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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LD6002系列液压剪专用电动泵

雷恩液压

本操作手册内容包括KLD6002液压剪电动泵的操作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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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指示

液压电动泵的安全使用，必须要求正确操作和定期检查。
在阅读和彻底理解本手册中的安全指示条例后才可以使用本电动泵。
▲注意事项--防止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或财物损失。

▲警告事项--防止造成人身伤害。
请确实遵守上述两个事项。
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生异常情况，请关闭电源，拨出电源接头，然后向WREN 或
WREN授权代理商咨。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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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本电动泵时，所有人员禁止站在液压油出口处，防止液压油不小心泄漏时可能发生的人身伤

害或财产损失；电动泵必须远离火源。

2. 加压前，应加装软管或快速接头，防止高压液压油冲出造成人身伤害。

3. 本液压电动泵的最高工作压力为70Mpa；在出厂时工厂已设定压力为70Mpa。绝不要将压力调节

到超过设定压力。

4. 如本电动泵用于操作其它配套设备，配套设备的工作压力应小于70Mpa，并将压力调定为其配套

设备的工作压力，否则配套设备有可能损坏；

5. 充分考虑安全性，在维修前，应将电器设备的电源切断。

6. 在插上电源前，关掉按钮开关；如果开着开关，压力会增加。

7. 确保接地，避免触电。

8. 不要改装本电动泵；如确实需要改装，应先向WREN 或WREN授权代理商咨询。没有WREN的书

面同意，所作改装，不在质保范围内。

9 . 不要加注超过可用油量的液压油，否则, 贮油箱中的压力会增加或溢出, 贮油箱有可能损坏、会

造成对环境的污染。

10. 拧紧快速接头；如果拧的不够紧设备不会正常工作；如果在同步系统中，会造成其中一台或多台

设备不能正常工作。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快速接头、设备可能损坏，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

11. 远离超高压液压油可能喷出的位置；液压油可能穿透你的手，导致严重受伤。

12. 如果液压油喷到你的眼睛里，立即用清水冲洗大约15分钟，然后去医院洁眼睛。

13. 不要碰带压力的软管；如果液压油喷出，会导致严重伤害。

2. 不要将压力调节阀当作一般的调整阀或释放阀使用。

注意事项

1. 只使用WREN液压工具专用油。

3. 要按照防污调理处理使用过后的废旧液压油。



KLD6002液压剪专用电动泵

   装配示意图

零部件概述

1 储油箱：存放工作用液压油，保证系统正常工作（必须有足够油量），提供系统所需的压力载体。 

2 插装式阀块：插装式阀块实现专用泵功能。

3 电机：提供动力源（根据使用地的电压、频率选用合适电机，具体参数见电机铭牌）。

4 油泵保护架：安装在储油箱上，用于提携、保护液压泵站。

5 电控箱：内置微型电控系统，操控整台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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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  KLD6002电动泵采用集成方式组装；由油泵、控制阀、油箱、电动马达、仪表等组成的一种独立完

整的液压装置，具有结构简单、操作方便、工作压力高等特点。泵为单级泵，在全工作过程中都能获

得较大的输出油量。使工件能迅速响应工作，出油压力可70～700Bar任意调节。

2  液压电动泵使用的液压油：46#耐磨液压油。

3  液压电动泵使用的环境温度：-10~60℃

4 请使用WREN高压软管、高压接头等。WREN液压电动泵配用的高压软管最大工作压力为100Mpa，

使用时请选用与之配套的压力系统。

5  此泵如需使用附属液压产品，请咨询WREN公司工程师。

6  请不要在靠近火焰处使用液压电动泵。

7  请不要任意调节压力调节阀，以避免超高压引起的设备损坏和人身伤害。



6 液压油： ISO VG 46#。

1  使用时，泵站高压油输出口处禁止站人，调压时输出口必须连接其他元件。

2  泵站使用时，禁止随意调高超出本泵的最大工作压力，否则会造成泵站的损坏。

3  需要检查电机时，必须切断电源输入。

4  泵站工作时，返回储油箱的油可能会增压；如果此时打开储油箱盖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损伤和伤害。

5  禁止无油启动泵站，这将会造成泵站损坏。

6  必须保持液压泵站的清洁，特别是注油口、快速接头等处，由于液压油的不清洁，是引发泵站的

故障的主要原因。

WARNING!!!

6 通气注油孔：实现液压油排出储油箱(更换液压油时使用)；油盖设计有通气空孔功能，注油时拧开

油盖，内有过滤网保证无杂质进入油箱；拧紧油盖后确保系统中的空气顺利排出。

7 液位计：观察液压油的多少，以保证提供最佳使用油量；液压油低于油标1/3位置时，必须加

WREN泵站专用液压油，否则可能会损坏泵站。

8 卸油孔：螺塞G1/4＂，实现液压油排出储油箱(更换液压油时使用)。

9 快速接头：实现液压油输出\回油功能，快速连接油管；内置式单向阀。

10 万向轮：便于电动泵站自由移动，还自带刹车。

特性

1 KLD6002系列电动泵为单级泵，高压出口没有高压溢流阀，在70Mpa状态下流量为3.5L工作状态下工

件能迅速响应工作

2 最大操作压力：70Mpa。

3 储油箱规格（油箱型号）：30L

4 使用温度： -10~80°C

5 电机工作电压：350~420V

警告标志 意义 粘贴位置

! WARNING
To help avoid personal injury,read the operating
instructions before using this pump.

Disconnect the power supply before any
maintenance is performed on this pump.All
electrical work must be done by a qualified
electrical.

Operators of this hydraulic power supply unit
or operations of equipment powered by this
unit must be knowledgeable of hydraulic
equipment hazards if any hydraulic
equipment is used incorrectly.

Hydraulic fluid recommended in operating
instructions must be used in this pump.

Do not use pump in any type of explosive,
flammable,or gas environment.

Escaping hydrauic fluid under pressure can
have sufficient force to penetrate the skin
and cause serious personal injury.If you are
injured by escaping hydraulic fluid,seek
medical attention immediately.See operating
instructions for further precautions to help
prevent the possibility of hazards occurring
due to escaping hydraulic fluid.

警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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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箱侧面

油箱正面警告

请阅读安全条例



1. 使用前检查事项

1.1  检查电源连接线部位是否有松脱、连接不良的情况，如发现电源接线部位有松脱现象，应将松

脱的部位拧紧。

1.2 请检查液压油的油量是否达到规定的值，不足时请即时添加。

1.3 切换方向控制阀时机具做工，加压检查有无异常。

1.4 检查配管或设备是否有漏油现象，如有此类现象发生，请查明原因并对此进行处理。

2. 操作中的检查事项

在检查下列项目中，如果发现有异常情况，请立即停机，处理故障

2.1  在升压过程中是否有异常情况。

2.2  配管及设备是否有漏油现象。

2.3  电机在工作中是否有异常燥声、振动及异味。

2.4  液压油是否温度过高。

3. 操作后的检查事项

3.1  必须切断电源。

3.2  检查是否有漏油或者其他异常情况。如果有异常情况发生，请查明原因并进行处理。

3.3  使用后请进行清理。

4. 关于更换液压油

液压油原则上应每年更换一次。如出现下列这些情况，请立即更换。

4.1  灰尘进入时。

4.2  有异味时。

4.3  有水进入时，使油液呈现出乳白色。

4.4  油劣化显现出黑褐色时。

5. 液压油更换方法

5.1  松动打开气动泵上的通气注油盖。

5.2  取下油箱侧面的螺钉，使液压油流出。

5.3  清洁油箱内部及吸入口的过滤网。安装排油口的螺钉，将油加入油箱。

警告：如果油液溅到您的眼睛里，应立即用清水冲洗至少15分钟，冲洗完毕后应立即去看医生。如

果油液飞溅到您的皮肤上，请用清水和肥皂清洗。

警告： 废弃的液压油属于工业废料，应委托具有收集和处理工业废料的公司处理。

保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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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泵的噪音/振动声明 

液压扳手运输信息

液压泵使用噪声值为: ≤70db

1、 运时注意轻拿轻放。搬

2、 运时应将产品立式向上，如图9-1所示。装

3、产品搬运一般采用手提式或小车搬运移动、吊装移动，如图9-2所示。

图9-2

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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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型阀块泵（电控单作用不保压）：

1.准备

启动电机前先清洁和检查各连接器接，然后注入专用液压油，在确保使用压力在压力表量程内，用

软管连接电动泵和操作工具，检查连接处是否安全正确，如不正确，液压泵无法正常工作。线控开

关有两个按钮（A键点动升压，B键备用)。

2.启动

打开电源，启动电机，A键点动升压，压力升高到所需压力值，松开按钮便泄压，B键备用。

3.拆卸

工作完毕后，关闭电机，切断电源，系统泄压后，拆卸软管。

A

B



KLD6002系列电动泵的故障排除

无法启动泵站

电源电压不符

检查电源、电源连接部、插座等，
接通电源

确定电源电压是否
符合泵站规定要求

电源未接通

系统无压力

快速接头未接到位 拆开，重新安装

贮油箱内无油 加注油

贮油箱内油量不足 加注油

系统带有节流阀、手动单向阀的
，检查阀是否打开

打开节流阀、手动单向阀，
确定系统为通路状态

重装快速接头，系统无压力
快速接头无法接到位，
引起系统内敝压

拆开快速接头，用顶杆检查快速接
头钢球是否有弹性，如顶不动，用
小锤敲击钢球，使雾状液压油排尽

快速接头处漏油 快速接头揙?型圈、挡圈磨损 更换快速接头

系统压力达不到额定压力

溢流阀调整得过低 压力表检测，溢流阀调至系统额值

水油混合 换油

贮油箱内油量不足 加注油

系统反复空运转数次，排尽空气吸入空气

节流阀、手动单向阀未关紧 锁紧阀

节流阀、手动单向阀未调整到位 调整至正确位置

节流阀、手动单向阀损坏 更换阀

液压油中含有杂质 清洗泵站阀块并更换清洁液压油

静压使用时，压力缓慢下降 密封失灵，检查各密封处 更换密封件

泵在运行过程中有强烈噪音 径向柱塞泵轴承损坏 更换轴承

7



8



9



高压软管使用警告

售后服务

2.WREN产品在保质期，内因材料、制造缺陷引起的质量问题，由WREN公司免费便换、维修。

3.因工作状况不符合规定、意外事故、滥用、操作不当、未经受权的产品改装或修理以及不按规

范操作而引起的产品损坏，不属本保修范围。

1.适用于WREN Jh系列等级的高压软管。

2.最小弯曲半径：R>120mm。过小的弯曲半径，将严重损坏高压软管。

3.操作压力为70Mpa，禁止超压使用。

4.操作中不得使软管缠绕，否则会使油管生产过大的背压，使软管内部损坏，软管过早报。

5.不得将重物掉到或压到软管上；严重冲击可能引起软管损坏，使用时将会暴裂，并引起人身伤害。

6.不得用软管拖、拉、吊起重物。

7.禁止在过热、火焰、机器辗轧、利刃和化学腐蚀等条件环境下使用。软管布置在通道上时，必须加

装盖板。

 

1.自客户购买WREN品牌液压机具产品之日起，WREN公司为用户提供十二个月的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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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单位换算公式
长度

国际单位 转换系数 非国际单位 转换系数 国际单位
毫米（mm） ×0.03937 寸 25.4 毫米

厘米（cm） ×0.3937 寸 2.51 厘米
米（m） ×1.0936 码 0.944 米

千米（km） ×0.62 里 1.61 公里
面积

国际单位 转换系数 非国际单位 转换系数 国际单位
平方毫米（mm²） 0.00155 平方英寸 645 平方毫米

平方厘米（cm²） 0.155 平方英寸 6.45 平方厘米
平方米（m²） 10.8 平方英尺 0.0929 平方米
平方米（m²） 1.2 平方码 0.836 平方米
公顷（ha） 2.47 英亩 0.405 公顷
平方千米（km²） 0.39 平方英里 2.59 平方千米

容积
国际单位 转换系数 非国际单位 转换系数 国际单位
立方厘米（cm³） 0.061 立方英寸 16.4 立方厘米
升（L） 61 立方英寸 0.016 1升

毫升（ML) 0.034 盎司-流体 29.6 毫升
升（L） 1.06 夸脱 0.946 1升
升（L） 0.26 加仑 3.79 1升

立方米（m³） 1.3 立方码 0.76 立方米
质量

国际单位 转换系数 非国际单位 转换系数 国际单位
克（g） 0.035 盎司 28.36 克
千克（kg） 2.2 磅 0.454 公斤
公吨（t） 1.1 短吨 0.907 吨

力
国际单位 转换系数 非国际单位 转换系数 国际单位
牛顿(N) 0.225 磅 4.45 牛顿

千牛（KN） 225 磅 0.00445 千牛顿
扭矩

国际单位 转换系数 非国际单位 转换系数 国际单位
牛顿.米（N.M） 8.9 磅. 英寸 0.113 牛顿. 米

牛顿.米（N.M） 0.74 磅. 英尺 1.36 牛顿. 米
压强

国际单位 转换系数 非国际单位 转换系数 国际单位
千帕（kpa） 4 英寸水柱 0.249 千帕
千帕（kpa） 0.3 英寸汞柱 3.38 千帕

千帕（kpa） 0.145 磅/英寸2 6.89 千帕
兆帕（Mpa） 145 磅/英寸2 0.00689 兆帕
巴（Bar） 14.5 磅/英寸2 0.0689 巴

功率

千瓦（kw） 1.34 马力 0.746 千瓦
瓦特（w） 0.74 英寸磅/秒 1.36 瓦

温度
℃=（F-32）÷1.8

   
F=（℃×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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