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 动 脚 踏 泵
操作和维护手册

本操作手册内容包括气动脚踏泵的操作规程、警告和注意事项以及故障排

除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手册，彻底理解其内容并妥善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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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油

使用准备

脚踏泵

   1、每12个月要排光所有的油压油并重新注入清洁的经销商液压油。如果泵浦在污染较

   1、检查系统的安装和连接是否紧固、无泄漏。

   2、开泵浦前检查油箱液面

 注意：绝不能加长泵浦的脚踏柄，加长脚踏泵浦的操作与运行将不稳定。

 警告：在某些情况泵浦会产生回弹。始终站在泵浦的一侧，以远离回弹力范围。

   2、拿开油箱排气盖或塞。

   3、倾斜泵浦排光废油。

   4、将油箱中油加至泵浦上标记的位置。

   5、旋好排气盖或塞。

   把用过的油合理地处理掉。

重的环境中工作，要更经常地换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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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踏泵

   有排气性的泵浦具有较好的性能，将油箱上方加油盖逆时针转1/4转，就能排气。

   泵浦的油路连接

   使用双速泵浦

   这些泵浦提供两级流量，在无负载时，泵浦在打流量的第一级工作，快速前进。当
连接负载时，泵浦自动转换到第二级进而建立压力。

   1、软管旋入泵浦的外界面，使用1.1/2圈铁氟龙带(或其他螺纹密封材料)缠在软

   2、为安全和更好地控制系统，需在泵浦压力管路中安装一个压力表。

   3、将软管连接到所使用的油压千斤顶或工具上。

提示：对于单作用油压千斤顶，在油压千斤顶和泵浦之间连接一根软管。对于双作用
油压千斤顶，在油压千斤顶和泵浦之间连接两根软管，其中一根软管连接泵浦的压力
口和油压千斤顶的压力油口，另一根油管连接泵浦的回油口和油压千斤顶的回油口。

管接头上。螺纹的第一圈应不被密封带覆盖，以免密封带脱落进入油压系统产生危害。

剪去松散的密封带尾部。

   提示：为了产生最好的运行状态，在大流量的第一级，应该用中等速度操作手柄
较快的手柄操作速度将使泵浦的吸油不充分。

泵浦的排气性

安装说明、使用双速泵



   下面的资讯帮助你诊断是否存在问题，如需要维修服务，请联系WREN工程师

故障诊断及对策

脚踏泵

  
问      题 可   能     原     因 解 決 方 式 

泵浦无法输油、使千斤顶柱

塞无法伸出,伸出缓慢或伸

出有抖动现象 

泵浦油箱油量太少 在千斤顶完全缩回时，依照

泵浦型号添加所需液压油 

泵浦油位內有异物阻塞或

过滤器阻塞,泄压阀没有上

紧 

检查并清洁过滤器 

油压接头没有上紧 确实上紧油压接头 

负载太重 加装压力表,检查是否超载 

液压油温度太低或黏度太

高 

更换适当液压油 

油压千斤顶组內有空气 将空气排出 

油压千斤顶活塞卡死 检查油压千斤顶的损坏情

况，请受训有经验的油压技

术人员來维修 

釋壓放洩閥鬆動 檢查並上緊 

泵浦无法建压或持压 釋壓放洩閥漏油  清潔檢修鋼珠及油封 

釋壓放洩閥設定壓力太低 設定正確壓力 

油泵浦內部洩漏 請受訓有經驗的油壓技術

人員來維修 

泵浦過濾器阻塞 清潔過濾器更換液壓油 

油压千斤頂不能缩回、部分

缩回或缩回慢于正常速度 

釋放閥關閉 打開釋放閥 

泵浦油箱內油過多 排油使液面至滿標誌線 

油壓接頭鬆動 檢查並擰緊所有接頭 
系統中有空氣 按第 4 頁說明排出油中空

氣 

軟管內徑太小 使用內徑較大的油壓軟管 
油壓千斤頂回程彈簧斷裂

或其他油壓千斤頂零件損

壞 

請受訓有經驗的油壓技術

人員來維修 

 





十  零件分解图



零件編號 零件名稱   零件編號 零件名稱 
01 螺栓   12 彈簧 
02 前蓋   13 油封 
03 簞簧   14 油封 
04 螺栓   15 氣動活塞 B 
05 墊片   16 回覆彈簧 
06 氣缸管   17 活塞桿 
07 洩放閥膠墊   18 油封 
08 雙層油封   19 活塞桿墊片 
09 洩栓   20 活塞桿墊圈 
10 氣動活塞 A   21 喞筒螺栓 
11 切換活塞   22 喞筒墊圈 
23 U 型油封  58 螺栓 
24 喞筒  59 開關閥座 
25 油封  60 濾油網 
26 底座  61 開關閥柱 
27 C 型扣環  62 墊圈 
28 鋼珠擋件  63 進氣閥墊圈 
29 彈簧  64 螺栓 
30 鋼珠擋件  65 墊圈 
31 吸入閥座  66 彈簧 
32 濾油網  67 濾片 A 
33 C 型扣環  68 回油底座 
34 回油座活塞  69 踏板支軸 
35 油封   70 C 型扣環 
36 彈簧   71 螺栓 
37 回油鋼針座   72 螺栓 
38 油封   73 墊圈 
39 背托環   74 踏板固定件 
40 鋼珠針   75 濾片 B 
41 回油閥   76 泡棉 
42 鋼珠   77 蓋板 
43 彈簧   78 螺栓 
44 油封   79 拉桿 
45 背托環   80 插梢 
46 雙通管   81 油封 
47 彈簧   82 釋氣螺栓 
48 油封   83 墊片 A 
49 背托環   84 墊片 B 
50 高壓閥座   85 油箱墊片 
51 C 型扣環   86 油管 
52 螺栓   87 踏板 
53 調壓閥   88 油封 
54 鋼珠   89 油封 
55 擋件   90 濾油網 
56 彈簧   91 防塵泡棉 
57 螺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