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PULSE 智能增壓泵
使用說明書

一、產品安全資訊
遵守本用戶手冊是安全和暢順作業的先決條件, 並需要結合小保姆注油器的
用戶手冊同時運用。必須保證只有合資格的人員依照本手冊採取必要性的安全維護
措施方可操作本潤滑系統。完美的潤滑效果除正確使用 IMPULSE 增壓泵以外還需要
裝配瑞士廠商推薦的潤滑劑和輔件及遵守本手冊來保證, 否則製造商對任何間接或
直接的損壞、損失一律不承擔責任。已使用過的電池不能重複使用、充電、拆開或
扔入火中, 需要正確回收。IMPULSE 增壓泵是一高科技的潤滑系統, 無論在使用或
運輸途中均十分安全可靠。

危險提示
潤滑系統在工作期間已載荷壓力, 拆卸或維護前, 請先將管道和小保姆注油器
泄壓。只要擰鬆小保姆注油器的動力倉, 就可安全的泄除壓力。
只可使用全新原裝的電池組, 使用前切勿拆開包裝閒置, 僅在使用時才打開包
裝將其立即插入增壓泵啟用, 使用曾啟動過或低電壓的電池組將使潤滑系統失效。

警告
請不要拆卸已載荷壓力及未耗盡的小保姆注油器, 否則注油器釋放的氣體壓
力會導致剩餘的潤滑劑不受控的排放, 或會污染電池組倉。
確認安裝點可承受增壓泵的最大系統壓力。
使用限定壓力的油槍為潤滑點或管道填充預加油, 增壓泵只能與小保姆注油
器連接使用, 不要將此安裝暴露在陽光直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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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描述 (組成部分)
IMPULSE 增壓泵-----是全自動機電式的壓力增強器。它需要連接小保姆注油器,
可直接擰在潤滑點或管道上使用。由可設置 1~12 月注油週期的注油器排出潤滑劑
給增壓泵, 此時增壓泵自動探測劑量/週期, 並以每次推送 0.5ml 和高達 10bar 的工
作壓力再把潤滑劑傳送出去, 因此不需要對其進行設定。泵體以邏輯控制的方式運
行並附帶 LED 顯示（閃爍綠色/紅色）功能來監控當前的工作狀態, 工作電源由可更換的
電池組提供, 泵體可多次重複使用, 內含止回閥, 以保護自身及阻止外來不可預測
的高背壓, 此功能已註冊世界專利。

可設置 1~12 月注油週期的動力倉

適配注油器的規格 60 / 125 / 250ml

電池組

O 型密封圈

IMPULSE 增壓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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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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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alube® IMPULSE

小保姆注油器的壓力增強輸出裝置

驅動系統

電動機械

工作電源

鹼性電池組 6V 2.3Ah（適用 0℃～55℃）
鋰電池組
6V 2.9Ah（適用-10℃～55℃）

運行顯示

LED 顯示工作狀態
（綠色/紅色每 10 秒鐘閃爍）

增壓輸出量

0.5ml 每行程（間歇式）

工作壓力

高達 10bar

工作溫度

-10℃～+55℃

時間設定

被動取決於小保姆注油器的設定 1 至 12 個月

吐出量

被動取決於注油器的設定：0.17…8.3ml/天

適用注油器容量

60ml, 125ml, 250ml

適用潤滑劑

固體油脂稠度等級 NLGI≤2 或任何液態油

安裝位置方式

任何地方自由方向（只要不受陽光直射）

油口接頭

G 1/4”（內置止回閥）

外表尺寸

∅59 X 85mm （PET 半透明）

已認證防護等級

IP68（防塵防水）

自重量

0.24Kg

品質保證

出廠日起 3 年或 10 次 125ml 的注油次數

貯存溫度

建議在+20℃ ±5℃
防止陽光照射并存放在乾燥處＜65%濕度



注油量和注油週期的設定及溫度補償的信息, 請參閱小保姆注油器用戶手冊。



計算注油器週期設定的在線軟件（simalube/Calculation Pro）和在線注油器耗
盡更換提醒功能（simalube/LubeChart）, 請登錄 www.simatec.com。



每次更換注油器時, 必須同時更換電池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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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裝和啟動
IMPULSE 智能增壓泵只能由合資格人員安裝。安裝環境必須避免潮濕、衝擊、污
染、塵埃和陽光下直射, 並且需要安裝在容易接近的地方。它可安裝在任何位置
或方向, 若在強烈振動、高溫或極低溫的工況時, 必須使用喉管遙距安裝增壓泵,
而喉管長度不得超逾四米(液態油不限)。
1、將注油點處清理乾淨, 然後拆下油嘴。

2、必要時擰入一個過渡接頭, 並用喉管膠帶或合適的密封劑將
增壓泵與過渡接頭的螺紋連接處密封。

3、在安裝增壓泵之前, 必須利用裝有合適潤滑劑的黃油槍對注
油點和管道進行預加油填充。

4、將增壓泵擰入潤滑點處。
增壓泵的商標必須面向容易目視的方向, 因為 LED 燈就位於商標
的下方。

啟動小保姆注油器
請遵照小保姆注油器用戶手冊, 正確啟動注油器

5、現在插入電池組。
必須使用全新的電池組
綠色燈閃爍兩次, 以示已啟動
若電池組曾被使用, 紅色燈將閃爍兩次, 此時必須插入全新的電池組

在插入電池組啟動後, 第一次循環輸出將在 30 秒內開始。
6、將小保姆注油器擰入增壓泵之上, 電池組會自動固定到位, 並
激活增壓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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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顯示
當小保姆注油器的遲滯時間過後(即排油開始), 增壓泵將持續輸出潤滑劑, 此時裝
置將切換至正常工作模式, 在整個正常注油期間, 綠色 LED 每 10 秒鐘閃爍。故障則
閃爍紅色 LED, 故障的具體情況, 將由不同組合閃爍的紅色 LED 顯示出來。如果沒
有 LED 在閃爍, 代表裝置未工作或故障或電池組已完全耗盡。若注油週期設定為 1
個月時, 建議每週檢查 1 次。若注油週期設定為 3 個月或以上時, 建議每 2～3 週檢
查一次。

LED 功能顯示（增壓泵商標下方）
綠色 LED 閃爍（每 10 秒）

紅色 LED 閃爍（每 10 秒）

1 次 – 工作正常

1 次 – 收不到潤滑劑或注油器已空

2 次 – 啟動模式

2 次 – 電池組電壓過低

（等待注油器排出潤滑劑）

3 次 – 系統壓力過高（＞10bar）
4 次 – 泵堵塞
5 次 – 注油器設定週期改變大於 50%

六、更換小保姆注油器
1. 當擰下空的注油器作更換或重新填裝時, 均須依照注油器的用戶手冊操作。
2. 取出增壓泵內的舊電池組, 換上新的電池組。
3. 在插入新的電池組之前, 請先檢查和清理增壓泵的密封圈, 泵體可不用拆卸
保持在安裝點處, 可多次重複使用。
4. 其餘信息請參閱第四節“安裝和啟動”中的從第 5 點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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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產品丟棄處置
使用過的增壓泵電池組和注油器動力倉必須棄置於電池回收系統, 不可重複
使用、充電、拆開或扔入火中, 增壓泵本體（不含電池組）必須按照 2002/96/EG(WEEE)
指令處理, 回收有污染的物品需遵守國家規定的環保指令處置。

八、維護
增壓泵是免維護的, 當更換注油器時, 檢查外殼和密封圈并且把他們擦拭乾淨,
如果增壓泵外殼出現裂紋, 則必須丟棄該裝置。

九、故障排解
故障現象

可能原因

措施

增壓泵不運行，LED 不閃爍
無潤滑！

未插入電池組或電池組電量耗盡

插入新的電池組
（見第六節）

紅色 LED 閃爍 1 次
無潤滑！

注油器已耗盡

更換注油器（見第六節）

注油器動力倉未激活

設置動力倉週期（1～12 月）

注油器動力倉未妥善安裝而漏氣
(僅限於使用 SL00 空瓶自行灌油)

參照注油器用戶手冊, 重新安裝和
更換新的動力倉

較長的注油週期設定或極低溫使至
注油器遲滯啟動

將動力倉注油週期暫時設置為 1 個
月持續 1 天, 直到裝置啟動, 然後再
返到所需設置的注油週期; 否則更
換注油器。

啟動時: 插入了耗盡的電池組或者
電池組步入耗盡

更換新的電池組

工作期間: 電池組電壓太低或步入
太弱

裝置仍然工作, 但是建議頻繁檢查

紅色 LED 閃爍 3 次
綠色 LED 閃爍 1 次

工作壓力大於 10bar, 潤滑點或者
潤滑管道有問題

裝置仍然在工作, 背壓過高, 運行不
穩定, 檢查潤滑點。

紅色 LED 閃爍 4 次
無潤滑！

泵因管道堵塞受阻

檢查潤滑點或潤滑劑, 重啟動力倉
(見第六節)

泵被機械性堵塞或有故障

更換增壓泵

紅色 LED 閃爍 2 次
綠色 LED 閃爍 1 次

紅色 LED 閃爍 5 次
綠色 LED 閃爍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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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週期變化超過 50%, 設定的注 檢查潤滑點, 檢查注油器, 若 1 週後
油週期已更改或注油器有泄漏
故障仍然存在, 請更換注油器
（見第六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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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常用配件的貨號和貨名
230.1000

增壓泵 10bar

230.5000

鹼性電池組 6V/2.3 Ah
標準型（適用 0℃～55℃）

230.5001

鋰電池組 6V/2.9 Ah
耐極低溫型（適用-10℃～55℃）

290.2000

喉管 外徑 8mm/內徑 6 mm
標準型（適用溫度達 120℃）

290.2002

喉管 外徑 8mm/內徑 6 mm
耐高溫型（適用溫度達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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