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niSpray HP  ®
高效无气静电喷涂机，适用于快速喷涂清洁剂、消毒剂和除臭剂

MADE IN THE USA WITH 
GLOBAL COMPON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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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瑞克 SaniSpray HP 喷涂机可提供市面上超强的无气静

电喷涂性能。SaniSpray HP 喷涂机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实

现均匀覆盖，节省人力，从而确保业务安全开展。

医疗卫生 运动场和体育设施 食品服务 运输 酒店住房和教育

可使用 SaniSpray HP 在任何地方进行高效的清洁、消毒和除臭作业…

MADE IN THE USA WITH 
GLOBAL COMPONENTS

无气静电喷涂技术全球领先厂商
凭借在无气静电喷涂领域超过五十年的创新积淀，世界各地
主要行业的日常业务都依赖于经过行业验证的固瑞克品质。

始于 1926 年，美国打造的可靠质量
100% 经过工厂测试和现场验证，固瑞克专业喷涂设备采用
全球进口组件于美国本土设计、制造和组装。

A+ 级别的客户服务和支持	  
每次购买固瑞克产品都能享受 A+ 级别的服务和支持，是我
们对客户不变的承诺。提供全天候服务，欢迎致电。

 

SaniSpray HP 
超快速喷涂，完整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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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ISPRAY HP 特色：

提供均匀的无气雾化与
覆盖 

使用无气技术实现超快速
度、极高效率

为您提供立即开始作业所
需的一切 

采用高等级材料制造，使
用寿命更长

提供超强静电喷涂性能，
包覆外形复杂物体*

*适用于部分型号

•  超强动力静电喷涂机 
•   确保化学品使用高效以降低材料成本

•   双重接地设计确保更高包覆范围

•  便捷的消毒剂喷涂方法
•  准确满足化学品停留时间需求
•  高效率或精细喷雾方式

•  凭借 RAC X™ 低压喷嘴，始终满足生产需求

旧有方式

覆盖 
不完整SANISPRAY HP 方式

外形复杂物体的包覆
范围增加  30%，实
现出色的覆盖范围*

完整覆盖、 
喷涂均匀 
无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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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动力无气喷涂技术
喷涂速度提高至 10 倍，同时减少材料消耗
无气喷涂是当今效率出众的喷涂方法，可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更多
的工作，从而降低人工成本。

竞争产品的覆盖范围有限

固瑞克独有技术：

可调节压力控制 
可灵活应用于	
各项作业 
专利技术

专利技术专利技术

RAC X 低压 SWITCHTIPS™ 喷嘴	
可实现粗糙至微细喷涂

SANISPRAY HP 出色的性能 竞争产品的性能有限

SANISPRAY HP 出色的覆盖范围

完整均匀覆盖

出色的材料输送

喷射距离超过 6 FT 喷射距离少于 3 FT 

化学品无法喷 
涂到目标表面 
造成浪费

行业领先的柱塞泵可提供
超高喷涂压力

专利申请中

专利技术

6 ft 2  ft 0 ft4 ft6 ft 2  ft 0 ft4 ft



电量提高 30% 
实现出色的覆盖范围 

超强静电喷涂技术 

专利申请中

完整覆盖外形复杂物体

针对形复杂物体 
实现出色的 

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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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接地系统	
配有超大尺寸接地棒、 

正极接触腕带和靴带

三重充电柱塞泵	
可提供相比其他 
喷涂机更为可靠 
的充电功率

专利技术

 
经喷涂测试以比较	
包覆性能

 
比较背面覆盖情况2

 
SANISPRAY HP 提供出色的包覆范围31

其他静电喷涂机 
范围有限

SANISPRAY HP  
静电喷涂机	

出色的包覆范围

✘

接地棒

 



 

为您的作业选择正确的喷涂机

喷涂机
SaniSpray HP 20

充电式 
手持喷涂机

SaniSpray HP 20 
静电喷涂机

充电式手持喷涂机

SaniSpray HP 65 
插电式 

便携式料斗喷涂机

SaniSpray HP 130
双枪推车式 
无气喷涂机

无气技术

静电喷涂技术

生产需求

低 – 每周最高  
55 升

低 – 每周最高  
55 升

中 - 每周最高 
190 升 

高 – 每周最高  
380 升

低 – 最大可选 0.019 in 喷嘴 /  
每分钟流量最高可达 0.6L

低 – 最大可选 0.019 in 喷嘴 /  
每分钟流量最高可达 0.6L

中 – 最大可选 0.023 in 喷嘴 /  
每分钟流量最高可达 1.9L

高 – 最大可选 0.031 in 喷嘴 /  
每分钟流量最高可达 3.8L 

1 喷枪 1 喷枪 1 喷枪 多达 2 支喷枪

– –
每支喷枪支持 

最长 90 m 的软管 
每支喷枪支持 

最长 90 m 的软管 

涂料容量 1.2L Flexliner™ （或）
12L ProPack

1.2L Flexliner （或）
12L ProPack

5.7L 料斗
可通过任何容器 
进行喷涂作业 

电源
18V DEWALT®  
锂离子电池

18V DEWALT 锂离子电池 220V 插电式 220V 插电式 

材料兼容性*  所有的列表 N 
消毒剂材料

不含酒精（非易燃）的 
列表 N 消毒剂材料 所有的列表 N 消毒剂材料 所有的列表 N 消毒剂材料

作业规模 任何小型作业 - 圆桌、 
门把手、汽车、书桌等

任何小型作业 - 圆桌、 
门把手、汽车、书桌等

任何小型到中型作业 -  
餐厅、学校、酒店等

任何中型到大型作业 -  
客车车队、汽车经销店、 
运动场、酒店、学校等

* 有关列表 N 消毒剂材料相容性的详细信息，请参见手册的封底。

75

消毒解决方案指南



 

为您的作业选择正确的喷涂机

77

适用于各种应用的解决方案

单人客房

公共区域 洗手间健身中心

1.2L FlexLiner ™ 
（小型区域）

12L ProPack ™  
（较大区域）

酒店

入口和大厅

6

教室

公共 
区域

图书馆 办事处

大学校园

实验室电梯和 
楼梯间

礼堂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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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Pack 系统
将任意 SaniSpray HP 20 手持式喷涂机
变为灵活的系统，以便快速轻松地处
理任何小型或大型消毒作业。

手持式无气消毒

每分钟最多可喷涂 0.6 L

高容量消毒系统， 
提供业内超强的 
无气喷涂技术

*不兼容易燃消毒剂 

55
每周喷涂
升数上限

SaniSpray HP 20 

充电式无气手持喷涂机

SANISPRAY HP 20 充电式	
还配有：
无刷直流电机 
•     可确保无火花运转的可靠电机，能

够喷涂含酒精的（可燃）化学品

(2) DEWALT 18V 锂离子	
电池和充电器

•  一次充电即可喷涂多达  
12L 流体

产品编号 25R953
专利技术

包括：
•  微细喷雾喷嘴 (310)
• 中喷嘴 (313)
• 粗喷嘴 (515)
•  料袋和储存塞
•  38 cm 喷涂延长杆 
•  (2) DEWALT 18V Max 2.0 ah 锂离子电池及充电器 
•  (5) FlexLiner 料袋



 
 

SaniSpray HP 20 ProPack ™ 
无气消毒系统 

容量高达 9 倍，达到便携性新高度

•  最多容纳 12L 材料 - 单次电池充电即可持
续喷涂，无需重新加注

• 具有卓越的便携性，可喷涂大型设施

舒适、符合人体工学的背包

•  将材料重量均匀地分布在背部

•  可调节的全天用支持带，确保牢固舒适

•  便携式手提把手

轻质设计

•  喷涂时间更长，降低疲劳感

宽嘴加注端口

•  支持轻松加注，无溢出或滴漏

可拆卸入口过滤器

•  确保可靠运行

•  清除系统中的污染物

•  可拆卸，便于清洁

喷涂时间更长，重新加注次数更少

无气消毒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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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多个 FlexLiner 和 ProPack 从而快速切换化学品 
并快速完成各个作业的任务 -  扣动扳机，即刻开始喷涂！

产品编号 20A259

专利技术

高容量消毒系统， 
提供业内超强的 
无气喷涂技术

包括：
• 12L ProPack
•  1.8 m 材料软管   
•  微细喷雾喷嘴 (310)
• 中喷嘴 (313)
• 粗喷嘴 (515)
•   38 cm 喷涂延长杆
•  料袋和储存塞
•  (2) DEWALT 18V Max 2.0 ah 锂离子电池及充电器 
•  (5) FlexLiner 料袋

SANISPRAY HP PROPACK 提供行业内具有超高	

灵活性的消毒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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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每周喷涂
升数上限

SaniSpray HP 20*  
 充电式静电无气喷涂机 

• Triax™ 无气柱塞泵配有 ProConnect™ 

• 可调节流量控制器 
• RAC X 低压喷嘴

• 性能强劲的直流电机
• 即填即喷型 1.2L Flexliner 料袋系统
• DEWALT 18V 锂离子电池和充电器

产品编号 25T757

超强静电喷涂系统

手持式静电无气消毒

外加...
业内超强的	

静电喷涂技术

包括：
• 微细喷雾喷嘴 (310)
• 中喷嘴 (313)
• 粗喷嘴 (515)
• 接地腕带和靴带 
• 料袋和储存塞
•  (2) DEWALT 18V Max 2.0 ah 锂离子电池及充电器 
• (5) FlexLiner 料袋

久经考验的无气技术

真实接地

•  双重接地设计确保正极接触
和高效运行

 

大功率 LED 灯
•  在暗处提供光线以确保完整

覆盖

*不兼容易燃消毒剂 

静电电源开关

•  通过转换开关打开静
电电源

专利技术

一致的静电电荷

•  从低到高电量电荷始终可靠

高效使用化学品

•  静电喷涂技术提供出色的包覆
能力，以更快的速度、更少的
化学品完整覆盖复杂表面

专利申请中



 
 

 
SaniSpray HP 20 静电喷涂机 ProPack ™* 
 三合一消毒系统

 独有的三合一全套便携式系统

产品编号 20A246

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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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一静电喷涂系统提供	
卓越的灵活性和便携性，	

适用于各种作业 

喷涂消毒剂的三种选择实现完整覆盖

无气消毒手持式设备

•  无与伦比的喷涂动力高达 1000 psi，提供 10 倍的工作效率， 
覆盖均匀无死角

静电消毒手持式设备

•  外形复杂物体的包覆能力增加 30%，实现出色的覆盖范围

•  两种真实接地选项，确保均匀的包覆能力

•  高效使用化学品 

PROPACK 消毒系统

•  容量达 9 倍以上，实现更高的工作效率

•  舒适、符合身体工程学的便携式高产量系统

•  宽嘴加注端口使加注更加轻松，无溢出或滴漏

•  可拆卸入口过滤器滤除污染物，且便于清洁

•  支持在 ProPack 和 FlexLiner 料袋之间进行 QuickChange™

2

1

3

静电无气消毒系统

包括：
• 12L ProPack 背包
• 1.8 m 材料软管 
• 微细喷雾喷嘴 (310)
• 中喷嘴 (313)
• 粗喷嘴 (515)
• 接地腕带和靴带 
• 料袋和储存塞
•  (2) DEWALT 18V Max 2.0 ah 锂离子 
电池及充电器 

• (5) FlexLiner 料袋

任您选择！1.2L FLEXLINER 料袋或 12L PROPACK 背包！ 
 

*不兼容易燃消毒剂 

专利申请中



SaniSpray HP 喷涂设备全系列产品面向各种作业实现出色的工作效率 - 无
论您是需要针对小房间还是大型综合设施执行喷涂作业，总有一款合适
的 SaniSpray HP 可以帮助您圆满完成任务。

一款适用于所有高生产率作业的喷涂机

SaniSpray HP 65 
便携式料斗喷涂机

190
每周喷涂
升数上限

产品编号 25R954
专利技术

反向自清洗 (RAC) X 低压 SWITCHTIPS 喷嘴
•  可从多种 RAC X 低压喷嘴中随意选择，以符合消毒剂

的停留时间以及其他要求 

 38 CM 喷枪延长杆
•  提供额外的覆盖范围
•  减少操作员与化学品之间的接触

即灌即用型	5.7L 料斗
•   料斗可大幅延长喷涂时间，并具有整装设备

的便携性优势
•   盖子防止飞溅和溢出

有效提升喷涂覆盖范围
•    采用 90 m 加长型软管，可随意喷涂任何区域

性能强劲的直流电机
•   直流电机带有防火帽，可用于喷涂含酒精的

（可燃）化学品

可调节压力控制

PROX™ 无气柱塞泵，配有 PROXCHANGE™快拆
系统

轻质 SANISPRAY HP 喷枪
•    可有效提升产品使用速度，从而加速消毒过

程，降低疲劳程度

即取即用型整装式系统
•    可将喷涂机和材料一同携带 - 盖子可防止携

带设备的过程中出现材料泼溅及泄漏

速度达 SANISPRAY HP 20 的 3 倍

无气消毒喷涂机

包括：
• SaniSpray HP 喷枪
• Blue Max™ II 材料软管，1/4in x 15 m
• Blue Max II 快接软管，1/8 in x 1.4 m
• 微细喷雾喷嘴 (310)
• 中喷嘴 (515)
• 粗喷嘴 (617)
• 喷涂加长杆，38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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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适用于所有高生产率作业的喷涂机

产品编号 25R954

可实现双喷枪的超高工作效率 

•  可同时使用两把喷枪，从而最大程度提升消
毒速度

可通过任何容器进行喷涂作业

•   无需重新加注即可实现超长时间喷涂

有效提升喷涂覆盖范围

•    每支喷枪采用 90 m 加长型软管，可随意喷涂
任何区域 

SMARTCONTROL™ 可调节压力控制

•     全程流量控制，可均匀覆盖特定物品或对特
定区域进行精细喷雾

ENDURANCE™ 柱塞泵，配有 PROCONNECT 快拆
系统	

即推即走型推车设计

•   可轻松将喷涂机与化学品料桶一同移动

轻质 SANISPRAY HP 喷枪

•    可有效提升使用速度，从而加速消毒过程，降
低疲劳程度

反向自清洗 (RAC) X 低压 SWITCHTIPS 喷嘴

•  可从多种 RAC X 低压喷嘴中随意选择，以符合
消毒剂的停留时间以及其他要求 

38 CM 喷枪延长杆

•  提供额外的覆盖范围

•  减少操作员与化学品之间的接触

MAXPOWER™ 电机和 ADVANTAGE DRIVE™

•     可确保无火花运行的可靠无刷电机，能够喷涂
含酒精的（可燃）化学品

包括：
• (2) SaniSpray HP 喷枪
• (2) Blue Max II 材料软管，1/4 in x 15 m
• (2) Blue Max II 快接软管，1/8 in x 1.4 m
• (2) 微细喷雾喷嘴 (310)
• (2) 中喷嘴 (515)
• (2) 粗喷嘴 (619)
• (2) 喷涂加长杆，38 cm

SaniSpray HP 130 
 双枪推车式喷涂机

380
每周喷涂
升数上限

速度达 SANISPRAY HP 65 的 2 倍

产品编号 25R955
专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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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编号 SaniSpray HP 65、130 和 750 喷涂机
喷枪、喷嘴、喷嘴座和密封件

25R874 
SaniSpray HP 喷枪 – 可有效提升产品使用速度，从而加速
消毒过程

246215 RAC X 喷嘴座 – 用于 SaniSpray HP 喷枪和 SaniSpray HP 喷嘴
延长杆

25R872 SaniSpray HP 喷嘴密封 5 件装 – 提供喷枪和喷嘴间的必要
密封，可防止泄漏

 273226 SaniSpray HP 750 – 四喷枪升级套件

软管、延长管和接头

240794 Blue Max II 无气软管 1/4 in x 50 ft (6.4 mm x 15 m) 无气软管 – 
3300 psi (227 bar)

223771 Blue Max II 无气软管 1/4 in x 100 ft (6.4 mm x 30 m) 无气软
管 – 3300 psi (227 bar)

25T282
SaniSpray HP 喷嘴延长杆 15 in (38 cm) – 提供额外的覆盖范围
并减少操作员与化学品之间的接触

16A005 SaniSpray HP 1/4 in x 1/4 in (6.4 mm x 6.4mm) 不锈钢软管接头

过滤器和滤网

112133 SaniSpray HP 65 料斗入口滤网

235004 SaniSpray HP 130 口滤网

泵下缸体

25R920 SaniSpray HP 65 泵整机更换 - 插电式和充电式

25R916 SaniSpray HP 130 泵整机更换

 HP 130HP 65

产品编号 25R790 产品编号 25R791

产品编号 SaniSpray HP 20 喷枪
PROPACK

25T781 SaniSpray ProPack

20A379 6 ft ProPack 软管组件 

20A378 SaniSpray HP ProPack 过滤器

FLEXLINER 料袋和套件

17F005 42 oz (1.2 l) FlexLiner 料袋，3 件装 – 可以重复使用或回收
以进行快速清理

17P549 42 oz (1.2 l) FlexLiner 料袋，25 件装

17P553 额外的42 oz (1.2 l) FlexLiner 一次性料杯系统 – 包括料杯支撑
件、衬层，盖和塞子

电池和充电器

17P474 DEWALT 20V XR 锂离子电池 

17P475 DEWALT 20V XR 锂离子充电器 

喷嘴、喷嘴座、密封件和延长管

 25R871 SaniSpray HP 20 RAC X 喷嘴座 

25R872 SaniSpray HP TipSeals™  5 件装 – 提供喷枪和喷嘴间的必要密
封，可防止泄漏

246215 RAC X 喷嘴座 – 在 SaniSpray HP 延长管杆末使用

过滤网和空气帽

17P554 60 目过滤器，3 片装

17P712 VacuValve™ 空气帽，3 件装

泵备用套件

19Y962 SaniSpray HP 20 插电式 Triax 泵整机更换

19Y967 SaniSpray HP 20 充电式 Triax 泵整机更换

25T784 SaniSpray HP 20 静电喷涂 Triax 泵整机更换

接地带（仅限 SANISPRAY HP 20 静电喷涂机）

20A381 接地腕带

20A453 接地靴带

1.2 升  
（42 盎司）

这些省时的附件和专为消毒、清洁和除臭而设计的维修零件可确保您的 SaniSpray 
HP 喷涂机发挥最佳性能。

主要附件和维修零件

附件和维修零件

窄 

喷幅
宽度

宽

流入 0.010 0.012 0.013 0.14 0.015 0.017 0.019 0.021 0.023 0.025

2 FFLP 110 FFLP 112

4 FFLP 210 FFLP 212 FFLP 214

6 FFLP 310 FFLP 312 LP 313 FFLP 314 LP 315

8 FFLP 410 FFLP 412 FFLP 414 LP 415 LP 417 LP 419 LP 421 LP 423 LP 425

10 FFLP 510 FFLP 512 FFLP 514 LP 515 LP 517 LP 519 LP 521 LP 523 LP 525

12 LP 617 LP 619 LP 621 LP 623 LP 625

14   LP 723 LP 725

微细喷雾 雾化          粗喷雾

RAC X 低压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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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graco.com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graco.com

每次购买固瑞克产品均可获得 A+ 级别的客户服务。
您是否存有疑问？请拨打 86 512 6260 5711 

美国制造的可靠质量
  固瑞克 SaniSpray HP 无气喷涂机采用全球进
口组件，于美国本土设计、制造、组装，
并 100% 经过工厂测试 

1 年质保

 •  每台固瑞克 SaniSpray HP 喷涂机均享有 1 年
零件更换质保

 •  仅需致电 86 512 6260 5711 与固瑞克联系

 • 不允许退货

模块化维修套件
•  为避免传播传染性细菌，SaniSpray HP 喷涂机不可退

货，并且可能无法在分销商或服务中心进行维修

•   可 使 用 简 易 模 块 化 自 助 维 修 套 件 进 行 大 多 数 
SaniSpray HP 喷涂机的维修

自信精准的喷涂

 
请咨询本地固瑞克经销商。 

MADE IN THE USA WITH 
GLOBAL COMPONENTS

©2022 Graco Inc. 3J0080H 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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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此处引用的商标仅用于识别目的。所有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
产品受已批准的和正在申请中的专利保护，详情请参见 graco.com/patents。DEWALT® 和 DEWALT 标志为 DEWALT 工业工具有限公司的商标，经授权使用。所有商标均为其各自所有者的财产。产品受已批准的和正在申请中的专利保
护，详情请参见 graco.com/patents。针对 20V MAX，最大初始电池电压（系无工作负载时测得）为 20 伏。标称电压为 18 伏。
关于更多固瑞克知识产权信息，请参阅 www.graco.com/patent 或 www.graco.com/trademarks。

•  经过批准的非酒精活性成分 - 醛类、酚类、季铵类化合物、次氯
酸钠（漂白剂）、过氧乙酸、过氧化氢、次氯酸、二氯异氰尿
酸钠、氯化钠、百里酚

•  与材料制造商协商以确认喷涂应用和设备兼容性

列表 N 消毒剂材料兼容性
•  与符合 EPA 标准的列表 N 消毒剂兼容，可用于杀灭 SARS-

CoV-2，这是可以导致 COVID-19 疾病的新型冠状病毒

•  经过批准的含酒精的（可燃）活性成分乙醇、异丙醇
（SaniSpray HP 20 插电式型号和 SaniSpray HP 20 静电喷涂
机型号除外）

SaniSpray HP 20 
充电式无气 

 手持式喷涂机

SaniSpray HP 20 ProPack
充电式无气消毒系统 

SaniSpray HP 20  
静电喷涂机*

充电式无气 
手持式喷涂机

SaniSpray HP 20  
静电喷涂机 ProPack*

三合一消毒系统

SaniSpray HP 65
便携式料斗喷涂机

SaniSpray HP 130 
双枪推车式无气喷涂机

产
品
编
号

25R953 20A259 25T757 20A246 25R954 25R955

无
气
技
术

静
电
喷
涂
技
术

 

最
大
流
量

  
(F

L O
Z/

M
IN

)

20 (0.6 l) 20 (0.6 l) 20 (0.6 l) 20 (0.6 l) 65 (1.9 l) 130 (3.8 l) 支持同时 
使用两把喷枪

最
大

	
喷
嘴
尺
寸

0.019 in 0.019 in 0.019 in 0.019 in 0.023 in  0.031 in/双枪 0.023 in

压
力 可调范围 0-1,000 psi (70 bar) 可调范围 0-1,000 psi (70 bar) 可调范围 0-1,000 psi (70 bar) 可调范围 0-1,000 psi (70 bar) 可调范围 0-1,000 psi (70 bar) 可调范围 0-1,000 psi (70 bar)

容
量 即填即喷型 

1.2L 储罐
即填即喷型 1.2L 

储罐和 12L ProPack
即填即喷型 

1.2L 储罐
即填即喷型 1.2L

储罐和 12L ProPack
即灌即用型 

5.7L 料斗
高工作效率 

可使用任何容器

电
源 DEWALT 18V 充电式 

锂离子电池
DEWALT 18V 充电式 

锂离子电池
DEWALT 18V 充电式 

锂离子电池
DEWALT 18V 充电式 

锂离子电池
220V 插电式 220V 插电式

材
料
兼
容
性

所有的列表 N 
消毒剂材料

所有的列表 N 
消毒剂材料

不含酒精 
（非易燃）的 

列表 N 消毒剂材料

不含酒精 
（非易燃）的 

列表 N 消毒剂材料

所有的列表 N  
消毒剂材料

所有的列表 N  
消毒剂材料

* 实际粒径可能与此有所出入，具体取决于喷嘴尺寸、压力以及所使用的消毒产品。在喷水时测得的平均粒径为 40-110 微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