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oughTek® S340e
柱塞泵系列砂浆喷涂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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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针对各种砂浆材料还是装饰型涂料，Graco® ToughTek S340e 砂浆泵均可轻松执行每层

材料的喷涂作业，喷涂流量均匀、平顺稳定。 

提高生产效率
手工执行砂浆抹面耗时耗力。而借助 ToughTek S340e 砂浆泵，您可采用喷涂抹灰方
式来取代传统的托板和抹刀施工方法，从而有效节省时间、加快施工速度并提高
利润。

ToughTek 活塞泵技术可连接较长的软管输送材料 —— 这可帮助您完成长距离喷涂，
进而为您的施工提速。您可省去在现场来回移动设备的时间，从而为喷涂腾出更
多时间。

操作简单
简单直观的操作设计使您的施工团队可迅速投入工作。 

•  即装即用 —— ToughTek S340e 砂浆泵可连接到标准 230V/120V 民用插座或合适的发
电机

• 可变速控制 —— 可准确调节至所需速度

•  可选配远程控制开关 —— 让您可以在喷涂机上控制设备的启停

小巧、便携且易于移动
ToughTek S340e 砂浆泵设计紧凑且占地面积小，可轻松运输至作业现场。设备非常
轻便，两人即可轻松搬运。
ToughTek 砂浆泵可方便地放置在狭小空间内，从而为您的施工提供最大便利。

ToughTek S340e 砂浆泵可轻松处
理每层材料的喷涂作业。

对于灰浆应用，ToughTek S340e 
砂浆泵可处理水泥打底层、二
道抹灰层和面层的喷涂。

Graco ToughTek® S340e 为您的工作注入创新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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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ughTek 活塞泵经久耐用，可应对十分粗糙的砂浆及装饰性材料。其快拆式设计使维护简单快捷。

整机经久耐用，可有效降低使用成本

母接头

• 组装方便快捷

免工具拆卸料斗

• 只需几秒便可拆下 
进行清洗

清洁料斗方便易行

•  聚乙烯材质坚固耐用

•  容量为 76 L（20 加仑）

防爆轮胎

•  可经受作业现场最锋利
碎屑带来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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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拆式泵下缸体

• 设计用于泵送砂浆 
及装饰型材料

• 维护简单快捷

速度可调节

•  可根据需要准确 
调节至所需速度 
及输出量

可选配远程控制
开关

•  在喷枪处控制设备的
启停

紧凑且轻便

• 易于移动

电源要求低

•  可连接至标准 230V/120V 民用插座

• 无需电工或重新布线

整机经久耐用，可有效降低使用成本



ToughTek S340e

机泵类型 双球柱塞泵

最大工作压力 41 bar (4.1 MPa, 600 psi)

最大输出（袋/小时）* 高达 40 袋/小时（预混型材料）（约 25 kg 每袋）

最大输出** 24 lpm (6.5 gpm) 

流量控制 可调节

最大软管长度 30.5 m (100 英尺) †

料斗容量 76 L (20 gal)

料斗口（宽 x 深度） 57 x 36 cm (22.5 x 14 in)

料斗/填料高度 66 cm (26 in)

泵出口尺寸 35 mm (f)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尺寸（长 x 宽 x 高） 116 x 61 x 97 cm (45.5 x 24 x 38 in)

重量 95 kg (210 lb)（无软管和喷枪）

化学兼容性 水性涂料

浸液部件 不锈钢、铝合金、电镀钢、聚四氟乙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线性低密度聚乙
烯、聚氨酯

远程控制开关 可选配件

手册 3A3437A

* 采用预混型水泥基层测试。性能会根据材料、混合均匀性、软管尺寸和其他因素而变化。请咨询材料供应商或联系固瑞克经销商确定。  
** 流量测试材料为清水。性能会根据材料、软管长度而变化。 
† 软管长度包括 1.5 in x 75 ft (22.9 m) 和 1.25 in x 25 ft (7.6 m)。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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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G920  软管，25 mm x 3 m (1 in x 10 ft)，带 25 mm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17G921  软管，25 mm x 7.5 m (1 in x 25 ft)，带 25 mm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17G922  软管，25 mm x 15 m (1 in x 50 ft)，带 25 mm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17G923  软管，35 mm x 3 m (1.375 in x 10 ft)，带 35 mm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17G924  软管，35 mm x 7.5 m (1.375 in x 25 ft)，带 35 mm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17G925  软管，35 mm x 15 m (1.375 in x 50 ft)，带 35 mm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17G926  软管，35 mm x 20 m (1.375 in x 65 ft)，带 35 mm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17G927  软管，50 mm x 7.5 m (2 in x 25 ft)，带 50 mm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17G928  软管，50 mm x 15 m (2 in x 50 ft)，带 50 mm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17G929  软管，50 mm x 20 m (2 in x 65 ft)，带 50 mm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25A300 S340e 裸机，120V，15A，1-ph

25A301 S340e 成套，120V，15A，1-ph

25A302 S340e 裸机，120V，15A，1-ph，带远程控制开关

25A303 S340e 成套，120V，15A, 1-ph，带远程控制开关

25A304 S340e 裸机，230V，10A，1-ph

25A305 S340e 成套，230V，10A，1-ph

25A306 S340e 裸机，230V, 10A，1-ph，带远程控制开关

25A307 S340e 成套，230V, 10A，1-ph，带远程控制开关

成套设备包含：15 m (50 ft) 软管和 25A217 直杆式喷枪。所有 S340e 设备均包含料斗。

带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 如图所示的 25 mm 公母接头

订购信息

25A214  软管，38 mm x 7.5 m (1.5 in x 25 ft)，带 1.5 in 砂浆
连接器

25A215  软管，32 mm x 7.5 m (1.25 in x 25 ft)，带 1.5 in 砂浆
连接器

25A216  软管，25 mm x 3 m (1 in x 10 ft)，带 1 in Graco 砂浆
连接器

17G550  软管，25 mm x 7.5 m (1 in x 25 ft)，带 1 in Graco 砂
浆连接器

17G551  软管，32 mm x 15 m (1.25 in x 50 ft)，带 1.5 in 砂浆
连接器

17G552  软管，38 mm x 15 m (1.5 in x 50 ft)，带 1.5 in 砂浆连
接器

带传统砂浆连接器 — 如图所示的 1 英寸公母接头

订购信息

ToughTek™ S340e 砂浆泵

ToughTek 砂浆软管

传统砂浆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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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A217  砂浆喷枪，带 35 mm (f)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25A515  EIFS 精饰型喷枪，带 25 mm (f)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25M101  抹灰砂浆喷枪，带 25 mm (f)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25M102  Deco 精饰型喷枪，带 25 mm (f)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17N875  泵出口 Ludecke 砂浆连接器套件，35 mm Ludecke (f) x 1.5 in NPT (m) - 适用于 F340e、S340e 和 F680e

17N876 喷枪入口 Ludecke 砂浆连接器套件，25 mm Ludecke (f) x 1 in NPT (f) - 适用于防火砂浆、EIFS、抹灰砂浆和 Deco 喷枪

17N877 喷枪入口 Ludecke 砂浆连接器套件，35 mm Ludecke (f) x 1.25 in NPT (m) - 适用于装饰型砂浆喷枪

17N887  Ludecke 砂浆变径连接器，(m-m)，35 mm 到 25 mm

17N888  Ludecke 砂浆变径连接器，(m-m)，50 mm 到 35 mm

17N889  Ludecke 砂浆连接器，(m-m)，35 mm 到 35 mm

17N890  Ludecke 砂浆变径连接器，(f-m)，35 mm 到 25 mm

17N891  Ludecke 砂浆连接器，35 mm (f) 到 1.5 in BSPP (f)

17N892  Ludecke 砂浆连接器，50 mm (f) 到 2 in BSPP (f)

17N893  Ludecke 砂浆连接器，25 mm (f) 到 1 in BSPP (f)

17N894  Ludecke 砂浆连接器，35 mm in (f) 到 1.25 in BSPP (f)

17N872  Ludecke 砂浆连接器垫片 – 25 mm

17N873   Ludecke 砂浆连接器垫片 – 35 mm

17N874   Ludecke 砂浆连接器垫片 – 50 mm

17N882  Ludecke 砂浆连接器臂，带销钉 – 25 mm

17N883   Ludecke 砂浆连接器臂，带销钉 – 35 mm

17N884   Ludecke 砂浆连接器臂，带销钉 – 50 mm

25A916  装饰型材料/EIFS 二合一喷涂套件：包括装饰砂浆喷枪，EIFS 喷枪，35 mm x 7.5 m (1.375 in x 50 ft) 软管，25 mm x 3 m  
(1 in x 10 ft) 软管和所需适配器（使用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25A219  EIFS 喷涂套件：包括 EIFS 喷枪、35 mm x 7.5 m (1.375 in x 50 ft) 软管、25 mm x 3 m (1 in x 10 ft) 软管和所需适配器（使用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25A218  装饰性材料喷涂套件：包括装饰砂浆喷枪、35 mm x 7.5 m (1.375 in x 50 ft) 软管和所需适配器（使用 Ludecke 砂浆连
接器）

24C458  抹灰砂浆喷枪喷涂套件：包括抹灰砂浆喷枪，35 mm x 7.5 m (1.375 in x 25 ft) 软管，25 mm x 7.5 m (1 in x 25 ft) 软管和所
需适配器（使用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订购信息

如图所示的 25 mm 公母接头

Ludecke 砂浆连接器

喷枪

砂浆连接器转换套件

软管/喷枪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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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G554  远程开关完整套件，适用于 F340e 和 S340e

17H197  远程控制切换开关，带 30 m (100 ft) 电缆

17G665  远程控制开关延长电缆 - 30 m (100 ft)

25A466  S340e 出口止回阀，带 1.5 in 砂浆连接器

25A233 泵修复套件（所有软密封和止回球）

17L860  清洗球，适用于 50 mm (2 in) 软管

17G930  清洗球，适用于 50 mm (2 in) 软管，每包 5 个

128745  清洗球，适用于 35 mm (1.375 in) 软管

25A227  清洗球，适用于 35 mm (1.375 in) 软管，每包 5 个

25A228  清洗球，适用于 38 mm (1.5 in) 软管，每包 5 个

113397  清洗球，适用于 25 mm (1 in) 软管

248515  清洗球，适用于 25 mm (1 in) 软管，每包 5 个

25A467  止回球套件，包含入口球 (15H833) 和活塞球 (176798)

17H193 泵入口弯头

25A233 泵修复套件（所有软密封和止回球）

17G863 硬质合金进口阀座，带 O 型圈

17G862  柱塞座，带 O 型圈

15T116  Graco 1 in 砂浆连接器， 
1 in (m) 快接口 x 1 in NPT (f)

289874   Graco 1 in 砂浆连接器， 
1 in (f) 快接口 x 1 in NPT (f)

127476   1.5 in 标准砂浆连接器， 
1.5 in (m) 快接口 x 1.25 in NPT (f)

128477  1.5 in 标准砂浆连接器， 
1.5 in (f) 快接口 x 1.25 in NPT (f)

128474   1.5 in 标准砂浆连接器， 
1.5 in (m) 快接口 x 1.5 in NPT (f)

128475   1.5 in 标准砂浆连接器， 
1.5 in (f) 快接口 x 1.5 in NPT (f)

128473   1.5 in 标准砂浆连接器， 
1.5 in (m) 快接口 x 1.5 in NPT (m)

128758   1.5 in 标准砂浆连接器， 
1.5 in (f) 快接口 x 1.5 in NPT (m)

17G767  砂浆变径连接器 -  
1.5 in 标准 (f) x 1 in Graco (m)

订购信息

如图所示的 1 英寸公母接头

立即联系我们！

请致电 021-6495 0088 联系固瑞克销售人员，
或访问 www.graco.com/toughtek 获取更多信息。

©2016 Graco Inc. 349425 Rev. E 11/16 本文档包含的所有文字及
图像数据均以发布时的最新产品信息为依据。Graco 有权随
时修改内容，恕不另行通知。所有其他品牌名称或标识为其
各自所有者的商标，在此仅用于识别目的。

传统砂浆连接器

附件和常用维修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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