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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告
本燃烧机是世界统∵标准型全自动燃烧机,

掉燃烧机电源,人员方
萑甬菝汛军馑铱歹軎聂:

起动!请用户严格按照J

失由用户承担。

停电后请关

燃烧机自动

造成一切损



型 号 :

熘 ; 料 }:

耗油量 :

使用说明书 CX5
CX5

轻柴油/煤油

2.0-5.6/Ak斤 /小时(k彐ω

约相等 24-66千瓦rkw)

或 20000o57000二 F卡//J`时

单相,220伏⑴ ,50赫 (Hz,

(注 1)

(注 2)

(Kcal/h)   (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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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油量(公斤/小时)

功率 (千瓦)

电 源 :

(注1)CX5燃烧机所使用的燃料是轻柴油 (在摄氏zO度时黏度s-6cst)。 如有特别需要,亦可以煤

油作为燃料,但请注意下面的几点 :

(a)当使用煤油作为燃料,油泵寿命会较短。

(b)如果燃料是煤油时,必须安装回路油管。

(c)本说明书里面所列举的数据以使用轻柴油为准。

(注2)实际的耗油量范围受炉膛内压所影响,请参看下面的 [耗油量范围图表l。

(注3)按每公斤轻柴油的功率1I。86千瓦时 lkwh)计算。

耗油量范围图表

mbar

20

2.0 3.0 4.0 5.0 6。 0kg/h

0

炉
膛
内
压

⌒毫
巴
ˇ

1。 0

12 24 36 48 60 72kw

燃烧机的耗油量取决于所安装油嘴规格的太小,而可供选择的油嘴规格受炉膛里的阻力(炉膛内压)

所影响。CX5的最大耗油量 5.6公斤/刂、时是以炉膛里面完全没有阻力或带有少许正值或负值内压

为准。根据上面的图表,当 炉膛内压是一0.2至0.2毫 巴时,CX5的 耗油量范围是2。 0-5.6公 斤/刂`时 ,

就是说可以选用在这个耗油量范围以内的油嘴。随着炉膛内阻力的增加,耗油量范围便缩减了。举

例说,当 炉膛里内压是1毫巴时,CX5燃烧机的耗油量范围便变成2.0一压。2公斤/小时,最大的耗油
量比在没有内压的时候是缩减了。 (请参看上面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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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说明图

(注
)

(注 )由于不同市场的要求,燃烧机会配用不同牌子的组件,部分组件的形状会与组件说明图所显示的稍有

分别。

(1)故障灯按钮

(2)控制盒

(3)点火用变压器

(逐 )点火高压电线

(5)油嘴笔杆组合

(6)油嘴

(7)稳焰碟

(8)枪管

(9)点火电极

(10)连接油管

(11)风门挡板

(12)油泵电磁油阀

(13)油泵

(14)连动轴

(15)风门位置指示

(16)风轮

(17)风门位置调校

(18)感光电眼

(19)马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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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组件功能简介

控制盒/感光电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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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控制盒更配合感光电眼对燃烧时的安全提供监察作用。

(有关控制盒的操作说明,请参看第11页 )

油泵/电磁油阀

油泵负责将输入的燃油加压,再输送至油嘴。CX5的 电磁油阀是属于油泵的其中一样组件 ,

控制油泵输出的燃油,油 阀在不通电时是关上的。在吹风程序时,虽然油泵在运行,但电磁油

阀未通电打开,没有燃油输出。当吹风程序完成后,电磁油阀才通电打开而将高压的燃油输送

至油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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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嘴

油嘴负责将由油泵输出的高压燃油雾化。燃烧机的火力取决于所配用油嘴的大小,请参看第10

页 [油 嘴]。

尺寸 图

26

标 准 型 号 : 尺寸 (B)

油枪管总长

加长管型号: 尺寸 (B)

油枪管总长

(注 )图 中尺寸全部以毫米

1I5.0毫 米 (mm)
2贸。0毫米 (mm)

155.0毫 米 (mm)
2"毫米 (mm)

(mm)计算。

从枪管前端量至炉 口接合件

从枪管前端量至炉 口接合件

¤89,5



以配用控制盒BH0搬

接线图

(A1)控制盒接线座fBHO狃 )

米(AEl恒温器 (注 1)

臼1)电源保险丝   (注幼

(H1)故障显示灯   (注 s,

(H㈥ 操作显示灯   (注妨

(M1)马达

P彳

臼1)燃烧时间记录计 (注 s【

(R1)感光电眼

lS3l电源开关

lT1)点火用变压器

lY1)油泵电磁油阀

CX5 第4页

冈
Ⅵ T喇

∧d
·丨
 Ⅲ

一一一一

以上有(米 )符号的不是燃烧机所包括的规定组件或配件,请按需要而选择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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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陋瀛器遒宜具有保险功能。这种具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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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燃烧机的并关。第二个恒温器是保险作用,调
温比第一个为高。如果第一个恒温器失灵而不能将燃烧机关掉,当炉温继续上升而达 elJ

第二个恒温器上的调温时,这个用作倮险的恒温器会把燃烧秽1关掉。

(注2)保险丝最大不可超过10安培 《A)
(注3)如果控制盒亮起故障灯,表示燃烧机是遇elj某种故障丽停止搡作。但控+lJ盒上亮起的故障

灯未必容易立刻被察觉。如果在显眼 g/bJ地 方加装故障显示灯,当燃烧机停止操作而控制盒

亮起故障灯时,显示灯亦会同时亮起,可以较容易被发觉。
(注蓬)操作显示灯显示燃烧机正在操作。
(注5)燃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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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接线必须根据当地政府所规定的条例进行。
(2)请按需要而选择安装接线图里有 (来 )符号的各类配件。

(3)电源:单相,220伏 (V),50赫 (HZ)

火线 《L)接在控制盒接线座里的 (1)位置,中线 (N)接在 (2)位置。

〈垂)必须接地线。

如果 日后遇上控+lJ盒损坏而需要更换,请用螺丝起子先将控制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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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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泵 说 明

(以 油泵 DanfossBFP41L3为 准 )

(1) 燃油输出

【z) 排气螺丝/安装油压计 (注 1)

tS) 输出油压调校     (注㈥
“) 过滤网

【s) 安装真空计

【G) 安装回路油管

“) 安装输入油管

【g) 回路螺丝

(注 3,

《注4)

(注 s,

注 意 :输入 至BFP压 1L3油 泵 的油

压不可超过2巴 (bar)

(注 1)图 中的位置 (2)是 排气螺丝⑴扛气程序请参看下面的介绍)。 排气螺丝的位置亦可以用作安装

油压计。油压计不是燃烧机所包括的规定组件,只是在怀疑油泵输出的油压有问题时安装

以测试油压。

(注2)BFP41L3油泵输出的油压可调校的范围是⒎15巴 (b盯 )。 CX5燃烧机适用油压是10巴 ,燃烧

机制造厂已将油泵调校在这个压力,通常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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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油箱的位置是低于燃烧机,燃油需要从油箱吸上。真空计是用来测试油泵抽取燃油的

能力。真空计不是燃烧机的规定组件,只是在怀疑油泵吸取燃油的能力有问题时安装用以

测 试 。

(注姓)供油管的安装可用单油管或双油管系统 (请参看第7、 8页 的说明)。 如果采用单油管系统,请
拆出在油泵里的回路螺丝,在图中的位置(6)装上铁塞。

如果采用双油管系统,请倮留油泵内的回路螺丝,在图中的位置(6)接上回路油管。
(注5)回路螺丝在油泵里面,旋开图中位置(8)外面的铁塞,用一枝螺丝起子伸进油泵内,可以将

回路螺丝拆除或装上。(不要忘记装回外面的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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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须将供油管里的空气先行排 出。在每次

清洗过滤油器之后亦需要进行排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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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需要进行排气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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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机在吹风程序完成后应可喷出火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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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之前燃

烧机 已停止操作,控制盒亮起故障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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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需要进行多次的排气程序,适宜在未开动燃烧机前先

将燃烧机前的滤油器注满燃油。排 出了供油管的空气之后, 日常开动燃烧机是不需要进行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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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油管的安装

供油管可选择两种安装方法 : 单油管系统 《只安装供油管道)

单油管系统:         
油

亨
系统 (除供油管道外,更安装回路油管)

如果油箱位置是高于燃烧机 ,可采用单油管系统,不用安装回路油管。 (注 1)

如果是采用单油管系统,油泵里的回路螺丝必须取出 (请参看第6页 [油泵说明l)。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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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I)其实如果油箱位置高于燃烧机j是可以选择采用单油管或双油管系统。通常采用前者是因

为可节省安装回路油管的费用;但后者亦有好处就是不用进行排气。不过,如果油箱的位
置是低于燃烧机,或所使用的燃料是煤油则应该采用双油管系统。

α)油箱

⑵ 透气管

⑶ 注油管

⑷ 油箱的开关阀     (注 D
⑸ 油箱的滤油器 i  (注θ

⑹ 燃烧机前的开关阀

臼)燃烧机前的滤油器   (注θ

⑻ 输入油管

⑼ 燃烧机

00回路油管       (注ω
(11)放水阀        《注⑤

(注 1)油箱出油的位置不可太贝占近油箱底,避免油箱底所积聚的水分和污垢也一并排出。
《注幼 油箱的滤油器不用太密,只用来过滤燃油里较粗粒的不涪物质。
(注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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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幼 如果是安装回路油管,须用圃定金属管道安装至接近燃烧机处,再用随机附上的软油管连接至燃烧机。
如果油箱是高于燃烧机,须在回路管道加装止回阀,使燃油只可以循一个方向从燃烧机的回路油管排
回油箱。

(注⑸ 放水阀的作用是方便在清清油箱时用以排出油箱底的污垢。

从油箱到组件6《燃烧移1前的开关阀)的一段供油管须用固定的金属管道安装;组件7(燃烧机前滤油器)连
接至燃烧机的一段可用随机附上的软油管。

右面的示意图,显示当使用单油管系统时 ,

油泵里的回路螺丝必须取出。 《在用来安

装回路油管的位置则须装上铁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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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油管 系统 :

如果油箱位置低于燃烧机,则须采用双油管系统,要安装回路油管。如果是采用双油管系统,由于

供油管里的空气可循回路油管排回油箱,所以不须进行排气程序。正常来说,燃烧机油泵抽取燃油

的能力可达3— 4米 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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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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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较大,适宜加装高于燃烧机的 日用油箱,将燃油从地下油箱抽

取到 日用油箱,然后再输送到燃烧机使用。

(注 1)燃烧机油泵可抽取燃油的高度受多种因素所影响,例如:供油管口径多大,经过多少个转

折位和一共有多少件组件。∴。等等。

(注2)采用双油管系统时,应倮留油泵里的回路螺丝。 《请参看第6页的【油泵说明l)

(1)油箱
(2)透气管
(3)注油管
(压)油箱的开关阀   (注 1)

(5)止 回阀      (注 2)

(6)燃烧机前的开关阀
(7)燃烧机前的滤油器
(8)输入油管
(9)燃烧机

(10)回路油管

(注 3)

(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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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油管。

(注2)止回阀的作用是当燃烧机不开动时出油管里的燃油仍保留在油管里而不跌回油箱。止回阀的

位置应该是越接近油箱越好,安装的位置要顾及以后遇到淤塞时容易拆出清洗或更换。

《注3)燃烧机的滤油器应该是较密,可以过滤燃油里较微小的不洁物质。

(注硅)回路油管的末端和出油管的末端不可太接近,避免从回路油管喷出的燃油直接被吸进出油管。

从油箱到组件6(燃烧机前开关阀)的一段供油管须用固定的金属管道安装;组件7(燃烧机前滤油

器)连接至燃烧机的一段可用随机附上的软油管。回路油管亦须用固定金属管道安装至接近燃烧机

处,然后以随机附上的另一条软油管连接至燃烧机。

右面的示意图,显示当使用双油管系统时 ,

回路螺丝应倮留在油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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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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管处加上铁塞。

如果是双油管系统,保留油泵里的回路螺丝,按第6页

安装软油管的方法如下 :

[油泵说明]的介绍接上输入和回路的油管。

(1)接嘴(A)的一端接在油泵,但注意在接合处加

上随机附上的垫圈♂ (注 1)

(2) 接嘴(D)的 一端接在滤油器上:在接合处要加

上随机附上的另一个垫圈。(注2)

(3) 软油管一端活动螺丝母(B)接在接嘴(B)上。

软油管的另一端活动螺丝母 (C)接在接嘴

(C)上。请注意在 (B)和 (C)的接口不要

加上塑料胶布或任何接管道用的防漏材料。 C 屮 @
(注 1)如果在 (A)和 (D)的 接口没有加上垫圈,由于接口不紧密,空气会进入供油管道。

如果空气被吸进油泵之后,会做成以下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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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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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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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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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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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用的塑料胶布或其他接管道用的
防漏材料。

夏于所用的塑料胶布或其他接管道用的防漏材料,必须是不溶解于燃烧机所用的燃油,及合乎政府规

定在装接供油管道时所使用材料的标准。但请不要用太松敞的纤维以避免被吸进油泵里。

清洗油泵里的过滤 网

BFP41L3油泵里有一个过滤网。由于燃油在输入油泵之

前已经过过滤,所以油泵里这个过滤网淤塞的机会不太

大。但如果是油箱底所积聚的污垢进入了油泵,则这个

过滤网亦需要清洗。 (在拆开油泵清洗过滤网之前,请
先切断电源和关上燃烧机前的燃油开关阀 )

用一枝硅毫米的六角匙旋开过滤网上面的螺丝塞,将过滤网

从油泵取出。如有需要,可以用一枝平放的螺丝起子帮助

将过滤网取出。清洗或更换过滤网后,放回油泵里,注意

不要损坏过滤网的0形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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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嘴

CX5的耗油量范围是 2.0。 5.6公斤/小时 (但请注意如果炉膛里的阻力偏高,耗油量范围的上限就
会缩减。请参看第1页 [耗油量范围表]的介绍 )。 燃烧机火力的强弱决定于所配用油嘴的太小 ,

请按CX5的耗油量范围和所需的火力选择安装油嘴 (注 1)。 在安装和更换油嘴时,请尽量避免
触及点火电极以致移动了它们的位置,否则须按第12页所提供的尺寸重新调校。

CX5燃烧机的适用油压是10巴 (bar),应 配用喷油角度60或80度 的油嘴 (喷油图案H或 9。 以下

是配用各种不同太小的油嘴在10巴油压下的耗油量和相等的功率/热能 :

油嘴规 格
GPH《美加仑/小时)

耗 油量

kg/h(公 斤/小时)

千瓦
(KW,

千卡/小 时
(Kca1/h)

0。 60 2.23 26 22700

0。 65 2.在2 29 2在700

0.75 2。 79 33 28500

0.85 3。 16 37 32200

1.00 3.72 嗅4 37900

1。 10 嗅。09 硖8 在1700

1.25 4.65 55 在7400

1.35 5.02 59 51200

1。 50 5.58 66 56900

《注1》 如果炉膛里面的环境许可,所选用的油嘴是可以稍微偏离 [燃油量范围图表]里面所列出的上下
限。不过,当 下面的情形出现时,可能是曲于选用了不适当的油嘴规格 :

(a)燃烧机在点火时出现困难”着火时发出很太的响声,甚至完全不能着火。须调校较少的
助燃空气 《调校较小的风门和将油嘴笔杆组合推至较前的位置。)如果经调校后仍不能
改善,问题可能是由于所选用的油嘴规格太小。

(b)燃烧时出现黑烟,或甚至发现火焰从炉口喷出。须调校较多的助燃空气 (调校较大的风
门和将油嘴笔杆组合推至较后的位置 )。 如果经调校后仍不能改善,问题可能是由于所
选用的油嘴规格太大。

(注2)油嘴规格是会以GPH来区分。举例说,一个刻着0.50GPH的 油嘴,表示在7巴 油压下的喷油

量是0.50GPH(美 制加仑/犭`时 ),或相等于 1。 56公斤/小时。但当油压是10巴时,喷油量变
了是1.86公 斤/小时。

(注3)以上的数据以燃料是轻柴油为准 (燃油黏度屡。压cst)。 相等的功率是按每公斤轻柴油11.86

千瓦时(kwh)计算。
(注硅)油嘴的后端有一个过滤网。曲于燃油在输送至油嘴之前已经过多次的过滤,所以油嘴后端这

个过滤网的淤塞机会应该不大:但如果是油箱底的污垢流进了供油管,则这个过滤网亦需要
清洗。

《注5)如果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发觉燃油不是成雾状而是一枝水柱般喷出,可能是油嘴里面紧压着
雾化碟的螺丝松了 (在一些温度特别高的炉膛,这现象是会较多出现 )。 请将油嘴从燃烧机
拆出 (注意先切断电源和关上燃烧机前的燃油开关阀)。 旋开油嘴后端的过滤网,如果发现
油嘴里面紧压着雾化碟的螺丝松了,请用六角匙把它旋紧 (部份油嘴或须使用螺丝起子。)

《注6)如果发现燃烧效果变得不好,但检查过油泵的油压又正常,则毛病可能是在于油嘴,请更换
新的油嘴。

曲于在日常的操作过程中,油嘴受elj高压力的燃油长时阀的磨擦,油孔和雾化碟上的油坑会
因而变太,影响燃烧的效果。所以,就算燃烧机在燃烧上没有出现明显的毛病,也应该定期
更换新油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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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机 的操作说明

燃烧机整个操作过程是由控制盒按既定先后次序支配不同的组件工作。以下是介绍CⅩ 5燃烧机的操
作过程和在某种特殊情形下控制盒作出的反应 (以 控制盒BH064为准 )。
(1)接通电源。燃烧机的马达转动,开始吹风程序。油泵开始运行,但 由于电磁线圈未通电,在吹

风程序当中一直没有燃油输送至油嘴。
(2)点火用变压器亦同时通电,在点火电极前端产生电弧。
(3)吹风程序持续约13秒 ,然后电磁油阀通电打开而油泵输出燃油至油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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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在 电磁油阀通电约2秒后,点火用变压器即停止通电。
(5)如果是配用了恒温器,当 炉温升至恒温器上所调校温度时,燃烧机停止操作。稍后当炉温下降

而降至恒温器上所调校的重开温度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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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2)如果喷出的油雾不能着火,点火用变压器是会维持较长的操作时间以帮助点火。但如果在电

磁油阀通电的10秒后仍然不能着火,燃烧机会停止操作,控制盒亮起故障灯。如果输入至燃

烧机的电压过低,这段10秒钟的时间是会变得较长。
(注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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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喷出油雾,或喷出的油雾不能
被燃点,控制盒在电磁油阀通电约10秒 后仍未能收到火焰信号,就会停止燃烧机的操作,亮
起故障灯。这10秒称为 [安全时间]而这项功能是必须要确知喷出的油雾能被燃点,不让不能
被燃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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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经常保
持清洁。

(注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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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根据BH064控 制盒的构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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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感 光电眼只应该在燃烧机喷出火焰后才感应到火焰里的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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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风程序过后 ,∶ 控制盒不会如正常般供电给电磁油阀,稍后燃
烧机停止操作,控制盒亮起故障灯。

不正确的火焰信号会由于下列的原因 :

(a)炉膛里还有未完全熄灭的火焰。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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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如果是多过一台的燃烧机在同一个炉膛燃烧,较后开动的一台因为炉膛里早有火焰在燃

烧,感光电眼过早收到火焰信号,燃烧机不能喷出火焰。
(d)如果燃烧机的电磁油阀不能完全关闭,燃烧机在刚起动时就立即喷出火焰,感光电眼过

早收到火焰信号,稍后燃烧机停止操作,控制盒亮起故障灯。
(e)如果燃烧机是在空旷地方操作,户外的阳光亦会成为不正确的火焰信号。

(注6)如果在燃烧过程中,火焰信号突然消失,燃烧机会停止喷出燃油而随即作一次重新的开动 ,

重新经过吹风,点火和喷油等到程序。如果感光电眼仍然不能收到正常的火焰信号,控制
盒会停止燃烧机的操作,亮起故障灯。

(注7)在每次开动后,控制盒里面的部分元件需要一定的时间冷却,否则在下一次再开动时会出现
反常的操作。燃烧机的每个工作周期应该不要短于1分钟 (一个工作周期是指燃烧机由开动到
正常操作,被关掉后而一直到下一次的重新开动,其间∵共经过的时间),但炉房里如果温
度较高,控制盒里的元件会需要较长的时间冷却,所以控制盒制造厂建议,燃烧机的每个工

作周期最好不要短于1。 5分钟。如果是配用恒温器,在选购恒温器及调校温度时应尽量避免燃
烧机开动的次数太频密。

(注8)如果开动的次数太频密,会使控制盒的每个程序的持续时间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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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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进行。使用说 明书须放在炉房里显眼的地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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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5燃烧机所使用的燃料是轻柴油,如有需

要亦可以煤油作为燃料,请参看第1页的注 (1)。

(2)请按需要而选择合适的油嘴 (请参看第10页 [油 嘴l)。

在安装或更换油嘴时,请注意尽可能不要触及点火电极。如果因此而引致点火电极的位置变

移 ,请按下面的尺寸重新调校。

2,7冖 3,3

(注)以上尺寸以毫米 (mm)计 算。

(3)利用随机附上的隔热垫圈,将燃烧机紧贴地安装在炉口,燃挠机的枪管伸进炉膛里,燃烧机的

整台机身悬挂在炉口外面。注意炉身的隔热。另外,亦请注意炉膛里是否有足够的体积,烟囱

的尺寸是否适当。如有疑问,请向经销商查询。

如果炉膛太短或者是炉膛里的温度太高而不能采取上述的密封式安装,燃烧机亦可用底架安装 ,

燃烧机的枪管留在炉膛外面。但由于不是密封式安装,炉膛里的热力会从炉口与燃烧机枪管之

间的空隙向外透出。为了避免损坏燃烧机,请在燃烧机前面加装隔热挡板以作保护。炉口与燃

烧机之 间的空隙亦 应尽量缩小 。

(姓)安装供油管。(请参看第6、 7和8页 [油泵说明/供油管的安装])

同时请注意第9页所述关于安装软油管时须留意的事项。

(5)装接电线。(请参看第硅、5页 [接线图/接线说明])
(6)按所配用油嘴的规格,约略地调校风门和油嘴笔杆的前后位置。举例说,如果所选用的是中号

油嘴,在初次开动燃烧机前请先将风门和油嘴笔杆组合约略地调校在大约中间的位置。请参看

第13页 [当 燃烧机初次喷出火焰后应作的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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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开动燃烧机

燃烧机在经过第12页所说的步骤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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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打开。
(2)如 果装有例如恒温器等的自动控制,请注意是否已经适当地调校。
(3)如 果烟囱装有烟囱风挡,请留意是否已经适当地打开。在某些炉膛如果在燃烧时是需要开动

抽风扇的,请注意抽风扇已否开动。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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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方法请参看第

6页 [排气程序]。

(5)以 后的日常操作是不需要进行排气。接通电源后,燃烧机开始吹风程序,约 13秒后喷出火焰。
(6)如 果经过上述的步骤但燃烧机不能喷出火焰,未必是故障,也许是以下的原因 :

(a)供油管里的空气仍末能彻底地排出。
(b)就算是经过了排气程序排出了供油管里的空气,但燃烧机的某些油路 (例如连接油管、

油嘴笔杆⋯∵等等)里 的空气还未能排出,影响到燃烧机不能顺利地喷出油雾,控制盒稍
后亮起故障灯。遇到这样的情形,稍为等待约1分钟,按下故障灯按钮,重新开动燃烧机。
在经过重新开动后,燃烧机应该可以顺利地喷出火焰。

(c)燃烧机的风门太太或油嘴笔杆组合的位置太后,影响喷出的油雾不能被点燃。
(7)在开动的过程当中,或会因未能适当地调校以致燃烧机喷出的火焰不能着火。由于炉膛里巳

因此而积聚了一些未被点燃的油雾,请稍为等待让油雾散去,或将炉膛里所积聚的燃油清理
后然后才可重新开动

∷
燃烧机。

当燃烧机初次喷出火焰后应作出的调校

燃烧机在未起动前,只能按估计而作粗略的调校。在喷出火焰后,才能按实际的环境而作出较精
确的调校。须调校的有以下的两项:(1)燃烧机的风门  (2)油嘴笔杆组合的前后位置

调校的方法见第14页 。以下是一般的调校准则 :

配合较大规格的油嘴,请调校较大的风门和将油嘴笔杆组合推向较后的位置。

配合较小规格的油嘴,请调校较小的风门和将油嘴笔杆组合推向较前的位置。

较精确的调校方法如下 :

(1)未开动燃烧机前,先按所用油嘴的太小规格约略地调校风门和油嘴笔杆的前后位置。举例说 ,

如果所用的是中号油嘴,在开动前请先将风门和油嘴笔杆组合约略地调校在大约中间的位置。
(2)开动燃烧机,当喷出火焰后,将燃烧机的风门调校较大的度数和将油嘴笔杆组合推向较后的位

置,直至燃烧时完全没有黑烟从烟囱冒出。
(3)将油嘴笔杆组合推向较前的位置直至烟囱出现少许黑烟,再将油嘴笔杆组合稍微推后直至黑烟

消失,这就是油嘴笔杆组合的适当位置。
(4)将燃烧机的风门调校较小的度数直至烟囱再次冒出少许黑烟,再将风门稍微调校较大的度数至

黑烟消失,这就是风门的适当位置。
(5)调校完毕,关上燃烧机,稍后重新开动,观察燃烧机在着火时有没有困难,着火后火焰是否稳

定 (在着火时有没有发出不正常的响声,着火后火焰的根部有没有离开稳焰碟)。 如果发觉有问
题则需要重新调校。

(6)如果经多次调校后烟囱仍然有黑烟冒出,可能是炉膛的体积太小,或烟囱的尺寸不够。请更换
较小号的油嘴。更换油嘴后须重新进行调校。

(7)如果燃烧机发出象吹哨子般的声音,可将油嘴笔杆组合稍微推向较后的位置,而将燃烧机的风
门稍微调校较小的度数,也许可将声音消除或减低。

(8)当然,最好能抽取烟道废气加以分析,以引证刚才所作的调校是否正确。

燃烧机在燃烧时 ,当 然是需要足够的助燃空气。不过,太多的助燃空气不但使燃烧机在着火时遇到
困难,亦会降低火焰的温度因而影响燃烧机的燃烧效率。以上的调校程序,是使燃烧机在燃烧过程
中能得到刚好适量的助燃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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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 烧机 的风 门调 校

调校的位置请参看第2页 [组件说明图l的位置 (17)。

在燃烧机的后面有一个黑色的保护盖,旋开保护

盖的螺丝,拿开保护盖,可 以看见风门调校螺丝。

用六角匙将调校螺丝向 (+)或 (-)的方向旋。

旋向 (+)∶ 调校较大风门

旋向 (→ ∶调校较小风门

风门位置在指示盘上显示。指示盘位置见第2页

[组件说明图]的位置 (15)。 指示盘上的度数由

0-32。

0度表示风 门完全关闭。

32度 表示风门完全打开。

油嘴笔杆组合的前后位置调校

为了能达到更佳的燃烧效果,燃烧机的油嘴笔杆

组合可以作前后的调校。调校的位置在风门调校

螺丝的左边。拿开燃烧机后面的保护盖后,可以

看见两颗调校螺丝:右面的用作调校风门,左面

的用作调校油嘴笔杆组合的前后位置。用六角匙

将调校螺丝旋向 (→ 或 (-)的方面。

旋向 (+)∶ 将油嘴笔杆组合向后推

(配合较大的燃油量 )

旋向 (→ ∶将油嘴笔杆组合向前推

(配合较小的燃油量 )

油嘴笔杆组合的位置在度数盘上显示。度数盘上

的度数由0。22。

0度表示油嘴笔杆组合在最前位置

22度表示油嘴笔杆组合在最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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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拆开燃烧机清洁点火电极

(在拆开燃烧机之前,请先切断电源和关上燃烧机前的燃油开关 )

只须旋开一枝螺栓 (如下图所示)就可以将CX5燃烧机拆开进行维修和清洁。

c∶

∶  ;;丿 1=====亠

===冫.。∶

日常操作应注意的事项

负责 日常操作的员工须学习有关使用燃烧机的知识,当察觉燃烧机在操作过程当中有异常之处,应
通知合资格的维修人员查看。如果需要拆开燃烧机以进行检查或维修工作,须先切断电源和关上燃

烧机前的燃油开关阀。

(1)定期清洗燃烧机前的滤油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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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清洗滤油器后在重新开动燃烧机时都需要进行排气。
(2)在正常的情形下,油泵里的过滤网是不需要经常拆出来清洗,除非在清洗滤油器时发觉是特别

肮脏而显示油箱底所积聚的污垢流进了供油管,则油泵里的过滤网亦需要取出来清洗。又如果

发觉油泵里的过滤网亦是非常肮脏,油嘴后端的过滤网亦需要清洗。
(3)每年清洗油箱起码一次,包括清洗油箱的滤油器。如果油箱有安装放水阀,应打开放水阀而排

出积聚在油箱底部的水分和污垢。如有可能,油箱的内壁亦应清洗。
(续)就算在燃烧时没有出现明显的不良效果,但起码每年一次更换新的油嘴。
(5)感 光电眼前面的感光部分应倮持清洁,请定期取出抹拭。但请注意在将感光电眼放回电眼插座

时,电 眼的感光部分应该是向着前方。

(6)在经过一段使用时间之后,燃烧机的内部会积聚污垢,每隔∵段时间请予以清洁。每次清洁相

隔的时间看燃烧的洁净程度而定。拆开燃烧机的方法请参看上面的介绍。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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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更应注意可能从炉口透出的热力。
(8)燃烧机附近应保持清洁,不可堆放易燃的杂物。如果发现供油管接口有燃油漏出,请先整理要

当才可继续使用 Q

(9)过高,过低,或不稳定的电压会对燃烧机的部分组件构成损害,亦有可能影响燃烧机的正常操

作或减低控制盒在监察燃烧时所提供的安全保障。
(10)应避免燃烧机被水溅湿。

(1I)烟囱的设计应避免让户外的强风卷回炉膛里。
(12)燃烧机在燃烧时需要一定体积的助燃空气,请注意炉房里是否有足够补充的新鲜空气。
(13)请不要让燃烧机开动得太频密。 (请参看第I1页 的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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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燃烧机 出现 了毛病 ,以下提供一些可能的原 因 :

(注 1)燃烧机的检查和维修工作,必须由合资格的维修人员进行。

《注2)如果需要拆开燃烧机以进行检查或维修,请先切断电源和关上燃烧机前的燃油开关阀。

(注3)由于一个毛病可能由很多不同的原因引起,以下所列举的只是可能性较太的构成原困。

(1)毛病征象:接通电源,故障灯亮起,或稍后亮起故障灯而燃烧机始终不能起动。

可能原困:(a)可能是控制盒的毛病。

(b)可能是燃烧机马达的线圈或电容器损坏,以致马达不能起动。

(c)如果是马达不能起动,也可能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马达的轴承太紧。
⋯⋯机壳里有异物,马达轴上的风扇给卡住了,迕带马达也不能转动。
⋯⋯油泵的轴承太紧,连带马达也不能转动。这可能是燃油里含有水分而引致油

泵里生锈。(如果是后备的燃烧机,在经过修理之后存放一段长时间没有使

用,当再使用的时候是很容易会出现这现象。但这样情形之下的生锈程度通

常∷只是很轻微。请先切断电源和关上燃烧机前的燃油开关阀,将油泵从机身

主体拆出,用活动板手将泵轴卡住来回转动至畅顺后装回便可)。

(d)请注意如果故障灯是由于燃烧机在上一次操作当中某些故障而亮起,则须考虑其

他的原因。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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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原困:(a)请检查电源的保险丝,同时请看看恒温器上所调校的湿度是否适当。如果装有

其他的自动控制,亦请检查是否这些控制没有接通。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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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可能是控制盒的毛病。

(3)毛病征象:接通电源,燃烧机起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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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可能是控制盒失灵。

(b)亦可能是感光电眼失灵。

(c)如果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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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机停止操作,控制盒亮起故障灯。

(d)如果是曾经将感光电眼取出清洁,请注意是否放回在正确的位置(感光电眼的

感光部分必须是向着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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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病征象:接通电源,燃烧机正常地起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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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可能是油泵的电磁油阀线圈损坏,但亦有可能只是连接线圈的电线插头松脱。
(b)可能是控slj盒或感光电眼损坏。
(c)也许只是油箱缺油或燃油开关阀还未打开 :

《d)亦可能是油泵损耗,不能输出燃油。
《e)如果油泵的油压调校过高或过低,也会引致没有燃油输出。
《f)可能是连接油泵和燃烧机马达的连动轴折断,油泵轴不能随马达转动。
(g)也许是感光电眼过早收到火焰信号。请参看第11页 的(注 5)。

(h)如果燃烧机是安装后初次使用,而又是采用单油管系统,有可能是供油管里的
空气还没有切底地排出。亦有可能是燃烧机某些油路里的空气未能排出。

(主 )如果采用的是单油管系统而供油管道或滤油器的接口不紧密,空气渗进了供油
管道 ,也许每次开动燃烧机之前都需要排气,否则燃烧机不能喷出油雾。

(j)可能是由于油嘴的淤塞。虽然油嘴很少会淤塞至完全不能喷出油雾,但亦不能
肯定没有这个可能。如果在关上燃烧机之后炉膛仍然保持很高的温度,而燃烧
机是在停炉后隔了一段颇长的时间才作另一次的开动,炉膛里的高温会使残留
在油嘴里的燃油碳化而令油嘴淤塞。

(5)毛病征象:接通电源,燃烧机正常起动。吹风程序过后,油嘴正常地喷出油雾,但点火电极的
前端没有点火的电弧。稍后燃烧机停止操作,控制盒亮起故障灯。

可能原因:(a)可能是点火变压器的毛病,不能输出高电压。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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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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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量的污垢 ,

电弧无法正常地在点火电极前端产生。

《d)也许是点火电极的位置不正确,请按第12页所提供的尺才重新调校。
(e)亦可能是控制盒的毛病,没有电压供应给点火用变压器。

(6)毛病征象:燃烧机在着火时有困难,着火时发出象爆炸般的响声,着火后的火焰不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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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继续在炉膛里积聚而达到一定的浓度时才一起
着火,是会发出象爆炸般的响声。但如果喷出的油雾在10秒的 [安仝时间l之内始
终无法被点燃,燃烧机会停止操作,控制盒亮起故障灯。
油雾难于被点燃,可能是因为以下的原困 :

(a)可能是调校方面的问题 :

⋯也许是风门调校过大,或油嘴笔杆组合的位置太后,以致喷出的油雾难于着
火或根本不能着火。

(b)可能是喷出的油雾不正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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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是油雾里含有大量的水分:又或者是供油管的接口不紧密,渗进了的空
气影响燃油的正常输出。
⋯不好的油嘴也会影响燃油的雾化,以致着火困难。 (请参看第10页 [油嘴l)



(7) 毛病征象 :

可能原因 :

(8)毛病征象:

可能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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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可能是点火的电弧太小,请参看毛病征象 (5)的 (c)和 (d)段 。

亦可能是点火用变压器输出的电压不足够。

(d)在一些热风炉,炉膛装有强力的抽风扇,这会使燃烧机在着火时出现困难。

(e)如果是供应给燃烧机的电压太低,会使点火电弧变得较弱,燃烧机在着火时比

较困难。

由于很难清楚地看到炉膛里的情形,所以当毛病出现了,通常是不太容易判断究竟

是点火电弧、油雾、或是调校方面的问题。不过为了方便说明,毛病征象 (4)所说的

是完全没有油雾喷出,毛病征象 (5)则是没有点火电弧。至于毛病征象 (6)所说的 ,

是调校的问题,亦可能是油雾或点火电弧不正常。

如果喷出的油雾不是立刻被点燃,稍后当炉膛里所积聚的油雾达到一定的浓度才一

起着火,着火时是会发出象爆炸般的响声。例如在毛病征象 (5)里 ,当 燃烧机在达

到预期的炉温而被恒温器所关掉,重新开动时如果炉膛里的温度是接近或高于燃油

的自然点,那就算没有点火的电弧而油雾也可能因为炉膛里的高温而着火燃烧,由

于油雾不是正常地着火,而是经过某些时间积聚后才能被点燃,着火时是会发出象

爆炸似的响声。请不要让喷出的油雾在不正常的情形下着火。如果发觉燃烧机在着

火时发出不正常的响声,请先检查和整理要当后才可继续使用。

另外请注意,如果燃烧机是经过重复调校和开动后但喷出的油雾仍然不能着火 ,由 于

在炉膛里会因而积聚了大量未被点燃的油雾,请不要立刻作另一次重新开动,应先

等油雾散去或将炉膛里所积聚的燃油清理才可重新开动燃烧机。

燃烧机在吹风程序刚开始就已经喷出火焰,稍后停止操作,控制盒亮起故障灯。

当燃烧机起动的时候,油泵的电磁油阀是关上的。在吹风程序完成后,电磁油阀通电

打开而输出燃油,燃烧机喷出火焰。感光电眼在电磁油阀打开之前是不应该看到火光

(请参看第11页 I操作说明l的注5),如果燃烧机在刚开动时就立刻喷出火焰,控制盒

过早收到火焰信号,在吹风程序完成后不会供电给电磁油阀,稍后燃烧机停止操作 ,

亮起故障灯。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可能是油泵的油阀在起动前不能完全关上,原因

可能是阀门破损或者是被污垢搁起而不能关上。

(如果燃烧机开动的次数太频密,控制盒会作出反常的操作,燃烧机也许会不经过吹

风程序就喷出油雾。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燃烧机可能在着火时发出不正常的响声。

请参看第11页 的注7。 )

燃烧时有黑烟,炉膛容易积聚炭垢。

(a)可能是风门太小,或油嘴笔杆组合的位置太前。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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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拆开滤油器后发觉是特别肮脏,这显示可能油箱底的污垢进

入了供油管道,请再检查油泵里的过滤网和油嘴后端的过滤网,及清洗油箱。



(9)毛病征象 :

可能原 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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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可能是烟囱淤塞。如果是火砖内壁的炉膛,请检查是否有砖块掉下因而阻碍火

焰的燃烧。

《d)如果炉膛太窄或太短,燃烧时会出现黑烟而且炉膛里容易积聚炭垢。
(e)亦也许是所选用的油嘴太大。在选择油嘴时,请注意说明书上所列出燃烧机的

最太耗油量是以炉膛里完仝没有阻力或带有少许负值内压为准。太窄的烟囱会

增高炉膛里的阻力。如果燃烧机是用于内压偏高的炉膛,而安装的油嘴又接近

说明书上所列出的耗油量上限,燃烧时是会出现黑烟。
(f)如果烟囱是装有烟囱挡板,请注意有没有适当地打开。在某些炉膛如果于燃烧

时是需要开动抽风扇的,请注意有没有开动。
(g)如果燃烧机里面已经积聚了太量的污垢,这会使燃烧时出现黑烟。

在关上燃烧机后,稍后重新开动时出现问题,燃烧机不能起动,或在正常起动后不
能喷出火焰,稍后停止操作,控制盒亮起故障灯。

由于燃烧机在不久之前是正常地操作,所以故障的原因不大可能是由于调校方面的
问题,组件突然损坏的机会亦应该是比较小。

(a)如果燃烧机不能起动,但控制盒不亮起故障灯⋯∴

这可能是恒温器的毛病,亦请参看毛病征象 (2)∶

(b)如果燃烧机不能起动,控制盒亮起故障灯⋯⋯

可能是由于油泵的轴承太紧。如果油泵里面生锈,这现象是会发生。又如果用

以盛载燃油的油罐以前曾经盛载过某种带黏性的溶剂而之后又冲洗不干净,这
些残余的溶剂会使燃油带有黏性,油泵在停止操作后,下一次或许不能再转动 ,

连带燃烧机亦无法起动。同时亦请参看毛病征象 (1)。

《c)如果燃烧机曾经起动,但在未喷出火焰前已停止操作,亮起故障灯⋯⋯

如果是单油管系统而供油管系统里的某些接口不紧密 ,空气进入了供油管,每次

开动燃烧机时都需要排气 ,否则燃烧机不能喷出燃油,稍后控制盒亮起故障灯。

亦可能是炉膛里有不正确的火焰信号 (请参看第11页 的注5)。 如果燃烧机是用

于焚化炉或高温的熔解炉,燃烧机停止操作后炉膛里仍有火焰在燃烧或者是保

持通红,这会对燃烧机提供不正确的火焰信号,在下一次起动时,感光电眼过

早收到炉膛里的火焰信号,燃烧机在吹风程序过后不能喷出火焰,稍后控制盒

亮起故障灯。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出现,请向经销商查询更换另一种型号的控制盒。更换控制

盒后,控制盒在过早收到不正确的火焰信号时同样不能操作,但不会亮起故障

灯。稍后当不正确的火焰信号消失时,燃烧机会自动恢复正常操作)

(d)如果燃烧机在吹风程序完成后正常地喷出火焰,稍后停止操作,控制盒亮起故

障灯。⋯⋯。

可能是感光电眼的感光部分不清洁,控制盒不能收到正常的火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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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毛病征象:燃烧时油泵发出不正常的响声。

可能原因:可能是油泵吸进了空气 (请参看第9页的注1)。

(11) 毛病征象:燃烧机经常无缘无故地停止操作。

可能原因:如果控制盒上的故障灯不亮起,这可能是 :

(a)J叵温器的毛病,提供错误的信号。

(b)电源接线不牢固或接触不良。

(c)控制盒与接线座的接触不好。

如果故障灯亮起,则可能是 :

(a)可能是控制盒的毛病。

(b)感光电眼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毛病,但未必是由于电眼本身失灵,可能只是感

光部分积聚了一层抹不去的污垢,电眼变了有时能够看到火光但有时却看不见。

这些无缘无故的故障通常是很难查出毛病的原因。不过,有些时候是由于某处接线

不牢固,又或者部分配件或组件里面的某个焊接口不牢固,以致出现一些无缘无故

的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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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5零 件图说明

① 火通

② 法兰

③ 石棉

④刂̀机壳

⑤胶垫

⑥大机壳

⑦ 电眼座

⑧底座

⑨ 电眼

⑩ 控制器

⊙ 胶盖

⑦ 螺丝

⑩ 胶芯

⑦ 油泵

⊙ 胶垫
⑩ 胶盖

④机壳中隔

④弹簧

⑦马达垫圈

④油枪组件

⑩高压线

⑩高压包

① 电源线

⑦调节螺丝

⑩风r1板

⑩风门

④ 高压油管

④ 马达

② 叶轮

④数字盘

⑦ 刻度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