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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喷射系统

压力可达 1,000 bar

压力高达1000bar(14500psi)的压力等级使DYNAJET在 艰难的

清洗任务和需要改造的项目中表现出完全的性能。DYNAJET提
供强大的手推车、拖车和固定的喷水系统，以配合适当的部署

区域。

高质量的产品，即使几乎不间断地在非常恶劣的条件

下使用也依旧可靠。

1,000 bar 水喷射系统的优点

高性能和适应性:卓越的工作能力，专业部署和长期
使用寿命

精确调节:工作压力可调节至800bar (11,600 PSI)

安全舒适:直观的控制，安全阀，紧急关闭开关 最佳机动性：在建筑工地上方便运输的吊眼

水喷射系统和配件压力可达1,000 bar (14,500 PSI)

ß DYNAJET 1000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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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冷水高压清洗机     冷水高压清洗机

工作压力 无极调速可调至 800 bar (11,600 PSI) 可达1,000 bar (14,500 PSI)

流量 可达20 l/min (5.28 USgal/min) 17 l/min (4.49 USgal/min)

泵 三缸柱塞泵
包装密封，清洗/冷
却和硬质合金活塞

电机 电机
400 V, 50 Hz, IP55 / 63 A CEE

三缸柱塞泵
包装密封，清洗/冷却
和硬质合金活塞

                 电机
400 V, 50 Hz, IP55 / 63 A CEE

电机功率 30 kW (41 HP) 30 kW (41 HP)

电机和泵/驱动器的速度 1,450/850 rpm / 风扇皮带 1,450/850 rpm / 风扇皮带

出口接头（水） M24 x 1.5 DKO M24 x 1.5 DKO
净重 560 kg 560 kg
尺寸 (L x W x H) 116 x 80 x 130 cm                                                     116 x 80 x 130cm
货号  1 585 010 1 585 050

“me”级的冷水高压清洁器的工作压力可达1000bar
(14500psi)，是DYNAJET 强大的手推车设备之一。由于其

高超的工艺和强大的电动马达这些手推车设备特别适合

有效地清洗任务，如：清洗百叶结构、建筑机械或装
置。它们也是理想的油漆去除或翻新工具。

手推车压力
可达1,000 bar

水喷射系统和配件压力可达 1,000 bar (14,500 PSI)

根据机器使用的地方，有特殊
的电压和频率可用的电动机-比

如 440 V / 60hz版本(见机器
清单第94页) . 

 DYNAJET的手推车的标准配件 1,000 bar:

� 10米热水和冷水高压软管

� 带喷杆的高压枪

� 喷嘴座和15度平板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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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于DYNAJET 1,000 bar 水喷射系统的

更对详细信息请访问:
 www.dyna-jet.com/1000bar

所有DYNAJET水喷射系统的型号和版本

在pg. 94.

可达1,000bar:DYNAJET手推车的标准特征:
�带旁路自动压力调节，带软管压力下降系统

�缓冲水箱，从水网分离，供水稳定，不锈钢增压泵

�高压和吸液压力表

�运行计时器，进液压力监视器和温度监视器

�自动星/三角自动开关和电机安全开关

�防冻功能，不锈钢水过滤器，安全阀

�插座(63 A)

Dynajet1000me是第一个1000bar（14500PSi）的水喷射系

统，没有控制电缆，有干停枪，使高压清洗机在其类别中
很独特。当干-停枪关闭时，水压中断，枪室密闭。一个
特殊的阀系统确保水在一个独立的水循环中，没有压力。

这意味着可以中断工作而不会产生枪的水泄漏，或任
何水损失。这简化了工作并节约了水。

DYNAJET 1000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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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喷射系统和配件可达 1,000 bar (14,500 PSI)








压力可达1,000bar的拖
车及安装模块

DYNAJET 800th无线和DYNAJET 1000t拖车可用于多种用

途，设计用于执行强大任务，具有高水平的性能和安

全性。压力高达800bar的DYNAJET 800th在DYNAJET家族

中是 强大的热水高压清洁机，压力更高

达1000bar的DYNAJET 1000，是冷水高压清洗机。

优点:
� 强力冷热水高压清洗机可灵活部署在任何位置。

� 由于有水箱，可立即运行.

� 高可达800bar的无级压力调节，可有效的清洁每

一个物体。
� 喷枪无需电缆控制.

配件标准
带喷枪的高压枪(总长度:约800毫米)，喷嘴座，15°平

面喷嘴，存储盒和文件箱。

标准特点
2台高性能热水发生器(仅800th)，12 V插座，2台10米高压

软管装在储存滚筒上，25米低压供应软管装滚筒上，安

全阀，自动调压带软管压力降系统，1000升(264.55 
USgal)储水罐和吊眼。

可选特点
� DYNAJET无线电遥控:键盘控制功能半径350米以内.
� 多种控制:通过控制机箱和怠速减速实施电子调速。

� 水软化系统:减少维护和保护燃烧器。

� 安全包用于化学工厂和炼油厂：电机和燃烧器的火

花抑制器，连接用于外部紧急关闭开关和电池断开开
关。
� 外部紧急停机开关:带电缆滚筒和50米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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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冷热水高压清洗机  冷水高压清洗机

工作压力 可无极调至800 bar (11,600 PSI) 可达 1,000 bar (14,500 PSI)

流量 10 - 21 l/min (2.65 - 5.56 USgal/min) 8 - 17 l/min (2.11 - 4.49 USgal/min)

泵      带填料密封的三柱塞泵，                 带填料密封的三柱塞泵，
清洗/冷却                              清洗/冷却
硬质合金活塞                           硬质合金活塞

电机 道依茨三缸柴油机(油冷))             道依茨三缸柴油机(油冷)

电机功率 34 kW (46.2 HP)  34 kW (46.2 HP)

电机和泵/驱动器的速度 2,250/800 rpm / Belt 2,250/850 rpm / Belt

油耗 大约10 l/h (2.65 USgal/h)  大约. 10 l/h (2.65 USgal/h)

油箱体积 70 l (18.52 USgal) / 105 l (27.78 USgal) 70 l (18.52 USgal) / 105 l (27.78 USgal)

水箱体积 1,000 l (264.55 USgal) 1,000 l (264.55 USgal)

出口接头(水)  M24 x 1.5 DKO M24 x 1.5 DKO

油燃烧器的热输出 2x 65 kW -
燃烧器油耗 大约. 7 l/h (1.85 USgal/h)  -

底座 单轴拖车与制动 单轴拖车与制动

重量 1,640 kg 1,640 kg

尺寸 (L x W x H)                             371 x 207 x 208 371 x 207 x 208

打开尺寸 (L x W x H)                                                 398 x 207 x 277 398 x 207 x 277

货号 1 529 080 1 573 040

固定版本 800sh, 货号 1 529 03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