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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压清洗机 

 警告 

使用本工具之前，请仔细阅读本操作手册。若未理

解并遵循本手册的内容，可能会导致触电事故、火

灾和/或严重人身伤害。 KJ-5000 超高压清洗机 

记录下列序列号，保留铭牌上的产品序列号。 

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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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标识符号 

在本操作手册和该产品上，使用了一些安全标识符号和专业词汇来表达重要的安全注意事项。本节内容主要是

帮助读者能更好地理解这些标识符号和用语。 

这是安全警告符号。用于对一些潜在的人身伤害危险进行警示。必须遵守安全信息的指导来规避可能的

伤害事故甚至死亡的发生。 

危险 
危险警告符号表示一些存在危险情况的环境，如果不能避免，将导致死亡和严重的伤害故。 

警告 
警告符号表示危险的境况，如果不能避免，也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的伤害事故。 

警示 
警示符号表示危险的境况，如果不能避免，可能导致轻微或中等程度伤害事故。 

注意 : 注意符号表示和保护财产相关的安全信息。 

该符号意味着使用者在使用该工具前必须仔细阅读操作手册以减少受伤的危险，因为操作手册里 

介绍了重要的安全注意事项和正确的使用方法。 

该符号表示在搬运或使用本设备时应始终佩戴带安全防护罩的安全眼镜或护目镜以降低眼部受 

伤的危险。 

该符号表示高压水对准身体局部有刺伤或射伤皮肤的危险。 

该符号表示软管突然抖动有击伤或射伤危险。 

该符号表示吸入一氧化碳有导致恶心、昏厥或死亡的危险。 

该符号表示汽油或其它危险源引发火灾和爆炸导致烧伤与其它伤害的危险。 

一般安全守则 人身安全 

 保持警惕。操作电动工具时，专心于你所正在进

行的工作。疲劳、饮酒或服药后请勿使用电动工

具。操作电动工具时，注意力不集中会导致严重

的人身伤害。

 正确着装。不要穿宽松的衣服或佩戴首饰。长发

要束挽。使你的头发、衣服和手套远离运动部件。

宽松的衣服、首饰或长发易于卷入运动部件中。

 身体切勿越过设备。把脚置于适当位置，始终保

持平衡状态。在意外情况下，这样有助于更好地

控制工具。

 使用安全设备。随时佩戴防护眼镜。在一定的情

况下，请穿戴好防尘面罩、防滑安全鞋、安全帽

或听力保护装置，以减少人身伤害。

工具的使用与保养 

 不要过度用力操作工具。根据具体应用选择正确

的工具。使用正确的工具不仅能够更好地完成工

作，而且在设计工况下操作时也更加安全。

警告 

请阅读并理解各项操作说明。不遵循下列说明可能会导致触

电事故、火灾和/或严重人身伤害。 

妥善保存这些说明 

工作区安全 

 请保持工作区干净明亮。杂乱的工作台和昏暗的

工作环境会导致意外事故。

 不要在易燃易爆等的危险环境下操作机器，例如

易燃易爆的液体、气体或粉尘环境下。电动工具

易产生火花，会引燃这些粉尘或气体。

 操作电动工具时，使旁观者、儿童或参观者远离

工作场所。精神涣散可能会导致失控。

电气安全 

 避免身体接触接地表面，如：管道、散热器、金

属柜体、制冷机等。若身体接地，会增加触电危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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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开关不能正常通断时，请不要使用电动工

具任何电动工具在没有开关控制时使用是不

安全的，必须进行维修。

 将不使用的工具存放在儿童和非受训人员够

不着的地方。非受训用户操作工具会非常危

险。

 仔细维护工具。保持刀具锋利且清洁。正确维

护刀具，保持刀具锋利可防止被绞住且易于控

制。

 检查工具是否存在运动部件失调或缠绕、零部

件损坏或其它可能影响机器操作的情况。如有

损坏，请在使用前进行维修。很多事故是由维

护不当的工具造成的。

 请使用制造厂家为本机型推荐的附件。附件可

能只适用一种工具，用于其它工具可能会带来

危险。

服务 

 工具的维修必须由合格的维修人员完成。由不

合格人员执行的维修或维护可能会带来伤害

危险。

 在维修工具时，只允许使用相同的备件。遵守

本手册“维护”部分的说明。使用未经许可的

零件或者未遵守“维护”说明可导致触电或

伤害危险。

 操作和使用管道疏通设备时，请始终使用合适

的个人防护设备。排水管道可能含有化工产

品、细菌和其它有毒、具有传染性、可引起燃

烧或其它问题的物质。合适的个人防护设备包

括防护眼镜和手套，以及其它设备，例如乳胶

或橡胶手套、面罩、护目镜、防护服、呼吸机、

头部防护装置、听力保护装置和钢头安全鞋。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操作和使用管道疏通设

备后，请用热肥皂水清洗手和其它接触过疏通

排出物的身体部位。操作或处理管道疏通设备

时，不要吃东西或者吸烟。这有助于防止受到

有毒或传染性物质的污染。

 不要喷射有毒或可燃液体。这将降低燃烧、火

灾、爆炸或其它伤害危险。

 汽油及其蒸气高度易燃、易爆。处理和使用汽

油时，请参考发动机手册，了解降低燃烧、爆

炸和严重伤害危险的预防措施。

 发动机会产生一氧化碳，它是一种无色无非的

毒性气体。吸入一氧化碳会造成恶心、昏厥或

死亡在封闭区域内，即使门窗已打开，也不要

启动并运行发动机。只应在户外或开阔区域运

转发动机。

 高温表面会引起灼伤或火灾。使身体和易燃材

料远离高温表面。

 操作前，请阅读并理解本手册、发动机手册、

以及本工具所用设备和材料的警告和说明信

息。不遵循这些警告和说明可导致财产损害和

或严重的人身伤害。清洗机安全事项 

警告 

本节内容是针对此工具的重要安全信息。 

在使用此管道清洗机之前，请仔细阅读这些注意事项， 

以减少触电事故或其它严重伤害危险。 

请保存好所有警告和说明信息，以备将来参考. 

请随机器保存本手册，以便操作员使用。 

 软管端在排水管道之外时，切勿运行清洗机。软

管突然抖动会引起击伤，喷射会击穿皮肤造成严

重伤害。

 高压水会射入皮肤，引起包括截肢在内的严重伤

害。不要直接对着人或动物喷射。

 不要在超过5075psi额定压力或水温超过60℃(进

水温度)条件下操作清洗机。否则会增加伤害和清

洗机受损危险，包括烧伤。

 清洗过程和水流必须由一人控制。如果清洗机软

管接至排水管道，操作员必须能够切断水流，降

低软管突然抖动引起的击伤或高压射伤危险。

   如您对 RIDGID®产品有任何疑问： 

−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400-0512-529 

http://www.ridgi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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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技术规格和标准设备 

描述 

RIDGID® KJ-5000 发动机驱动清洗机是一款便携式高 

压清洗机，设计采用压力与流量相结合的方式来清除管 

道内的油脂、污泥、沉积物和树根。清洗喷嘴上的反向 

喷射器将灵活的轻质软管推入排放管，收回软管时清洗 

掉管道内的残留物。KJ-5000 超高压清洗机配有汽油发

动 

机，用来驱动三柱塞泵。具有低水位止水功能的 36L 

水箱允许清洗机以低供水流量运转。 

图 1 – KJ-5000 超高压清洗机 

图 2 – 软管卷盘 

标准设备 

所有的 KJ-5000 清洗机都装有： 

 配有 60m 长 3/8”清洗软管的主卷盘

 配有 60m 长 1/4”清洗软管的远控卷盘

 合适的清洗喷嘴

 喷嘴清洁工具

 高压清洗枪

 《发动机操作手册》

 《操作手册》

请参看 RIDGID 的特定设备目录，设备有目录编号。 

图 3 – 机器序列号 

机器序列号位于机架上。序列号的最后 4 位表示制造

年份和月份。(01=月份，16=年份) 

注意：本机器用来清洁排水管道。若正确使用，机器不

会损坏状况良好、正确设计、建造和维护的排水管道。 

技术规格 

清洗机

型号 

发动机排量
(cc) 

压力
(PSI/BAR) 

流速
(LPM) 

排水管道容量
(in./mm) 

水箱(L) 
软管最大长度 

(m/ft) 

重量(kg) 

(包括主软管

卷盘，净重) 

KJ-5000 690 5075/350 23 
2"/50mm - 
10"/250mm 

36L 最大 60m(200ft) 185 kg 

进水口/供水口 

水箱 

  吊点 

泵 
蓄电池 

油箱 

手柄 

发动机 

发动机控制装置 

带有软管的远
程卷盘 

蓄电池隔离器 

主软管卷盘 

球阀 

锁销 

手柄 

带快接头的
导引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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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排水管道状况不佳或者设计、施工或维护不当，管

道疏通可能无效或者造成排水管道损坏。疏通前确定排

水管道状况的最佳方法是用照相机进行目视检查。不当

使用清洗机会损坏清洗机和排水管道。本机器不可用于

疏通各种堵塞。 

机器组装

手柄组装 

1. 对齐手柄与清洗机架的安装孔。

2. 利用附带的方颈螺栓和螺母将手柄固定到机架上。

参见图 5。

图 5 – KJ-5000 手柄的组装 

主软管卷盘组装 

1. 将主软管卷盘的底座置于清洗机架的顶部，对准底

座孔和安装孔。参见图 6。

2. 利用附带的紧固件和锁紧垫圈它们连到一起，然后

固定牢固。

3. 利用 5/32’’六角扳手，用附带的紧固件固定卷盘手

柄(图 7)。

4. 连接泵至卷盘的软管。

图 6 – 主软管卷盘的组装 

警告 

为了防止使用过程中发生严重人身伤害和机器受损，

请遵循正确的组装程序。 

发动机油 

注意：清洗机装运时，发动机内有油。少油或无油运转

将导致发动机故障。查看附带的发动机操作手册，了解

有关油位检查、加油和选油的具体信息。 

泵/齿轮箱油 

清洗机装运时，泵和齿轮箱内有油。按照“维护”部分

的要求检查油位(油位达观察窗一半)。 

图 4 – 运输车/车轮 

运输车/车轮组装 

1. 车轴装有一个星形锁紧垫圈。将车轴完全插入其中

一个车轮和清洗机底座上的两根轴管内。

2. 将第二个车轮装到车轴上。参见图 3。

3. 将星形锁紧垫圈安装到车轴上，止挡车轮。确保车

轮/车轴组装牢固。

车轴 

星形锁紧
垫圈 

手柄
螺栓 

吊点(全部 4 个角) 四个软管卷盘底
座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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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 安装卷盘手柄 

调整主软管卷盘的位置 

根据需要，主软管卷盘的位置可以调整到垂直轴周围八

个位置中的任何一个地方。 

1. 移去卷盘上的软管。

2. 利用 3/8"六角扳手，松开卷盘臂的固定螺栓(图 8)。 

3. 重新装配到要求方位，紧固螺栓。

图 8 – 调整主软管卷盘的位置 

运行前检查

1. 确定蓄电池隔离器和发动机开关处于“OFF”位

置。

2. 清除设备包括手柄和控制装置上的油脂或脏物。这

样有助于检查操作，并且能够防止紧握机器或控制

装置时打滑。

3. 检查清洗机和附件是否：

 正确组装且完整。

 存在破损、磨损、遗失、失调、缠结或松动零

件。

 有清晰易读的警告标记。参见图 9。

 存在其它有碍正常安全操作的情况。

如发现任何问题，则不要在问题解决之前使用清洗机。 

图 9A – KJ-5000 清洗机警告标记 

图 9B – KJ-5000 清洗机警告标记 

4. 清洁滤水器(图 10)通过排水阀排空水箱。拆下滤

水器底部的黄铜盖，取下并清洁筛网过滤器。脏物

和残留物会限制泵的水流，造成性能问题。

警告 

为了降低高压水及其它原因带来的严重伤害危险并防

止清洗机受损，每次使用前，检查清洗机，修复所有问

题。检查清洗机时，始终佩戴防护眼镜、手套和其它合

适的防护设备，避免接触到化学品和设备上的细菌。 

利用 3/8’’内六角扳手，首
先拆下预安装的 1/2’’内
六角头螺钉，然后装配图

示框架 

利用 3/8’’内六
角扳手，将底座
板连接到卷盘

弯头上。 

油箱盖/油
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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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 滤水器 

5. 检查清洗喷嘴口是否受损或堵塞。使用喷嘴清洁工

具疏通堵塞。疏通时，小心不要扩大喷嘴口。受损

或者喷嘴口被扩大的喷嘴会降低清洗机的性能，应

予更换。

6. 检查软管、连接器和接头是否磨损和损坏。如果软

管外护套有扭折、裂纹、断裂或磨损，或者有其它

损坏，请不要使用软管。受损的软管可能会爆裂或

泄漏高压水，引起严重伤害。更换软管和接头的工

作压力应等于或高于清洗机的压力额定值。

7. 按照发动机操作手册检查并维护发动机。

8. 检查发动机油位(图 9A)。视情况添加无铅汽油。相

关要求请参看发动机操作手册。进行汽油相关操作

时需小心。存放于通风良好处。发动机运转时切勿

加油，油箱不要加得过满，不要使燃料溢出。确定

盖好油箱盖。

9. 通过观察窗检查泵和齿轮箱的油位，必要时加油。

参见“维护说明”部分。按照发动机操作手册内的

指示检查发动机。

机器和工作区设置 

设置清洗机时，始终佩戴防护眼镜、手套和其它合

适的防护设备，避免接触到化学品和设备上的细

菌。橡胶底防滑鞋有助于在湿表面上防滑。发动机

会产生一氧化碳，它是一种无色无非的毒性气体。

吸入一氧化碳会造成恶心、昏厥或死亡。在一个封

闭区域内，即使门窗已打开，也不要启动并运行发 

动机。只应在户外或开阔区域运转发动机。根据这些

程序设置清洗机和工作区，降低高压水、化学灼伤、

感染、一氧化碳及其它原因带来的危险，防止清洗机

损坏。 

检查工作区是符合下列要求： 

 照明充分。

 不存在可点燃的易燃液体、蒸气或粉尘。如

存在，则在这些可燃源被标识和采取预防措

施之前，不要在此类区域工作。机器不防爆，

会产生火花。

 机器和操作员所在区域应清洁、平整、稳定

和干燥。视情况擦去工作区的水迹。取下木

材或其它覆盖物。

 清洗机位于通风良好的户外区域。不要在户

内运转清洗机，即使门窗已打开。清洗机能

够远离使用地点工作。

 合适的水源。

 运输清洗机到设置现场的通道畅通。

检查待疏通的排水管道。如可能，确定排水管道的

入口点，排水管道的管径和长度，与水箱或主管线

的距离，堵塞性质，是否存在管道疏通化学品或其

它化工产品等等。如果排水管道内有化学品，重要

的是了解在这些化学品周围工作需要采取的具体

安全措施。联系化学品制造商，获取必要信息。视

情况移走固定装置(抽水马桶等)，以便进入排水管

道。不要让软管通过固定装置进入排水管道。否则

可能会损坏软管和固定装置。 

滤水器 

滤水器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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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确定正确的应用设备。参看“技术规格”部分，了

解有关清洗机的信息。其它用途的管道疏通机和清

洗机见RIDGID产品目录，请访问www.RIDGID.cn

查看。

2. 确定已正确检查全部设备。

3. 评估工作区，确定是否需要围栏来隔离旁观者。旁

观者会分散操作员的注意力。如果在交通道路或拐

角处作业，需设置警示司机的标志或围栏。

4. 视情况在工作区内设置防护罩。管道疏通过程较肮

脏。

5. 沿通畅的通道将清洗机带到通风良好的户外工作

区。参见“运输”部分。注意可能的滑到危险。穿

上合适的防护鞋，防止滑到。

供水 

用软管将水源接至清洗机进水口。尽可能使用直径最

大、长度最短的软管。进水软管的最小推荐尺寸为内径

3/4’’。为遵守当地规范和条例，应使用合适的回流保护

装置。供水中的脏物和碎屑造成泵过度磨损，堵塞清洗

机过滤器和喷嘴，降低性能。不要使用池塘或湖泊水或

者可能受到污染的其它水源。启动清洗机之前，先给水

箱注满水。水箱装有： 

 低水位切断装置，防止泵因水量不足而受损。当

水箱内水位低于预设水位时，它将关掉发动机。

 浮球阀，水箱注满时切断进水，防止水从水箱通

风口溢出。拆下水箱盖上的两个螺钉，移去水箱

盖进行检查或清洁水箱。

图 11 – 水箱盖 

使用温水能够改善清洁效果。不要使用超过 60℃的热

水，则会损坏泵和/或浮球阀。用温水时，使用合适的

个人防护设备，降低灼烧危险。在寒冷天气使用时，采

取预防措施，防止泵内水冻结。否则会损坏泵。 

排水管道准备 

如果是经人孔、暴风雨护栅或其它较大的入口进行作

业，利用管道和配件为排水管口至操作点间的清洗机软

管制作一个轨道。这样能够防止入口内的软管突然抖

动，保护软管不受损。 

图 12 – 延长至操作点的排水管口

http://www.ridgid.com/au/en
http://www.ridgid.com/a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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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管设置 

注意清洗机软管的线路选择。软管布设在粗糙表面、尖

锐边缘、交叉软管之上时，会损坏软管护套。将软管缠

到卷盘上，有助于将软管损坏降至最低。KJ-5000 清洗

机配有两个软管卷盘，一个为安装在清洗机架上的主卷

盘，一个是具有独立底座的远程卷盘。典型地，主卷盘

配备较大尺寸的如果，适合清洗大直径排水管道，或者

为远程卷盘供水。远程卷盘通常装备较小尺寸的软管，

用来清洗小直径排水管道。 

1. 选择与待疏通管道相适合的软管尺寸。参见“清洗

机软管选型表”。

2. 将要求的软管卷盘(主或远程)置于排水管口1米范

围内。不要让软管过多留在排水管道外面，以防止

软管受损。如果软管卷盘不能放于排水管口 1 米范

围内，利用类似尺寸的管道和配件将管口延伸至软

管卷盘。

3. 控水阀：选择水流控制阀门。如果使用脚踏控制阀

来控制水流，在清洗机泵与脚踏控制阀进水接头之

间连接一根软管。将脚踏控制阀出水接头软管连接

到要使用的软管卷盘上。将脚踏控制阀软管连接至

软管键盘上的球阀上。参见图 13
1
。

图 13 -  卷盘连接 

如果不使用脚踏控制阀，利用所用卷盘上的球阀来控制

水流。将一根软管从清洗机泵连接到软管卷盘球阀上。

确定快接式接头连接牢固。 

4. 定位卷盘，使其可接近。你必须能够控制清洗机软

管和控水阀。

5. 标记端部附近的清洗机软管，以在拉出软管时指示

喷嘴何时接近排水管口。这样有助于防止喷嘴拉出

排水管道和抖动。距离取决于排水管道的结构，但

至少应为 4'/1.2 m。

6. 选择并连接喷嘴。使用清洗机专用喷嘴。喷嘴使用

错误会造成性能不佳(低工作压力或低流量)或者

因过高压力而损坏清洗机。确定喷嘴口通畅且打

开。参见“清洗机喷嘴选型表”。许多喷嘴采用快

接接头与软管相连。连接喷嘴时，向后拉套环，把

喷嘴上安装的快接接头的凸形端完全插入，然后松

开套环(见图 14)。确定已牢固连接。这样会降低使

用期间喷嘴丢失的危险。

图 14 – 喷嘴快接操作 

只能使用与管道规格相配的喷嘴。若在较大直径管道内

使用设计用于较小管径的喷嘴，将会增加喷嘴在排水管

道内改向的危险，致使高压水冲出管道，给用户带来严

重伤害。 

压力表 

清洗机进口
配件 

清洗机进
口配件 

球阀 

脚踏控制阀
(可选) 

清洗机出口
配件 

套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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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机软管选型表 

应用 管径 建议软管( ID ) 

厨房洗碗池、洗衣间浴盆和通风管、清除口和通风孔。 2" – 3" 3/16’’柔性引导器(可选设备) 

淋浴和地漏、辅助管路、以及集油器。 3" – 4" 3/16’’柔性引导器(可选设备)或者 1/4’’远程卷盘 

污水管和雨水管路 4" – 6"2 1/4’’远程卷盘或 3/8’’主卷盘 

主管路和辅助管路。 6" – 10" 3/8’’主卷盘 

清洗机喷嘴选型表 

H-502

穿透式喷嘴(红色整流罩)：采用三个反向喷水推进器和一个前向喷射口，能够穿透固体油脂、

淤泥或沉积堵塞物。前向喷射口能够在堵塞物上喷射出一个小孔，便于喷嘴跟进。当用来喷射

冰塞时，该喷嘴也很有效。利用快接接头连接软管，包括整流罩保护装置。适合用于 3"~6"排

水管道。 

H-501

调节式喷嘴(蓝色整流罩)：该喷嘴采用短结构，有利于清洁难以接近的弯管或阴沟弯管。该喷

嘴具有三个反向和一个前向喷水推进器。利用快接接头连接软管，包括整流罩保护装置。适合

用于 3"~6"排水管道。 

H-503

大型排水管喷嘴：标准套装中的硬质固定端，适合在带有急转弯/弯头的小直径管道(3"~4")上作

业。该喷嘴尺寸较小，不用快接接头，更易于在管道弯头处互通。该喷嘴采用三个后部喷射口，

其中一个前向，适合各种应用。喷嘴采用 1/4" BSPT 螺纹，能够直接与软管螺纹相接。

H-511

小型排水管喷嘴：随可选设备柔性引导器供应，适合用于较小直径管道(2"~4")。该喷嘴格外小

而且非常短，采用三个后部喷射口，其中一个前向，适合各种家庭应用，如家庭内部排水管/

管道等。喷嘴采用
 1/8"BSPT 螺纹，能够直接与标配的软管螺纹相接。 

H-500

反向根割式喷嘴：用来清除树根或其他类型堵塞物。采用后向摆动式喷射口，能够更加彻底地

清洁排水管道。利用快接接头连接软管。适合用于 4’’~10’’排水管道，见此处注释。 

警告：如果将反向根割式喷嘴用于 6"/150mm~10"/250mm 排水管道，则必须使用加长杆，降

低喷嘴在排水管道内改向的危险，否则会导致高压水冲出管道，给用户带来严重伤害。 

如果将反向根割式喷嘴用于 6"/150mm~10"/250mm 排

水管道，则必须使用加长杆，降低喷嘴在排水管道内改

向的危险，否则会导致高压水冲出管道，给用户带来严

重伤害。对于 6"/150mm 以下的管道，不必使用加长杆。

如需要，用手将加长杆紧固到喷嘴上–不要拧得过紧。

参见图 15。 

图 15 –反向根割式喷嘴和加长杆分列图 

如果采用不带快接接头的喷嘴(例如：巨大型疏通喷

嘴)，则必须从软管端拆下凹形快速接头和螺纹紧固的

喷嘴。备用软管和喷嘴采用 BSPT 螺纹。确保螺纹匹

配且有防漏密封剂。 

操作说明

警告 

 始终佩戴眼睛保护装置，防止脏物和异物危害

眼睛。始终穿着与工作环境相适宜的个人防护

设备。

2

延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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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管端在排水管道外面时，切勿运转清洗机。

否则，软管突然抖动会引起击伤，喷射会击穿

皮肤造成严重伤害。高压流体会射入皮肤，引

起包括截肢在内的严重伤害。不要直接对着人

或动物喷射。

 不要在超过额定压力或水温超过 60℃(进水温

度)的条件下操作清洗机。这会增加烧伤等伤

害和清洗机受损的风险。

 清洗过程和水流必须由一人控制。如果清洗机

软管接至排水管道，操作员必须能够切断水

流，降低软管突然抖动引起击伤或高压射伤的

风险。

 搬运和使用管道清洗设备时，请始终使用合适

的个人防护设备。排水管道可能含有化工产

品、细菌和其他有毒、具有传染性、可引起燃

烧或其他问题的物质。合适的个人防护设备包

括防护眼镜和手套，以及其他设备，例如乳胶

或橡胶手套、面罩、护目镜、防护服、呼吸机

和钢头安全鞋。

 请遵循操作说明，减少甩动软管、高压液体喷

射、一氧化碳和其他原因造成伤害的风险。

1. 确保机器和工作区设置适当，工作区内没有旁观者

和其他分散注意力的事物。如果清洗机远离使用地

点，应有另一人在清洗机旁。

2. 将装有喷嘴的软管插入排水管道至少 1m(3ft)，从

而在启动机器时软管端不会从排水管道内出来并

甩动。

3. 接通电池隔离开关，确认急停按钮处于断开位置

(顺时针旋转按钮)(图 16A 和 16B)。打开燃料阀。 

4. 确认供水已打开，水箱注满水。供水未打开时，切

勿启动发动机。否则，会损坏泵。

5. 握住管道口附近的软管。打开选定的控水阀(球阀

或脚踏控制阀)。启动发动机时，请遵循发动机手

册内的启动说明。将油门调至全开位置。确认水流

能够自由通过喷嘴。关闭控水阀。当控水阀关闭且

清洗机正在运转时，调压阀会把水再循环至水箱。

允许发动机预热。

图 16A –控制装置 

图 16B –控制装置 

图 16C –控制装置 

6. 如需要，在监测调压阀上压力表的同时，旋转调压

阀，按要求调节压力(顺时针增加压力，逆时针减

小压力)。不能超过机器压力额定值。旋转时不要

用力过大或者使用扳手或工具。这样会损坏调压

阀。远程卷盘上压力表的读数比调压阀压力表的读

数低，具体取决于软管的尺寸和长度。

手动清洗/水箱放水塞 

调压阀 

泵 

燃油开关 

急停按钮 

蓄电池隔
离器 

数据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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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机 压力额定值 

KJ-5000 5075 psi 

如果清洗机不产生额定压力或者不稳定 

 确保发动机油门已正确调至全开位置。

 顺时针旋转调压阀，增大压力。不要强制旋转。

 检查系统是否泄漏。检查过程中要小心，避免受

伤。如果发现泄漏，则应在维修前先关闭清洗机。 

 关闭清洗机。检查进水箱和过滤器，确定没有杂

物。

 确保清洗机的水流足够。

 关闭清洗机。拆下喷嘴，用喷嘴清洁工具清洁喷

嘴口。

 使软管不带喷嘴运转清洗机，排除系统内的空气

或杂物。拆下或连接喷嘴之前，先关掉清洗机。

7. 假定工作位置适当。

 确定你能够控制控水阀(球阀或脚踏控制阀)的开

/关动作。然而，不要打开阀门。紧急情况下，你

必须能够切断水流。

 确定你平衡良好，不需要过度伸长手臂。

 必须始终有一只手在清洗机软管上，以控制和支

撑软管。

 你必须能够够到卷盘，以便盘绕软管。

此操作位置将有助于控制清洗机软管。 

图 17 –适当的操作位置 

清洗排水管道 

清洗排水管道时，通常把软管送入整个要疏通的管道，

然后缓慢拉回软管。这样就能够使高压水对准管壁清

洗，清除堵塞物。 

松开软管卷盘上的锁销(图 2)。使至少 1m(3ft)的软管

置于排水管道内，一只手握住软管控制其移动，打开流

量控制阀。喷嘴上的反向喷水推进器将软管推入排水管

道。根据疏通需要，尽可能远的送入软管。如果软管停

止不动，则表明遇到了障碍物。 

如果喷嘴不能通过障碍物，如方向变化(存水弯、转弯

等)或堵塞物。 

 利用软管的锋利推进器。

 旋转软管 1/4 到 1/2 圈，使软管变向(如果软管被

转动，一旦通过障碍物，转回软管，防止扭结)见

图 18。

 使用柔性引导器或者较小直径的软管。

图 18 –旋转软管 

一旦通过堵塞物，在向前清洁之前，先疏通排水管道的

这一段。前移若干英尺，通过障碍物区域，然后经此区

域缓慢拉回喷嘴。反复操作几次，之后疏通下一段排水

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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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排水管道内的水位。如果水位太高，必须关闭清洗

机，并在继续疏通前排水。管道充满水时的清洗效果没

有管道无水时的效果好。 

如果水箱内的水低于¼满水位，浮球阀将会关闭发动机。

通常，在重启清洗机之前，必须重新给水箱注水。若无

法注水，则参看“故障排除”部分。 

一旦喷嘴达到排水管道内的预期位置，缓慢(堆积物量

大时，0.3m/分钟)拉回喷嘴。用一只手控制软管，另一

只手将软管缠绕到卷盘上。当喷嘴靠近排水管口时，观

察喷嘴不会随水流流出管道。否则，可能会造成软管突

然抖动，引起击伤和高压流体伤害。始终控制软管。寻

找软管上靠近端部的标记。 

保持软管在排水管道内静止不动，按照发动机手册内的

指示关闭发动机，并打开控水阀，给系统释压。切勿使

系统处于加压状态。如需要，更换喷嘴，继续按照上述

过程进行疏通操作。对于整个疏通过程，建议让喷嘴在

管道内穿过若干次。 

系统排水 

机器排水会降低清洗机的重量，方便运输，而且能够将

溢水的可能性减至最低。 

给水箱排水时，将一根软管连接到水箱排水口，然后打

开阀门。水箱排空后，断开软管卷盘的快接接头，排出

泵和软管内的水。 

如果在寒冷气候条件下使用清洗机，参见“机器储存”
部分，了解有关防冻措施。 

高压清洗机用作压力清洗装置 

该 RIDGID 高压清洗机还能够作用压力清洗装置。用作

压力清洗装置与用作清洗机类似，有关清洗机的说明与

下列要求均应适用。 

1. 设置于合适的工作区内。

2. 确保所有设备已经适当检查。

3. 利用快接接头将高压清洗枪连接到清洗机软管上。

确定软管连接牢固，以防其受压脱落。将清洗机用

作压力清洗装置时，高压清洗枪充当控水阀。打开

系统中的其他阀门，让水流出。

4. 将前文所述的合适供水系统连接到清洗机。供水未

打开时，切勿启动发动机。否则，会损坏泵。

图 19 –高压清洗枪 

5. 高压清洗枪闭锁–在扳机的后面有一个闭锁装置。

高压清洗枪不用时，下扳闭锁装置，防止扳机动作

(图 19)。

6. 让高压清洗枪指向安全方向，按压高压清洗枪扳

机，降低压力，启动发动机。启动发动机时，请遵

循发动机手册内的启动说明。将油门调至全开位

置。允许发动机预热。发动机起动后，尽快松开扳

机。

7. 让高压清洗枪指向安全方向，按压高压清洗枪扳

机。如适用，在监测压力表的同时，旋转调压阀，

按要求调节压力。不能超过机器压力额定值。松开

高压清洗枪扳机。

压力清洗装置的操作 

1. 当用作压力清洗装置时，使用双手抓紧控制高

压清洗枪。切勿让高压清洗枪对准人。高压流

体会射入皮肤，导致严重伤害。切勿让高压清

洗枪对着电气设备或电线，减少触电的风险。

2. 通过扳机控制水流。使用压力清洗装置时应小

心。距离表面太近会损坏喷嘴。测试一个较小

的不显著区域，确认设置正确。

3. 扳机关闭后，不要让清洗机延期运转。扳机关

闭时，水再循环，引起水加热。

4. 一旦完成压力清洗，松开扳机，按照发动机手

册内的指示关掉发动机。按压扳机，确保所有

控水阀处于打开位置，以释放系统压力。切勿

使系统处于加压状态。

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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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管卷盘制动器调整 

卷盘装有可调制动器，以防止软管因其自重而从卷盘上

滑落。 

1. 移去卷盘上的软管。

2. 利用小型一字螺丝刀从卷盘上取下栓塞(图 20A)。

3. 经栓塞孔将 1/8"六角扳手插入制动机构。上紧增加

卷盘拽力，松动减小拽力。按要求调整。制动器仅

单向工作(以防软管脱落)。(图 20B)。

4. 放回栓塞，重新盘绕软管。

图 20 –卷盘制动器调整 

运输和储存 

1. 关闭燃料阀和电池隔离开关。

2. 根据需要给清洗机排水。

3. 盘绕软管，适当固定设备。必须清除所有松散材料。

运输独立于清洗机的远程卷盘。

4. 清洗机装有滚轮，使其能够在平滑的水平面上移

动。

5. 清洗机重 195 kg。利用合适的设备和方法装运清洗

机。吊装时，系好机架顶角上的全部四个吊点(图
6)。按照制造商说明使用具有当前认证的索具。

维护说明

清洁 

根据需要，软管应使用热肥皂水和/或消毒剂清洁。不

要让水进入发动机或电气系统。不要用压力清洗装置进

行清洁。使用湿抹布向下擦拭机器。 

发动机 

按照发动机操作手册内的指示维护发动机。发动机装有

时间计，以监控清洗机的使用情况。 

电池 

更换电池 

1. 移除支撑电池盒盖的夹子，将其取下。

2. 首先断开接地(-)电缆连接，然后断开正极(+)电缆

连接。

3. 取出电池。

4. 按相反步骤进行安装。

更换电池的技术参数如下： 

 BCI 分组/类型：U1

 尺寸(L x W x H)196 x 128 x 159 (mm)

 电压：12

 冷启动电流(CCA)：350

 备用容量(RC)：45

 端子类型：偏置凸耳端子(OLT)

 装配类型：C

 最大充电电压：14.8

泵的润滑/维护 

每次使用之前，检查泵的油位。将清洗机放到一个水平

面上。擦掉量油尺和观察窗上的污垢和杂物。油位应在

观察窗中间位置(图 21)。如需要，拆下量油尺，添加

SAE 15W-40 无清洁剂矿物油，使油位达到观察窗一半

位置。不要加注过满，重新装上量油尺。 

图 21 –检查泵油位 

警告 

进行任何维护之前，发动机的电池隔离开关应处于关

闭位置，而且应断开火花塞线，防止误操作。打开控

水阀，释放系统内的流体压力。进行维护时，必须佩

带防护眼镜和安全手套，防止遭受管道化学物质和细

菌的危害。 

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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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运转 50 小时后给泵换油，之后每 500 小时换一

次。泵会运转起热，换油时请移去底部的插塞，将油

排放到合适容器内。放回插塞。按照油位检查程序，

加装 SAE 15W-40 无清洁剂矿物油，大约至观察窗的

一半。更换泵油时，需要大约 1000 ml 新油。 

使用 1000 小时后(苛刻条件下低于该值)，应将

KJ-5000 带到 RIDGID 的独立服务中心，进行泵密封

和阀门维修。 

齿轮箱润滑 

每次使用之前，检查齿轮箱油位。将清洗机放到一个

水平面上。擦掉量油尺和观察窗上的污垢和杂物(图
22)。油位应在观察窗中间位置。如需要，拆下量油

尺，添加 SAE 90W 齿轮润滑油，使油位达到观察窗

一半位置。不要加注过满，重新装上量油尺。

图 22 –检查齿轮箱油位 

每运转 500 小时，更换齿轮箱油一次。齿轮箱会运转

起热，换油时请移去齿轮箱底部的插塞，将油排放到

合适容器内。放回插塞。加装 SAE 80 W-9 齿轮润滑

油，大约至观察窗的一半。更换齿轮箱油时，需要大

约 300 ml 新油。 

寒冷天气下的泵处理 

储存 

注意： 如果要在温度接近或低于 0℃条件下储存清洗

机，必须进行适当处理。如果泵内水冻结，将会损坏

泵。 

水箱排水后，移除进水过滤器上的软管。打开系统内

的所有阀门，使用压缩空气吹净系统内的水分。这还

能够用于清除软管内的水分。 

可选设备

警告 

为了降低严重伤害的风险，仅使用专门设计及推荐用于

RIDGID KJ-5000 超高压清洗机的可选设备，如下表所

列。 

清洗机喷嘴和软管 

目录编号 型号 说明 

55353 H-502 穿透式喷嘴 

55358 H-501 调节式喷嘴 

55363 H-503 大型排水管喷嘴 

55368 H-500 反向根割式喷嘴 

55428 H-511 小型排水管喷嘴(适合于可选柔性引导器) 

55373 H-3860 3/8" ID x 60m 黑色喷水软管(主卷盘) 

55378 H-2560 1/4" ID x 60m 黑色喷水软管(远程卷盘) 

清洗机附件 

目录编号 型号 说明 

55383 H-316 15m 3/16”柔性引导器 

55393 FB-10 平台安装套件 

55398 HK-1 
全套低压供水软管卷盘

套件 

55403 FV-5 脚踏控制阀 

机器储存 

警告： 将清洗机存放在防雨雪的通风良好区域。

将机器储存在儿童和不熟悉人员无法够到的上

锁区域。若由未经培训的用户使用，机器可能造

成严重伤害。 

有关寒冷天气条件下的储存信息，请参看“维

护”部分。参看发动机操作手册，了解有关发动

机储存的具体信息。 

维修与修理 

警告 

不当的维修或修理会造成机器不安全运转。 

“维护说明”给出了本机器的大部分维修要求。本部分

未涉及的问题只应由 RIDGID 的授权维修人员处理。将

工具带至 RIDGID 的独立维修中心或者返回厂里维修。

欲了解有关最近 RIDGID 独立维修中心的信息或者任何

维修或修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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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您对 RIDGID®产品有任何疑问： 

−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400-0512-529 

故障排除 

问题 原因 纠正 

清洗机在使用中关闭。 水箱内水不足(低水位浮球开关将清洗机关闭) 

确认供水系统已接通。 

确认供水软管畅通，没有扭结或破裂。 

确认水箱内的水位。 

启动时，清洗机未调至

满工作压力。 

系统内夹带空气。 
拆下喷嘴，将喷水软管插入排水管路。运行清洗

机，用水清除杂物，排除空气。 

清洗机喷嘴口阻塞。 
拆下喷嘴。使用喷嘴清洁工具疏通喷嘴口：彻底

疏通各个喷嘴口，清除杂物。 

清洗机压力表指针在

500 至满工作压力间摆

动。 

清洗机喷嘴口阻塞。 
拆下喷嘴。使用喷嘴清洁工具疏通喷嘴口：彻底

疏通各个喷嘴口，清除杂物。 

系统内有杂物或夹带空气。 
拆下喷嘴，将喷水软管插入排水管路。运行清洗

机，用水清除杂物，排除空气。 

清洗机无法起动。 
水箱内水不足。 见上文“清洗机在使用中关闭”。 

过滤器阻塞。 清洁进水过滤器。 

泵运转极其不稳定，压

力非常低。 

进水口受限和/或泵内进入空气。 
检查水箱至泵的软管是否扭结；确定软管连接紧

密。 

进水或排水阀卡塞。 泵轴杯或阀门磨损。维修泵。 

压力低 

喷嘴磨损。 更换喷嘴(必须与清洗机相配)。 

空气进入进口管。 确定软管连接紧密。 

泵阀卡塞、磨损或脏污。 维修泵。 

调压阀调节不当。 调节调压阀。 

过滤器阻塞。 清洁过滤器。缩短检查周期。 

泵密封磨损。 

泵送流体内含有磨料。 

维修泵。 

改变供水或者增加合适的过滤器。 

空穴严重。供水不足。 确定供水未受限制。 

http://www.ridgi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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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记录表 

时间计读数 日期 执行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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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GID® 工具终身保证 

保证内容 

艾默生管道工具（上海）有限公司对其产品的生产工艺及物料质量提供保证，但因非生产工艺或物料引起的任

何问题除外。 

保证时效及范围 

艾默生管道工具（上海）有限公司仅对在中国大陆购买并使用的非特殊工具产品提供终生保证。 

艾默生管道工具（上海）有限公司对在中国大陆购买并使用的特殊工具产品提供有限保证，具体为： 

 电动/机动工具：其电机或发动机保证期限为半年；

 电子类工具（例如内窥镜系列、管线定位仪及信号发生器、测量/检查仪器仪表等工具），其保证期限

为一年；

 全自动智能电动工具（例如电动压接工具等），其保证期限为一年；

 上述产品保证期限均自购买之日起开始计算（以经销商开具的原始有效销售发票为准）。

非保证范围 

由于不遵守操作说明、不正确使用、异常的环境条件、不适当的操作条件、使用非原装附件、部件或零件所造

成的损坏，以及易损件（诸如板牙、刀片、模头、钢索、疏通头、液压密封圈、液压油和充电电池等）等情况

不在本保证之内。艾默生管道工具（上海）有限公司不承担任何非产品缺陷所致损失。 

维修服务 

经艾默生管道工具（上海）有限公司专业鉴定，用户就保证范围内产品享有维修服务： 

 在保证期内，对属于物料瑕疵或生产工艺缺陷的产品予以免费维修；如果产品在保证期内经过三次维

修后仍无法正常使用，则予以更换相同或同类产品（同类产品如有价差，多退少补）。

 对因非物料瑕疵或生产工艺缺陷的产品予以收费维修。

 所有超出保证期的产品均为收费维修。

获得维修服务的方法 

需自费将完整的产品送至艾默生管道工具（上海）有限公司当地代理商或者艾默生管道工具（上海）有限公司

所核定的服务中心（管钳及其它手工具应送至购买的地点），并出示原始发票以供核对 （收费维修的产品除外）。 

法律保障 

用户有权得到中国大陆相应的明确的法律保护。 

无其它的保证 

除本保证外，任何员工、代理商、经销商或其他任何人员均无权代表艾默生管道工具（上海）有限公司改变

本保证或提供其它保证。艾默生管道工具（上海）有限公司对以上保证条款持有最终解释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