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借助 Xtreme 电动喷涂机提升表面质量并节约人力成本
• 均匀喷涂防水涂料，提供平顺稳定的喷幅

• 与手动滚涂相比，可提升表面质量，减少裂纹、气泡和返工

• 人力成本比使用手动滚筒时节省高达 40%*

• 轻巧便携，重量仅为 106 kg

• 使用 230V 单相电源

Xtreme® Z45™ 和 Z25™

电动防水涂料喷涂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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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Xtreme 防水涂料喷涂机，令防水作业事半功倍

以固瑞克 Xtreme Z45 和 Z25 电动防水涂料喷涂
机取代使用滚筒的手涂方式，让防水涂料喷涂
行之有道。设备喷幅平顺稳定，涂布均匀，可
减少裂纹、气泡和返工。

节省高达 40%* 的劳动力成本
使用手动涂料滚筒时，一名工人每天可完成 
200 平方米的外墙涂刷面积，人工成本为每人
每平方米 0.25 美元。而如果使用 Xtreme Z45 和 
Z25，需配备三名工人，每天合作完成的外墙
涂刷面积在 1000 平方米以上，人工成本降至
每人每平方米 0.15 美元。

便携、轻巧且易于移动
无论何处，进退自如。Xtreme Z45 和 Z25 机身
仅重 106 kg，既可顺利通过狭窄的门廊，亦能
轻松搬上楼梯。支持所有作业现场的标准 230V 
单相电源，可随时开工，方便快捷。

技术规格
 Z45 Z25
最大流体工作压力 4500 psi (310 bar, 31 MPa) 2600 psi (180 bar, 18 Mpa)
冲程长度 120 mm (4.75 in) 120 mm (4.75 in)
最大连续循环速度 每分钟 33 次循环 每分钟 33 次循环
重量 104 kg (230 lb) 106 kg (234 lb)
流体部件 碳钢、合金钢、304、440 和 17-ph 级 碳钢、合金钢、304、440 和 17-ph 级 
 不锈钢、镀锌钢和镀镍钢、延性铁、 不锈钢、镀锌钢和镀镍钢、延性铁、 
 硬质合金、PTFE、皮革、铝 硬质合金、PTFE、皮革、铝 
工作温度范围 -5° 至 50°C（23 至 120°F） -5° 至 50°C（23 至 120°F）
电气要求 220V 单相电源，20A 220V 单相电源，20A
最大流量 4.8 lpm (1.3 gpm) 8.3 lpm (2.2 gpm) 

* 数据基于大面积屋面项目，实际节约的人力成本或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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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组件依所购产品型号而异

Jiffy 叶片式混合器附件

•  耐腐蚀

•   波状外形设计，便于在  
5 gal (20L) 料桶中高效混
合涂料

•  帮助避免泵和喷嘴堵塞

10 gal SST 料斗附件

•  耐用、耐腐蚀

•  易于清洁

•  凸轮和凹槽连接

XTR-5™ 喷枪

•   重量轻、扳机
操作轻松

•   可靠的 XHD™ 反
向自清洗喷嘴

145 cc 或 250 cc 
Xtreme 下缸体可 
优化压力/流量

•   整款产品拆卸容易，
便于清洗。

Xtreme-Duty™ 软管

•  柔韧、持久 

•   适用于水性和溶剂型
涂料

双冷却扇

•   喷涂机最高工作温
度为 120°F (50°C)

•   非常适合连续工作
场合

新电机

•   动力强大 – 喷涂
压力高达 4500 psi 
(310 bar / 31 MPa)

•  适合室外环境

推车轻巧便携、
易于操控

•   整机仅重 106 kg 
(234 lb)

断路开关

•  方便接驳 230V 单相电源



订购信息

 24V083 SST 料斗套件，含料斗、
  连接套件及支架
  245176 吸料套件
 191635 吸料管滤网

Xtreme Duty H42506 软管，4500 psi (310 bar, 31 Mpa)，
软管和转接头  内径 1/4，FBE, 长度 6 ft (1.8 m)
 H43850 软管，4500 psi (310 bar, 31 Mpa) 
  内径 3/8，FBE，长度 50 ft (15 m)
 H4381X 软管，4500 psi (310 bar, 31 MPa) 
  内径 3/8，FBE，长度 100 ft (30 m)
 H45050 软管，4500 psi (310 bar, 31 MPa) 
  内径 1/2，FBE，长度 50 ft (15 m)
 H4501X 软管，4500 psi (310 bar, 31 MPa) 
  内径 1/2，FBE，长度 100 ft (30 m)
 164856 减径接头，3/8 x 1/4 in，
  7250 psi (500 bar, 50 MPa)
 159239 减径接头，1/2 x 3/8 in， 
  7250 psi (500 bar, 50 MPa)
 162449 减径接头，1/2 x 1/4 in， 
  7400 psi (510 bar, 51 Mpa)
 158491 接头，1/2 x 1/2 in，
  7400 psi (510 bar, 51 Mpa)
 156849 六角接头，3/8 x 3/8 in，
  7250 psi (500 bar, 50 Mpa)

XTR-5  XHD529 气缸喷嘴 (529)，  
喷枪和附件  随喷涂机（带软管/喷枪）提供
 248837 XTR-5 喷枪修理套件
 XTR510 XTR-5 喷枪，四指扳机， 
  XHD 529，无过滤器
 246294 10 in (254 mm) 喷枪延长杆， 
  7250 psi (500 bar, 50 Mpa)
 246295 15 in (380 mm) 喷枪延长杆， 
  7250 psi (500 bar, 50 Mpa)
 246296 18 in (457 mm) 喷枪延长杆， 
  7250 psi (500 bar, 50 MPa)
 XHD001 Graco XHD 护套可承受高达 7250 psi  
  (500 bar, 50.0 MPa) 的压力
 XHD_ _ _ XHD™ 喷嘴利用下表中的编号将 
  该产品编号填写完整

喷涂机 24X450 Xtreme Z45 喷涂机，  
  包含 3/8 in x 50 ft (15 m) 流体软管，
  1/4 in x 6 ft (1.8 m) 鞭管，XTR 510 喷枪
 24W315 Xtreme Z25 喷涂机，
  包含 3/8 in x 50 ft (15 m) 流体软管， 
  1/4 in x 6 ft (1.8 m) 鞭管，XTR 510 喷枪
 24X451 Xtreme Z45 喷涂机，
  裸机配推车，不含软管及喷枪
 24W316 Xtreme Z25 喷涂机，
  裸机配推车，不含软管及喷枪
                                     24Y452 Xtreme  Z45 喷涂机，包含 3/8 in x 50 ft (15 m)                                      
　　　　　　　　　　　　　　  流体软管,1/4 in x 6 ft (1.8 m) 鞭管, XTR 510 喷
　　　　　　　　　　　　　　  枪, 侧向出口。*
                                     24Y317       Xtreme Z25 喷涂机， 
                                                       包含 3/8 in x 50 ft (15 m) 流体软管, 
                                                        1/4 in x 6 ft (1.8 m) 鞭管, XTR 510 喷枪,  
                 XHD 651 喷嘴，侧向出口。*
                 *可旋转下缸体以便配用于固瑞克或者 OEM 的料斗上

电机附件　　　   15H525      机油加油盖
 15H432 机油排油塞
 16U113 旋钮替换套件
 16W645 1 夸脱齿轮油套装

Xtreme 泵 24F971 Xtreme 145 cc 维修套件， 
下缸体  Xtreme 密封圈/皮圈
 24F965 Xtreme 250 cc 维修套件， 
  Xtreme 密封圈/皮圈
 206995 1 夸脱瓶装喉部密封液 (TSL™)
 24B821 Xtreme 145 cc 容积泵杆套件
 24B824 Xtreme 250 cc 容积泵杆套件
 197315 Xtreme 145 cc 泵气缸
 197318 Xtreme 250 cc 泵气缸
 245128 145 cc 维修套件，入口球 3 件装， 
  1.25 in 规格
 253030 250 cc 维修套件，入口球 3 件装， 
  1.25 in 规格
 245143 泄压阀
 127631 泵出口止回阀，含放泄阀 245143
 127628 Xtreme 145 cc 和 250 cc 爆破片外壳

供料和调节 17B291 Jiffy 叶片式混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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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瑞克公司保留随时更改的权利，恕不提前通知。

©2014 Graco Inc. Form No. 349248 Rev. A 9/14 Printed in China

美国固瑞克（香港）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
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 1029 号 7 号楼
200011
Tel: 021-6495 0088       Fax: 021-6495 0077
www.graco.com

订购信息

喷嘴孔径 - 英寸

喷
幅

喷水压力 @ 2000psi（138 bar，13.8 MPa）- 喷涂更高粘度的涂料时流量会随之降低。举例：孔径为 0.039 英寸的喷嘴需要的达到 10 英寸 (254 mm) 的喷福需要选择 XHD539 喷嘴

XHD™ RAC® 开关喷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