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coQuip® 2
水汽磨料混合型喷砂设备



EcoQuip 令任何作业事半功倍 
有比较才有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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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Quip 2 众多应用可帮您拓展不同领域的业务
EcoQuip 2 可帮助您执行混凝土修补、涂层去除、钢材表面处理以及涂鸦清除等作业。应用范围广泛正是 EcoQuip 2 
的出众特性。其最为卓越之处在于，在两种不同应用之间切换非常方便。EcoQuip 2 适合处理任何比重高于水的
介质，其喷砂压力等级可高达 12.1 bar (175 psi)。

拓宽业务领域
EcoQuip 2 打破了限制，使承包商不再局限于一两种作业类型。如今，钢材表面处理行业的承包商使用同样的设备
就可将业务拓展到混凝土修补市场。

EcoQuip 2 应用

涂层去除 混凝土修补 道路划线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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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划线清除 建筑表面处理 钢结构表面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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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料喷砂工艺的最前沿创新

EcoQuip 水汽磨料混合型喷砂设备2

AIR

F A S T E A S Y

借助水汽磨料混合型喷砂技术可更为精细地
控制气压和水/磨料混合物，能够对各种表面
进行喷砂作业，且所需介质用量更少。

何谓水汽磨料混合型喷砂
水汽磨料混合型喷砂与干喷砂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的喷砂介质会在撞击表面之前得到润湿，因此
可减少多达 92% 的粉尘。

  粉尘少意味着粉尘围挡与清理的工作量减少
  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测试结果表明，与干喷砂相比，水汽磨料混合型喷砂技术可抑制高达 92% 的粉尘。

  由于粉尘量降至最低，因此所需围挡可随之减少，介质清理时间也得以缩短。与化学液或其他水喷
砂技术相比，EcoQuip 2 使用的水更少，不会形成积水，因此不太需要担心有毒物质溢流。总之，使用 
EcoQuip 2，能使工作环境更清洁，所需围挡更简便。

*与以往的 EcoQuip 型号相比

快速

– 启动速度提高 50% *

– 介质重新装载速度提高 50% *

–  工作效率比以往固瑞克各型号喷砂设备更高

易用

– EcoQuip 2 的设置仅需 5 个简单步骤 

– 不再需要设置与喷砂压力相对应的喷砂罐压力

–  轻松调节喷砂压力和使用介质阀来控制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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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E L I A B L E可靠

– 每台设备在装运之前均经过先进测试台的严格测试 

– 可提供无与伦比的客户与技术支持来满足设备的需要

– 组件均经过严格测试，符合固瑞克的高标准严要求

– 美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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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卓越的工程设计，跻身为市场最佳喷砂设备

EcoQuip 水汽磨料混合型喷砂设备2

EcoQuip 2 EQs elite

6

无孔喷砂罐

•  均匀的喷砂效果，无残留空气

•  可用容量比以往的 EcoQuip 型 
号多出 50%

•  采用双涂层：A 涂层/粉末涂
层，可最大限度地提高耐腐
蚀性

• 专利申请中

可使用托盘搬运车和叉车搬运
•  易于移动

• 可从各个方向搬运

介质搁置架  
• 装载介质时可将料袋轻松放置于支架上

空气入口过滤器/球阀  
• 防止碎屑进入喷砂管路

• 设有方便的切断点

重型水箱
•   设有水管挂钩

•  容量可满足一天  
8 小时的典型使 
用量

软管架
•  方便软管存放及使用

提升环
•  载重量是设备重量

的 5 倍



EcoQuip 2 EQs e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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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厂设置的喷砂罐压力
• 无需现场调节

• 稳定的喷砂性能

• 专利申请中

双重控制器  
• 可采用电动型或气动型喷砂控制软管

• 设计已获得专利

喷砂压力调节器
• 按需设置喷砂压力 

以获得预期性能

水配料计量阀
• 增强抑尘效果

卓越设计的 
喷砂管路  

•  平滑的通道设计，可
最大程度地减少压降

•  无论空气流量高低，
皆可轻松应对压力

改进型箍缩阀  

•  粗粒介质和细粒介质 (12-150 grit) 皆可
处理

• 软管可拆，便于维护

• 经专门设计，经久耐用

快拆式喷砂管路  

•  易于维护

固瑞克水泵  

• 封闭式弹簧加压型喉部密封

• 易于维护空气阀

水入口过滤器

•  采用通透式设计，易于维护

磨料计

•  按需设置磨料计以 
获得预期性能

MediaTrak™

•  易于监控介质用量

方便台阶
• 减少装载 

介质时的麻烦

• 可折叠，便于存放

改进型漏斗设计
• 介质填充速度比以往的  

EcoQuip 型号提升了 30%



为您的喷砂作业找到最佳平衡点

EcoQuip 压力等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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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Quip 压力等级

25-175
PSI

为您的应用确定压力设置
根据应用确定相应的喷砂压力，具体与磨砂介质类型和喷嘴尺寸有关。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通常会因设计规范
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不过，有一些许多喷砂设备都遵循的一般准则。下图描述了适用于最常见应用的典型压
力。开始喷砂时最好从较低压力开始，然后再逐步提升压力。 

25-55 psi  
(1.7-3.8 bar)
纪念碑修复、软石清洗、木
制品清洗、铝制品清洗、修
复和补救、风化去除、涂鸦
清除、零件清洗

56-90 psi (3.8-6.2 bar)
混凝土清理、建筑物修复、道路划线
清除、点蚀涂层去除、除锈、松散氧
化皮去除

91-120 psi (6.3-8.3 bar)
混凝土表面处理、钢结构表面处理、
氧化皮和涂层去除

121-175 psi 
(8.4-12.0 bar)
白金属喷砂到近白金属喷砂、
粘附牢固的氧化皮去除、分层
涂料去除以及聚脲涂层去除

请谨记：压缩机规格和压缩空气流量 (cfm) 输出会大大
影响将要选择的压力设置和喷嘴。有关更多信息，请参
见手册 #3A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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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磨料选择 
知识是您最宝贵的资产

选择适合您应用的磨料
一般来说，应使用最精细的磨料，以满足所要求的表面处理特性。磨料越细，在每单位体积内产生的冲击力就
越大。磨料流中的颗粒越多，在相同时间内完成的工作就越多。当对混凝土或木材等较软表面进行喷砂时，应
使用较少的磨砂介质。例如粗碎玻璃、玻璃微珠、细石榴石、小苏打或胡桃壳等。

在钢铁上喷涂防护涂料时，还应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考虑。涂料与硬质平面之间的粘附力不佳，因此需要使用喷
砂设备来创造粗糙表面，涂料便可牢固地粘附到基材上，这种粗糙表面也被称为粗糙度。下面的示例为一些常
见的介质类型。

*EcoQuip 适合处理任何比重高于水的介质。

磨料*

石榴石 粗碎玻璃 煤渣

30 - 120

2.4 - 3

$$$

混凝土和钢结构表面 
处理、除锈、分层涂料

和氧化皮的去除

混凝土表面处理、 
混凝土修补、 

玻璃纤维涂料去除

钢材表面处理、除锈、
涂料和氧化皮去除

30 - 400

1.2

$

12 - 80

1.4

$

7 - 7.5 莫氏

次棱角状

5.5 - 7 莫氏

棱角状

6 - 7.5 莫氏

棱角状/次棱角状

网目尺寸

成本

常见
应用

形状

粗糙度

硬度（莫氏）

密度 (g/cm3)

10



EcoQuip2 针对不同磨砂介质的喷砂罐容量 (kg)
EQ2 框架型设备/拖车型设备 EQ2 移动型设备

介质类型 喷砂罐容量（袋）* 喷砂罐容量 (kg) 喷砂罐容量（袋）* 喷砂罐容量 (kg)

石榴石 16 400 8 200

苏打粉 6 150 3 75

碎胡桃壳 7 175 4 100

粗碎玻璃 8 200 4 100

煤渣 9 225 5 125

玻璃微珠 10 250 5 125

氧化铝粉 13 325 6 150

十字石 14 350 7 175

铜渣 14 350 7 175

* 每袋约 25kg（50-55 磅）

玻璃微珠 塑料 胡桃壳 苏打粉

30 - 325

1.6

木制品、铝制品和其他
软质表面的清洗、 

风化去除 

软质精致表面清洗、 
飞机、汽车和船零件的

清洗

木制品、铝制品和其他
精致表面的清洗、 
涂料、灰尘或油脂的

去除

涂鸦清除、砖和砂岩的
清洗、车身与零件的

修复

$$$

12 - 80

0.5

$$$

6 - 100

1.1

$$$

40 - 325

1.0

$$

5.5 - 6 莫氏

圆状

3 - 4 莫氏

棱角状

3 - 4 莫氏

次棱角状

2 - 2.5 莫氏

次棱角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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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型设备 框架型设备 拖车型设备

型号 EcoQuip 2 EQm EcoQuip 2 EQs EcoQuip 2 EQs elite EcoQuip 2 EQs2 elite EcoQuip 2 EQ200t elite (T4i) EcoQuip 2 EQ400t elite (T3) EcoQuip 2 EQ400t elite (T4i)

喷砂罐涂料 A 涂层/粉末涂层 A 涂层/粉末涂层 A 涂层/粉末涂层 A 涂层/粉末涂层 A 涂层/粉末涂层 A 涂层/粉末涂层 A 涂层/粉末涂层

喷砂罐容量 (L) 99.1 L（3.5 立方英尺） 184 L（6.5 立方英尺） 184 L（6.5 立方英尺） (2x) 184 L（6.5 立方英尺） 184 L（6.5 立方英尺） 184 L（6.5 立方英尺） 184 L（6.5 立方英尺）

水箱 聚乙烯（仅附件） 聚乙烯 聚乙烯 无 铝制，内置于拖车 铝制，内置于拖车 铝制，内置于拖车

外壳 涂层 涂层 不锈钢 不锈钢 不锈钢 不锈钢 不锈钢

喷砂管路 1.00 in (25.4 mm) 1.50 in (38.1 mm) 1.50 in (38.1 mm) 1.50 in (38.1 mm) 1.50 in (38.1 mm) 1.50 in (38.1 mm) 1.50 in (38.1 mm)

框架 无 涂层 不锈钢 不锈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最大压缩空气流量 14.2 m3/min (500 cfm) 25.5 m3/min (900 cfm) 25.5 m3/min (900 cfm) 25.5 m3/min (900 cfm)/枪 5.9 m3/min (210 cfm) 10.6 m3/min (375 cfm) 12.0 m3/min (425 cfm)

最大喷砂压力 12.1 bar (175 psi) 12.1 bar (175 psi) 12.1 bar (175 psi) 12.1 bar (175 psi) 8.6 bar (125 psi) 8.6 bar (125 psi) 12.1 bar (175 psi)

水配料 不含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送水软管挂钩 有 无 有 有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喷枪 7 号 8 号 8 号高性能 (2x) 8 号高性能 7 号高性能 8 号高性能 8 号高性能

软管架 不适用 无 有 有 无 无 无

台阶 不适用 无 有 有 (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介质滤网 无 无 有 有 (2) 有 有 有

介质搁置架 不适用 无 有 有 (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固瑞克喷砂软管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水箱过滤器 
（节省防锈剂）

不适用 有 有 不适用 有 有 有

喷枪压力 
校验套件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手册 3A3489 3A3489 3A3489 3A3489 3A3489 3A3489 3A3489

固瑞克尽您所需

EcoQuip 喷砂设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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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型设备 框架型设备 拖车型设备

型号 EcoQuip 2 EQm EcoQuip 2 EQs EcoQuip 2 EQs elite EcoQuip 2 EQs2 elite EcoQuip 2 EQ200t elite (T4i) EcoQuip 2 EQ400t elite (T3) EcoQuip 2 EQ400t elite (T4i)

喷砂罐涂料 A 涂层/粉末涂层 A 涂层/粉末涂层 A 涂层/粉末涂层 A 涂层/粉末涂层 A 涂层/粉末涂层 A 涂层/粉末涂层 A 涂层/粉末涂层

喷砂罐容量 (L) 99.1 L（3.5 立方英尺） 184 L（6.5 立方英尺） 184 L（6.5 立方英尺） (2x) 184 L（6.5 立方英尺） 184 L（6.5 立方英尺） 184 L（6.5 立方英尺） 184 L（6.5 立方英尺）

水箱 聚乙烯（仅附件） 聚乙烯 聚乙烯 无 铝制，内置于拖车 铝制，内置于拖车 铝制，内置于拖车

外壳 涂层 涂层 不锈钢 不锈钢 不锈钢 不锈钢 不锈钢

喷砂管路 1.00 in (25.4 mm) 1.50 in (38.1 mm) 1.50 in (38.1 mm) 1.50 in (38.1 mm) 1.50 in (38.1 mm) 1.50 in (38.1 mm) 1.50 in (38.1 mm)

框架 无 涂层 不锈钢 不锈钢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最大压缩空气流量 14.2 m3/min (500 cfm) 25.5 m3/min (900 cfm) 25.5 m3/min (900 cfm) 25.5 m3/min (900 cfm)/枪 5.9 m3/min (210 cfm) 10.6 m3/min (375 cfm) 12.0 m3/min (425 cfm)

最大喷砂压力 12.1 bar (175 psi) 12.1 bar (175 psi) 12.1 bar (175 psi) 12.1 bar (175 psi) 8.6 bar (125 psi) 8.6 bar (125 psi) 12.1 bar (175 psi)

水配料 不含 无 有 有 有 有 有

送水软管挂钩 有 无 有 有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喷枪 7 号 8 号 8 号高性能 (2x) 8 号高性能 7 号高性能 8 号高性能 8 号高性能

软管架 不适用 无 有 有 无 无 无

台阶 不适用 无 有 有 (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介质滤网 无 无 有 有 (2) 有 有 有

介质搁置架 不适用 无 有 有 (2)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固瑞克喷砂软管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水箱过滤器 
（节省防锈剂）

不适用 有 有 不适用 有 有 有

喷枪压力 
校验套件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手册 3A3489 3A3489 3A3489 3A3489 3A3489 3A3489 3A3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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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砂控制

型号 产品编号 气动* 电动* ATEX 描述

EQm 262950

移动装置具有涂层外壳和进水口调节器， 
以便于软管连接。

EQm 262952* X

EQm 262953* X

EQm 262954* X X

用于涂层去除和表面处理的水汽磨料混合型喷砂设备

EcoQuip 技术引领行业趋势2

*成套设备包括 15 m（50 英尺）长的喷砂软管、7 号标准喷枪和工具套件，其中喷砂软管有电动型和气动型两种喷砂控制类型（设备可兼容
任一软管类型）。

精度控制装置
利用精度控制装置监控磨料是固瑞克水汽磨料混合型喷
砂设备的一大独特功能。EcoQuip 2 利用 MediaTrak 和磨
料计量阀来快速轻松地设置和监控磨料消耗率。简单友
好的用户界面有助于将介质流设定到最佳级别，以便实
现最有效的喷砂作业。它可以跟踪泵循环速率并保持总
量不变，这样便可安排定期维护保养，以确保您始终从 
EcoQuip 2 获得最佳性能。

EcoQuip 2 EQm  
结构紧凑、便携的入门级设备
内置手推车拥有超大车轮，使 EQm 能够在作业现场轻松地来回
移动。虽然此喷砂设备结构紧凑，却能够胜任从清理到表面处
理等任何类型的工程。

• 可置于大多数标准皮卡货舱内

• 喷砂压力范围为 1.7-12.1 bar (25-175 psi)

• 拥有超大尺寸的车辆，便于携带

•  喷砂罐容量为 99.1 L（3.5 立方英尺）—— 大约能容纳  
(8) 袋 25 kg（55 磅）重的袋装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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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砂控制

型号 产品编号 气动* 电动* ATEX 描述

EQs elite 262970
Elite 型号包括不锈钢防撞框架、不锈钢外壳、水配料计量
阀、袋装便捷装置（台阶和搁置架）、软管架、空气入口 
过滤器/球阀和介质滤网套件。

EQs elite 262972* X

EQs elite 262973* X

EQs elite 262974* X X

喷砂控制

型号 产品编号 气动* 电动* ATEX 描述

EQs 262960

标准型号配有覆有涂料的防撞框架和外壳。 
EQs 262962* X

EQs 262963* X

EQs 262964* X X

*成套设备包括 15 m（50 英尺）长的喷砂软管、8 号高性能喷枪和工具套件，其中喷砂软管有电动型和气动型两种喷砂控制类型（设备可兼
容任一软管类型）。

*成套设备包括 15 m（50 英尺）长的喷砂软管、8 号标准喷枪和工具套件，其中喷砂软管有电动型和气动型两种喷砂控制类型（设备可兼容
其中任一软管类型）。

EcoQuip 2 EQs  
高产量入门级框架型设备
固瑞克 EcoQuip 2 EQs 水汽磨料混合型喷砂设备是一种用于处理
最典型喷砂工程的独立设备。该 EQs 设备根据严格标准打造，
可安全堆放在平台或船舶甲板上。

• 入门级框架型设备具备与高产量装置同等的性能

• 可置于 1.8 m（6 英尺）长的车箱内，便于运输

• 涂层式防撞框架和外壳

•  喷砂罐容量为 184 L（6.5 立方英尺）—— 大约能容纳 (16) 袋 
25 kg（55 磅）重的介质

EcoQuip 2 EQs elite  
高产量满载系统
EcoQuip 2 EQs Elite 专为承包商打造，以满足其最严苛需求。 
此满载系统配有不锈钢防撞框架和外壳、软管架、台阶、 
介质滤网、水配料计量阀和介质搁置架，能够轻松快速 
地进行设置并开始获利。

• 可置于 1.8 m（6 英尺）长的车箱内，便于运输

• 能够胜任各种恶劣条件下的作业

• 防撞框架的载重量是设备重量的 5 倍

•  喷砂罐容量为 184 L（6.5 立方英尺）—— 大约能容纳  
(16) 袋 25 kg（55 磅）重的袋装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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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砂控制

型号 产品编号 气动* 电动* ATEX 描述

EQs2 elite 262980
Elite 型号包括不锈钢防撞框架、不锈钢外壳、水配料计量阀、
袋装管理（台阶和搁置架）、软管架、空气入口过滤器/球阀
和介质滤网套件。

EQs2 elite 262982* X

EQs2 elite 262983* X

EQs2 elite 262984* X X

喷砂控制

型号 产品编号 气动* 电动* 排放标准 描述

EQ200t elite 279990 T4F
所有拖车均为 elite 型号，且配有水配料计量阀和 
不锈钢外壳。

EQ200t elite 279991* X T4F

EQ200t elite 279992* X T4F

用于涂料去除和表面处理的水汽磨料混合型喷砂设备

EcoQuip 技术引领行业趋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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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套设备包括 15 m（50 英尺）长的喷砂软管、7 号高性能喷枪和工具套件，其中喷砂软管有电动型和气动型两种喷砂控制类型（设备可兼
容任一软管类型）。

*成套设备包括 15 m（50 英尺）长的喷砂软管、8 号高性能喷枪和工具套件，其中喷砂软管有电动型和气动型两种喷砂控制类型（设备可兼
容任一软管类型）。

EcoQuip 2 EQs2 elite  
生产率提高了一倍

EcoQuip EQs2 一台设备运行两把喷枪，使生产效率提高了一
倍，从而使大型作业更加盈利。现在，您不需要在作业中引
入两台独立的框架型设备。

•  两个容量为 184 L（6.5 立方英尺）的喷砂罐，两个 15 m 
（50 英尺）长的固瑞克喷砂软管、两个 8 号高性能喷枪、
两种电动型或气动型喷砂控制类型

•  水配料计量阀、台阶、介质搁置架、软管架、空气入口 
过滤器/球阀和介质滤网套件

• 不锈钢防撞框架和外壳

EcoQuip 2 EQ200t elite  
牵引式喷砂拖车设备，配备有一体式喷砂系统 
和柴油空压机

EQ200t 拖车型水汽磨料混合型喷砂设备是一种专为中产或高产工程 
而设计的独立设备，配有拖车、发动机和排气量为 200 cfm（当喷砂
压力为 125 psi 时）的空压机，可随时准备投入运行。



喷砂控制

型号 产品编号 气动* 电动* 排放标准 描述

EQ400t elite 262993 T3

所有拖车均为 elite 型号，且配有水配料计量阀和 
不锈钢外壳。

EQ400t elite 262994* X T3

EQ400t elite 262995* X T3

EQ400t elite 262996 T4i

EQ400t elite 262997* X T4i

EQ400t elite 262998* X T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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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套设备包括 15 m（50 英尺）长的喷砂软管、8 号高性能喷枪和工具套件，其中喷砂软管有电动型和气动型两种喷砂控制类型（机器接受
其中任一软管类型）。

EcoQuip 2 EQ400t elite  
最大牵引式喷砂拖车设备，配备有一体式喷砂系
统和柴油空压机

EcoQuip 2 EQ400t 水汽磨料混合型喷砂设备专为处理最为 
棘手的高产工程而设计，有两种压缩机可供选用。一种 
是 Tier 3 压缩机，当喷砂压力为 8.6 bar (125 psi)  
时，排气量为 10.6cm3/min (375 cfm)。另一种是  
Tier 4i 压缩机，当喷砂压力为 12bar (175 psi)  
时，排气量为 12cm3/min (425 cfm)。

固瑞克工具套件
每种 EcoQuip 2 型号均配有固瑞克工具套件。该套件 
包括备用单向阀、喷砂管路扳手、喷枪与垫圈、备 
用熔断器、喉部密封液 (TSL)、喷砂软管用安全绳、 
电动型喷砂软管用 12 V 接线电缆和气压校验工具。 
此外，Elite 型号还配有介质喷砂罐滤网。



持续不断地改进产品

EcoQuip 喷砂软管和附件2

固瑞克喷砂软管
固瑞克喷砂软管采用人机工程学设计，具有很高的 
灵活性，能够承受恶劣的喷砂环境，同时可以减 
少疲劳并提高作业效率。固瑞克品牌的标识牌 
上标有标准压力等级 1.2 MPa (175 psi, 12 bar)和 
直径 1.0 或 1.25 英寸，可帮助客户轻松了解适 
用于 EcoQuip 2 水汽磨料混合型喷砂设备的软管。 
黄铜管接头比塑料管接头更加经久耐用，适用 
于标准和 elite 型号。新型固瑞克软管也适用于 
经过 ATEX 认证的设备。

固瑞克喷枪
固瑞克现有 8 种喷枪可供选用，可满足各
种商业和工业喷砂应用。喷嘴外侧有易于
抓握的滚花，且嵌有碳化硅混合物，可用
于延长使用寿命。固瑞克蓝色品牌标志意
味着卓越的耐磨性和性能，值得您信赖。

有下列标准和高性能规格规格可供选用：

7、8、10、12、6 HP、7 HP、8 HP、10 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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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瑞克喷枪延长杆和手柄
在水平表面或大型垂直表面上进行喷砂作业是很艰巨的任
务。使用固瑞克喷枪延长杆和方形或侧手柄可以减少疲劳，
助您胜任最棘手的作业。延长杆置于软管与任何固瑞克喷枪
之间。为方便起见，该套件随附两种手柄。

软管

配件

喷枪

17G833 套件，软管架，不锈钢，elite 型框架型设备
17K025 套件，喷砂罐滤网
17K026 套件，袋装介质搁置架，不锈钢，elite 型框架型设备
17K045 套件，水箱入口带有浮球阀
17L332 套件，泵入口过滤器
26A007 套件，台阶，框架型设备
26A022 套件，水箱，95 L（25 加仑），EQm
26A093 套件，水箱过滤器带有适配器（5 件装）

17J859 喷枪，7 号标准
17J860 喷枪，8 号标准
17J861 喷枪，10 号标准
17J862 喷枪，12 号标准
17K898 喷枪，6 号高性能
17J855 喷枪，7 号高性能
17J856 喷枪，8 号高性能

17K058 套件，水配料升级套件
206994 套件，喉部密封液
17B186 套件，泵修理配件包，流体部分
17C129 套件，主空气调节器修理配件包，移动型设备
17C131 套件，主空气调节器修理配件包，移动型设备或拖车型设备
17K051 套件，箍缩软管替换件
24Z005 套件，入口球阀/滤网套件，EQ2 设备
17D790 套件，垫圈，handway

17J858 喷枪，10 号高性能
26A029 套件，喷枪延长杆，0.6 m（24 英寸），带把手
17J958 套件，喷枪压力校验
17L119 套件，垫圈，喷砂喷枪（5 件装）
17L274 喷枪支座，内径为 1.25 英寸的软管，黄铜
17L276 喷枪支座，内径为 1.0 英寸的软管，黄铜

EcoQuip 2 附件订购信息

26A074 喷砂软管，替换件，15 m（50 英尺），电动型，内径 1.00 英寸
26A075 喷砂软管，替换件，15 m（50 英尺），气动型，内径 1.00 英寸
26A076 喷砂软管，延长杆，15 m（50 英尺），电动型，内径 1.00 英寸
26A077 喷砂软管，延长杆，15 m（50 英尺），气动型，内径 1.00 英寸
26A024 喷砂软管，替换件，15 m（50 英尺），电动型，内径 1.25 英寸
26A025 喷砂软管，替换件，15 m（50 英尺），气动型，内径 1.25 英寸
26A026 喷砂软管，延长杆，15 m（50 英尺），电动型，内径 1.25 英寸
26A027 喷砂软管，延长杆，15 m（50 英尺），气动型，内径 1.25 英寸

25A253 公制软管，1.5 英寸 x 25 英尺 (7.6 m)
25A254 公制软管，1.5 英寸 x 50 英尺 (15 m)
17D788 喷砂控制开关，气动型 
17L331 喷砂控制开关，电动型
17D786 软管约束装置 / 安全绳
17D787 喷砂软管接头销套件（6 件装）
17C124 垫圈，软管接头。适合内径为 1.0 或 1.25 英寸的软管
17K376 电缆，适配器，喷砂控制开关，用于将 EQ2 喷砂软管用于 EQ1 系统
17L273 接头，内径为 1.25 英寸的软管，黄铜
17L309 垫圈，磨料软管凸轮锁（10 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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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至上

在固瑞克我们自豪于为客户提供
一流的产品。我们按业内最高标
准制造自主设计的解决方案，为
您提供世界级的客户支持和专业
知识，助您解决喷涂难题。 

覆盖全球

固瑞克足迹遍及全球，无论您身
在何处，都能通过我们获取所需
的产品及服务。此外，固瑞克在
世界各地都拥有专业领域专家，
可为您提供售后支持。

研发能力

固瑞克产品丰富，产品的设计和
测试均在最严苛的环境下进行，
从而确保您的设备获得良好保
护，以最佳性能运行。 

固瑞克尽您所需
分支遍及各地，提供全球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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