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SD－3009A 
水性漆智能静电喷枪 

重要安全说明 
若不按照本手册中的信息操作，本设备可能会造成危险。 
请阅读本手册中的所有警告和说明。 
妥善保存这些说明。 



火灾、爆炸和电击危险 
工作区内的易燃烟雾（如溶剂及油漆烟雾）可能被点燃或爆炸。设备内流经的涂
料或溶剂可产生静电。为避免火灾、爆炸及电击： 
• 只能由经过培训且符合资格的，并了解本手册要求的人员使用静电设备。 
• 将喷涂场所内或附近的所有设备、人员、被喷物体及导电物体接地。电阻不得     
超过 1兆欧。请参见接地说明。 
• 除非桶衬导电并接地，否则不要使用桶衬。 
• 如果出现静电火花或感到有电击，则应立即停止操作。在找出并纠正问题之前，
不要使用设备。 
• 每天检查喷枪和软管的电阻及电气接地情况。 
• 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使用和清洁此设备。 
• 除非通风气流高于最低要求值，否则联锁喷枪气体和流体供给，以防止运行。 
• 冲洗或清洗此设备时，尽可能使用闪点高的清洗溶剂。 
• 禁止以高压喷涂或冲洗溶剂。 
• 要清洗设备外部，清洗溶剂闪点必须至少高于室温 15°C。优先选择不燃流体。 
• 冲洗、清洁或维修设备时，始终要关闭静电装置。 
• 清除所有火源，如引火火焰、烟头、手提电灯及塑胶遮蔽布（可产生静电火花） 
• 存在易燃烟雾时不要插拔电源插头及开关电灯。 
• 保持喷涂场所清洁，无溶剂、碎片、汽油等杂物。始终保持喷涂区清洁。 使用
不产生火花的工具来清理喷涂室和吊架上的残留物。 
• 工作区内要始终配备有效的灭火器。 
 

有毒流体或烟雾 
如果吸入有毒烟雾、食入有毒流体或使其溅到眼睛里或皮肤上，都会导致严重伤
害或死亡。 
• 阅读材料安全数据表 (MSDS)，熟悉所用流体的特殊危险性。 
• 危险性流体要存放在规定的容器内，并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进行处置。 
 

个人防护用品 
在工作区内请穿戴适当的防护用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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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用品包括但不限于： 
• 防护眼镜和听力保护装置。 
• 流体和溶剂生产厂家所推荐的呼吸器、防护服及手套。 
 

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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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注射危险 
从喷枪、软管泄漏处或破裂的组件中射出的高压流体会刺破皮肤。伤势看起来会
象只划了一小口，其实是严重受伤，可能导致肢体切除。应即刻进行手术治疗。 
• 请勿在没有安装喷嘴护罩及扳机护圈的情况下进行喷涂。 
• 不喷涂时要放置于指定安全位置。 
• 请勿将喷枪指向任何人或身体的任何部位。 
• 请勿将手盖在喷嘴上。 
• 不要用手、身体、手套或抹布去堵住或挡住泄漏部件。 
• 在停止喷涂时以及在清洗、检查或维修设备之前，要按照泄压步骤进行操作。 
• 在操作设备前要拧紧所有流体连接处。 
• 要每日检查软管和联接装置。已磨损或损坏的零部件要立刻更换。 
 

设备误用危险 
误用设备会导致严重的人员伤害或死亡。 
• 疲劳时或在吸毒或酗酒之后不得操作本装置。 
• 不要超过额定值最低的系统组件的最大工作压力或温度额定值。参见所有设备
手册中的技术数据。 
• 请使用与设备的接液部件相适应的流体或溶剂。参见所有设备手册中的技术数

据。阅读流体及溶剂生产厂家的警告。有关涂料的完整资料，请向涂料分销商或
零售商索要材料安全数据表（MSDS）。 
• 当设备有电或有压力时，不要离开工作区。 
• 当设备不使用时，要关闭所有设备并按照泄压步骤进行操作。 
• 要每天检查设备。已磨损或损坏的零部件要立刻修理或更换，只能使用生产厂
家的原装替换用零配件进行修理或更换。 
• 不要对设备进行改动或修改。改动或修改会导致机构认证失效并造成安全隐患。 
• 确保所有设备额定和批准用于其正在使用的环境。 
• 只能将设备用于其特定的用途。有关资料请与公司的经销商联系。 
• 让软管和电缆远离公共区域、尖锐边缘、移动部件及热的表面。 
• 不要扭绞或过度弯曲软管或用软管拽拉设备。 
• 儿童和动物要远离工作区。 
• 要遵照所有适用的安全规定。 
 
 

安全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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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机展示 

BSD－3009A标准配备包含： 
 
１、一体式台车                        ２、静电主机 
３、水性专用隔膜泵               ４、空气调压阀 
５、水性静电喷枪                   ６、白铁喷嘴 
７、5.5米供漆管、空气管、电缆线 
８、1.5米电源线 
（客户可选择塑钢喷嘴、白铁喷嘴或扇形喷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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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D-3009A是一款您值得拥有的水性漆静电喷枪、是一款真正意义的水 
性静电喷枪，真正的水性静电喷枪不是采用简单的隔离而是需要专业的设 
计、独特的构造才能满足您的生产需求，真正的水性静电喷枪是能让您的 
施工工艺像油性涂料那样潇洒自如、不再需要为漏电、没静电、静电弱等 
烦恼；（注：用常规油性涂料静电喷枪做简单隔离的不是真正意义的水性 
静电喷枪）。 
     3009A水性静电喷枪美观大方，结构合理，采用隔膜泵供漆系统，稳定 
性好，经济实惠。 
优点：静电强、涂料带电充分、上漆快、包覆效果好等。 

 
 
 
 
 

 
主要优点： 
        一、一体式台车设计，结构合理，美观大方，方便移动，占地面积小。 
        二、枪身采用高阻抗绝缘材料，模具成型，具有合理的结构设计，和 
精美的外观，喷枪重量仅为420克。 
        二、涂料开关针阀为高耐磨陶瓷材质，电极针与油漆嘴没有相对运动， 
降低了磨损机率，大大提高了使用寿命。撞针阀密封垫使用了弹性自紧密 
封的U形密封垫，密封效果好，经久耐用！ 
        三、多种喷嘴可供客户选择。既有扇形喷嘴、圆形喷嘴、可调节塑钢 
喷嘴，根据不同的产品选择不同的雾化形状，大大提高了静电吸附效率, 
提高了油漆利用率，减少了环境污染。相对于普通空气喷枪来说，节省油 
漆达30%～45%左右！喷涂效率提高三倍以上！ 
        四、喷幅调节阀与静电大小调整设置于喷枪尾部，方便调节，操作性 
能好，长时间使用也不会疲劳，可以提高喷漆工人的涂装生产效率及喷涂 
产品质量。 
        五、采用“静电恒流双重保护”技术，除了限电流保护外,还设有与喷 
涂距离有关的自动降压、电子开关方式的高速电压遮断等装置,为作业者
的 
安全作了充分的考虑。 
        六、内置式高压静电发生器紧临喷嘴,几乎没有静电损耗，受高压静电 
影响范围小,安全性大大提高。 

BSD-3009A概述 

4 



         静电喷涂是利用“静电环抱”物理现象的一种喷涂方式。 
         带高压静电的喷枪电极针和接地的物体间存在一个静电场，当涂料经

静电喷枪喷出，涂料在被雾化的同时，带上了静电荷，这种带电荷的涂料
微粒在 
静电场力的作用下，会更 
大比例到达接地工件，而 
不会偏离目标体或被周围 
气流带走。 
         因而提高了静电喷 
涂的传递效率，帮助您 
更大程度地提高喷涂质量， 
节省成本和材料，满足您 
不断变化的生产需求。 

 

静电喷枪： 
喷枪长度：230mm          喷涂距离：150mm-500mm     电缆长度：5000mm 
喷嘴口径：1.5mm           供给方式：压送式                     气管长度：5000mm 
空气压力：0.4-0.6MPa   空气用量：75-230L/min           涂料管长度：5500mm 
流量：80-200ml/min       喷幅大小：90-230mm              输出静电：10-80KV 

控制主机： 
电源电压：AC220（50-60HZ） 气源气压：0.6-0.8MPa     输出电压：12-24Ｖ                                                   
输出电流：10UA-25UA               保护断电：30UA                 整机重量：17KG 
主机尺寸：250*200*150            静电调整：无段式调整    静电显示：LED数显                                                         

供漆系统： 
驱动方式：气动               工作气压：0.2-0.7MPa                 压力比：  1：1 
最大耗气量：10M³/H    最大流体输送：1200cc/min   最大吸入高度：4.5M 
涂料最大粘度：5000CPM  最大噪音：≤70 dBa       进气接头：¼”  X19牙      

主要参数 

静电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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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 雾化气输出 请与Ｋ连接 J 静电输入 请与Ｂ连接 

B 静电输出 请与Ｊ连接 K 雾化气输入 请与Ａ连接 

C 电源开关 L 主机空气源 请与Ｄ连接 

D 主机进气 请与Ｌ连接 M 吸料盘 置于绝缘涂料桶 

E 接地线 请真实接地 N 空气源 0.6-0.8Mpa空气源 

F 电源 200-240V(50-60Hz) O 涂料输送管 与Ｉ连接（勿拆） 

I 涂料入口 与Ｏ连接（勿拆） P 油泵出气口 请勿堵塞 

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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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将静电喷枪、输送泵浦组合安装完成： 
      完成如前页说明之组合安装与检查工作。 
 
2．涂装倒入油漆桶： 
      确认油漆之黏度（9~30秒岩田2号杯）与导电值 
      将涂料倒入油漆桶，用气动搅拌器均匀搅拌。 
 
3．启动涂料输送泵浦，将涂料输送之静电喷枪： 
      泵浦输入空气后，将气压调整至2~3kg/c㎡，使其运转并吸入涂料。 
 
4．将涂料管内之空气逼出，确认涂料由喷枪前端顺畅流出： 
      取下白铁喷嘴及塑钢螺母，并将空气调压阀关闭。（不要有雾化空气） 
      扣扳机，由喷枪前端喷出空气及涂料，涂料管内如有残留空气， 
      涂料喷出时会有断断续续状态，继续扣扳机，一直至确认涂料， 
      由喷枪前端顺畅流出为止。 
      涂料流量由喷枪后方涂料调整钮调整，向左旋转会增加流量，反之减少。 
 
5．确认雾化空气有足够气源压力： 
      关闭输送泵浦。（不要有涂料） 
      打开空气调压阀L，并将风量调整钮T往前旋至全开位置。 
      扣扳机，将空气调压阀压力调至3~4kg/cm，并能保持空气压力不下降。 
 
6．调整静电喷枪之雾化空气： 
      将白铁喷嘴与塑钢螺母与枪管主体结合。将白铁喷嘴之调整环后退1mm。 
      启动涂料输送泵浦，调整涂料调整钮，得到适切之涂料流量。 
      扣扳机，调整风量调整钮T，确认涂料得到适切雾化。 
 
7．涂装作业开始： 
      扣扳机，调整喷枪后方涂料调整钮，确认得到适切之涂料流量。 
      扣扳机，调整喷枪前端白铁喷嘴之调整环，确认得到适切之喷幅大小。 
      扣扳机，调整喷枪左侧风量调整钮，确认涂料得到适切雾化。 
      将静电主机之电源打开，（ON）此时绿灯会亮。 
     扣扳机，黄灯随之亮起，表示喷枪前端已有静电输出。 
 
8.  开始涂装作业。 
※ 进行喷涂工作时，严格要求白铁喷嘴距离工件，终须有10公分以上之距离 

操作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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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调整按键 
如图2-3 流量调节按键 (A1) 可让操作员调整齿轮泵供漆频率（0-999）。 

 
 

电压调整按键 
如图2-2 静电调节按键（+ -）可让操作员调整静电大小（0-100Kv）。 
如图2-3 静电调节按键(A2) 可让操作员调整静电大小（0-100Kv）。 

静电喷枪调整 
１、扇形喷嘴：使流体雾化形成扇形喷型，从喷嘴射出的空气进一步使流体
雾化并使流体尾部完全雾化，从而形成均匀的喷型。 

流体通过电极时带静电电荷。带电的流体被吸引到接地的工件上，包裹和均
匀地涂盖所有表面。 
如图2-2所示，旋转喷枪的雾化空气调节阀可调节进入喷嘴的空气，这个调节
阀可以调整油漆的雾化程度。扇形空气调节阀可以更改喷型宽度。 

２、白铁喷嘴：使流体雾化形成圆形喷型，高效的雾化效果带来更好的静电
吸附效果。 
    如图2-2所示，旋转喷枪的雾 
化空气调节阀和扇形空气调 
节阀都可以更改雾化空气大小。 
     如图3-1，将喷嘴之白 
铁喷嘴伞形帽调整钮调紧, 
白铁喷嘴幅度调整钮依逆时针 
方向旋退1/2圈,即可开始调整至适当 
之喷幅。 
注意:喷枪于作业后清洗时,需先确定关闭控制 
箱的电源,并将喷枪接地,除残存电流后, 
方可进行清洗工作。 图3-1 

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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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火灾、爆炸及电击： 

• 在冲洗喷枪之前，关闭  静电通断开关。 

• 始终将设备和废弃物容器接地。 

• 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冲洗本设备。 

• 仅使用冲洗涂料。 优先选择不燃流体。 

• 为了避免静电火花和流体飞溅伤害， 

请保持用尽可能低的压力冲洗。 

• 在更换流体之前、流体在设备内干固之前、

在一天的工作结束时，在存放设备之前以及在
修理设备之前，都要进行冲洗。 
• 尽可能用最低的压力冲洗。检查接头是否泄
漏，如有必要将其拧紧。 
• 用与所分配的流体及设备的流体部件相适应
的流体 

1、关闭主机电源开关 

3、扣动扳机，将喷枪内的涂料释
放到指定桶内。 
 
 
 
 
 
4、料源更换为溶剂，或断开流体
管路并将溶剂供应管路连接到喷枪。 
 
5、将喷枪指向接地的金属桶内。

进行冲洗，直到清洁的溶剂流出喷
枪。 
 
 
 
 
 
 
6、扣动扳机，将喷枪内的溶剂释
放到指定桶内。 
 
 
 
 
 
 
7、关闭或断开溶剂管路。 
8、使用喷枪挂钩将喷枪挂起，喷
嘴指向下。 
 
 
 
 
 
 
 
 
9、准备再次喷涂时，重新连接供
料管路。按照 
喷枪设置清单, page 18 进行操作。 
 

2、关闭雾化气与扇形气，调整出漆量。 

维护－－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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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闭静电主机开关。 
 
                                                                                                                        
 
 
 
 
 
 
2.冲洗喷枪。参见 冲洗。 
 
3.用适当的溶剂清洗喷枪的外表面。使用软布。 
将喷枪朝下，防止溶剂进入喷枪管道。 
请勿浸没喷枪。 
 
 
 
 

4.卸下空气帽。 

5.用软刷和适当的溶剂清洗空气帽、
固定环和喷嘴。 

6.若有必要，用牙签或其他柔软的

工具清洗空气帽孔。请勿使用金
属工具。 

7.白铁喷嘴清洗后，浸泡在溶剂中， 
下次喷涂再安装。 

8.重新装上空气帽。拧紧。 

维护－－每天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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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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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枪分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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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达 保证本文件引用的设备由博士达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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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公布的特别担保、延长担保或有限担保政策以外，博士达 将在设备售出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免费修理或更换任何由本公司认定具有缺陷的设备零配件。 如果检查发现设备无任何材
料或工艺缺陷，则会对修理收取合理费用，该费用可能包括零配件、人工和运输成本。 
     博士达 对本公司所售设备提供长期售后维修服务，零配件长期供应，只收取相关成本费用。 
          
     本担保仅在设备按照 博士达 的书面建议安装、操作和维护时适用。 
     本担保并不涵盖普通磨损或任何因人为错误安装、误用、磨损、腐蚀、维护不足或不当、
疏忽、事故、篡改或用非博士达零部件更换部件导致的故障、损坏或磨损，而且概不负责。  
     博士达 对因非本公司提供的结构、附件、设备或材料与本设备不兼容，或非博士达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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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担保具有排他性，并取代无论是明示的还是默示的任何其它担保，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
担保或特定用途适用性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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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达保留随时修改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 

欢迎关注博士达涂装科技公众号 

博士达涂装科技有限公司 
Bostar Coating Technology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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