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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管道疏通机

AT50Li

产品特点：
●● 结构紧凑、功能强大、多用途的全新●AT50 管道
疏通机，可轻松疏通直径●20mm●至 50mm的浴
盆、淋浴或水槽堵塞

产品参数：
●● 电机 :输出功率 100W，18V●●
●● 转速：400r/min
●● 疏通范围：3/4"-2"（Φ20mm-Φ50mm）
●● 软轴长度：9米
●● 软轴直径：7.5mm
●● 重量：5.4KG( 包含软轴组件 2.5KG, 不包含进退
轴组件 0.7KG)

标准配置：
●● 主机一台（含 9m长软轴组件一套）
●● 0.5m保护管一根
●● 0.7m保护管一根
●● 锁紧式进退轴组件一套
●● 18V 充电器一套●●●
●

NEW

疏通作业

锁紧式进退轴组件●——疏通时无需触碰软轴，
更省力，更清洁。

重负荷尼龙芯软轴——疏通强劲，提
高强度，防扭结

优质直流电机——搭配全金属齿
轮，经久耐用，动力强劲

透明鼓轮盖——清晰显示软轴进给
行程及剩余长度

两段式保护管——自由搭配保护管长度，防止
软轴缠绕和污渍飞溅，保持工作区域清洁

可视化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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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管道疏通机

产品特点：
●● 结构紧凑、功能强大、多用途的全新●AT50 管道
疏通机，可轻松疏通直径●20mm●至 50mm的浴
盆、淋浴或水槽堵塞

AT50

产品参数：
●● 电机：输出功率 100W，220V●●
●● 转速：400r/min
●● 疏通范围：3/4"-2"（Φ20mm-Φ40mm）
●● 软轴长度：9米
●● 软轴直径：7.5mm
●● 重量：5.4KG( 包含软轴组件 2.5KG, 不包含进退
轴组件 0.7KG)

标准配置：
●● 主机一台（含 9m长软轴组件一套）
●● 0.5m保护管一根
●● 0.7m保护管一根
●● 锁紧式进退轴组件一套
●●●
●

NEW

插电接口

锁紧式进退轴组件——疏通时无需触碰软轴，
更省力，更清洁

重负荷尼龙芯软轴——疏通强劲，提
高强度，防扭结

优质直流电机——搭配全金属齿
轮，经久耐用，动力强劲

透明鼓轮盖——清晰显示软轴进给
行程及剩余长度

两段式保护管——自由搭配保护管长度，防止
软轴缠绕和污渍飞溅，保持工作区域清洁

全自动进退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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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管道疏通机

NEW

A75G

产品特点：
●● A75G 疏通机采用压力摩擦离合器三瓣结构，可以轻
松地使机器处于工作和待机两种状态，安全可靠，
结构简单轻巧，移动方便，可以使用 8mm软轴、
16mm软轴，对于疏通清洗槽盆、卫生间、楼宇等
管道堵塞的首选设备。

产品参数：
●● 电机：370W，电压 220V/50HZ，感应电机，正反转
●● 转速：400RPM
●● 管径范围：Φ20 ～ Φ100mm
●● 整机重量：12Kg

强度高，寿命长（优于塑料齿轮）

壳体采用重力铸造工艺

施工作业无安全隐患

●● 8mm软轴工作范围：Φ20 ～ Φ75mm
●● 16mm软轴工作范围：Φ32 ～ Φ100mm
●● 最大疏通长度

标准配置：
●● A75G 整机 1台
●● 8mm软轴套装 1件 (●7.6 米 )
●● 16mm软轴钢索 8根 (●2.3m/ 根 )
●● 16mm直螺旋头刀头 1个
●● 16mm球型螺旋刀头 1个
●● 16mm油脂钻 1个
●● 16mm十字钻头 1个

30m

软轴接头处巧妙设计

可灵活穿过管道弯头
特配活动球型刀头

高强度机壳 经久耐用

全钢化齿轮

防水罩密封性强

快速拆卸 省时高效
1

2

3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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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管道疏通机

Φ16mm 软轴套装

8 根 *Φ16mm*2.3m 软轴钢索Φ16mm 软轴套装

Φ16mm 螺旋钻 / 刀具组

直螺旋头刀头

 

球型螺旋刀头
 

十字钻头
 

油脂钻

活动球型刀头 回收钻 漏斗型刀头 鲨齿钻

工具筒

 

8mm 软轴套装
 

Φ4 钥匙
 

防护手套

其他配件

●● 16mm活动球型刀头 1个
●● 16mm回收钻 1个
●● 16mm漏斗型刀头 1个
●● 16mm鲨齿钻 1个
●● 工具筒 1个
●● 防护手套 1双
●● Φ4 钥匙 1个
●● 16mm软轴放置框 1个

可选配置：
●● 保护橡胶管

管道疏通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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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管道疏通机

A150G

NEW

产品特点：
●● A150G 疏通机采用压铝框架为主体，结构精巧，
移动方便，采用大功率的电机为动力，疏通能力强
劲，是疏通清理医院、市政管道设备等管道堵塞的
首选设备。

产品参数：
●● 电机：750W，电压 220V/50HZ，感应电机，正
反转
●● 转速：620RPM
●● 整机重量：21Kg
●● 管径范围：Φ20 ～ Φ150mm
●● 16mm软轴的疏通范围：Φ32 ～ Φ100mm
●● 22mm软轴的疏通范围：Φ50 ～ Φ150mm

●● 使用紧密的 22mm软轴最大疏通长度 60m

标准配置：
●● A150G 整机 1台
●● 16mm软轴钢索 5根 (2.3m/ 根 )
●● 22mm软轴钢索 3根 (4.5m/ 根 )
●● 16mm直螺旋头刀头 1个
●● 16mm球型螺旋头刀头 1个
●● 16mm油脂钻 1个
●● 16mm十字钻头 1个
●● 22mm直螺旋头刀头 1个
●● 22mm球型螺旋头刀头 1个
●● 22mm漏斗型螺旋刀头 1个
●● 22mm铲型钻 1个

1

3

可疏通 32-150mm管径

快速反应，省时安全2

离合器三瓣设计结构

保护线路安全，避免隐患发生
机身内部有防水罩壳

4 750W大功率，动力强劲
可带动                  软轴60m

适用范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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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管道疏通机

软轴套装

5 根 *Φ16mm*2.3m 软轴钢索
3 根 *Φ22mm*4.5m 软轴钢索

Φ16mm 软轴套装
Φ22mm 软轴套装

●● 工具盒 1个
●● 防护手套 1双
●● Φ4 插销钥匙 1个
●● Φ5 插销钥匙 1个
●● 防护管 1件

可选配置：
●● 16mm其他类型刀头
●● 22mm其他类型刀头

Φ16mm 螺旋钻 / 刀具组

直螺旋头刀头

 

球型螺旋头刀头
 

十字钻头
 

油脂钻

Φ22mm 螺旋钻 / 刀具组

直螺旋头刀头

 

球型螺旋头刀头
 

漏斗型螺旋刀头
 

铲型钻

工具盒

 

Φ4 钥匙
 

Φ5 钥匙
 

防护手套

其他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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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管道疏通机

A200G
NEW

产品特点：
●● A200G 疏通机配有移动用的轮子，以及可以变换
方向的手柄，这样就可以轻松地移动到工作的地
方，简便轻巧。本款机器疏通清理能力强劲，可
以使用于极端的工作条件中，可以切除打通管道
中复杂的树根、纺织品、固体沉淀等杂物。

产品参数：
●● 电机：900W，电压 220V/50HZ，感应电机，正
反转
●● 转速：460RPM
●● 整机重量：30Kg
●● 管径范围：Φ50 ～ Φ200mm

工作手柄可快速换向

●● 直接使用软轴钢索：
 ●●22mm软轴的疏通范围：Φ50 ～ Φ150mm
 ●●32mm软轴的疏通范围：Φ75 ～ Φ200mm
●● 使用紧密的 32mm软轴最大疏通长度 80m

标准配置：
●● A200G 整机 1台
●● 32mm软轴钢索 5根 (4.5m/ 根 )
●● 32mm软轴放置框 1个
●● 32mm直螺旋头刀头 1个
●● 32mm回收钻 1个
●● 32mm漏斗型刀头 1个
●● 32mm铲型刀头 1个

1

5

2

4

3

可切削树根类杂质

配合手柄移动方便

采用同步带传动方式

一体式传动抱轴离合机构

国内独有弹簧锯齿钻

独特拖车式设计

传动稳定 效率高

密封性强，安全性能高

6 900W大功率，动力强劲
可带动                 软轴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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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管道疏通机

●● 32mm弹簧锯齿钻 1个
●● 工具盒 1个
●● 防护手套 1双
●● Φ5 插销钥匙 1个
●● 保护管 1个

工具盒
 

Φ5 钥匙
 

防护手套

其他配件

Φ32mm 螺旋钻 / 刀具组

直螺旋头刀头

 

回收钻
 

漏斗型刀头 铲型刀头
 

弹簧锯齿钻

Φ32mm 软轴套装

5 根 *Φ32mm*4.5m 软轴钢索Φ32mm 软轴套装

 ● 用于确定管道中阻塞物的种类，后选用合适的疏通工具。
 ● 用于刺穿或钻通纺织物、废料、纤维材料等堵塞物

⑴直螺旋头刀头

规格 直径 长度 工作范围 适用机型
16mm 16mm 110mm 40-75mm A75G, A150G

22mm 22mm 210mm 75-100mm A150G

32mm 32mm 220mm 100-200mm A200G

规格 直径 长度 工作范围 适用机型
16mm 28mm 115mm 40-75mm A75G, A150G

22mm 40mm 180mm 75-100mm A150G

32mm 50mm 220mm 75-200mm A200G

疏通机刀头介绍

 ● 灵活性高，易于通过弯头多的管道
 ● 用于管道轻纺织物、超薄聚合物及纸质品堵塞的疏通

⑵球型螺旋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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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管道疏通机

 ● 用于多弯头的管道和分支管道的疏通

 ● 可以轻松的取出管道内的断落的软轴，刀头螺旋头以及纺织物

 ● 用于穿透比较坚硬的堵塞物以及淤泥的沉淀

 ● 用于清除管道内的淤泥以及松软的化学沉淀

 ● 用于切碎堵塞管道的小型树根及其他材料（不可用于塑料管）

 ● 用于清除管道内的纺织物以及纸质类的堵塞物，清除能力强劲，
同时可以轻松地取出断落在管道中的软轴钢索

 ● 用于研磨和清除固化障碍物、粗磨水垢的强大组合工具
 ● 用于清除纺织或污泥障碍物

 ● 用于清除油脂类的堵塞以及不是很坚硬的化学沉淀

⑶十字钻刀头

规格 直径 长度 工作范围 适用机型
16mm 25mm 35mm 50-75mm A75G, A150G

22mm 45mm 60mm 100-125mm A150G

32mm 45mm 60mm 100-200mm A200G

⑸活动球型螺旋刀头

规格 直径 长度 工作范围 适用机型
16mm 24mm 83mm 50-75mm A75G, A150G

22mm 37mm 125mm 60-100mm A75G, A150G

⑼铲型刀头

规格 直径 长度 工作范围 适用机型
22mm 65mm 65mm 100-150mm A150G

32mm 65mm 70mm 100-150mm A200G

⑹回收式螺旋刀头

规格 直径 长度 工作范围 适用机型
16mm 35mm 55mm 50-75mm A75G,A150G

22mm 45mm 100mm 75-100mm A150G

32mm 65mm 125mm 75-200mm A200G

⑺漏斗型螺旋刀头

规格 直径 长度 工作范围 适用机型
16mm 32mm 110mm 50-100mm A75G, A150G

22mm 55mm 185mm 110-150mm A150G

32mm 60mm 195mm 100-200mm A200G

⑻鲨齿钻刀头

规格 直径 长度 工作范围 适用机型
16mm 30mm 40mm 50-75mm A75G, A150G

⑽弹簧锯齿钻

规格 直径 长度 工作范围 适用机型
32mm 65mm 55mm 50-100mm A200G

⑷油脂钻刀头

规格 直径 长度 工作范围 适用机型
16mm 25mm 35mm 40-75mm A75G, A150G

22mm 45mm 60mm 60-125mm A75G, A1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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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鼓轮式疏通机

AG100

产品特点：
●● 便携式设计，可高效疏通浴盆、浴室等各类管
道日常堵塞
●● 带自动进退刀装置，4米 /分钟，可手动进退刀，
操作灵活
●● 整根实心软轴，无需频繁拆卸，经特殊热处理
后更易过弯
●● 高强度塑料鼓，可快速查看软轴情况，适当倾
斜即可排出积水
●● 双滚轮设计合理，移动方便，可上下楼梯，轻
轻一拉即可前进

产品参数：
●● 电机：350W，220V/50Hz, 感应电机，正反转
●● 转速：170RPM
●● 疏通范围：1¼”～4”管道（Φ30mm-Φ100mm）
●● 工作方式：自动进退刀(软轴进退速度4米/分钟)
●● 软轴长度：25m
●● 软轴规格：10mm实心软轴
●● 整机重量：35kg
●● 包装尺寸：68*94*44cm

标准配置：
●● 整机 1台
●● 软轴 1根
●● 16mm刀头四个（球型刀头一个，漏斗型刀头
一个，油脂钻一个，鲨齿钻一个）

NEW

进退刀装置

疏通作业

注意：树根等堵塞严重的管道疏通请选用工业级疏通机AG150/A200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