则可能导致危

险。只能使用经过批准适用于此目的
的室外延长线，并应有充分的横截面
积： 
延长线始终完全伸直。 
插头与延长线耦合器必须防水。 

操作 

危险 
爆炸危险！ 
切勿喷溅易燃液体。 

危险 
受伤危险！ 切勿在未连接喷杆的情况下
使用本装置。每次使用之前，均应检查
并确保喷杆正确安装。紧固喷杆螺钉接
头。 

安全说明 

警告 
长时间使用该设备时，如果该设备振动，

会造成循环问题。无法规定通用的有效

工作时间，因为这要取决于几个因素： 
- 易出现血液循环问题（手指发冷、麻

木）。 
- 环境温度低。应戴手套来保护手。 
- 由于夹住造成血液循环问题。 
- 暂停操作比连续操作更合适。 
在长时间定期设备操作并且重复出现症

状（例如手指发冷、麻木）时，请看医

生。 

加热器 

注： 使用特别硬的水时，加热器内的钙

形成速率更高。这是自然现象，不会影

响本装置功能，只要遵守保养间隔即可

（见“保养与维护”）。 

更换喷嘴 

危险 
更换喷嘴之前，本装置关闭，开启手持喷枪
直至本装置无压力。 

工作模式 

 
0/OFF =关 
1 用冷水工作 
2 经济！节能设置（热水最高温度60 °C） 
3 用热水工作 

开启机器 

将设备开关设置到期望的工作模式。 
准备好工作指示灯亮起。 

设备快速启动，并且在达到工作压力后立即

关闭。 
注： 如果在工作过程中泵、缺水、加热器

故障或故障指示灯亮起，立即关闭设备并维

修故障，参见"故障帮助"。 
松开触发枪。驱动手持喷枪时，设备重

新开启。 
 注： 如果高压喷嘴、泵没有水流出来。

参见"故障帮助-设备不能聚积压力"。 
调节清洗温度 

将温度调节装置设置到期望的温度。 

30 °C--85 °C: 
- 用热水清洗。 

设置工作压力和流量 

泵压力/流量调节装置 
顺时针方向转动调节轴： 加大工作压力

（最大） 
- 逆时针方向转动调节轴： 降低工作压力

（最小） 
手持喷枪压力/流量调节器 

将泵装置的工作压力设置为最大。 
- 通过〔无级）旋转手持喷枪（+/-)的压力

/流量调节机构，设置工作压力和进给

量。 

危险 
调整压力/流量调节装置时，喷杆的螺钉接
头一定不能松动。注： 以低压长时间工作

时，通过泵装置来设置压力。 

使用清洁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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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地保护环境，应节约使用清

洁剂。 
- 应选用适合处理的表面的清洁剂。 
使用清洁剂注入阀，按照制造商的建议

设置清洁剂的浓度。注： 控制面板上提

供了推荐的最大工作压力值。 
清洁 

- 根据待清洗的表面设置压力/温度和

清洁剂浓度。 
注： 为了防止压力过高造成破坏，一定

要先将高压射流管远离待清洗的物体。 
推荐的清洁方式 
- 疏松灰尘： 喷射清洁剂并注意节约，

喷射1-5分钟，不要让其干透。 
- 清除灰尘： 
- 用高压射流喷掉疏松的灰尘。 

用冷水工作 

用于清除轻度污染以及冲洗园林工具、

阳台、工具等。 
- 按需设置工作压力。 

经济！节能设置 

设备在最经济的温度范围内工作。 

注： 温度可以调节到60 °C。 

用热水工作 

我们建议采用以下清洗温度： 
- 轻度污染 

30-50 °C 
- 含蛋白质的污染，例如食品加工业 
- 最高60 °C  
- 车辆清洗，机器清洗 

60 -85 °C 

危险 
烫伤危险！ 
- 将温度调节装置设为期望的温度。 
注： 改变工作压力和进量同样会改变水

温。 
用清洁剂工作后 

将清洁剂剂量阀设置到 "0"。将设备

开关设置到“1”（使用冷水工作）。打

开手持喷枪，将设备冲洗至少1分钟。 

关闭机器 

危险 
热水烫伤危险。使用热水或蒸汽工作完
后，必须使用冷水并保持喷枪打开，让
机器工作至少5分钟。 

将设备开关设置到"0/OFF"。 
切断供水。 

- 打开手持喷枪。 

用设备开关快速开启泵（大约5秒）。只

能用干手将插座中的电源插头拔出来。 
拔下水接头。驱动手持喷枪，直到设备

的压力降低。锁定触发枪。 

装置存放 

- 将枪杆放在设备罩的支架内。 
- 卷起高压管和电线，挂入相应支架内。 
注： 不要扭曲高压软管和电线导管。 

防冻 

小心  
如果设备中的水没有完全排出来，则结冰后
设备会损坏。 
- 将设备保存在不会结冰的地方。 
如果无法保存在不会结冰的地方，则应关闭

装置。 
关机 

如果设备长时间不工作，或不能保存在防冻

的地方： 
- 排出水。 

用防冻剂冲洗设备。清空清洁剂箱。 

排空水 
- 拧下水管和高压管。 

拧下加热器底部的排水螺钉，清空加热

器。 
将设备运行最多1分钟，直到泵和水管

清空。 

用防冻剂冲洗设备 

注： 请遵从防冻剂制造商的操作说明。 
- 加热器中注入防冻剂。 
- 打开设备（不含加热器），直到完全冲

洗设备。 
上述操作还同时达到了防腐目的。 

存放 

小心  
受伤与受损危险！ 存放时注意设备重量。 

运输 

图6 

小心  
受损危险！ 当用叉车装载设备时，请遵从
相关说明。 
小心  
受伤与受损危险！ 运输设备时，遵从其重
量。使用车辆运输时，根据指引固定设备，

防止滑动和倾覆。 
保养与维护 

危险 
意外启动本装置可能存在受伤危险。在进行
维护或维修工作前一定要断开设备的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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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设备开关设置到"0/OFF"。 
切断供水。 

- 打开手持喷枪。 
用设备开关快速开启泵（大约5秒）。 
只能用干手将插座中的电源插头拔

出来。 
- 取下水接头。 
- 驱动手持喷枪。直到设备压力降低。

- 锁定触发枪。让设备冷却。 
代理商将通知您定期进行安全检査，并

签定维护合同。 

维护周期  

每周 
清洗水管中的滤网。清洗精滤器。 

- 检查油位。 

小心  
如果出现乳状油，请立即通知凯驰客服。 
每月  
- 清洗储水保护装置中的滤网。清洗清

洁剂吸入软管的滤网。 

工作400小时后，至少每年一次。 
检查加热器钙化程度，考虑是否请客

服安排清洁。 

工作500小时后，至少每年一次。 
- 换油。 

保养作业 

清洗水管中的滤网取出滤网。 
- 清洗水滤网并重新装上。 
清过滤器将机器卸压。从加热器上取下

过滤器。 
- 拆下过滤器与滤芯。 
- 用干净的水或压縮空气清洗过滤器。 

按逆向顺序重新装配。 

清洗储水保护装置中的滤网 
松开盖螺母并取下软管。 

- 取出滤网。 
注： 根据需要将螺钉M8向里旋入大约

5mm，并拉出滤网。 
- 清洗水滤网。 
- 向里推进滤网。 
- 挂上软管。 
- 上紧盖螺母。 
清洗清洁剂吸入软管过滤器 
- 取出清洁剂抽吸支架。 
- 清洗过滤器并重新装上。 
换油 
- 准备一个容量大约为1升的油箱。 
- 旋松螺钉。 

按环保方式处置用过的油，或在回收点

回收。 

- 上紧螺钉。 慢慢将油加到MAX刻度处。 
注： 关于油的种类，请参见技术规格。 

排除故障 

危险 
意外启动本装置和电击存在受伤危险。在进
行维护或维修工作前一定要断开设备的电
源。 

泵指示灯 

闪烁1次 
- 缺油。 
- 补充油。 

闪烁2次 
- 高压系统泄漏 
- 检查高压系统和连接是否上紧。 

闪烁3次 
- 2分钟后缺水—泵停止，防止干运行。 
- 检查水源，检查连接。 
闪烁4次 
- 加热器接触器故障。 

将设备开关设置到"0/OFF"。 
- 开启机器 
- 错误反复出现。 
- 通知客服。 

低水位指示灯 

- 缺水—加热器关闭。 
- 检查水源，检查连接。 

"待机完毕"指示灯熄灭 

- 线路无电压，见"设备不运转"。 
加热器指示灯亮起 
- 加热器运行 

电机机指示灯 

闪烁2次 
- 发动机超载/过热 
- 将设备开关设置到"0/OFF"。 
- 让设备冷却。 
- 开启机器 
- 错误反复出现。 
- 通知客服。 
闪烁3次 
- 电源故障。 
- 检查电源连接和电源保险丝。 

闪烁4次 
- 功耗过大。 
- 检查电源连接和电源保险丝。 
- 通知客服。 

加热器故障指示灯 

闪烁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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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限制器被触发。 
- 将设备开关设置到"0/OFF"。 
- 让设备冷却。 
- 开启机器 
- 错误反复出现。 
- 通知客服。 
闪烁3次 
- 系统养护检测有缺陷。通知客服。 
闪烁4次 
- 温度传感器有缺陷。 
- 通知客服。 

维修指示灯 

- 维护间隔 

- 进行维护作业。 

软水剂指示灯亮起 

注： 加热器仅可继续运行5小时。 
- 软水剂瓶空。 
- 更换软水剂瓶。。 

软水剂指示灯闪烁 

注： 加热器无法再工作。 
- 软水剂瓶空。 
- 更换软水剂瓶。 

机器不运行 
- 无电源 
- 检查电源连接/导管。 
设备不能聚积压力 

- 系统内有空气。 

- 泵排空气： 
- 将清洁剂剂量阀设置到 "0"。 
 
- 打开手持喷枪，用设备开关将设备开

关多次。 
- 打开手持喷枪，开关泵装置的压力/

流量调节装置。 
注： 拆下高压软管，可以加快排气过程。

如果清洁剂箱空了，则重新注入清洁剂。 
- 检查连接和导管。 
- 压力设置到MIN 
- 压力设置到MAX 
- 水管中的滤网变脏。 
- 清洗滤网。 

清洗过滤器；如有需要，更换过滤器。 
- 供水量过低。 
- 检查水位（参见技术数据表）。 

设备泄漏，水从设备底部滴下 

- 泵泄漏 
注： 每分钟3滴是允许的。 
- 如果泄漏加重，由客服对设备进

行检査。 

注： 冷凝液可导致机器产生水滴。 

喷枪关闭时可开关设备 

- 高压系统泄漏 
- 检查高压系统和连接是否上紧。 
设备不能吸入清洁剂 

- 使设备保持运行，并打开清洁剂剂量阀，

关闭水源，直到水箱被抽空， 压力下降

到"0"。 
- 重新打开供水管。 
如果泵还不能吸入清洁剂，可能是由于以下

原因： 
- 清洁剂吸入软管的滤网变脏。 
- 清洗过滤器。 
- 止回阀堵塞 

用钝器具取下清洁剂软管并松开止回

阀。 

加热器不工作 

- 软水剂瓶空。 
- 更换软水剂瓶。 
- 缺水 
- 检查水源，检查连接。 
- 加热器故障 
- 通知客服。 

使用热水时没有达到设置的温度 

- 工作压力/水流速太高 

- 通过泵的压力/流量调节装置降低工作

压力/低量。 
如果无法排除故障，则必须请客服检查。 

质保 

我们营销公司公布的保修条款适用于各国

家。在保修期内我们可以免费维修各种潜在

的问题，但问题必须是由材料缺陷或制造错

误造成的。 

 

 

 

 

 

 

 

 

 

 

 
附件与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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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使用制造商允许的附件和备件。仅使

用原备件和配件可以保证机器安全、无

故障地运行。在本操作说明最后您会看

到常用备件的清单。关于备件的详细信

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上的维修部分：
www.kaerch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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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规格 

 
 HDS-E 

8/16-4M 
12kW 

HDS-E 
8/16-4M 
24kW 

HDS-E 
8/16-4M 
36kW 

电源 
电压 V 400 400 400 
电流类型 Hz 3~ 50 3~ 50 3~ 50 
连接负载 kW 17,5 29,5 41,5 
保护（慢速） A 17,5 35 52 
水管 
最高进水温度 °C 30 30 30 
最小进水量 l/h 

(l/min) 
1000 (16,7) 1000 (16,7) 1000 (16,7) 

最高进水压力 MPa 
(bar) 

0,6 (6) 0,6 (6) 0,6 (6) 

性能数据 
水流速  l/h 

(l/min) 
710-760 
(11,812,7) 

710-760 
(11,812,7) 

710-760 
(11,812,7) 

水工作压力（采用标准喷嘴） MPa 
(bar) 

16,5 16,5 16,5 

 最大超出工作压力（安全阀） MPa 
(bar) 

20,5 20,5 20,5 

热水最高工作温度 °C 85 85 85 
热水停机温度 °C 98 98 98 
输入温度15 °C时，连续工作期间的工

作温度 
°C 30 45 57 

清洁剂抽吸速率 l/h 
(l/min) 

0-30 (0-0,5) 0-30 (0-0,5) 0-30 (0-0,5) 

输出加热功率 kW 12 24 36 
手持式喷枪的最大反冲力 N 37,2 37,2 37,2 
喷嘴规格 -- 045 045 045 
根据EN 60355-2-79确定的值 
噪音排放 
等压等级LpA dB(A) 67 67 67 
不确定度 KpA dB(A) 3 3 3 
功率等级 LWA +不确定度KWA dB(A) 85 85 85 
手臂变化值 
手持喷枪 m/s2 4,5 4,5 4,5 
喷杆 m/s2 1,9 1,9 1,9 
不确定度 K m/s2 0,3 0,3 0,3 
燃油 
油量 l 0,75 0,75 0,75 
油等级 -- SAE 90 SAE 90 SAE 90 
尺寸与重量 
长x 宽 x 高 mm 1330 x 750 

x 1060 
1330 x 750 
x 1060 

1330 x 750 
x 1060 

无配件时的重量 kg 190 192 197 
清洁剂箱 l 10+20 10+20 10+20 
蒸煮器总容量 l 50 50 50 
预热室的蒸煮器容量 l 1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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