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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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6154 HV-2000 喷射点胶机的设置和操作 

3A6157 HV-2000C 喷射点胶机控制器的设置和操作 

3A5908 Advanjet 喷射点胶机维护工具套装 (JK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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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graco.com/
http://www.advanj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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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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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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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将危险性液体存放在经批准使用的容器中，并按照适用的指南进行处置。 

 

灼伤危险 

运行期间，受热的设备表面和液体温度会非常高。避免严重灼伤须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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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工具和部件 

本文描述了安装 HV-2000 jet 维护套件的程序步骤： 

 BK-2001：更换加热器模块的衬套、喷射器弹簧、垫圈和加热器密封。 

 HK-2001：仅更换加热器模块总成 (带衬套和电缆的加热器模块) 也包括喷射器

弹簧、垫圈和加热器密封。 

 JK-2001：为优化喷射器性能，避免其受到损伤，应定期更换喷射器击锤缸、 

操纵杆、肩部螺钉、电磁阀、消音器和加热器等组件。 

 

一旦拆下喷射器击锤击弹簧后，必须设置好喷射器击锤的间距，之后才可继续进行点胶。

该步骤所需的间距设置夹具和特殊工具均包含在 Advanjet 点胶机维护套件 (部件编号 

JKT-2000) 中。 

 

1.1 维修套件 

 

1.1.1 衬套维修套件 (BK-2001) 

喷射器弹簧 部件号 60-2102 

垫圈 (10 包) 部件号 60-2116 

加热器密封 部件号 03-2261-00 

衬套 部件号 03-2162-00 
 

 

 

1.1.2 加热器维修套件 (HK-2001) 

加热器模块总成* 部件号 60-2090 

加热器模块螺钉 (2)  部件号 130359 

衬套 (已预装) 部件号 03-2162-00 

喷射器弹簧 部件号 60-2102 

加热器密封 部件号 03-2261-00 

垫圈 (10 包) 部件号 60-2116 

四英寸电缆扎带 (5) 

 

 
* 加热器维修套件 Kit 4001209 采用 具有不同端部的 P/N 60-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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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维修套件 (续) 

 

1.1.3 喷射器维修套件 (JK-2001) 

 
JK-2001 套件用于配有 硬化尖端击锤气缸的喷射器，  

包含采用了 UK-2000-HC、HT、CK、HS/CK、或 HK/HS/CK 套件升级的喷射器。 
继续之前，应检查您的击锤气缸，确保 JK-2001 是所需的正确套件。 

 

硬头，无垫圈 硬头，2 垫圈 标准头，1 垫圈 

✔ 这是正确的套件。 ✔ 这是正确的套件。 

您的新气缸将 不 配有垫圈， 
 且 需要 用到新操纵杆和肩

部螺钉。 

✗ 这 不是 正确的套件； 

请联系 Advanjet。 

 

消音器 部件号 60-2107 

电磁阀 部件号 60-2030 

操纵杆 部件号 03-2281-00 

主气 (击锤) 缸 部件号 60-2266 

枢轴 (肩部) 螺钉 部件号 60-2104 

击锤弹簧 部件号 60-2102 

垫圈 (10 包) 部件号 60-2116 

加热器密封 部件号 03-2261-00 

衬套 部件号 03-21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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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所需工具 

喷射器维护工具套装 (JKT-2000) 

乐泰
®
 243 小螺栓螺纹胶 

(部件号 60-2292) 

 

5/64-inch 内六角扳手 

(部件号 60-2293)  

0.050-inch 内六角扳手 

(部件号 60-2294)  

电磁阀扭矩工具 

(部件号 60-2302) 
 

锥子 

(部件号 60-2296) 
 

致动器位置 (AP) 千分尺 

(部件号 90-0010) 

 

其它工具 

#1 Phillips 十字槽螺丝刀 
 

#2 Phillips 十字槽螺丝刀 
 

3-mm 内六角扳手 
 

150-mm 活动扳手 

 

13-mm 开口扳手 

 

 
Loctite® 是 Henkel 公司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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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喷射器 拆解 

2.1 概览 

 
注：进行维修之前，必须冲洗并清洁喷射阀。应按照 HV-2000 喷射点胶机设置和操作手
册 3A5855 中的步骤来对喷射阀进行清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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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通风良好，并应穿戴溶剂制造
商推荐使用的眼睛和皮肤保护用品。 

 
在 HV-2000C 点胶机控制器上关闭供电和空气开关，然后将喷射阀拆解。请参见  
HV-2000C 喷射点胶机设置和操作手册 3A5856 中的相关内容。 

 
喷射器的拆解程度取决于所安装的套件。 

 
所有套件 应拆下并保存： 

 喷嘴板和 2 个螺钉 (各 2 个垫圈) 

 顶板和 2 个螺钉 

 安装板和 2 个螺钉 

 
对于衬套和加热器套件 (BK-2001 和 HK-2001)： 

 拆下加热器模块；如安装 BK-2001 则保存该模块；如安装 HK-2001 则可弃置该

模块  

 拆下并弃置 加热器密封、垫圈、和喷射器击锤弹簧 

 
对于喷射器维护套件 (JK-2001)， 应按以下程序来拆下喷射器部件，并予以弃置： 

 加热器模块及其电缆 

 加热器密封、垫圈、和喷射器击锤弹簧 

 击锤气缸 

 枢轴螺栓 

 操纵杆 

 电磁球阀 

 消音器 

 
根据说明要求使用指定工具。 

 
第 2.6.3 部分内容为需放到一边的部件和螺钉的检查清单。拆下螺钉时，应将它们放到
一边，以便于安装新部件时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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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拆解的喷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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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拆下顶盖板和安装板  

 

 保存  这些部件和螺钉，放到一边并重装。检查清单请见第 2.6.3部分。 

 
 

2.3.1 拆下顶盖板和喷嘴板 

将以下拆下并放到一边 (使用指定工具)： 

 固定顶盖板的两个螺钉 (#2 PH) 和顶盖板 

 固定喷嘴板的两个螺钉 (3-mm 六角螺钉， 

可选择使用扭矩扳手：部件号 NP09-2500)。 

 

2.3.2 拆下安装板 

拆下 固定安装板的两个螺钉 (#2 PH) 和安装板，

并放到一边。 

 

 
 

 

保存 

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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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拆下加热器模块总成 

 

保存  这些部件和螺钉，放到一边并重装。检查清单请见第 2.6.3部分。 

 

 使用 BK-2001 或 HK-2001  套件来更换这些部件。切勿丢弃螺钉。 

 

使用 #1 PH 拆下固定加热器模块的两个螺钉，将螺钉放到一旁。拆下击锤弹簧、加热器

模块衬套和加热器密封与垫圈。 

 

2.4.1 拆开加热器模块 (BK & HK) 

使用 #1 PH 拆下固定加热器模块的两个螺钉，将螺

钉放到一旁。拆下并丢掉加热器密封与垫圈、加热

器模块轴承和喷射补偿弹簧。 

 

 

 

如果您 仅 安装 Bk-2001，则 
不要拆下加热器模块。应 

跳至 部分 3.4 

2.4.2 拆下加热器模块 (仅 HK) 

剪断将加热器电缆与喷射器电缆捆绑在一起的扎带。

加热器电缆连接从喷射器电缆 (拔下针脚头) 和电磁

阀 (拔出白色接头) 断开。弃置加热器模块。 

 

 

 

 

 

 

 
 
 

保存 

 
 
 

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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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拆下定距块 

 

保存  这些部件和螺钉，放到一边并重装。检查清单请见第 2.6.3部分。 

 

 使用 JK-2001  套件来更换这些部件。如果您 不会 将喷射器击锤气缸和其它气缸部件

更换为 JK-2001 套件中间的部件，跳至 3.4部分。 
 

2.5.1 拆下 定距块 

拆下 定距块螺钉 (#1 Ph)、尼龙定距块和自动开

关弹簧，并放到一边。拆下并弃置 肩部螺栓

(5/64”六角) 和操纵杆。 

 

 

2.5.2 旋松气缸锁紧螺钉 

使用 5/64”内六角扳手旋松将喷射击锤气缸固定到

位的紧定螺钉。 

 

2.5.3 拆下喷射器击锤气缸 

使用 13-mm 扳手拆下气缸；并予弃置。 

 

弃置 

 

 

保存 

 
 

弃置 

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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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拆下电磁阀  

使用 JK-2001  套件来更换这些部件。如果您 不会 将电磁阀和消音器更换为 JK-2001 

套件中的部件，跳至 3.4 部分。 

2.6.1 拆下电磁阀  
使用带有适配头的扭矩工具拆下电磁阀，并予弃置。 
 

 

2.6.2 拆下消音器 
使用活动扳手拆下消音器，并予弃置。 
 

 

2.6.3 检查以下，并将其螺钉放到一旁 
 

 从左到右：顶盖板 (2)、喷嘴板 (2)、安装板 (2)、加热器模块 (2)、定距块 (2) 

 

弃置 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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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新部件，重新组装喷射器 

3.1 概览 

 

一般来说，部件安装按照与拆解相反的顺序进行。 

 

将放到一旁的螺栓收集起来，如第 2.6.3部分所示。 

 

 

安装电磁阀 

 装上电磁阀  

 装上消音器 

 

组装气缸 

 安装击锤气缸。 

 组装操纵杆和操纵杆弹簧 

 装上定距块 

 对准操纵杆 

 安装枢轴 (肩部) 螺栓 

 

组装加热器  

 安装加热器密封、垫圈、和喷射器击锤弹簧 

 安装衬套 

 连接加热器电缆 (HK-2001) 

 对准并装上加热器模块 

 

重新组装喷射器 

 插入喷嘴板螺钉 

 装上顶盖板 

 绑紧电缆扎带 

 装上安装板 

 装上电磁阀接头 

 

注意 

应按照说明使用乐泰 243 螺纹胶。为避免损伤喷射器，不要使用其它产

品进行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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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安装电磁阀 

 

3.2.1 安装消音器 

 向消音器涂抹少量的乐泰 243 螺纹胶，安装到喷射器本体上。 

 安装到阀门底座，手指拧紧即可。 

 安装贴合应恰到好处，不会因太紧而压迫橡胶垫圈。 

 

3.2.2 安装电磁阀 

 检查气缸上供电磁阀使用的孔。如有需要，则予清理。 

 使用电磁阀扭矩工具安装新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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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组装气缸 

 

3.3.1 安装气缸 

使用 13-mm 扳手紧固至无法再拧紧。 

 

3.3.2 拧紧设置螺钉 

向气缸设置螺钉上涂抹少量的乐泰 243 螺纹胶，

使用 5/64”六角螺丝刀拧紧，直至设置螺钉已紧

密贴住气缸。 

3.3.3 组装 定距块 各部件 

放置先前放到一边的新操纵杆、新尼龙定距块及其

螺钉、肩部螺栓和自动开关弹簧。 

 

3.3.4 检查 操纵杆总成 

安装操纵杆，观察操纵杆和垫圈的转动方向，如下

所示： 

 开关弹簧坐落进入操纵杆上的孔内。 

 有 一个 垫圈在开关气缸上，位于 操纵杆 

下方。 

准确定位十分重要。 

 

3.3.5 装上定距块 

使用定距块螺钉来安装定距块 (#1PH)。 

 

检查确保

操纵杆的

有孔一 

面朝向 

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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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组装气缸 (续) 

 

3.3.6 将操纵杆 与肩部螺栓对准 

 使用锥子将枢轴 (肩部) 螺栓所使用的孔与操纵杆上的孔对齐。 

 从另一侧插入 5/64”螺丝刀，与锥子对齐。 

 使用螺丝刀将锥子推出。 

 

3.3.7 安装肩部螺栓  

注意 

为避免导致机器受损，不允许肩部螺栓末端的乐泰胶沾染到操纵杆

上。不要过度拧紧肩部螺栓。 

 

 向枢轴螺栓的螺纹部分涂抹薄薄一层的乐泰 243 螺纹胶，擦拭掉多余的胶。 

 使用枢轴螺栓将螺丝刀推出。 

 使用螺丝刀拧紧枢轴螺栓直至几乎贴合。检查确保操纵杆没有阻碍到 -  

击锤气缸帽应能够上下自由移动。 

帽上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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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组装加热器 模块 

 

3.4.1 安装新的加热器密封 

将加热器密封放置到气缸末端的预期位置， 

如图所示。 

 

3.4.2 安装新垫圈 

将垫圈放置到气缸末端。 

3.4.3 安装新的喷射器弹簧 

将新的喷射器压缩弹簧放置到垫圈上面。 

 

3.4.4 安装新的加热器模块轴承 

安装新的加热器模块轴承。如有需要，使用适当的

润滑剂进行润滑，例如 Rheolube
®
。 

 

3.4.5 放置加热器模块 

 

将加热器模块内的销和加热器密

封件对齐，如图所示。 

 

3.4.6 装上加热器模块 

 

气缸末端应可以通过残液孔看

到。使用 #1PH 来安装加热器模

块 螺钉。 

 

3.4.7 连接加热器电缆 

(仅 HK) 

将 加热器电缆总成安装到电磁阀

上。使用扎带将喷射器电缆和加

热器电缆绑到一起。 

 

将加热器电缆总成连接到喷射器

电缆。 

Rheolube® 是 Nye Lubricants, Inc. 公司的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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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重新组装喷射器 

 

3.5.1 装上安装板 

将先前放到一边的螺钉和安装板装好。向螺钉尖端

涂抹少许乐泰 243 螺纹胶，按图示组装。注意确

保电缆不会被安装板和歧管块夹到。拧紧螺钉 

(#2PH)。 

 
 

 

 

3.5.2 更换盖板 

将顶盖板及其螺钉放置好。向顶盖板固定螺钉的尖

端涂抹少许乐泰 243 螺纹胶。按图示进行安装 

(#2PH)。 

 

继续前往下一部分 — 设置喷射器击锤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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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置喷射器 击锤间距 

4.1 使用 间隙设定装置 

需满足以下要求： 

 间隙设定装置 

 0.050-inch 内六角扳手 (存放在工具箱) 

 3mm 六角螺丝刀 

 喷射器控制器 

 

 

注：间隙设定装置式一个用于维护喷射器的灵敏校准工具。 
保护尖端的定距块应一直保持在其位置， 
除非需要对该工具进行校零并获取测量数值。 

 

 

0.050-IN 内六角扳手 

尖端保护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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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准备好 间隙设定装置 

 

4.2.1 检查校零板 

确保校零板到位，其两个螺钉均紧固良好。 

 

4.2.2 对千分表进行校零  

校零板紧固后，取下尖端保护帽。 

 大表盘读数应为 0.000 

 小表盘读数应为 0.300 

如果大指针读数不为零： 

 松开边框锁。 

 旋转外边框，直至大指针对准零。 

 紧固边框锁。 

 更换尖端保护帽。 

 

4.2.3 拆下校零板 

松开固定校零板的两个

手拧螺钉。 

4.2.4 装上喷射器 

使安装板朝上，使用喷嘴板螺钉将喷射器本体固定到支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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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测量 间距 

 

4.3.1 连接喷射器 
 将喷射器连接至控制器。 
 启用控制器，“打开”喷射器。 
 取下尖端保护帽，观察针头位置。 
 将内六角扳手插入到调整螺钉中。 
 

4.3.2 读取表盘读数 
小指针的一个刻度为 0.100” 
大指针的一个刻度为 0.010” 
 
表盘上应显示如下： 
小指针在 0.100”到 0.200”之间 
大指针指向 0.042” 
读数应为 0.142” 

 

表盘上应显示如下： 
小指针在 0.100”到 0.200”之间 
大指针指向 0.036” 
读数应为 0.136” 

 
 

 

4.4 调整 间距 

 
建议的喷射器击锤间距为 0.1450 in。 

 如果需要进行调整，则应使用内六角扳手转动调整螺钉直至表盘显示希望的数值。 
 循环操作喷射器数次 (打开-关闭)，验证间距是否稳定。 
 更换间隙设定装置上的尖端保护帽和校零板。 
 “关闭”喷射器并拆下。 

喷射点胶机已经准备就绪。 

 

调整设置螺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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