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和操作

HV-2000 喷射点胶机
Diaphragm-Jet™ 技术
用于工业环境中粘性材料的非接触式点胶。
仅供专业用途。

重要的安全说明
请在使用该设备之前，阅读本手册内所有的警告和说明内容，
以及所有的相关手册内容。应妥善保存这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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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手册
相关手册可前往 www.graco.com 获取。以下部件手册为英文版：
3A6157

HV-2000C 喷射点胶机控制器的设置和操作

3A6163

喷射点胶参数补充

3A5908

Advanjet 喷射点胶机维护工具套装 (JKT-2000)

3A5909

HV-2000 维护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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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指南
如由无资质人员进行不当操作，则有可能造成危险。建议操作人员通读这些操作说明。
以下为针对本设备的设置、使用、接地、维护及维修警告。惊叹号符号表示一般性警告，
而各种危险符号则表示与特定操作过程有关的危险。当手册中的这些符号出现在机身上，
或是警告标牌上时，请查看这些警告。并未包含在本章节内的针对产品的危险符号及警告，
可能在本手册内适当的章节出现。

警告
触电危险
该设备必须接地。该系统接地、设置或使用不当均有可能造成触电。
• 进行设备维修之前，要关闭电源并拔下电源线。
• 只能与已接地的电路插座相连接。
• 只能使用三芯延长电线。
• 确保电源及延长电线上的接地插脚完好无损。

有毒液体或是气体危险
有毒液体或气体如果被溅射到眼睛里或是皮肤上，被吸入或是误食，均可能导致严重伤害
或死亡。
• 阅读安全数据表 (SDS)，熟悉所用流体的特殊危险性。
• 危险性液体要存放在经批准的容器内，并按照适用的指南进行处置。
烧伤危险
设备表面及加热的流体在工作期间会变得非常热。为避免严重烧伤：
• 切勿接触高温液体或设备。
个人防护装备
在工作区内请穿戴适当的防护装备，以免受到严重伤害，包括眼睛损伤、听力受损、吸入
有毒烟雾和烧伤。这些防护装备包括但不限于：
• 护目镜和听力保护装置。
• 流体和溶剂制造商推荐使用的呼吸器、防护服和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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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与规格

1.1

Advanjet HV-2000 喷射点胶机概览

Advanjet HV-2000 非接触喷射点胶技术是流体点胶领域的重大进步。该喷射阀门产品包
含有 Advanjet 已申请专利的隔膜设计：单体且方便更换的隔膜消除了其它喷射点胶设备
通常需要的许多动态流体密封件。这一设计的内在优势十分明显：


由于没有了滑阀阀杆拖慢整个过程，轻量化的隔膜能够实现快速的循环速率。



创新型的隔膜设计使得喷射一颗胶滴所需的能量变得可调，带来了更宽的工艺窗口。
正因如此，HV-2000 能够采用范围更广的流体材料，在更多的应用场景中进行点胶
作业。



非接触式喷射技术具有高速的特点，能够实现高达 300Hz 的点胶速率。



而胶滴尺寸也可在标准尺寸基础上进行 ±20% 的调整，带来了更广的可调整性。



Advanjet 隔膜设计的简单特性带来的最大优势是十分便于清理，其两个接触流体
材料的部件均能够十分快捷方便地拆下进行清理/替换。

1.2

HV-2000C 喷射点胶机控制器 (可选)

HV-2000C 喷射点胶机控制器设计用于 Advanjet HV-2000 喷射阀门，为其提供计时信号，
以及气动和电力动力来源。


HV-2000C 提供计时信号来驱动 HV-2000 喷射阀门内的一个快速响应电磁阀。其内部
计算机能够记忆并执行多种不同的运行顺控。该控制器能够对来自其前面板开关或外
部开关的促动信号进行响应。



HV-2000C 能够为 HV-2000 喷射阀门的流体压力和喷射压力需求提供调整后的加压
空气。



HV-2000C 还为 HV-2000 喷射阀门内置的加热器单元提供电力供应，并通过监控
HV-2000 喷射阀门内置的电阻温度检测器 (RTD) 的方式控制其内置加热器的温度。

3A61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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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V-2000 喷射点胶机规格

参数

规格

规格
HV-2000 喷射点胶机
(不带安装支架)

宽度：25.4 mm (1.00 in)
高度：90.3 mm (3.56 in)
厚度：82.0 mm (3.23 in)
重量：348 g (0.77 lb)

速率范围

1-400k mPa-s (cps)

流体注射器容量

5、10、30 和 55 cc

喷嘴尺寸
标准 (扁平) 陶瓷头 [1.6 mm]

75 µm、100 µm、125 µm、200 µm

标准 (扁平) 碳化头 [1.6 mm]

50 µm、64 µm、75 µm、100 µm、125 µm、150 µm、200 µm、300 µm、
400 µm

标准 (扁平) 碳化头 [3.0 mm]

64 µm、75 µm、100 µm、125 µm、200 µm、300 µm、450 µm

3 mm 毛细 ST 碳化头 [1.6 mm]

75 µm、100 µm、125 µm、200 µm

3 mm 毛细 ST 碳化头 [3.0 mm]

75 µm、100 µm、125 µm、200 µm

6 mm 毛细碳化头 [1.6 mm]

75 µm、125 µm、200 µm

6 mm 毛细 ST 碳化头 [3.0 mm]

75 µm、100 µm、125 µm、200 µm

喷嘴加热器

加热：最高 70 °C (158 °F)

流体压力

最高 0.27 MPa (40 psi)

喷射压力

最低 0.24 MPa (35 psi)、
最高 0.62 MPa (90 psi)

控制器接口

RS-232 接口和带有键盘的 LCD 显示屏

电源输入

请参见手册 3A5856，即 HV-2000C 喷射点胶机控制器的设置和操作手册

输入/输出

TTL 水平触发

工作温度

10 °C 到 50 °C (50 °F 到 122 °F)

接液部件

碳化钨、不锈钢、陶瓷 (二氧化锆)、FKM、硅树脂、FFKM、EPDM

1.4

技术协助

技术协助请联系：
电话：

+1 760-294-3392

网址：

www.advanjet.com

电子邮箱： info@advanj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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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V-2000 喷射点胶机尺寸

下图所示为 HV-2000 的机械尺寸。


如果需要进行 X-Y-Z 三维运动，可将 HV-2000 安装在多种不同的机器人上。也可以
固定安装在输送机构上，例如输送带或运动台上。



HV-2000 在其后部固定板上提供有安装孔，可用于牢固安装到机器人的 X-Y-Z 三维运
动台上。此外，喷射点胶机后部安装板还可用于安装到能够实现将点胶头向点胶面进
行调整的槽上。



与安装孔和后部安装板各种尺寸相对应的点胶头均在下图中以 mm 为单位列出。强烈
建议采用能够进行垂直调整的固定方式，以便于将点胶头针对点胶面进行调整。

注释：尺寸单位为毫米

3A61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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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装和设置

2.1

点胶组件

如下图 2-1 所示，HV-2000 有三个与流体产生接触的组件：喷嘴板、隔膜、供料管。这
些组件制造所用材质在下表中列出。这些组件均可以方便地通过两颗螺钉拆下进行清理，
然后回装。清洁程序请见第 4 - 清洁喷射点胶机节内容。每次拆下喷嘴板时，均应对隔
膜进行检查。 如果出现了磨损、裂纹或变形等问题，则应予以更换。

供料管

O 型圈
喷嘴板
隔膜

图 2-1：HV-2000 喷射点胶机组件

注意
应避免将可能对喷射点胶机接液部件 (17-4 不锈钢、碳化钨、陶瓷、
FKM、FFKM 和硅树脂) 造成损伤的流体用作点胶材料或清洁剂。
不建议使用适用期较短的预混合 2 组分式粘合剂，这类材料有可能在喷
嘴板内硬化。
不建议使用氰基丙烯酸盐粘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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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气动系统
注意
确保供应给 HV-2000 喷射阀门的空气干净、干燥、不含碎屑和水气等杂
质是十分重要的。强烈建议采用 40-微米过滤器、水气分离器、过压泄
压阀的搭配，并将压力设定为约 120 psi (0.83 MPa)。如果未能保证空
气干净干燥，则有可能对电磁阀造成严重损伤 。供气压力应在 70 到
100 psi (0.48 到 0.70 MPa) 范围内。

图 2-2：HV-2000 气动连接
(图示包括 HV-2000C 控制器)

参见 图 2-2，将一个独立调节和过滤 (过滤器至少为 40-微米规格) 的主气源 连接至
喷 射 点 胶 机 。 空 气 供 给 必 须 干 净 干 燥 ， 压 力 为 70 到 100 psi (0.48 到
0.70 MPa)。正常喷射空气工作压力一般在 40 到 60 psi (0.28 到 0.41 MPa) 范围内。
HV-2000 喷射阀门配有一段 6 mm 外径的空气管道，其末端带有一个滑动连接接头。
HV-2000 配有一个注射器底座，能够安装一个容量为 30 cc 或 55 cc 的注射器。适配器
则有适用于 3 cc、5 cc 和 10 cc 注射器的型号可选。接收器头接附于注射器上。如果
不想使用 注射器，则可使用锁紧式连接器直接连接到供料管。最大流体压力为 40 psi
(0.28 MPa)。然而，正常喷射空气工作压力一般在 5 到 30 psi (0.05 到 0.28 MPa) 范
围内。流体压力源处的压力变化会对胶滴尺寸的稳定性产生负面影响。

3A61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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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电气接口 - 控制器

图 2-3：HV-2000 电缆连接 (图示包括 HV-2000C)

Advanjet 控制器背面有四条电缆连接。电源线、RS-232、喷射点胶机、数字输入/输出接
口，如图 图 2-3 所示。为确保各条电缆均能正确连接到 Advanjet 控制器上，Advanjet
提供的这四条标准电缆接头均各不相同。
注意
为避免出现意外点胶操作，应确保在连接或断开来自 Advanjet 控制器
电缆的时候，已将喷射点胶机电源断开。

供电：电源线套件包括一条 3 芯电缆 (火线、零线、地线)，电缆一端配有 IEC C13 直
型国际标准母接头，另一端配有一个根据各国标准选定的插头。Advanjet 可提供美标、
英标电源线 (部件编号 121057)，以及欧标连接头 (部件编号 121056)。
RS-232：Advanjet 软件需要使用 RS-232C 通讯接口与控制器通讯。如果您的电脑没有
RS-232C 端口，则可使用一根 USB 转 RS-232C 接口的线缆搭配该线缆随附的驱动软件。
Advanjet 可提供 RS-232C 转 USB 线缆以及配套驱动软件。
喷射点胶机：喷射点胶机电缆是一条高密度 HD-15 电缆，直接用于连接 HV-2000 喷射
点胶机和控制器。更多详细信息请见第 2.4 节内容。
输入/输出 (用于 HV-2000C)：机器人的控制器使用输入/输出电缆来触发 HV-2000 启动
已预先编程在 Advanjet 控制器内的胶滴点胶顺控。输入/输出电缆应直接连接到宿主机
器人的控制系统。需要 DB-26 公头连接器才可与输入/输出电缆进行连接。Advanjet 控
制器内部配备有一个非易失性存储器，用于保存下载到控制器中的喷射参数。控制器提供
6 条 TTL 触发线路来控制喷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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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喷射点胶机输入/输出电缆

HV-2000 喷射阀门随附提供一条 15-针的电缆。下表内容为喷射点胶机电缆的针脚配置。





3A6154A

针脚 2 和 7 用于电磁阀。
针脚 10 和 13 用于加热器。
针脚 11、14 和 15 用于 RTD。针脚 11
和 15 已在电缆内部跳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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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V-2000 喷射点胶机的组装

HV-2000 喷射阀门交货时已完成组装，仅有 一个隔膜和喷嘴板未安装。应根据应用场景
与将使用的点胶流体来选择适用的隔膜材质和喷嘴板喷孔直径。请参阅喷射点胶参数补充
手册 3A5937。正确将隔膜和喷嘴板安装到喷射点胶机本体上所需的步骤如下。

3.1

HV-2000 喷射点胶机组装概览

图 3-1 下图所示为如何对 HV-2000 喷射阀门的加热器机体、隔膜、O 型圈和喷嘴板进行
装配和对准。


加热器机体底面有一个槽状结构，与隔膜上的凸状结构相匹配。该槽能够将隔膜正
确定位放置到加热器机体上。



隔膜上还有一个杆状金属插入件，必须插入到加热器机体中间的孔内。



尽管在喷射点胶机不连接气源的情况下仍可插入，但隔膜将无法平整贴合到加热器
机体上。建议将喷射阀门连接至 HV-2000C (或用户自备的控制器)，并在开始组装
隔膜之前将喷射点胶机设置为开。详细说明请见第 3.5 节内容。

图 3-1：HV-2000 加热器机体、隔膜、O 型圈和喷嘴板

以下各节内容为组装 HV-2000 喷射点胶机的详细说明。对 HV-2000C 喷射控制器产品信
息的引用仅出于演示目的。
注意
务必确保喷嘴板和隔膜在安装到喷射点胶机上之前洁净无碎屑。如果喷
嘴板不洁净，则有可能影响点胶质量，或者最坏情况下，会堵住喷孔。

第 12 页，共 24 页

Advanjet HV-2000 喷射点胶机的设置和操作

3A6154A

3.2

电气和气动连接

组装喷射点胶机之前，应确保已按照第 2.2 节和第 2.3 节内容所示完成了喷射点胶机控
制器的电气和气动连接。

3.3

检查喷嘴板的洁净度

在将喷嘴板安装到喷射点胶机上之前，务必检查其是否仍有碎屑等污物。如果喷嘴板不洁
净，则有可能影响点胶质量。下列点胶问题是喷射点胶机受污的表现：


点胶不清晰、不均衡。



胶滴形状有异常或尺寸有变化。



喷射点胶机处于关闭位置时，仍有残余流体从喷嘴尖端流出或滴下。



点胶中断 (某些位置没有流体点胶下来)。



出现飞溅或溅滴。

最坏情况下，受污问题可能会堵塞喷孔，如图 3-2 所示。
流体残余

图 3-2：洁净喷嘴 (左侧) 与受污喷嘴 (右侧) 对比

为了避免损伤喷射点胶机，清洁套装内会包含有适用于喷嘴板尺寸的工具。例如，应为
125 µm 的喷嘴板订购 125 µm 的清洁套装，其 Advanjet 部件编号为 CL-125。
请参阅第 4 - 清洁喷射点胶机 节中的完整说明。

注意
切勿将隔膜浸入溶剂当中，否则将导致其受损。
可使用少量溶剂以及软刷和棉签来对隔膜进行清洁。
切勿将隔膜浸入到超声清理器中，否则将会造成隔膜材料退化，缩短其
使用寿命。

3A61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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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安装喷嘴插件 (可选)

当喷嘴出现受损或堵塞问题时，可能需要使用新的喷嘴插件予以更换。其安装较为简单，
但应小心组装，确保正确。
喷嘴板 O 型圈部件编号
硅树脂
FKM
NP09-2820
NP09-2850

喷嘴插件部件编号
硅树脂
NP09-2830

FKM
NP09-2851

157 μ
喷嘴插件 O 型圈
175 μ
喷嘴板 O 型圈
喷嘴插件 O 型圈 (左侧) 与 喷嘴板 O 型圈 (右侧) 对比

1. 写下喷嘴板底部的 3 个螺钉后便可拆下喷
嘴板。
2. 将其翻过来，拆下喷嘴板顶片和喷嘴插件。
注意保存好 O 型圈。
3. 按需要进行清洁。

4. 安装喷嘴插件 O 型圈。
注意喷嘴插件的 O 型圈比喷嘴板的 O 型圈
略小。

或

5. 将喷嘴板插件尖端插入到喷嘴板底部的内侧面。更换喷嘴板顶片，回装三个螺钉并
拧紧。
6. 将喷嘴插件的 O 型圈一面朝
向底片的沟槽放置，如右图
所示。
7. 更换喷嘴板顶片。将顶片和
底片压合在一起，将喷嘴翻
转过来。更换 3 个螺钉。
8. 将 喷嘴顶部翻转到顶面朝上，将喷嘴板 O 型圈放入沟槽中。

注释：安装喷嘴时，O 型圈必须朝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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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安装隔膜和喷嘴板
注释：以下步骤引用了 HV-2000C 前面板的功能。

按第 2.2 节和第 2.3 节说明所述连接气动和电气线路。将喷射压力设置为 40 psi
(0.28 Mpa)，将喷射阀门设置为开，如下图所示：
1.

将 流体空气 关闭 (按下空气开关
上的 “O”)，将主供电打开 (按
下供电开关上的 “I”)。

2. 将 喷射压力 设置为 40 psi (0.28 MPa)。


首先，旋低旋钮至低于设定值。



然后，稍微旋高旋钮至达到设定值。



调整至 ± 1 psi。

设置时最好不要超设数值；应以低于设置值开始慢慢
“调高”。

3. 按下  或  按键直至光标
在 喷射 位置闪烁，然后使用
 按键来 打开 喷射点胶机
(应会听到喷射点胶机促动
“噗”的一声)。
4. 喷射阀门打开后，可将隔膜插入
到加热器机体内。
首先，按右图所示，使用矩形沟
槽将隔膜在加热器机体上对准。
轻压隔膜，使其在矩形沟槽内牢
固落位。

5. 插入 隔膜后，便可将喷嘴板安装到加热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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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喷嘴板上有两根定位销，负责引导喷嘴板在加热器 机体上的定位。
将喷嘴板根据加热器机体上的对准销完成对准，使流体管倒钩头面向流体注射器。

加热器机体
喷嘴板

流体管倒钩头

7. 待喷嘴板正确落位到加热器机体上后，将其固定。
使用 3 mm 六角扳手拧紧喷嘴板的两颗螺钉。也提供
可选的扭矩扳手来进行这一工作 (部件编号
NP09-2500)。
不要过度拧紧；否则会造成螺钉脱丝。

8. 安 装 流 体 注 射 器之 前， 应 将 喷 射 点 胶机 设置 为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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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安装流体注射器

1. 如果注射器容量小于 30 cc，则需插入
一个注射器定位垫圈，而对于 3 cc、
5 cc 和 10 cc 的注射器来说，则可使
用适配器。

2. 将供料管连接至注射器，然后将注射
器放入喷射点胶机内。

定位垫圈

供料管

3. 将供料管滑动插入喷嘴板的倒钩
头末端。

4. 安装接收头。

接收头

喷嘴板倒钩头

3A61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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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将喷射点胶机准备就绪
注释：以下步骤引用了 HV-2000C 前面板的功能。

1. 在进行喷射点胶之前，必须将喷射点胶机准备就绪，以便清除系统内存在的残余
空气。
为完成这一工作，必须将流体加热至其点胶温度。
启动加热器，等待 10 分钟，让喷嘴温度稳定下来。(引用自 HV-2000C 前面板，使
用以下步骤。)





按住
(索引) 按键，直至运行-停止 (r-S) 显示在当前数值 (PV) 一行。
使用  方向按键来选择设置数值 (SV)
一行中的 rUn 设置项。
按下
(回车) 按键保存更改。至此已将
加热器打开。
再按下
键返回显示屏主界面。

2. 关闭流体空气 (按下空气开关上的“O”)。
3. 将 喷射 设置为开。
4. 使用旋钮将 流体压力 调低至 0。

5. 打开流体空气 (按下空气开关上的“I”)。
6. 将一块基板放在喷嘴下方。看到有流体从喷嘴流出时，缓慢转动 流体空气 旋钮，
提高其压力。
待流体开始缓慢流动时，继续调节压力，直至流体内不再存在气泡。
7. 将 喷射 设置为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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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选择一个点胶配方进行测试。在 HV-2000C 控制器上，这一设置过程通常使用配方
#6 的默认数值。这些参数均设置为：





重填时间 = 10.0 ms
保压时间 = 10.0 ms
重填时间+ = 0.3 ms
胶滴 = 250

该配方 可能不会产生最为美观的点胶效果，但
能够允许大多数流体顺畅地从喷射点胶机中流出。
9. 将基板放到喷嘴下方，按下触发按钮，执行该配方一次。
观察胶滴质量。
重 复 进行 4 到 5 次点 胶 操作 ，确 保 已将喷 射 点胶 机 准
备好。
10. 清理掉喷嘴尖端的聚积物。至此，喷射点胶机已经准备就
绪，可以使用合适的配方设置进行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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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检查 流体泄露
注意
如果隔膜和喷嘴板之间存在流体泄露问题，则喷射点胶机将无法正常工
作。此时应停止点胶作业，根据实际需要对组件进行清洁或更换。

运行点胶计划之前，必须检查是否存在流体泄露问题。


将隔膜和喷嘴板组装/安装到喷射点胶机上 (见第 3.5 节内容)。



向注射器内注满流体，将其连接至供料管。



关闭喷射阀门，将接收头连接至注射器，然后打开流体空气压力。



将流体压力设置为 10 psi (0.07 Mpa)，将喷射压力设置为 45 psi (0.32 MPa)。

此时流体 应不会 从喷孔内滴落下来。如果喷射阀门关闭的情况下，在喷嘴尖端位置存在
流体泄露问题，则应检查喷射压力是否已设置为至少 35 psi (0.24 MPa)。将压力增加至
60 psi (0.42 MPa)，查看泄露是否停止。
有几个应检查流体泄露问题的位置：


检查加热器机体的残液孔位置是否有
流体泄露问题，如图 图 3-3 所示。如
果有，则表示隔膜缺失或已损坏，应
予更换。这时需要将加热器机体拆下，
并清理掉泄露的流体。



流体也有可能在连接注射器和供料管
的锁紧式接头位置出现泄露。有的时
候锁紧接头会嵌入略多，导致无法将
其完全旋紧。如果这个接头位置有泄
露问题，则可将其再旋紧几下，使其
图 3-3：检查残液孔位置的泄露情况
完全落位。如果这一措施未能解决泄
露问题，则应更换供料管和/或注射器，然后再次检查。



流体还有可能在连接供料管和喷嘴板入口的接头位置出现泄露。供料管使用标准倒
钩头插入到入口接头中。如果流体泄露位于接头的倒钩头末端，则应更换供料管。



检查隔膜和喷嘴板之间的泄露情况。喷嘴板必须正确连接，其螺钉良好紧固。确保
喷射阀门已关闭。如果观察到隔膜下方出现泄露问题，则表示喷射点胶机未正确组
装。将点胶组件拆解并根据需要对隔膜进行检查、清洁和/或更换。

如果泄露问题继续存在，则表示隔膜或喷嘴板已经受损或受污，应进行清洁或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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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洁喷射点胶机

4.1

清洁 喷射点胶机外部

使用软质棉布或化纤布清洁喷射点胶机外部。如果喷射点胶机外部特别脏，则可使用少量
的酒精进行清洁。

为避免人员受伤，应将喷嘴放置在隔纸附
近，最大限度减少冲洗过程中产生的溶剂水
雾。确保清理场所通风良好，并应穿戴溶剂
制造商推荐使用的眼睛和皮肤防护装备。

注意
不要使用滴水的湿布进行清洁，也不要将溶剂、酒精、水或其它液体物
质直接泼洒到喷射点胶机上。同样，不要讲喷射点胶机浸入到清洁剂当
中去，否则会导致其受损。

4.2

清洁 喷射点胶机内部

Advanjet HV-2000 是一款用于微量流体点胶用途的高精度喷射点胶机。即便是最微小的杂
质污物，也有可能导致点胶喷嘴堵塞或结垢，进而影响点胶效果。喷射点胶机受污的表
现有：


点胶不清晰、不均衡。



胶滴形状有异常或尺寸有变化。



喷射点胶机处于关闭位置时，仍有残余流体从喷嘴尖端流出或滴下。



点胶中断 (某些位置没有流体点胶下来)。



出现飞溅或溅滴。

清晰喷射这一重要特性是 HV-2000 的一大关键设计优势，从而让此款喷射点胶机运行迅
速且易于清洁。
注意
需注意必须在清洁喷射点胶机之前关闭系统的空气开关。不然的话，万一
供料管在空气压力下忽然连接断开，来自注射器的流体会造成一片狼藉。

按照以下简单的几个步骤进行清洁，便可优化喷射质量，最大程
度提高生产力。
1. 关闭流体 空气 (按下空气开关上的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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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拆下接收头。
接收头

3. 从喷嘴板上拆下供料管。
4. 从喷射点胶机上拆下注射器。

注射器

供料管

5. 将一个带有供料管的空注射器连接到喷嘴板
上的流体倒钩头上。
6. 向注射器内注入约 3 cc 与您所用流体材料相
容的温和溶剂。
7. 将接收连接到注射器上。
8. 选择配方 #6
配方 #6 已预编程为：





10.0 ms 重填时间
10.0 ms 保压时间
0.3 ms 重填+时间
250 滴

打开 流体 空气 (按下空气开关上的 “ I ”)。
9. 在喷嘴下方放一张纸巾或一个铝箔盘。

为避免人员受伤，应将喷嘴放置在隔纸
附近，最大限度减少冲洗过程中产生的
溶剂水雾。确保清理场所通风良好，并
应穿戴溶剂制造商推荐使用的眼睛和皮
肤防护装备。

10. 按下 触发 按钮，执行配方 #6。
 继续按住 触发 按钮，直至从喷嘴中流出的流体清澈洁
净，或用尽 3 cc 的冲洗溶剂。一般需要约 5 到 6 次，
每次 250 滴的冲洗过程。
 如果注射器内仍有较多溶剂，则可 打开 喷射点胶机 将剩
余的溶剂排出。

注释：使用空的注射器工作起来会简单一些——将剩余溶剂完全排出，以最清洁的
方式对溶剂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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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清洁 喷嘴和喷嘴板

1. 关闭 流体空气 (按下空气开关上的 “ O ”)。
2. 拆下冲洗用注射器。
3. 使用 3 mm 六角扳手拆下喷嘴板。
4. 从加热器机体上拆下隔膜。
5. 检查隔膜或喷嘴板是否需要进一步清洁。一般来讲，冲洗过程
能够达成 90% 的清洁度。
6. 使用外用酒精这类的温和溶剂和一把刷子来手动对隔膜进行清
洁。上图所示为适用的清洁用刷，可从 Advanjet 订购 (部件编号为 CLB-01)。
7. 喷嘴板则可以使用比隔膜所用溶剂更强的溶剂物质来进行清洁。如必要，可将喷嘴
板浸入盛有丙酮或异丙醇酒精小尺寸容器中，并将容器浸入超声波清洗器中 10 分
钟。如必要，可重复进行一次上述操作。切勿将喷嘴板浸入比上述更长的时间。
注意
切勿将隔膜浸入溶剂当中，否则将导致其受损。
可使用少量溶剂以及软刷和棉签来对隔膜进行清洁。
切勿将隔膜浸入到超声清理器中，否则将会造成隔膜材料退化，缩短其
使用寿命。

8. 完成超声波清洗后，从容器中取出喷嘴，使用纸巾将其擦干，确保倒钩头仍然外露。
使用空气软管盖住倒钩头，向喷嘴板内吹风约 3 秒钟 (见下方左侧图)。
9. 使用 Advanjet 清洁套装 (部件编号为 CL-XXX，其中 XXX = 喷嘴尺寸) 内的工具，
将清洁头插入喷嘴板倒钩头，刮擦残余材料 (见下方中间图)。再次使用空气软管，
将刮擦松脱的材料吹扫出去。
10. 为确保喷嘴绝对清洁，应将一条清洁绳穿过喷嘴 (下图)。确保清洁绳尺寸合适，能
够穿过喷嘴板孔洞。如不能穿过，则表示清洁绳太粗，或喷嘴仍有积垢。重复进行
超声清洗和吹扫操作，使用清洁头和清洁绳再次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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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co 标准保修
Graco 保证本文件引用的所有设备均由 Graco 生产，并且以名誉担保材料和工艺在销售给初始购买者的当日无缺陷。除了 Graco 公
布的特别保修、延长保修或有限保修政策以外，Graco 将在设备售出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修理或更换任何由 Graco 认定具有缺陷的设备
零配件。本保修仅在设备按照 Graco 的书面建议安装、操作和维护时适用。
本保修并不涵盖普通磨损或任何因错误安装、误用、磨损、腐蚀、维护不足或不当、疏忽、事故、篡改或用非 Graco 零配件更换部件
导致的故障、损坏或磨损，而且 Graco 对它们将概不负责。Graco 对因非 Graco 提供的结构、附件、设备或材料与 Graco 设备不兼
容，或非 Graco 提供的结构、附件、设备或材料的不当设计、制造、安装、操作或维护所导致的故障、损坏或磨损亦概不负责。
本保修在声称有缺陷的设备经预付费退还给经授权的 Graco 分销商进行核实后才生效。如果所声称的缺陷得到核实，Graco 将免费修
理或更换所有缺陷零配件。该设备将会返还给最初购买者，运输费预先支付。如果经检查并未发现设备的材料或工艺有任何缺陷，则
将针对维修收取合理费用，该费用将包括部件成本、人工成本和运输成本。
本保修具有排他性，并将替代任何其他保修，无论是明示还是暗含的保修承诺，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担保或适用于特定用途的担保。
Graco 的唯一义务和买方的对任何违反保修的行为的唯一补救措施如上所述。买方同意无任何其它补救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利润损失、
销售损失、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害的意外损害或继发性损害，或任何其他意外损失或继发性损失)。任何针对本保修的诉讼必须在设备售
出后二 (2) 年内提出。
GRACO 不提供任何担保，并且拒绝承担与由 GRACO 销售但不由 GRACO 制造的配件、设备、材料或组件有关的所有关于适销性担保或
适用于特定用途的担保。Graco 所销售的非 Graco 制造的设备 (例如电机、开关、软管等) 均享受各自制造商的担保 (若有)。
Graco 将为买家提供合理的帮助，协助他们对违反担保条款的行为提出索赔。
在任何情况下，Graco 对所提供的以上设备或装备、运行或使用售出的任何产品或商品造成的间接的、偶然的、特殊的或后续损害均
不承担责任，不论其是否归因于违反合同、保修、Graco 的疏忽或任何其他原因。

Graco 信息
密封剂和黏合剂配送系统
如需了解 Graco 产品的最新消息，请访问 www.graco.com。
如需了解专利信息，请访问 www.graco.com/patents。
客户服务和技术协助请发送邮件至 info@advanjet.com。
如需下订单，请联系您的 Graco 经销商，请前往 www.graco.com 并选择网页顶部蓝色工具栏的“Where
to Buy”选项，或打电话给我们来查找距您最近的经销商。
如果从美国致电：800-333-4877
如果从美国境外致电：+1-760-294-3392
本文件中的所有书面和视觉资料均为发布时的最新产品信息。
Graco 保留随时修改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技术手册原文翻译。This manual contains Chinese. MM 3A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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