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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乓|∶   {CX10¨ A(本机所有部件集为一体,结构紧奏,整机及零部件的制造,采购及验

收均按标准号:Q/TNR001△ 999,备案号:⑾狃068127-1999的 要求

(CⅩ型整体式雾式油燃烧器)标准执行,性能达到国际标准。)

燃料:  轻柴油(在摄氏⒛度时黏度3-6cSt)         (注 D

燃油量:  s-10公斤/小时lKg/h)              (注 ㈥

热容量:  59△ 19千瓦lKW)                (注 sl

51△ 02兆卡/小时lMcal/hl

电源:   单相,220(l/l50赫 lHz)

注⒈ 女口有需要,亦可使用煤油作为燃料(因煤油的黏度较低,使用煤油时燃烧机的油泵的寿命会较

短),请注意本说明书所列的资料是以使用轻柴油作燃料为准。

注⒉ 实际的燃油量范围受炉膛内压所影响,请参看有关的图表。

注⒊ 按每公斤轻柴油含热能11∶ 86千瓦时lkWh)计算。

燃油量范围图表 cⅩ 1o-A

Mobar

1.6

碥 1· 2

u彐  0.:
《
建婪 0· 4

县
0

-0。 4

2    4    6    8    10Kg/h燃油量(公斤/小时)

2压    鲳   72   96   1⒛ kw    (千瓦)

燃烧机的燃油量范围直接受炉膛里的阻力(炉膛内压)所影响,当 内压钊时,CX10-A的燃油量范围

是s-10公斤/小时。但当炉膛内压增高时,燃油量范围便缩减。

举例说,当 内压是0。 4毫巴时,CX10-A的最大燃油量便缩减至8.8公斤/小时。(请参看上图)。



CⅩ10-A组件说明

1。 风扇

2.连动轴

3.点火电极高压电线

4。 油嘴笔杆组合

5.点火电极

6.稳焰碟

7.枪管

8。 油嘴

9.油嘴笔杆组合前后位置调校

10。 风门

11.风 门刻度盘

12.连接油管(油泵至笔杆)

13.油泵       (注 1)

14.电磁线圈/油泵油阀

15.感光电眼

16。 故障灯按钮

17.控制盒      (注 ㈥

18.点火用变压器

19。 马达

(注 1),(注㈥:由于不同市场的要求,CX10-A燃烧机会配用不同牌子的油泵和控制盒,实物或会与组件

说明图所显示的稍有分别。

主要组件功能简介

控制盒 :控制整台燃烧机的操作程序 ,由开始吹风至点火 ,输出燃油燃烧等程序都由控制盒按既定的先

后次序支配各组件操作 ,另外 ,更配合感光电眼而对燃烧时的安全提供监察作用。

油泵: 负责将输入的燃油加压 ,再输送至油嘴。

油嘴: 经油泵加压的燃油输送至油嘴,经油嘴雾化后喷出以供燃点。

点火用变压器/点火电极:点火用变压器输出高电压,在两根点火电极的前端产生电弧,点燃从油嘴喷

出来的油雾。

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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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型号: 尺寸 lB)

枪管总长

加长型号: 尺寸 lB)

枪管总长

112毫米lmm)

1酹毫米lmm)

189毫米lmm)

224毫米lmm)

由枪管前端量至炉口接合件

由枪管前端量至炉口接合件

接线图

(以控制盒BH064或LO″4为准)

lA1)控制盒接线座lLOA2压 )

lA幼 恒温器

lF1)保险丝

(注 1)

(注 2)

lH1)故障信号灯   (注3)

lH2)操作信号灯   (注θ

lMD马达

lP1)操作时间记录计 (注5)

lR1)感光电眼

lS3)电源开头

lTD点火用变压器

lY1)油泵油阀的电磁线圈

有 (米 )符号的不是燃烧机包括的组件或配件

请按需要而选择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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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恒温器应该是具有保险功能,这种具倮险功能的恒温器其实是里面包含两个恒温器串联在一起 ,

第一个是日常操作的恒温器,控制燃烧机的开关,第二个恒温器是保险作用,调温比第一个高 ,

如果第一个恒温器失灵而不能将燃烧机关掉,当炉温继续上升而达到第二个恒温器上的调温时 ,

这个用作保险的恒温器会把燃烧机关掉。

(注2)保险丝最大不可超过10安培 lA)。

(注3)如果燃烧机因为故障而停止操作,虽然控制盒上的故障灯会亮起,但未必可以立即被发觉,如果

在较当眼的地方加装故障信号灯,当燃烧机出现故障时可以立即被发觉。

(注0操作信号灯显示燃烧机正在操作。

(注sl操作时间记录计是用以记录燃烧机一共燃烧了多长时间。

接线说明

(D接线必须根据当地政府的条例和规定进行。

⑵ 请按需要而选择安装接线图里有 (米)符号的各类配件。

(3)电源(单相220伏50赫),火线lL)接在控制盒接线座里的(1)位置,中线lN)接在(2)的位置。

“)接驳地线。

接线图

(以控制盒TF83硅 E为准 )

A1控制盒接线座 (TF834)

料A2恒温器
料 F1电源保险丝((10安培 )

米米H1故障指示灯 (220V)
料 H2操作指示灯

M1燃烧机马达
料 P1操作时间记录表

R1感光电眼(MZ77⑴
料S3电源开关

T1点火变压器

Y1电磁油阀
(注 1)

米来
A2、 F1、 H1、 眨、P1和sS不是燃烧机所包括的组件。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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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恒温器适宜具有保险功能。具保险功能的恒温器其实是里面包含两个串联的恒温器。第一个负责

日常操作;第二个则作保险用途,所设定的温度比第一个为高。如果第一个恒温器失灵而不能将

燃烧机关掉,当炉温继续上升而升至第二个恒温器上所设定的温度,这个作保险用的恒温器就会

将燃烧机关掉。

接线说明

电源火线 (L)接在控制盒底座的位置 (9)

电源中线 (N)接在控制盒底座的位置 (8)

地线接在控制盒的位置 (圭
)

油泵说明/供油管接驳(以 Suntec油泵号AS47C为准)

(1)输 出油压调校

e)回路螺丝

(3)燃油输出

狃)排气螺丝

ls)安装真空表

《6)接驳回路油管

(7)接驳输入油管

(注 1)

(注 2)

(注 3)

(注0
(注 sl

注意:输入至燃烧机油泵的油压,不可超过2巴 ((barl。

(注 D AS压7C油泵输出的油压调校范围是卜1硅 巴lbar),CⅩ 10-A的 适用油压是10巴 lbar),燃烧机在出厂前

已调校至这个压力,在一般的情形下使用前是不用再行调校,请注意如果调校不当,会引致输出

的油压过低或过高,或甚至令油泵完全不能输出燃油。

(注㈥ 回路螺丝在油泵里面,在接驳回路油管的位置,用一枝六角匙伸进油泵内,可将回路螺丝拆除或

装上。

如果是采用单油管系统,应将回路螺丝从油泵里拆出,在接驳回路油管的位置装上铁塞。

如果是采用双油管系统,应将回路螺丝保留在油泵内,在接驳回路油管的位置安装回路油管。

(注3)排气程序请参看下面的另段介绍,排气螺丝的位置亦可以用来安装油压表,油压表不是燃烧机的

规定组件,只是在怀疑油泵输出的油压有问题时安装以测试油压。

(注θ 如果油箱是低于燃烧机,燃油需从油箱吸上,真空表是用来测试油泵的吸上能力,真空表不是燃

烧机的规定组件,只是在怀疑油泵的吸上能力有问题时安装用以测试。

(注5)请参看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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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程序 (只适用于单油管系统)

如果是采用单油管系统,燃烧机在安装后初次使用前,须将供油管里的空气先行排出,在每次清洗过滤器

之后亦需要排气程序,但如果是双油管系统,由于供油管里的空气可从回路油管自动排回油箱,所以不需

要排气程序。

开动燃烧机,旋松油泵上的排气螺丝,供油管里的空气从排气螺丝排出,稍后见从排气螺丝喷出的燃油不

再带有泡沫时,重新旋紧排气螺丝,燃烧机随即应可喷出火焰,但如果供油管里的空气太多,由于燃烧机

的火焰监察功能,有可能在来不及排清供油管里所有的空气之前燃烧机已停止操作:亮起故障灯,遇上这

样情形,等待1分钟,按下故障灯按钮,重新进行排气程序至排清供油管里的所有空气,为了避免以上的

情形,适宜在未进行排气程序之前先将燃烧机前的滤油器注满燃油。
(排出了供油管里的空气之后,日 常开动燃烧机是不需要进行排气程序)。

供油管的接驳       ∷

供油管可选择两种接驳方法 :单油管系统与双油管系统。

单油管系统 :

如果油箱位置是高于燃烧机,可选择单油管系统,不需安装回路油管(注 1)。

如果是采用单油管系统,请注意在安装后初次使用时,或每次清洗滤油器之后,须先进行排气程序。
(注 1)如果是使用煤油作为燃料,无论油箱位置是高于或低于燃烧机,都不能采用单油管系统,必须安装

回路油管。   (sl

(1)油箱
(2)透气管
(Sl注油管
(0油箱的开关阀
(sl油箱的滤油器
(sl燃烧机前的开关阀

(注 1)

(注幼

(7)燃烧机前的滤油器
(sl输入油管
(gl燃烧机

(10)回 路油管
(11)放水阀

(注 Sl

(注0
(注 5)

(注 1)油箱出油的位置不可太贴近油箱底,避免油箱底积聚的水分和污垢一并排出。

㈣ 褙霜莳裙褙孝不豸太密,月豸莱定溏磔潸望裹箱窟的不稽铴质。
(注3)燃烧机前的滤油器应该较密,将燃油里较微小的不洁物质过滤。
(注0如果油箱的位置是高于燃烧机,只是在使用煤油作为燃料时才需安装回路油管。
(注sl放水阀的作用是方便在清洁油箱时用以排出油箱底的污垢。
从油箱输出的燃油须用固定的金属喉管安装,在接驳燃烧机的一段可用随机附上的软油管。
(如果是采用单油管系统,油泵里的回路螺丝必须取出,在用来接驳回路油管的位置装上铁塞,请参看前
页的"油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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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油管系统 :

如果是地下的油箱,位置低于燃烧机,则适宜采用双油管系统,须安装回路油管,双油管系统由于供油
管里的空气可循环回路油管排回油箱,所以不需要进行排气程序,正常来说,燃烧机油泵的吸上能力可
高逾3米 (注 1),但在日常的使用中,淤塞的滤油器和不完全紧密的供油管接驳等因素都会影响油泵正常
抽取燃油的能力,所以,为了避免在日常使用中可能经常出现的麻烦,如果燃烧机与地下油箱之间的高
度度距离较大,则适宜加装高于燃烧机的日用油箱,将燃油自地下油箱抽取至日用油箱,然后再输送至
燃烧机使用。

(注 1)燃烧机油泵的最高可吸上能力受多种因素所影响,例如:供油管口径多大,经过多少个转折位相
一共有多少件组件。̈ 。等等。

(1)油箱   (1)
(㈥ 透气管
(Sl注油管
(0油箱的开关阀
(5)单 向阀

(Gl燃烧机前的开关阀
(O燃烧机前的滤油器
(sl输入油管
(gl燃烧机

(1Ol回路油管

(注 3)

(注 1)

(注2)  | (注θ
(注 1)出油管的末端不可太贴近油箱底,避免油箱底所积聚的水分和污垢也一并吸进供油管。
(注㈥ 单向阀的作用是当燃烧机不开动时供油管里的燃油仍倮留在油管而不跌回油箱里,单向阀的位置

应该是越接近油箱出油管的末端越好,但亦须顾及以后遇到淤塞时可以拆出清洗或更换。
(注3)燃烧机前的滤油器应该是较密,可以过滤燃油较微小的不洁物质。
(注0回路油管末端与油箱出油管的末端不可太接近,避免自回路油管喷出的燃油直接被吸过出油管。

丛油箱输出的燃油须用固定的金属喉管安装,在接驳燃烧机的一段可用随机附上的软油管。
(如果是采用双油管系统,请保留油泵里的回路螺丝,在接驳回路油管的位置安装回路油管,请参
看前页的"油泵说明")。

清洗油泵的过滤网
因为燃油在输送至油泵前已经过一个或两个滤油器的过滤,在正常情况是不需要清洗油泵里的过滤网 ,

只需定期清洁燃烧机前的滤油器,但如果在清洁这个滤油器时发觉里面是异常地积聚大量的污垢,则可能
油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清洗而油箱底的污垢进入了供坤管,在这情形下,须清洗油箱和油箱的滤油器,油
泵里面的过滤网亦需要清洗。



油嘴大小
GPH(美加仑/小时)

1.25

1.50

1。 75

2.00

2。 25

2。 50

2。 75

「
~~~¨

燃油量

Kg/h(公斤/小时)

4。 65

5。 58

6。 51

7。 45

8。 38

9.31

10。 24

千卡/小时
(Kca1/h)

47000

57000

66000

76000

85000

95000

104000

旋开油泵壳的四枝螺丝,小心地拿开油泵壳,注意

不要损坏垫片,清洗过滤网后装回。

油嘴 :

CⅩ 10-A燃烧机的燃油量范围是s-10公斤/小时lKg/h),火力的强弱决定于所配用油嘴的大小,如只需较小
昀火力,可配用较小号的油嘴,相反地较大的火力就需要配用较大号的油嘴,CⅩ1o-A的适用油压是10巴
(barl,适宜配用喷油角度60度的油嘴。以下是配用不同大小的油嘴在10巴油压下的燃油量和相等的热能:

千瓦
(KW)

55

66

77

88

99

110

121

(注 1)油嘴的大小通常是以GPH来区分,举例说,一个上面刻着1。 50GPH的油嘴,表示在7巴油压之下的喷油
量是1。 50GPH(美制加仑/小时,或相等于4。 70Kg/h(公斤/小时;但当油压是10巴时,喷油量变了是5。 58
公斤/小时。

(注zl以上的数据以燃油的黏度是4。 4cSt为准。
油嘴的后端有一个过滤网,由于燃油在输送至油嘴之前已经多次过滤,所以油嘴后端过滤网淤塞的机会应该
不大,但如果是油箱底的污垢流进了供油管,则油嘴后端的过滤网亦需要清洗。
由于在操作过程中,油嘴受到高压力的燃油不断地磨擦,油孔和油坑会因而变大,影响燃烧效果,所以,在
正常情形下,每年需要更换新油嘴。

燃烧机的安装/初次开动前的准备
燃烧机的安装必须按当地的条例和规格进行,使用说明书须放在炉房里当眼的地方,负责使用的员工须学习
有关日常操作的知识。

(1)请确定您准备使用的燃料适用于您的燃烧机 ,CⅩ1o-A燃烧机的燃料是轻柴油,如有特别需要亦可以煤油
作为燃料,但由于煤油的润滑程度较低,油泵寿命会较正常的为短,使用煤油作燃料时,必须使用双油
管系统,详见前段说明"供油管接驳"。

lz)请按需要选择合适的油嘴,请参看前段说明"油嘴 "。

如果需要更换油嘴,请注意拆下和安装油嘴时,尽可能不要触碰点火电极,如果因更换油嘴而致点火电
极的位置变易,请按下图的尺寸重新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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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0

(3)将燃烧机利用随机附上的接合件和垫圈安装在炉口,注意炉身的隔热。

如果不是采用上述的密封式安装,燃烧机亦可底架安装,但由于不是密封式,炉膛里的热力会从炉口

与燃烧机枪管之间的空隙向外溢出,避免损害燃烧机,请在燃烧机前面加装隔热挡板以作倮护,炉 口

与燃烧机枪管之间的空隙亦应尽量缩小。

“)接驳电线 (请参看"接线图")。

ls)接驳供油管 (请参看前段说明:"油泵说明/供油管接驳 ")。

初次开动燃烧机
燃烧机在经过上页所述的步骤后,可以作初次的开动,但仍请注意以下的事项「

(1)请检查供油系统里的开关阀是否打开。

⑿)如装有例如恒温器等的控制,请留意是否适当地调校。
(3)如烟囱装有烟囱风挡,请留意是否适当地开启,在某些烘炉如果是装有抽风扇的,请注意风扇是否开

动。

“)如果是采用单油管系统,燃烧机在安装后第一次使用时,须先进行排气,排气方法请参看前段的介绍
"油泵说明/供油管接驳"。

(5)在以后的日常操作是不需要进行排气程序,接通电源后,燃烧机开始吹风程序,约 12秒后喷出火焰。
(6)如果经过上述的步聚但燃烧机不能喷出火焰,未必是故障,也许是以下的原因:

lA)供油管里的空气仍未能彻底地排出。

lB)燃烧机的风门太太或油嘴笔杆组合的位叠太后,影响喷出的油雾很难被点燃。

当燃烧机初次喷出火焰后应作的调校
燃烧机在未开动前 ,只能按估计而作粗略的调校,待喷出火焰后,才能按实际的情况而作出较准确的调校 ,

须调校的有以下两项:(1)燃烧机的风门;⑿)油嘴笔杆组合的前后位置。

配合较大的燃油量,请调校较太的风门和将油嘴笔杆组合推向较后的位置。

配合较小的燃油量,请调校较小的风门和将油嘴笔杆组合推向较前的位置。

调校方法 :

(1)当燃烧机喷出火焰后,将风门调向较大的度数和将油嘴笔杆组合推向较后的位置,直至燃烧时烟囱完全

没有黑烟冒出。

(2)将油嘴笔杆组合推向较前位直至烟囱冒出少许黑烟,再将油嘴笔杆组合稍微推向较后位置至黑烟消失 ,

这便是油嘴笔杆组合的适当位置。

(3)将燃烧机风门调较较小的度数直至烟囱再度冒出少许黑烟,然后将风门稍微调向较大的度数至黑烟消失 ,

这便是燃烧机风门的适当位置。

⑷ 调校完毕,关掉燃烧机,稍候一至两分钟后再重新开动,观察燃烧机在着火时有没有因难,着火后火焰

是否稳定。

(5)如果经调校后烟囱仍不断有黑烟冒出,可能是炉膛的体积太小,请换较小的油嘴,每次更换油嘴后都应

重新调较。



燃烧机风门的调校 :

风门的位置请参看CX10-A组件说明图的位置
(1⑴ 旋松紧压风门刻度盘的指标铁片上的螺

丝,将风门调至适当的位置,重新旋紧指标

铁片上的螺丝。

调校的位置请参看CX10-A组件说明图的位置
(⑴ ,旋松防松螺母,将整组油嘴笔杆组合前

或后推至适当位置,重新旋紧防松螺母。

日常操作应注意的事项 :

(1)定期清洗滤油器,每次清洗相隔的时间看所用燃油的质量而定,如果是采用单油管系统,每次清洗过
滤器后在重新开动燃烧机时都需要进行排气程序。

⑵ 保持感光电眼洁净,感光电眼可以很轻易地从插座中拔出,清洁后放回,但请注意在将感光电眼放回
于插座时,感光的部份应向着前方。

lS)如果油箱底部装有放水阀,每隔一段是时间就应打开放水阀排出积聚在油箱底的水分和污垢,如有可
能,油箱内壁亦应清洗。

“)每隔一段较长的时间,清洁燃烧机的内部(请参看另段的介绍"燃烧机内部的清洁")。

ls)燃烧机附近的温度不可太高,否则会影响正常操作或对燃烧机构成损坏,特别是控制盒,请特别留意
炉身的隔热,如果是使用底架而不是密封式的安装,更须注意可能从炉口透出的热力。

lG)燃烧机附近应保持洁净,不可堆放易燃的杂物,如果发现供油管接驳处有燃油漏出,请先检查和整理
要当才可继续使用。

⑺ 不稳定的电压会对燃烧机的部份组件构成损坏。

ls)应避免燃烧机被水溅湿。

lg)烟 囱的设计应避免让户外的强风卷回炉膛里。
(1Ol如果是配用恒温器,在选购和在调校恒温器时应避免燃烧机的开关太频密,如果在每一次的停止与开

动之间相隔的时间太短,燃烧机或会不能正常地操作。

燃烧机的操作说明(以控制盒BH064或LOA24为准)

燃烧机的整个操作过程是由控制盒按既定的先后次序支配不同的组件工作,以下是介绍燃烧机的操作过程
和在某些特殊情形下控制盒所作出的反应 :

(1)接通电源,燃烧机的马达转动,开始吹风程序,点火用的变压器亦同时通电,在点火电极前端产生电
弧,油泵开始运行,但由于电磁线圈未通电,油泵的油阀未打开,没有燃油输出。

油嘴笔杆组合的前后位置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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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约13秒后,油泵的电磁线圈通电,油泵的油阀打开而将高压的燃油输送至油嘴,经雾化后喷出油雾 ,

被点火电极前端的电弧点燃而形成火焰。

(3)在油泵的电磁线圈通电约两秒后,点火用变压器停止通电。

“)如果是配用了恒温器,当炉温升至恒温器上的预调温度时,燃烧机停止操作,稍后当炉温下降而降
至恒温器上的预调重开温度时,燃烧机恢复操作。

(注 1)如果是采用单油管系统,燃烧机在安装后第一次使用时,须先进行排气,否则燃烧机也许不能喷出
火焰。

(注㈥ 燃烧机具有一项火焰监察功能,由控制盒配合感光电眼操作,当燃烧机喷出火焰后,感光电眼感应

到火焰里的光,会将一个信号传送到控制盒,控制盒收到这个火焰信号,就会继续维持燃烧机的正

常操作,可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而燃烧机不熊喷出油雾或喷出的油雾不能被点燃,控制盒在油泵

的电磁线圈通电约10秒后仍未能收到火焰信号,控制盒就会停止燃烧机昀操作,亮起故障灯,这项

功能是必须要确知喷出的油雾能被点燃,不让不能被点燃的油雾继续在炉膛里积聚,由于这项火焰

监察功能,感光电眼的感光部分须经常保持清洁。

(注3)每次当故障灯亮起,须检查故障原因,整理要当后,按下故障灯上的按钮,可重新开动燃烧机,可
是,每当故障灯亮起,最少亦需要50秒后才能按下按钮重新开动燃烧机。

(注0感光电眼只应该在燃烧机喷出火焰后才感到火焰里的光,如果控制盒在燃烧机未喷出火焰前就收到

不正确的火焰信号,控制盒不会供电给油泵的电磁线圈,燃烧机不会喷出油雾,稍后燃烧机停止操

作,亮起故障灯。

不正确的火焰信号是由于下列的原因 :

lA)炉膛里还有未完全熄灭的火焰。

lB)燃烧机被恒温器关掉,但在重新开动时炉膛里还是通红,提供假的火焰信号。

lC)多过一台的燃烧机在同一个炉膛燃烧,喷出的火焰会影响其他燃烧机的感光电眼。
(D)燃烧机应该是向着炉膛里燃烧,但如果是在圹膛以外燃烧,阳光或室内的光线会提供假的火焰

信号。

此外,如果由于油泵的油阀不能完全关闭,在马达开始转动时便同时输出燃油,燃烧机在未曾经过吹风程

序便喷出火焰,稍后控制盒会停止燃烧机的操作 ,亮起故障灯。

(注sl如果在燃烧过程中,火焰信号突然消失,油泵的电磁线圈会停止通电,燃烧机随即作一次重新的开
动,重新经过吹风,点火,喷油等程序,如果经过重新开动后仍然不能收到正常的火焰信号,控制
盒会停止燃烧机的所有操作,亮起故障灯。

(注Gl调校恒温器时,尽量避免燃烧机每次的停止与开动太频密,否则可能影响燃烧机的正常操作。



燃烧机内部清洁

燃烧机最容易积聚污垢的有以下三个地方:(1)感光电眼;e)点火电极附近;(3)风扇。
以上三个地方,以感光电眼最容易取出清洁,请定期将感光电眼从插座中拔出,检视或加以抹拭后放回,请
注意在把感光电眼放回于插座时,感光的部份应向着前方。

至于其他的两个地方,在正常在情形下不会很快积聚污垢,所以不须经常拆开燃烧机清洁,但如果是炉房

里环境不好而燃烧机附近常常有大量灰尘,或经常燃烧不良,则须按需要而定期拆开燃烧机清洁。

以下介绍拆开的方法,但注意请先关掉电源和关上供油管前的开关阀。

脱离枪管,清洁点火电极附近的污垢 :

旋开燃烧机两旁的螺丝,将枪管脱离。

清洁风扇里的污垢 :

旋开固定燃烧机马达的两枝螺丝,将

马达连同风扇一起取出。

如果燃烧机 出现 了毛病 ,以下提供一些可能的原因 :

(1)毛病征象:接通电源,燃烧机不起动,控制盒亮起故障灯。
可能原因:lA)可能是控制盒的毛病。

(Bl可能是燃烧机的马达不能起动,马达不能起动的原因除了是马达的线圈或电容器可能损
坏之外 ,也可能是轴承的问题,亦有可能是燃烧机的进风口吸进了异物引致马达上的风

扇给卡住了。

(Cl也许是油泵的轴承太紧而连带马达也不能转动,这可能是由于燃油里带水分而引致油泵

里生锈,如果发现这现象,除了解决油泵的问题外,还应注意燃油的洁净,请清洁油箱 ,

如油箱装有放水阀的,请将油箱底的污垢和水分放出。

请注意如果故障灯是由于燃烧机在上次操作当中某些故障而亮起,则须考虑其他故障原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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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 毛病征象:接通电源,燃烧机不起动,但控制盒上的故障灯不亮起。
可能原因:lA)请检查电源的保险丝,同时亦请看看恒温器上的调温是否适当。

(Bl请检查控制盒是否稳当地插在接线座上,亦请检查电源接线有否松脱:

(Cl可能是控制盒的毛病。
(3l毛病征象:接通电源,燃烧机的马达起动,吹风程序过后,正常地喷出火焰,但稍后燃烧机停止操作 ,

控制盒亮起故障灯。

可能原因:lA)也许是控制盒失灵。     \
(Bl亦可能是感光电眼失灵。
(Cl如果感光电眼前面的感光部分被油污或煤烟所遮蔽,控制盒收不到由感光电眼传回来的

火焰信号,燃烧机会停止操作,亮起故障灯。
⑷ 毛病征象:接通电源,燃烧机正常起动,但吹风程序过后,没有油雾从油嘴喷出,稍后燃烧机停止操

作,控制盒亮起故障灯。
可能原因:lA)可能油泵油阀的电磁线圈损毁,但也许只是接驳电磁线圈的电线插头松脱。

(Bl可能是控制盒或感光电眼损坏。
(Cl也许只是油箱缺油或开关阀还未打开。
(Dl亦可能是油泵损耗,不能输出燃油。
(El如果油泵的油压调校过高或过低-也会引致没有燃油输出。
(Fl可能是连接油泵和马达的连动轴折断,油泵轴不能马上转动。
(Gl如果感光电眼过早收到火焰信号。也会出现这样的毛病征象,请参看第9页。
(Hl如果燃烧机是安装后初次使用,而又是采用单油管系统,则有可能是供油管里的空气还

没有彻底地排出。
(sl毛病征象:接通电源,燃烧机正常起动,吹风程序过后,油雾从油嘴喷出但不能被点燃,稍后燃烧机

停止操作,控制盒亮起故障灯。
可能原因:lA)可能是点火用变压器的毛病,不能输出高电压,或输出的电压不足。

(Bl可能是连接点火用变压器至点火电极的高压电线断了或插头松脱。
(Cl也可能是点火电极的绝缘瓷棒碎裂,或者是点火电极周围积聚了大量污垢,电弧无法正

常地在点火电极前端产生。
(Dl或许是点火电极的位置不正确,请按第10页提供的尺寸重新调校。
(El亦可能是控制盒的毛病,没有电压供应给点火用变压器。

(Gl毛病征象:燃烧机在点火时有困难,着火时有大响声或甚至完全不能着火。
可能原因:如果喷出的油雾不是立刻被点燃,稍后当这些在炉膛里积聚的油雾一起着火时,是会发出

较大的响声,由于燃烧机具备火焰监察功能,如果这些油雾始终不能着火,燃烧机约10秒
后会停止操作,控制盒亮起故障灯,油雾不能着火,可能是以下的原因:

(A)可能是风门调校过大,或油嘴笔杆组合的位置过后。
(Bl可能是油压不足,燃油不能正常地雾化,油压不足的原因可能是油泵损耗或油压调校过

低。也可能是由于滤油器的淤塞影响燃油的输出。
(Cl也许是喷出的油雾含有大量的水分。
(Dl一个不好的油嘴也会影响燃油的雾化,以致着火困难,如果油压王常但仍出现雾化不良

的现象,毛病可能在油嘴。
(El如果发现燃油不是成雾状而是像水柱一样从油嘴喷出来,则可能是油嘴里面紧压着雾化

部份的防松螺丝松了,请将油嘴从油嘴笔杆拆出,旋开油嘴后端的过滤网,看看里面的
螺丝是否松了,在一些温度特别高的炉膛,会较多出现这样的现象。

(Fl可能点火的电弧太小,请参看毛病征象6)的 lA),(Cl和 (D)。

毛病征象ls)和 ls)是相当接近,由于炉膛里的情形很难被清楚看到,其实毛病征象“),
(5)和 lG)是不容易分辨,请小心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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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病征象:燃烧机刚起动,未经过吹风程序便立刻喷出火焰,稍后燃烧机停止操作,控制盒亮起故障灯。

可能原因:lA)如果燃烧机开动得太频密,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请调校恒温器,使燃烧机在停止操

作到下一次重新开动之间要隔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Bl可能是控制盒的毛病。

(Cl可能是油泵的油阀在起动前不是完全关闭,燃油的输出不受电磁线圈所控制,感光电眼

' 过早收到火焰信号,稍后燃烧机停止操作,亮起故障灯。

这现象是因为油泵的油阀积聚了污垢,阀门被污垢搁起因而不能完全关上。

(Sl毛病征象:燃烧时有黑烟。

可能原因:lA)可能是风门太小,或者是油嘴笔杆组合的位置太前。

(Bl可能是油嘴不好或者是油压不足,影响燃油的雾化,引致燃烧不良,油压不足除了是油

泵可能损耗或者是油压调校过低之外,也可能是由于供油系统里的淤塞,请检查滤油器   ·

和清洗油箱。

(Cl也许是烟囱淤塞,或者是炉膛里有砖块掉下因而阻碍火焰的燃烧,如果燃烧机是用于合

金压铸机的熔炉,从盛载合金的锅渗出的合金堆积在炉膛里会对火焰构成阻碍,以致燃

烧时出现黑烟。

(Dl炉膛体积或烟囱的直径太小都可能引致燃烧时出现黑烟,也许是选用的油嘴太大了,如

果油压调校过高,原来的炉膛体积也许变了不能容纳增太了的火焰,燃烧时便会出现黑烟。

(El如果烟囱是装有挡板,请注意有没有适当地打开,如果烟囱是装有抽气扇,请注意有没

有开动。
(Fl可能是燃烧机的风扇 积聚了大量的污垢,减弱了输出的助燃空气。

(gl毛病征象:当炉温达到了恒温器上调校的温度而停止操作,稍后炉温下降,但当降至恒温器上调校的重

开温度时,燃烧机不能恢复操作。

可能原因:lA)如果燃烧机不起动而控制盒上的故障灯不亮起,可能是恒温器的毛病:亦请参看毛病征

象 (2)。

(Bl如果燃烧机不起动而控制盒上的故障灯亮起,请参看毛病征象 (1)。

(Cl如果燃烧机是曾经起动,但在未喷出火焰前已停止操作,亮起故障灯,这现象虽然可能

是由于毛病现象⑷ ,ls)和 lG)里所列举的原因而引起,但最大的可能性是由于燃烧机在

重新起动时炉膛里仍然是通红,给感光电眼提供假的火焰信号,油泵油阀不能打开,燃

烧机稍后停止操作,遇上这样的情形,请调校恒温器使燃烧机在停止操作与重新开动之

间相隔的时间稍微延长。

(10)毛病征象 :燃烧机经常无缘无故地停止操作。

可能原因:(Al如果控制盒上的故障灯不亮起,多数不是由于燃烧机的故障,可能是恒温器的毛病,提

供错误的信号,或电源线不牢固或接触不良:或控制盒与接插座的接触不好,不过,仍   `
有可能是控制盒的毛病。

(Bl如果故障灯亮起,则可能是控制盒或感光电眼的毛病,或感光电眼的感光部分不清洁 ,

或燃烧机附近环境的温度太高或太潮湿。

另外,如果是燃烧机的部分组件接线不牢固或接触不良,或组件里某组成元件的焊接口不牢固,也会

出现这样的现象,则故障灯也许亮起,也许不亮起,就看出毛病的是什么组件。

还有,如果是配用恒温器,请注意在调校时避免开关次数太频密,如果燃烧机每次在停止与开动之间

相隔的时间太短,控制盒的操作程序便会受到干扰,不能按既定的程序支配燃烧机的各组件工作,吹

风时间会比正常的为短或甚至完全没有着火前的吹风时间,有时会出现喷油早于电弧点火 (结果是着

火时有大响声),或甚至完全不能着火,控制盒亮起故障灯,如果出现上述的毛病征象,请留意是由于

燃烧机开关的次数太频密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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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Ⅹ 1O-A零件图

潞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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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Ⅹ 1O-A零件图说明

(注)个别零件或会与零件图所显示的形状稍有分别)

(1)炉 口接合件垫圈。
(2)炉 口接合件。
(3)枪管(标准型号,长度〓1姓7毫米)

“)稳焰碟。

ls)点火电极。
(6)油嘴笔杆(标准型号,长度〓121毫米)

“)点火电极固定件。

lS)油嘴笔杆组合全套(标准型号)

(9)连接油管(连接油泵至油嘴笔杆)

(10)此项不适合于装配AS47C油泵的燃烧机
(1D油泵As连 7C155硅 。
(1zl油泵接嘴垫圈。
(13)油泵接嘴 (1肛 ")

(10连动轴。
(1sl电磁线圈(适用于AS47C1554油 泵)

(1Gl电磁线圈接线(适用于AS47C1554油 泵)

(17)软油管 (1肛 "Ⅹ 1/4"Ⅹ 1米 )

(1sl软油管接嘴 (1肛 ")

(19)油嘴笔杆位置调校指引件。
(20)垫圈。
(21)防松螺母。
(22)点火用变压器电源接线(适用于FIDA变压器)

(23)高压电线保护套。
(20点火电极高压电线⒅己合标准型号,长度乇50毫米)

(25)点火用变压器lFIDA,10Klrl
(26)感光电眼lQRBI,长度胡00毫米)

(20感光电眼夹子(适用于然BI)

⑿Sl感光电眼插座(适用于然BI)

lzgl机身主体。
(3Ol马达lAEG)

(31)马达
(32)风扇
(33)马达
(30控制
(35)接线
(36)控制
(37)风门
(3Sl风门

接合垫圈。

(12OX42XS毫米)

电源接线(长度胡70毫米)

盒接线座(适用于LOA20

座侧板(适用于LOA2θ

篮泣L0A24。

指示铁片。

(39)接线座铁架。

“0)覆盖铁片。

(注D部分燃烧机是配用型号BH06压的控制盒 ,

性能上都是完全相同,亦可互换使用。

零件编 号  OO1I739901
0011739701

0011728402

0011731701

0011454405

0011797401

0011273802

0011797601

0011连47701

0011367517

0011021210

0011757401

0011407201

0011597101

0011597603

001155压503

0011757401

0011797701

0011412913

0011363402

001180压701

0011588101

001180姓901

001180压601

00112厶 0902

00112硅 0701

0011240501

0011793301

0011570601

0011270801

0011417601

0011703硅 01

0011559600

0011559690

0011849903

00114硅 2201

0011438501

0011797901

0011794301

但BH064和 LOA2逐这两种型号的控制盒无论在规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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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油管的安装

随机附上两条软油管,分别是输入和回路用的。

如果是单油管系统 ,只接上输入的软油管,但注意要先取出油泵里的回路螺丝,在油泵的安装回路油管处

加上铁螺丝塞。

如果是双油管系统,保留油泵里的回路螺丝,按第压页[油泵说明l的介绍按上输入和回路的油管。
安装软油管的方法如下 :

(1)接嘴lA)的一端接在油泵,但注意在接合处加上随机附上的垫圈。

臼)接嘴(D)的一端在滤油器上,在接合处要加上随机附上的另一个垫圈。

(注D
(注 zl

lS)软油管一端活动螺丝母lB)接在接嘴lB)上 ,软油管的另一端活动螺丝母lC)接在接嘴lC)上 ,请注意在

lB)和 (Cl的接口不要加上塑料胶布或任何接喉管用的防漏材料。

(注 1)如果在lA)的接口没有加上垫圈,由于接口不紧密,空气会被吸进油泵,做成以下影响 :

(A)如果是单油管系统,常常需要排气才能使燃烧机正常地操作。

(Bl如果是双油管系统而燃烧机的位置是高于油箱,空气进入了输入油管会影响油泵吸取燃油的能力。
(Cl燃油会从接口处漏出而积聚在燃烧机附近的地面上构成危险。

(Dl空气进入了油泵会引致油泵发出不正常的响声,更会缩短油泵的寿命。
(注 zl由于随机附上用在接口(D)的这个垫圈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牌子的滤油器,请留意垫圈是否能够完全平

整地紧贴在滤油器的接口上,否则请不要使用垫圈而改用接喉管用的塑料胶布或其他防漏材料。

至于所用的塑料胶布或其他防漏材料,必须是不溶解于燃烧机所用的燃油及合乎政府所规定在装接供

油管时所使用材料的标准,但请不要用太松散的纤维以避免被吸进油泵里。

o个  麟 甲 瞥     鼢 躞

如何将控制盒从接线座上脱离

请用旋凿先将控制盒LOA24(或 BH06θ 两旁的钢弹簧夹推开,然后将整个控制盒拔出(请参看下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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