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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行业经验

30 热熔胶喷胶系统的研发和生产

与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紧密合作。

木工和家具

FOCKE MELER GLUING SOLUTIONS

一个国际化的集团公司

· 我们在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美国和德国
拥有分公司

· 合作伙伴遍布欧洲、美国、非洲、亚洲和大
洋洲主要国家

· 遍布世界各地的代理商和技术服务网络

A FOCKE GROUP COMPANY

我们的客户和经销商信任我们，
因为我们是他们的一部分

FOCKE MELER 涂胶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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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经营理念

伙伴关系

Meler的每一个人和每个部门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理念:
我们为客户工作，并代表我们的客户。

• 贴近客户: 我们倾听客户的需求
• 灵活性：我们适应他们的需要并迅速采取行动
• 我们的专业知识和业务结构使我们能够提供快速、可靠和具有竞争力的解决方案.
• 我们提供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基于标准产品我们适应客户的需求，开发必要的特

殊项目，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服务

在Focke Meler你总是能够找到支持，我们自始至终帮助你，与客户密切合作对我们至关
重要，建立持久的关系并与你的企业成功合作

研发

在Focke Meler 我们致力于研究和开发新技术，每天都在努力改进和提高我们的产品和工
艺的质量和性能，在安装前，我们严格检查检验每一个产品每个系统。

高能效

我们公司的目标之一就是可持续发展： 我们通过研究和开发有助于降低能源需求的产品
从而创造新的解决方案，帮助客户降低产品能耗。 

售前售后技术
支持

专业热情

全面，快速
个性化的
客户服务

快速交付
响应迅速

深入了解
产品和应用





5

目录表

应用
包装和贴标 .....................................................................8
图形印刷纸制品 ............................................................10
建筑和建筑材料 ............................................................12
汽车工业 .......................................................................14
木工和家具 ...................................................................16
纺织品和床垫 ................................................................18
产品组装 .......................................................................20
卫生和医疗用品 ............................................................22

热熔胶机
活塞泵

Micron 系列 ..................................................................  26
Micron MOD .................................................................  30
B4 系列 .........................................................................  32
手动系统 .......................................................................  34

齿轮泵
Micron 系列 ..................................................................  36
Micron MOD .................................................................  38
Micron PUR: LC 和 MC .................................................  40
B4 齿轮泵 和 B4 VS 系列 ..............................................  42
B4 PUR 和 B4 Non-stop 系列 ......................................  44
手动系统 .......................................................................  46
Macro ...........................................................................  48
PS20 和 PS200 桶装胶机 ..............................................  50

PS20 Non-stop 桶装胶机 .............................................  52

发泡机 .........................................................................  54
自动上料 ......................................................................  56

喷胶枪
ELECTRIC ....................................................................  60
BEAD ...........................................................................  62
刮涂 .............................................................................  64
螺旋喷 .........................................................................  66
喷头 ..............................................................................68
喷嘴 ..............................................................................70

控制器...............................................................................  74

胶管 ....................................................................................  78

专用设备
滚涂机 .........................................................................  82
收放卷系统 ..................................................................  84



应用领域



应用领域





9

FockeMeler为纸制品包装，裹包和标签行业提供热熔胶系统，并满足生产线的各种特
殊需要。包括如下应用：

  我们在这些领域的丰富的经验给我们以信心，使得我们能向客户提供各种应用的最经
济可靠的解决方案。

喷胶设备

热熔胶机
• Micron 活塞泵系列 ................................. p. 26

条状喷枪
• NC 系列喷枪 ...........................................  p. 62 

零滴漏喷头 .....................................................p. 68

胶管 ............................................................... p. 78

纸箱成型

用于颗粒或者粉末产
品的防水包装

封箱

水果蔬菜箱成型

装盒

• 纸盒成型
• 自动或者手动装箱
• 包裹包装
• 水果盒和蔬菜箱
• 固定托盘(箱或袋)

• 单个标签贴标或卷标贴标在罐头或
者瓶子上

• 箱子或袋子上贴标
• 颗粒状或粉末状产品的防水包装
• 裹包

 
单张标签在瓶子或罐子上贴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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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er热熔胶设备适用于图形艺术和纸制品行业的广泛应用:
• 瓦楞纸板包装
• 工业产品箱子 (侧边胶条, 底部锁紧, 四或六角).
• 书本装订：胶合刺，封面，分开和折页胶合.
• 信封生产：侧面，自粘横向胶合
• 纸袋购物袋生产
• 纸袋购物袋
• 展柜PoS 

相关产品

热 熔胶机
• Micron 活塞泵系列 ................................  p. 26
• Micron 齿轮泵系列 ................................. p. 36

输胶机
• PS20 NON-STOP .................................... p. 50

条状喷枪
• HS 系列精密喷枪  ................................... p. 63

喷头
• 书本装订侧封枪  ..................................... p. 64

控制器
• PC Star控制器 ......................................... p. 74

纸箱

侧封

纸袋购物袋

纸盒包装

PoS 展柜

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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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专注于热熔胶在陶瓷工业的广泛应用  (蜡, EVA 或 PUR 基材) :
• 瓷砖格栅热熔胶的应用
• 划伤保护
• 包裹瓷砖包装  
• 最终包装的最终码垛。

我们拥有一系列使用非常方便的熔胶设备，能耗低，适用于各种热熔胶和密封剂，以及
大型刮胶枪，适用于如下应用：

• 隔音板
• 在通风柜面板上用的安全网
• 檐口用涂层模塑制品
• 水泥或石膏袋的标签和码垛

相关产品

热熔胶机
• Macro ................................................. p. 48 

供胶机
• PS20 and PS200 ................................ p. 50
• PS20 NON-STOP ............................... p. 52

条状喷枪
• MU 系列喷枪 ........................................... p. 62

喷头
• 可调刮枪 ................................................... p. 65

胶管 ............................................................... p. 78 

网栅胶

   檐口用涂层模塑制

隔音板

最终码垛

防划伤

通风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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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的要求越来越高：开发周期更短，质量要求更高，因此选择一个能够提供安
全，创新，高质量保证的供应商变得尤其重要。 

Focke Meler 提供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刮胶及粘接等的最好解决方案，例如：汽车顶棚，
地毯，电池，过滤器 ，镜子，车牌，座椅，顶灯，车身，隔音隔热等。

特殊热熔胶的应用（聚氨酯，反应性聚氨酯等） 需要高于通常标准的质量和耐久性。 
为此，我们提供操作方便，高效节能的滚胶设备， 可以用于各种基材，收放卷机器， 
胶机， 连续或者间断的刮枪等。

 

汽车行业主要刮胶及粘接应用如下：

相应产品

供胶机
• PS20 and PS200 ................................ p. 50
• PS20 不停机 ............................................ p. 52

条状喷枪
• HS系列精密喷枪 ..................................... p. 63

螺旋喷枪
• ECA/ECAI 系列喷枪 ............................... p. 67

喷头
•  零滴漏喷头 .............................................. p. 69

专用设备
• 滚涂棍子 ................................................... p. 82
• 收料机器 ................................................... p. 84

仪表板

车牌板

镜子

座椅

顶灯

顶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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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年中，木材和家具市场见证了热熔胶特别是反应性聚氨酯(PUR)胶的应用的
惊人增长，  得益于其在粘合力和耐温度和湿度方面的优良性能
家具需要完美的饰面，要求非常精密的涂胶技术  。 Focke Meler 提供非常广泛的产品
供选择，例如：封边枪，刮枪，Micron 35 齿轮泵胶机， Micron PUR LC 和 B4不停线 
热熔胶机。

主要应用在如下领域:

相关产品：

热熔胶机
• Micron 35 齿轮泵 .................................... p. 36
• Micron PUR LC/MC ............................ p. 40
• B4 不停机系列 ......................................... p. 44

喷枪
• 封边枪 ....................................................... p. 64
• 刮枪 ........................................................... p. 64

裹边

台面密封

板成型

平刮胶

封边刮胶

门板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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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自动控制还是由操作人员手动操作，我们的热熔胶系统都能够保证对所有工艺品
和纺织材料的精确喷胶控制。
我们有常用于此类材料的喷胶，专用的螺旋喷枪或刮枪以及多种多样的喷头，由于能提
供永久胶粘力与纺织品所需的柔韧性，不干胶被广泛使用在此行业。
对于床垫行业的毛粘和外罩的涂胶， FockeMeler开发了一系列胶枪，以满足本行业各
种应用需求，可以选择手动或者自动螺旋喷胶。 
 典型应用如下：

• 毛粘和外罩涂胶
• 袋装弹簧喷胶
• 纺织品封边喷胶
• 地毯涂胶.

相关产品

热熔胶机
• Micron 活塞泵系列 ................................. p. 26
• Micron 齿轮泵系列 ................................. p. 36
• Macro 大型胶机系列 .............................. p. 48

条状喷枪
• MU 系列喷枪 ........................................... p. 62

螺旋喷枪
• ECA/ECAI 系列喷枪 ............................... p. 67

胶管 ............................................................... p. 78

专用设备
• 滚涂机 ....................................................... p. 82

床垫

地毯

袋装弹簧

纺织品喷胶和封边 隔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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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组装的热熔胶喷涂应用中，Focke Meler的热熔胶喷胶系统广泛应用在各种材料
和复杂的产品组装生产线上： 
 

• 鞋套
• 化妆品
• 相框
• 电缆和电缆行业
• 电子行业
• 工具生产
• 家电制造业

相关产品

热熔胶机
• Micron 齿轮泵系列 ................................. p. 36
• Micron MOD 齿轮泵系列 ......................  p. 38
• Macro ................................................. p. 48

供胶机
• PS20 Non-stop  ................................. p. 52

条状喷枪
• MU 系列胶枪 ..........................................  p. 62

胶管 ............................................................... p. 78

专用设备
• 滚涂机 ....................................................... p. 82

鞋套

化妆品

工具生产

相框组装

电子工业

家电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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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产的专业热熔胶喷胶系统广泛应用于无纺布市场，如尿布、医院和卫生用品以及
全系列的家用材料。 

目前的大部分应用包括：
• 医疗外科行业
• 卫生产品
• 药品
• 婴儿用品，如尿布和卫生一次性用品

相关产品

热熔胶机
• Macro ................................................. p. 48

供胶机
• PS200 ................................................. p. 50

胶枪
• CRCN系列喷头 ....................................... p. 64
•  喷枪 .......................................................... p. 65

螺旋喷枪
• ECA/ECAI 系列喷枪 ............................... p. 67

胶管 ............................................................... p. 78

纸尿裤

卫生巾

绷带

口罩

膏药

手术衣



热熔胶机



热熔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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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胶机 MICRON 系列: 5, 10, 20 AND 35 L.活塞泵热熔胶机

MICRON 系列胶机是设计和技术的结晶, 胶机提供最优化
的设备性能并给客户带来丰厚利益的解决方案。



应用领域其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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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效

低维护成本

清洁快速
方便

温度分布
均匀

外壳冷触感

适用范围广

图形印刷纸制品

建筑和建筑材料

包装和贴标

纺织品和床垫

特性

整个胶缸的接触面上确保温度分布均匀,从而实
现彻底和高效率地熔化热熔胶。

精心设计的胶缸/泵/气缸使得泵速均匀稳定。

能效
创新的产品充分利用能源，从而显著节省使用
和维护成本。

优势
• 简洁直观的控制面板用于控制胶机，方

便日常操作。
• 宽大的胶缸口使得底部完全开放，方便

加胶，清洁等操作。
• 人性化的设计使得整个胶机拆卸方便。
• Micron胶机的设计确保使用者的安全，

保证胶缸外壳冷触感，配备自动回流
阀，在胶机报警时或胶机关闭时会自动
卸除系统内部残余压力。

能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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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胶机 MICRON 系列: 5, 10, 20 AND 35 L.活塞泵热熔胶机

功能性强, 前沿的设计理念,  
和谐地融入任意的设备或机器

宽大的加胶口

可操作性强

优化设计的鳍状加热器可充分提高能效比

冷触感外壳

高性能泵过滤器

熔胶效率高

完全隔热

加胶口的密封装置防止污染



应用领域其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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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印刷纸制品

建筑和建筑材料

包装和贴标

纺织品和床垫

显著节能

低维护成本

使用清洁快
速方便

温度分布
均匀

外壳冷触感

适用范围广  

技术参数 MICRON 5 MICRON 10 MICRON 20 MICRON 35

胶缸容量 5.15 litres 9.7 litres 19.7 litres 37.4 litres

最大允许胶块 192 x 182 x 106 mm 192 x 267 x 140 mm 263 x 273 x 234 mm 299 x 299 x 342 mm

熔胶能力* 9 kg/h (*) 13.5 kg/h (*) 19 kg/h (*) 30 kg/h (*)

泵速*
29.3 kg/h pump 7 cc (*)

66.0 kg/h pump 19 cc (*)

输出接口 2, 4 or 6

温度范围 40 to 200°C (104 to 392°F)

温度控制 RTD ± 0.5°C (± 1°F)

最大工作压力
(气压6 bar时) 81.6 bar (1183 psi)

最大耗电功率(at 230 VAC)

4,700 W (2 outputs) 5,700 W (2 outputs) 6,200 W (2 outputs) 7,700 W (2 outputs)

7,100 W (4 outputs) 8,100 W (4 outputs) 8,600 W (4 outputs) 10,100 W (4 outputs)

9,500 W (6 outputs) 10,500 W (6 outputs) 11,000 W (6 outputs) 12,500 W (6 outputs)

外部功能 温度输出信号 OK - 低液位输出信号 - 待机激活
外部输出控制

电源要求:
1 ~ N/PE 230V 50/60 Hz or 3 ~ N/PE 400/230V 50/60 Hz

3 ~ PE 230V 50/60 Hz with power adapter or 3 ~ PE 400V 50/60 Hz with transformer base

外形尺寸(长 x 宽 x 高)

587 x 341 x 481 671 x 341 x 481 671 x 382 x 524 738 x 435 x 673

587 x 341 x 628 
(tank lid open)

671 x 341 x 760
(tank lid open)

671 x 382 x 875 
(tank lid open)

738 x 435 x 1,067 
(tank lid open)

重量 37.5 kg (without load) 45.7 kg (without load) 60.2 kg (without load) 90.1 kg (without load)

选项
温度范围从 40 - 230°C (104 - 446°F), VP-200 自动压力控制,  

无零线400 VAC变压器底座  (不适用于Micron 35), 空气过滤器, 
低液位报警（带有或者不带状态指示灯) , 自动托盘供料

* 取决于热熔胶类型

能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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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胶机 MICRON MOD活塞泵热熔胶机

熔胶快速的热熔胶机

MICRON MOD是一款理想的按需要熔化胶水的热熔胶机. 
这就意味着热熔胶一直保持最佳状态。
特点

• 自动热熔胶上料系统根据使用需要向胶缸供胶，只
熔化需要使用的热熔胶

• 持续不断地根据使用熔化热熔胶，防止热熔胶碳
化，从而防止堵塞喷嘴，污染胶缸。

高能效
• 由于“Micron先进技术”能够最大化地利用电能，

按需要熔化热熔胶从而实现节省能源。
• 作为按需熔化系统，系统开机时电能消耗减少
• 优化的隔热外壳降低能量流失。

优势
• 简洁直观的控制面板
• 智能待机功能：胶机待机时，自动降低温度
• 操作安全：外壳冷触感，自动回流阀能够保证报警

时或者关机时将压力卸除。 



应用领域其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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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高

熔胶快

外壳冷触感

省胶

维修保养
方便

清洁快速
方便

图形印刷纸制品

产品组装

包装和贴标

专为中低胶量应用而特别设计

技术参数 MICRON MOD

熔胶速度* 15.5 kg/h

泵速* 29.3 kg/h, 7 cc pump

输出端口 2, 4 or 6

温度范围 40 to 200°C (104 to 392°F)

温度精度 RTD ± 0.5°C (± 1°F)

最大工作压力 (气压 6 bar) 81.6 bar (1183 psi)

最大功率 (230 VAC)

4,820 W (2 路输出)

7,220 W (4 路输出)

9,620 W (6 路输出)

外部功能 到温度输出信号 - 低液位输出信号 - 待机激活
外部输出抑制控制

电源要求
1 ~ N/PE 400/230 V 50/60 Hz

3 ~ N/PE 400/230 V 50/60 Hz

外形尺寸 (L x W x H) 587 x 377 x 577

重量 47 kg (不带自动添胶装置)

选项 VP-200 自动压力控制, 状态指示灯

* 取决于热熔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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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胶机 B4 系列活塞泵热熔胶机

适于中低用胶量场合

操作方便可靠
特别为手动和自动喷胶应用而设计。方便的温度控
制和宽大的加胶口. 气动活塞泵的设计确保了胶水
压力均匀，稳定无波动。

特点
• 温度控制操作方便
• 确保胶水的压力均匀没有波动
• 4升胶缸，熔胶速度6公斤/小时
• 7cc/转 泵速
• 230V 50 Hz, 16 A max 单相供
• 温度控制Pt100 或者 Ni120 v
• 到温信号，待机信号



应用领域其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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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方便和高效适用于中低用胶量

中低用胶量

控制方便

高性能活
塞泵

可用  Pt100 
和Ni120

汽车工业

建筑和建筑材料

包装和贴标

产品组装

图形印刷纸制品

技术特性 B4 (活塞泵)

胶缸容量 4 升

泵速* 29.3 kg/h, 7 cc 泵

熔胶速度* 6 kg/h

出胶口 2

温度范围 from 40 to 200ºC

控温精度 RTD ±0.5ºC (±1ºF)

最大工作压力 81.6 bar (1183 psi)

最大功率 (230 VAC) 3,680 W (16 A)

电源要求 LN ~ 230 V 50/60 Hz + PE

外部功能
到温信号

待机激活

外形尺寸 (LxWxH) 600x320x354

重量 36 kg

* 取决于热熔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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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胶机 手动系统活塞泵热熔胶机

手动应用的理想系统. 可配备多种柔性胶管和手动胶枪
用于条状和螺旋喷胶。

技术特性
• 快速连接开始工作: 特别适合低成本应用， 最

大熔胶速度每小时6公斤。 
• 最大泵胶能力每小时 29.3公斤 
• 控制器: 方便高效确保从40ºC to 200ºC 温度范

围内， 达到 0.5ºC 的温控精度.
• 接口: 在设备后端有两个流道和电气接口流道

接口采用JIC 9/16标准， 电气接口用于加热胶
管和胶枪 ，由RTD 控制温度 

• 胶缸: 宽大加胶口，优化设计的加热区域加快
熔化速度，方便胶缸内的过滤器以及排污阀的
清洁工作

• 电机 – 泵: 泵启停开关 以及 外部显示器 启动器
连接.

• 温度传感器两种类型：Pt100 和 Ni120 

用于条状或螺旋喷胶的B4手动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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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喷胶系统

配备手动条状喷枪的热熔胶系统
• B4 活塞泵胶机
• 胶管 2.4 或 3.0 m长 (可选其他长度)
• 手动条状喷枪 MM-RR  
• 喷嘴FMM-0.50 (可选其他规格 ).

配备手动螺旋喷枪的热熔胶系统
• B4活塞泵胶机
• 胶管 2.4 or 3.0 m长 (更多的长度可选择)
• 手动螺旋状喷枪 MM-RR-E
• 喷嘴E-0.45  (其他规格可供选择 )
• 230VAC压缩空气调节装置
• 用于手动螺旋喷枪的配件（气管和线缆）

汽车工业

产品组装

包装和贴标

纺织品和床垫

B4活塞泵胶机的更多信息见: 32页 
胶管的更多信息见: 78页
胶枪的更多信息见: 62页
螺旋喷头的更多信息见：66页

便捷的电子
控制

可选不同
胶管

独立温度
控制

可用 Pt100 
和 Ni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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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胶机 MICRON 系列 5, 10, 20 和 35 L.齿轮泵热熔胶机

专门的设计和专业的技术，适合不同应用场合的多
种高能效解决方案

效率
• 能耗: 高效利用熔胶的能耗，从而节省使

用和维护成本。      
• 熔胶和输送胶过程：温度均匀分布在胶

缸的整个接触表面上，不产生聚热点，
实现彻底和有效的熔化胶水。高性能可
靠的电机减速器泵组件保证了热熔胶的
连续流动。   

• 使用和维护方面：同系列的所有机器有
相同的操作，控制柜直观和简洁，便于
操作者的工作。胶缸盖大，完全打开，
方便装胶和胶缸的清洗，方便操作。它
的 设 计 是 为 了 最 大 程 度 的 确 保 人 身 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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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

高能效

低维护成本

使用方便清
洁快速

温度分布
均匀

外壳冷触感

适合多种
应用

双泵

图形印刷纸制品

建筑和建筑材料

包装和贴标

纺织品和床垫

技术特性 MICRON 5 MICRON 10 MICRON 20 MICRON 35

胶缸容量 5.15 升 9.7 升 19.7 升 37.4 litres

熔化速度* 9 kg/h (*) 13.5 kg/h (*) 19 kg/h (*) 30 kg/h (*)

泵速*
单泵: 1, 2.5, 4, 8 cc/rev (*)

双泵: 2x0.93, 2x1.86, 2x3.71, 2x4.8 cc/rev (*)

输出口端口
2, 4 or 6 单泵

2 or 4 双泵

温度范围
40 to 200°C (104 to 392°F)

Optional: 40 to 230°C (104 to 446°F)

控温精度
RTD ± 0.5°C (± 1°F)

Pt100 or Ni120

最大工作压力 
(气源 6 bar) 80 bar (1160 psi)

最大功率

单泵 
1 x 5.8 KW/ 3 x 3.0 KW 

(2 路输出)

with a single pump 
1 x 6.8 KW/ 3 x 4.0 KW 

(2 路输出)

with a single pump 
1 x 7.3 KW/ 3 x 4.5 KW 

(2 路输出)

with a single pump 
1 x 7.8 KW/ 3 x 3.8 KW 

(2 路输出)

单泵 
1 x 8.2 KW/ 3 x 3.0 KW 

(4 路输出)

单泵 
1 x 9.2 KW/ 3 x 4.0 KW 

(4 路输出)

单泵 
1 x 9.7 KW/ 3 x 4.5 KW 

(4 路输出)

单泵 
1 x 11.2 KW/ 3 x 5.0 KW 

(4 路输出)

单泵 
1 x 10.6 KW/ 3 x 4.0 KW 

(6 路输出)

单泵 
1 x 11.6 KW/ 3 x 4.0 KW 

(6 路输出)

单泵 
1 x 12.1 KW/ 3 x 4.5 KW 

(6 路输出)

单泵 
1 x 13.6 KW/ 3 x 4.0 KW 

(6 路输出)

单泵 
1 x 7.2 KW/ 3 x 3.9 KW 

(2 路输出)

单泵 
1 x 8.2 KW/ 3 x 3.9 KW 

(2 路输出)

两个单泵 
1 x 8.7 KW/ 3 x 3.9 KW 

(2 路输出)

两个单泵 
1 x 10.2 KW/ 3 x 3.9 KW 

(2 路输出)

两个单泵 
1 x 9.6 KW/ 3 x 5.1 KW 

(4 路输出)

两个单泵 
1 x 10.6 KW/ 3 x 5.1 KW 

(4 路输出)

两个单泵 
1 x 11.1 KW/ 3 x 5.1 KW 

(4 路输出)

两个单泵 
1 x 12.6 KW/ 3 x 5.1 KW 

(4 路输出)

外部功能
到温度输出信号 - 低液位输出信号 - 待机激活

外部输出抑制控制
电机启动控制 - 速度控制 - 泵控制板输出

电源要求
LN ~ 230 V 50 Hz + PE

3N ~ 400 / 230 V 50 Hz + PE

环境温度 0 to 40°C

外形尺寸 (长 x 宽 x 高) 730 x 360 x 630 mm 730 x 360 x 630 mm 730 x 400 x 670 mm 740 x 450 x 830 mm

* 取决于热熔胶的类型

汽车工业

卫生和医疗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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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胶机 MICRON MOD齿轮泵热熔胶机

MICRON MOD 带有齿轮泵的Micron MOD是一种坚
固、通用的热熔胶机，特别为低、中消耗应用中保
持热熔胶的质量而设计的。

能效高
采用了按需熔化技术，可以在需要时快速、安全和
有效地熔化所需的热熔胶量，这意味着热熔胶始终
保持在一个理想的状态，防止因碳化，堵塞喷嘴，
不需要频繁清洗熔胶系统。
系统的所有部件集中加热，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电
能，此外，完全热绝缘，以防止热损失到外部或者
非加热部件。

适用于聚酰胺类热熔胶 
适用于要求高的热熔胶 , 例如以聚酰胺类的需要特
殊对待的热熔胶 。 

高安全性能

在整个过程中，冷接触的外壳仍然保持低温，以
确保工作场所的使用安全最大化。   配有一个减压
阀，当泵在液压回路关闭时，卸除回路中产生的压
力。

瞬时熔胶即时使用的热熔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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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热熔胶

清洁方便
容易

快速方便
地进入设备

内部

控制面板
直观

冷触感外壳

使用便捷

设计独特，保护热熔胶不易碳化
技术特性 MICRON MOD

容量 1.21 litres

泵速*

单泵 1, 2.5, 4, 8 cc/rev

双泵 2x0.93, 2x1.86, 2x3.71, 2x4.8 cc/rev

熔化速度* 15.5 kg/h

出胶口 2 or 4

温度范围 40 to 200°C (104 to 392°F) optional 230ºC

控温精度 RTD ±0.5ºC (±1ºF) Pt-100 or Ni-120

最大工作压力 (工作气压 6 bar) 80 bar (1160 psi)

最大功率(230 VAC)

单泵/2 路输出 1 x 6.0 KW / 3 x 2.6 KW

单泵/4 路输出 1 x 8.4 KW / 3 x 3.8 KW

单泵/2 路输出 1 x 6.3 KW / 3 x 2.9 KW

单泵/4 路输出 1 x 8.7 KW / 3 x 4.1 KW

电源 LN ~ 230 V 50 Hz + PE 3N ~ 400 / 230 V 50 Hz + PE

外部功能

到温输出

输出控制

电机启动输入

速度控制输入

泵控制板错误输出

环境温度 0 to 40°C

外形尺寸 (LxWxH) 784 x 376 x 725 mm

重量 (单泵) 47 kg (不带自动填料系统 )

选项 状态灯  VP-200压力自动控制

* 正常条件

汽车工业

产品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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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胶机 MICRON PUR: LC AND MC齿轮泵热熔胶机

功能强大， 最先进的设计结合前沿技术， 最大限度低降

低能源损耗

设计用于熔化和输送5L 大小的PUR 反应型热熔
胶。（MICRON PUR LC）用于2公斤和35L胶块，
（MICRON PUR MC）用于20公斤胶块。

特性
• 温度均匀分布在胶缸的整个接触表面上，实

现安全和有效的熔化。不产生聚热点，损坏
胶水。

• 胶流连续稳定 
• 配备隔绝空气的胶缸盖和空气干燥系统能更

好地保护热熔胶.

能效高
最大限度地节省熔胶的能源消耗，节省使用成本和
维护成本。

优势
• 简洁直观的控制面板
• 节省维护时间
• 确保使用者安全：外壳冷触感，回流阀在报

警和系统关闭时能将系统内部的压力卸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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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印刷纸制品

汽车工业

木工和家具

适用于PUR反应型热熔胶的热熔胶机
用于 PUR 

热熔胶

维护成本低

清洁方便
容易

高性能、极
可靠 

节能

可用 Pt100 
和 Ni120

冷触感外壳

适合不同
应用

使用寿命长

技术特性 MICRON PUR LC MICRON PUR MC

容量 5.15 litres 37.4 litres

熔化速度* 2 kg/h (*) 20 kg/h (*)

泵速*
单泵: 1, 2.5, 4, 8 cc/rev (*)

双泵: 2x0.93, 2x1.86, 2x3.71, 4.8 cc/rev (*)

出胶口
2, 4 or 6 单泵

2 or 4 双泵

温度范围 40 to 200°C (104 to 392°F)

控温精度
RTD ±0.5°C (±1°F)

Pt-100 or Ni-120

最大工作压力
(气压 6 bar) *90 bar (1305 psi)

最大功率

单泵
1 x 6.8 KW/ 3 x 4.0 KW (2 outputs)

单泵
1 x 7.8 KW/ 3 x 3.8 KW (2 outputs)

单泵
1 x 9.2 KW/ 3 x 4.0 KW (4 outputs)

单泵
1 x 11.2 KW/ 3 x 5.0 KW (4 outputs)

单泵
1 x 11.6 KW/ 3 x 4.0 KW (6 outputs)

单泵
1 x 13.6 KW/ 3 x 4.0 KW (6 outputs)

两个单泵
1 x 8.2 KW/ 3 x 3.9 KW (2 outputs)

两个单泵
1 x 10.2 KW/ 3 x 3.9 KW (2 outputs)

两个单泵
1 x 10.6 KW/ 3 x 5.1 KW (4 outputs)

两个单泵
1 x 12.6 KW/ 3 x 5.1 KW (4 outputs)

外部功能

到温信号 - 低液位输出 (选项) - 待机激活

输出抑制 - 泵启动输入 - 速度控制

泵控制板错误输出

电源要求
LN ~ 230 V 50 Hz + PE

3N ~ 400 V / 230 V 50 Hz + PE

环境要求 0 to 40°C

外形尺寸 (LxWxH) 730 x 420 x 630 mm 740 x 520 x 870 mm

* 取决于热熔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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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TERS B4 齿轮泵胶机和B4 VS 系列齿轮泵热熔胶机

稳定、可靠、易用、高效   适用于中低用胶量

B4 齿轮泵
• 使用方便 
• 带有回流阀的齿轮泵胶机，通过外部限制并调节系统的最大压力

来保证使用安全性。 
• 多功能电控板，操作便捷。
• 位于机器后面控制器背向的电气接口和出胶口，方便连接使用。 

配有两路出胶口。
• 大胶缸口，过滤器和回流阀，使得清洗更容易。
• 通过主机的接口或者手动枪的触发信号，可以控制轮泵的启停以

及泵的外部控制
• 良好的互换性可采用PT100和NI120传感器，兼容于市场上的所有

机型。

B4 VS
• 通过调节泵的转速从0转至100转每分钟，从而调节胶水流量，手

动或自动流量，并且可调范围宽.
• 电子温度控制范围在40至200度，配备安全系统监控温度传感器开

路或者超温，防止系统工作中的温度故障，并且在达到所有设定
温度时和主机通讯。它也有内置的每日/每周自动启动和停止工作
的时间控制器。

• 配有两个连接胶管和胶枪的接口，符合9/16 18 UNF工业标准。
• 大胶缸和胶缸口可以装入不同包装规格的热熔胶，如颗粒，枕块

和大块（PSA）。
• 清洁方便维护保养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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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 便捷 和 高效 
技术特性 B4 (GEAR) B4 VS

胶缸容量 4 litres 4 litres

最大允许的胶块体积 192x159 mm (area) 123 mm (height) 192x159 mm (area) 123 mm (height)

输胶速度 (取决于热熔胶类型) 6 kg/h From 1.2 l/h (10 rpm) to 12 l/h (100 rpm)

熔胶速度  (取决于热熔胶类型) 6 kg/h 6 kg/h

出胶口 2 2

泵速 50 rpm 0-100 rpm (recommended 10-80 rpm)

泵数量 1 (2 cc/rev) 1 (2 cc/rev)

温度范围 40 to 200ºC  40 to 200ºC

控温精度 RTD ±0.5ºC (±1ºF)  RTD ±0.5ºC (±1ºF)

温度传感器类型 Pt100 or Ni120

最大工作压力 40 bar 80 bar

流道接口 9/16 18 UNF 9/16 18 UNF

最大功率 (230 VAC) 3,680 W (16 A) 3,680 W (16 A)

电源要求 LN ~ 230 V 50 Hz + PE LN ~ 230 V 50 Hz + PE

外部功能  

到温信号 到温信号

待机激活 待机激活

泵  启/停 泵  启/停

泵速设定

泵控制板错误输出

外形尺寸(LxWxH) 600x320x354 mm 600x320x354 mm

重量 38 kg 40 kg

选项：

温度范围 40 to 230°C 40 to 230°C

低液位传感器 电容式传感器 (带状态灯) 电容式传感器 (带状态灯)

自动上料 Yes Yes

泵控制外部接口 Yes Yes

空气干燥器 No No

汽车工业

建筑和建筑材料

产品组装

图形印刷纸制品

木工和家具

包装和贴标

控制面板操
作便捷

可用 Pt100 
和 Ni120

高性能的齿
轮泵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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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胶机 B4 VS PUR 和 B4 NON-STOP 系列齿轮泵热熔胶机

B4 VS PUR

B4 NON-STOP

适用于反映型热熔胶及中低用胶量场所
B4 VS PUR
PUR 热熔胶机配有可调速电机和气密性胶缸盖。

• 可装3kg的小PUR胶块. 一旦设备装入热熔胶完毕，密闭的胶
缸盖和注入的干燥空气可有效地保护热熔胶。 

• 手动和自动流量调节范围宽，通过调节泵马达的转速从0转
到100转/分钟。

• 系统配备两个接口连接胶管胶枪系统。接口符合9/16 18 
UNF工业标准。

• 维修方便
• 易于适用温度和速度控制
• 低液位传感器 (选项).
• 空气干燥器(选项).
• 气密胶缸盖带有开盖传感器 .

B4 NON-STOP
按使用需要熔化热熔胶，使得热熔胶总是保持完好状态。优化的设
计，使它成为一个安全和精确的胶机，同时保护热熔胶.

• 用于块状的聚氨酯基（PUR）反应性热熔胶，最大直径为
130毫米的2、3或4公斤覆铝膜胶块。允许在不停止生产的情
况下将新胶块加入到胶缸里。 

• 带有低液位检测器的胶缸，带有熔化格栅提供最佳熔胶效
果，PUR胶块的消耗可见。 

• 保存热熔胶：有助于始终保持热熔胶处于良好状态。压力系
统和熔胶系统确保充分利用胶块，防止浪费的PUR热熔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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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

建筑和建筑材料

产品组装

图形印刷纸制品

木工和家具

稳定 便捷 和 高效

方便电气
控制

全电动控制

可用 Pt100 
和 Ni120

清洁方便
容易

维护方便

技术特性 B4 VS PUR B4 NON-STOP

胶缸容量 4 升 0.45 litres (reserve tank)

最大允许胶块 192x159 mm (area) 123 mm (height) Blocks of Ø130 mm and height up to 165 mm

泵速* From 1.2 l/h (10 rpm) to 12 l/h (100 rpm) From 1.2 l/h (10 rpm) to 12 l/h (100 rpm)

熔胶速度* 6 kg/h 6 kg/h

出胶口 2 2

泵速 0-100 rpm (recommended 10-80 rpm) 0-100 rpm (recommended 10-80 rpm)

泵数量 1 (2 cc/rev) 1 (2 cc/rev)

温度范围 40 to 200ºC 40 to 200ºC

温控精度 RTD ±0.5ºC (±1ºF) RTD ±0.5ºC (±1ºF)

温度传感器类型 Pt100 or Ni120 Pt100 or Ni120

最大工作压力 80 bar 80 bar

接口标准 9/16 18 UNF 9/16 18 UNF

最大功率 (230 VAC) 3,680 W (16 A) 3,680 W (16 A)

电源要求 LN ~ 230 V 50 Hz + PE LN ~ 230 V 50 Hz + PE

外部功能 

到温信号 到温信号

待机激活 待机激活

泵  启/停 泵  启/停

电机速度设置 电机速度设置

泵控制板错误输出 泵控制板错误输出

外形尺寸 (LxWxH) 600x320x354 mm 600x320x354 mm

重量 51.5 kg 60 kg

选项

低液位传感器 电容传感器(带状态灯 ) 电容传感器(带状态灯 )

自动上料 No No

泵控制外部接口 Yes Yes

空气干燥系统 Yes No

* 取决于热熔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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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胶机 手动系统齿轮泵热熔胶机

条状和螺旋状喷枪 用于 B4 手动系统

用于手动应用的理想系统，有各种型号的柔性胶管和手动条
状或螺旋状喷枪供选择。 

技术特性
• 专门为低成本的手动和自动应用而设计，配备胶缸最

大每小时熔化6公斤的热熔胶
• 齿轮泵系列泵胶速度6kg/h，阀内稳定的压力确保胶

水稳定地释放 . 活塞泵系列最高速度 29.3 kg/h，保证
稳定的泵胶速度6 kg/h，压力调节器和压力表可从外
部访问。  

• 控制器操作方便，控温范围40-200度，温控精度 
+-0.5ºC.

• 它有两个接口（JIC9/16）和两个电器接口（用于加
热软管和RTD控制枪），连接后面的软管。宽大的加
胶区域用于优化熔胶速度，方便装热熔胶，过滤器和
排胶阀使得清洁更加容易。

• 胶机配有泵起停开关，以及外部电机启动接口通过主
机的信号和手动枪触发。

• 该机可用PT100和Ni120传感器可兼容市场大部分机
器。其广泛的兼容性允许结合PT100和NI120传感器
的可能性，因此它可以取代市场上的任何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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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

包装和贴标

产品组装

纺织品和床垫

胶机配备胶管和手动胶枪

配备手动条状喷枪的手动喷胶系统 
• B4齿轮泵胶机
• 2.4 或 3.0 m 的手动胶管 (可选其他规格).
• MM-RR 手动喷胶枪
• FMM-0.50 喷嘴 (可选其他规格).

配备手动螺旋喷枪的手动喷胶系统 B4活塞泵胶机
• 2.4 或 3.0 m 的手动胶管 (可选其他规格)
• MM-RR 手动喷胶枪
• E-0.45 喷嘴
• 230 VAC 调压阀
• 用于手动螺旋喷枪的适配器（电缆和气管）（长度依照根据胶管的尺寸而定） 

VAC 调压阀

B4 齿轮泵系列的更多信息见: page 42.
胶管的更多信息见: page 78.
条状胶枪的更多信息见: page 62.
手动螺旋喷枪的更多信息见: page 66.

不同长度的
胶管

独立温度
控制

可用 Pt100 
和 Ni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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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胶机 MACRO: 50, 120 和 200齿轮泵热熔胶机

适用于颗粒状热熔胶的连续涂胶应用，高熔化效率

技术特性/优势 

手动和自动流量调节范围宽，通过调节泵马达的转
速从0转到80转/分钟

• 方便加胶
• 电气和胶管接口位于胶机后部侧边
• 操作安全，配有一个减压阀限制回路中的回

路中的最高压力。
• 移开操作面板和电控柜，可方便地触及胶机

内部

主要应用

床垫生产，空气过滤器， 刮胶设备的预熔胶和产
品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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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熔胶适合高用胶量

汽车工业

建筑和建筑材料

产品组装

纺织品和床垫

木工和家具

卫生和医疗用品

技术特性 MACRO 50 MACRO 120 MACRO 200

胶缸容量 50 litres 120 litres 200 litres

泵速 *
1, 2.5, 4, 8, 15, 20 and 30 cc/rev 单泵

2x0.93, 2x1.86, 2x3.71 and 2x4.8 cc/rev 双泵

熔胶速度* 一胶缸每小时

泵数量 Up to 2 pumps (50), up to 4 pumps (120 or 200)

出胶口 每个泵2 路输出

电气接口 2 或 4 输出 (标准配置)

电机功率 0.375, 0.55, 0.75, 1.1 kW, 取决于泵的型号

速度 10-80 rpm (range 0-100 rpm)

温度范围 40 to 200ºC (230ºC optional)

温度控制 RTD ±0.5ºC

最大工作压力 80 bar (1160 psi)

回流阀 气动或机械

最大功率

1 单泵/ 2 出胶口 4,260 W / per phase 6,060 W / per phase 13,000 W / per phase

2 单泵 / 4 出胶口 5,560 W / per phase 8,260 W / per phase 14,200 W / per phase

外部功能

到温信号 . 低液位信号. 待机激活

外部输出控制 电机启动

电机速度设置. 控制板错误信号

电源要求 3N ~ 400 V 50/60 Hz + PE

选项 信号灯. 液位探测器. 自动上料
压力控制系统

*取决于热熔胶的类型

使用方便

嵌入式泵控
制板

宽大的加胶
口方便加胶

熔胶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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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胶机 PS20 和 PS200 桶装机齿轮泵热熔胶机

用于直接熔化20和200升桶状包装的热熔胶 

生产可以中断几天，不需要供应惰性气体。放置胶桶
容易.

特性
• 手动和自动流量调节范围宽，通过调节泵马达

的转速从10转到80转/分钟  .
• 位于胶筒熔化器顶部的液压和电气接口，胶管

连接方便，最多可以接4根胶管和胶枪。
• 机器配有一个减压阀限制回路中的最高压力。
• 空气喷射系统在桶装胶机喷胶时，能够自动抵

消桶内产生的负空。

主要应用
汽车工业, 书本装订 ，图形艺术, 滚胶机预熔胶，板材
边缘、后成型、密封台面和涂层模塑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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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

建筑和建筑材料

产品组装

图形印刷纸制品

木工和家具

纺织品和床垫

技术特性 PS20 PS200

胶桶规格 Ø280 (内径) x 400 mm (up to 20 litres) Ø571 (内径) x 950 mm (up to 200 litres)

熔胶盘类型 Smooth / Radial fins Smooth / Radial fins / Parallel fins

熔胶速度 (取决于热熔胶和熔胶盘) 9 to 20 kg/h Up to 165 kg/h

泵速*

单泵 1; 2.5; 4 and 8 cc/rev 1; 2.5; 4; 8; 15; 20 and 30 cc/rev

双泵 2x0.93; 2x1.86; 2x3.71 and 2x4.8 cc/rev 2x0.93; 2x1.86; 2x3.71 and 2x4.8 cc/rev

泵数量 1 单泵 or 1 双泵
1 single pump or 1 dual pump
2 single pumps up to 8 cc/rev

泵速度 10-80 rpm (range 0-100 rpm) 10-80 rpm (range 0-100 rpm)

电机功率 0.250 kW 0.375; 0.55; 0.75 or 1.1 kW 
according to the type of pump

输出口数量 2 per pump (UNF 3/4’ thread) 2 per pump (UNF 3/4’ thread)

电气接口数量 2 or 4 outputs (标准配置) 2 or 4 outputs (标准配置)

温度范围 40 to 200ºC 40 to 200ºC

控温精度 RTD ±0.5ºC (±1ºF) RTD ±0.5ºC (±1ºF)

温度传感器类型 Pt100 or Ni120 Pt100 or Ni120

最大工作压力 80 bar (建议70 bar) 80 bar (建议70 bar)

回流阀 气动 (手动调节) 气动 (手动调节)

接口 9/16 18 UNF 9/16 18 UNF

最大功率

1 单泵 / 2 路输出 5,000 W per phase 9,300 W per phase

1 双泵 / 4 路输出 5,000 W per phase 10,500 W per phase

电源要求 3N ~ 400 V 50/60 Hz + PE 3N ~ 400 V 50/60 Hz + PE

外部功能

到温信号 到温信号

待机激活 待机激活

泵 启动/停止 泵 启动/停止

电机速度设置 电机速度设置

泵控制板错误输出信号 泵控制板错误输出信号

胶桶用完输出 胶桶用完输出

加热通道外部控制 加热通道外部控制

外形尺寸 (LxWxH) 

工作时 1,100x600x1,850 mm 1,800x800x2,740 mm

维护保养时 1,700x1,200x1,850 mm 2,600x1,600x2,740 mm

重量(空机) 235 kg 780 kg

选项

信号灯 Yes Yes

自动送空气到胶桶内 Yes Yes

* 取决于热熔胶类型，胶桶尺寸和工作条件  

使用方便维
护便捷

适用于 
Pt100 

和 Ni120

接胶盘

单泵或者双
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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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胶机 PS20 不停线热熔胶机齿轮泵热熔胶机

用于可控制熔化20公斤包装PUR块状热熔胶

按照需要熔化热熔胶，并且具有不停止的功能，能
够在不停止操作的情况下加入新的胶块。  
技术特性

• 当胶机使用下缸体的胶水时，熔胶系统，压
盘和加热栅格的功能失效（压力和加热）从
而达到节能的效果。

• 节省胶水，胶水得到完全利用特别是底部胶
水。

• 单泵和双泵系统可用于高精密自动化的场合
• 储胶缸的低液位报警器保证胶缸内胶量
• 可移动的电控柜和可拆卸的面板方便胶机内

部操作。 
• 空气干燥器确保热熔胶的完美保存，保证了

胶缸干燥状态。 

主要应用
汽车工业, 书本装订, 图形艺术 (透明盒), 产品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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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业

建筑和建筑材料

产品组装

图形印刷纸制品

木工和家具

技术特性 PS20 NS

装胶空间 Ø286 x 395 mm (20 kg 胶块)

备用胶缸容量 3.5 L (可用) / 10 L (最大)

熔胶速度 (取决于热熔胶类型) 20 l/h l连续熔胶情况）

泵速*

单泵 1; 2,5; 4 and 8 cc/rev

双泵 2x0.93; 2x1.86; 2x3.71 and 2x4.8 cc/rev

泵数量 可接两个单泵 或 2 双泵

泵速 10-80 rpm (range 0-100 rpm)

电机功率 0.375 kW

出胶口 2 per pump (UNF 3/4’ 螺纹)

电气接口 2 or 4 输出 (标准配置)

温度范围 40 to 200ºC

控温精度 RTD ±0.5ºC (±1ºF)

温度传感器类型 Pt100 or Ni120

最大工作压力 80 bar (建议 70 bar)

流体接口 9/16 18 UNF

最大功率

1 单泵 / 2输出 5,080 W per phase

1 单泵 / 4输出 6,280 W per phase

2 单泵 / 2输出 5,080 W per phase

1 双泵 / 4输出 6,910 W per phase

电源要求 3N ~ 400 V 50/60 Hz + PE

外部功能 

到温输出信号

待机激活

泵 启动/停止

电机速度设置

泵控制板错误输出

胶块用完输出信号

通道

外形尺寸 (长x宽x高) 1,040x600x1,825 mm

重量 (空缸) 260 kg

选项

信号灯 有

回流阀 气动或手动

空气干燥系统 有

* 取决于热熔胶类型以及工作条件

使用方便维
护便捷

不同流量的
齿轮泵

多功能电子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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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胶机 MACRO FOAM UNIT胶机

热熔胶发泡设备

技术特性
• 熔胶范围产生50%的热熔胶和空气的发泡胶 . 
• 胶机可以选择不同的胶缸大小：35, 50或120升，并使用热塑性热熔胶。该胶机是为

连续和间断生产使用而设计的。间断时间取决于热熔胶的类型，一般高达30秒。
• 胶水发泡技术适合于大量用胶的场合，降低热熔胶的重量和减少热熔胶消耗65%，

提高性能和降低成本。

技术优势

长的开发时间
允许使用各种类型的不同
特性的热熔胶 

快速调整
设备操作只需要设定3个
参数: 温度, 混合压力和空
气压力

均匀一致
直接发泡系统能确保在高
速应用时，发泡率依然均
匀稳定

降低胶水的消耗
最多可以降低胶水消耗65%

高质量的发泡设备
发胶泡直接生成，而不是
通过回流产生，从而使得
发泡均匀一致.

体积膨胀
施胶后，发泡胶体积膨胀 
从而起到气密封作用.

垂直喷胶
垂直面更加平滑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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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的性能

汽车工业

产品组装

应用范围宽

连续不停线

胶缸 
35/50/120L

技术特性 MACRO FOAM UNIT

胶缸容量 35, 50 和 120 升 (PUR 热熔胶配气密性胶缸盖50升)

热熔胶气体混合物的泵速 1.6, 3.3, 6.6 cc/转

熔胶速率 每小时一胶缸 (*)

泵数量
2 (35, 50)

4 (120)

接口数量 1 per pump

电气接口 Up to 4 outputs

电机功率 1,100 W

泵速 10-140 rpm 建议转速 (0-150 rpm)

温度范围 40 to 200ºC

温度控制 RTD ±0.5ºC (±1°F)

混合最大压力 85 bar (1233 psi)

回流阀类型 气动

最大功率 (230 VAC)

10,750 W (1 single pump / 2 outputs) (35)

12,780 W (1 single pump / 2 outputs) (50)

17,050 W (1 single pump / 2 outputs) (120)

外部功能

温度输出 output ok

低液位报警

低压报警

待机激活

外部输出控制

泵外部控制 

胶压的外部控制

外部电源 3N~ 400 V 50 Hz/ 60 Hz + PE

选项 空气干燥系统 用于  PUR

外形尺寸 (L x W x H)
1,080 x 510 x 1,600 mm (35, 50)

1,080 x 875 x 1,600 mm (120)

* 取决于热熔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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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熔胶机 自动上料系统胶机配件

热熔胶机自动上料系统 

自动保持热熔胶机的胶量水平

MELER自动上料系统保证了热熔胶机胶缸内的热熔
胶连续不断。每当油箱传感器检测到低水平的热熔
胶时，就发出警告，且光亮信号持续。当传感器再
次检测到正确的电平时，停止输送热熔胶。

 报警系统
报警系统，低液位检测，若出现上料错误或胶缸空
需要重新填料时。该系统激活声光报警信号。

无污染和胶水碳化
本系统确保胶缸中熔化的热熔胶的液位，避免热熔
胶碳化（按照需要提供并熔化热熔胶），防止热熔
胶的外部污染（在完全封闭的系统中），并有利于
用户重新加胶。 

安装使用
该装置可以安装在Meler的各种胶机上，其他胶机
如需要也可以订制。本上料系统和所需要定制的连
接装置一起供货。作为附件，也可提供120升的容
器装热熔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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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高效 无污染

技术特性 自动上料系统

热熔胶类型 胶条胶点可达 12 mm

最大传输长度 25 m (*)

最大传输高度 8 m (*)

最大装胶速度 400 kg/h (*)

管子尺寸 Ø30 mm x 4 m

空气压力 6 bar (干燥过滤, 无杂质)

热熔胶消耗（ 6 bar） 360 l/min (上料)

电源要求 LN ~ 230 V 50/60 Hz + PE

容器容量 120 L

适用胶机 适合Meler所有胶机

外形尺寸
控制盒 + 上料口: 190 x 290 x 210

Suction port: 556 x 100 x 90

过滤器 20 mesh (< 1 mm)

* 取决于热熔胶的类型和形状

汽车工业

包装和贴标

产品组装

图形印刷纸制品

技术特性
• 可靠准确的液位传感器
• 防止热熔胶压实的震动系统 
• 内置过滤器隔离颗粒和杂质
• 内置的磁性传感器检测胶缸盖的位置

故障报警灯

上料和报警
可编程



喷枪



喷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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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喷枪 应用 热熔胶机配件

热熔胶电子喷枪，可以喷点或条，适用于糊盒机，标签（烟草，医药，化妆品）
，食品（甜点和巧克力）等高速喷胶的包装系统。紧凑的外型设计可以安装在狭
小的空间里。电子喷头模块的开关反应迅速，经久耐用，维护方便。
电子喷枪喷射热熔胶需要XC500控制板工作，可以控制2个喷头模块。控制板有旋
转开关可以选择喷点直径的大小（固定模式或者PWM）。同时也可以按要求喷射
条状。电子喷头模块需要使用54V 直流电。 

技术特性
• 简约紧凑型设计.
• 喷点大小 1到10mg.
• 粘度高达 4000 mPa.s.
• 工作压力可达 50 bar.
• 专为高速超精密的应用设计.
• 工作频率可达 750 Hz.
• 配置操作方便.
• 使用寿命长，维护便捷.

电子喷枪控制板

电子喷枪喷射热熔胶需要XC500控制板工作，可以控制2个喷头模块。控制板有旋
转开关可以选择喷点直径大小（固定模式或者PWM） 同时也可以按照要求喷射条
状。电子喷头模块需要使用54V直流电。  

技术数据
• 配备磁性闭合喷头 (胶粘度可达1,500 mPa.s) 或者弹簧闭合的喷头(胶粘度

可达 4,000 mPa.s). 
• 最小输入信号: 250 μs.
• 输出信号: 1100 to 2700 μs (选择点状不带PWM). 
• 在喷枪的左侧或右侧加入热熔胶。 
• 温度控制采用Pt100 或 Ni120 .
• 旋转接头连接  90º.
• 内置过滤器100 目.

电子喷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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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性 电子喷枪

工作温度 最高195°C

工作压力 最高50 bar

粘度

磁闭合 1500 mPa.s max.

弹簧闭合 4000 mPa.s max.

工作频率 ~ 750 Hz max.

连接电缆长度 1.25 m max.

喷枪尺寸* 90° 枪体 45° 枪体

宽 61.2 mm 61.2 mm

高 83 - 88 mm 73 - 78 mm

深 66.5 mm 84.4 mm

最大紧固扭矩

过滤器 50 Nm

接头 35 Nm

喷头尺寸

宽度 24 mm

高度 48 - 50 mm

深度 34.4 mm

重量 ~ 150 g

最大紧固扭矩

紧固螺钉 1.2 Nm

调整螺丝 4 Nm

喷嘴 4 Nm

* 带过滤器和 90° 接头

包装和贴标

图形印刷纸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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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枪 条状 热熔胶机配件

MELER 具有一系列的条状和点状喷枪，能够完美地满足
各种应用的需求。

Meler 的条状喷枪，你可以选择两种气动控制
版本，气开气关AOAC或者气开弹簧关AOSC.
基于原本的设计，胶枪可以配备以下：

• 不同数量的喷头
• 通过电磁阀单独控制每个喷头或者一

组喷头。
• 其他部件例如温度传感器类型和连接

件, 侧面或后面进胶，不同配件和电磁
阀 .

• 不同类型不同直径的喷嘴.

Meler 条状喷枪可配备过滤器，这样可以有效
地防止喷嘴堵塞以及因此造成的生产停产. 

手动喷枪

MU 系列喷枪

精度高喷涂均匀 
易于操作，它是由人体工程学设计。重量轻，保证了热熔胶应用的高精度
和均匀性，热分布均匀 。 

柔性大
可以完全旋转能允许更大的灵活性和广泛的应用范围。可以适用于任何
Meler的热熔胶机，形成一个完整的喷胶系统。   

WIDE CONFIGURABLE RANGE
可调整范围宽，适合任何应用需要. MU系列
包含全范围的MSU或MDU使用寿命长的模
块。 

高一致性和可访问性
喷枪输出稳定的温度，保证整个使用过程中
的一致稳定的胶流， 通过移开侧面盖板可以
方便地进行维护保养及设备维修 .
对于单个动作 (AOSC) 以及 双动作 (AOAC) 类
型。

MDU 组件 MSU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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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 系列高精密胶枪 DIRECTABLE 精密喷枪

并列排枪NC 系列胶枪

用于高速机器

用于高速机器的胶枪模块设计和固态
继电器相融合，确保精密的条状和点
状喷胶。

高重复性响应时间
能够减少激活响应时间，在其使用寿
命周期里的高重复性的响应时间以及
其长期循环使用的能力，使其成为包
装或图形艺术等的理想的胶枪。
内置过滤器防止喷嘴堵塞。  

胶枪配备两个导向喷头用于喷胶在不同
的盒型。

特性
• 精密条状喷枪（胶点或胶线）
• 双动作（气开气关）
• 支持更小的距离，小于胶枪到胶枪

的中心距

可调整的胶条间距 
连接单个胶管，该旋转喷枪可以实现喷
涂各种盒子。 
只需调整两个精密喷头减少更换产品时
的关机时间.

适用于气密封产品外壳的底部
和顶部。

坚固, 可组装的设计
基于MSU 或 MDU 枪体, 配有
高耐久性的 MSU.MT 或 MDU.
MT 喷头.

密封包装
每个喷嘴尖端之间的最小距离
确保了盒子周围的气密密封。

防止产品泄漏，保护包装内装
物免受外界污染。

与市场常见喷枪兼容

喷枪在尺寸和电气和液压连接方面是
兼容的。它们可以按照应用要求任意
配置，而无需特殊设计。

均匀性和可达性 
喷头输出温度稳定，随着时间的推移
仍能保证胶流的稳定输出, 通过移开
侧面盖板可以方便地进行维护保养及
设备维修。 

汽车工业

建筑和建筑材料

产品组装

图形印刷纸制品

包装和贴标

纺织品和床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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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枪 刮枪 热熔胶机配件

热熔胶涂覆装置和刮涂头用于刮热塑性塑料和PUR热熔胶

全范围完全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热熔胶、工艺
和生产速度。
刮胶枪按照如下各种参数模块化，可选配：  

• 间断或连续的生产应用 
• 球形关闭装置适用于中低频率的间隙

涂胶.
• 配备负闭合模块适用高或非常高频率

喷胶.
• 涂胶宽度固定或者宽度10到2200 mm可

调.

技术优势
Meler's 刮胶枪具有以下优势：

• 胶粘涂层的厚度控制。
• 高电阻材料抗磨损和变形。
• 坚 固 、 精 准 、 耐 用 的 关 闭 装 置 （ 模

块）
• 间断刮胶应用，即使机器工作在高转

速和高速频率下，也能获得非常精确
的热熔胶的断胶效高。

间断式刮胶应用

书本侧封

高质量高质量整理
自动喷胶将封面粘接在书脊，针对不同应用配备不同宽度的刮枪(0-60 mm 
or 0-100 mm) 且配有快速切断喷头，确保书本高质量的喷胶效果

干净精确 
采用蜗杆和丝杠精准调整涂覆宽度， 厚度 0.3 到 0.4 mm是传统应用的一
般. 防止胶水溢出，和因此带来的边缘污损。

CRCN SERIES HEAD

用于不同图形的喷胶应用
可以实现完美热熔胶控制，应用非常广泛。适用于纸张和纸板表面、胶
卷、标签、胶带、信封、窗体、纺织品等。

快速, 断胶干净
通过使用具有差分气动控制的喷射器模块，使得高速闭合系统保证断胶干
净不拖尾， 高性能，易清洗的热熔胶过滤系统。

封边枪

用于板材边缘的粘合和密封 
封边枪的灵活性含盖了EVA和PUR热熔胶的广泛应用。 

使用方便维护成本低
使用旋转控制按钮调节条带，并在刻度尺上显示显示出来。旋转安装设计
使其能快速安装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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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印刷纸制品

汽车工业

建筑和建筑材料

包装和贴标

产品组装

木工和家具

卫生和医疗用品

纺织品和床垫

连续刮胶应用

标签喷枪

手动胶枪

带喷头胶枪 可调刮枪

用于将标签粘贴到罐子、罐头和
瓶子上的刮枪

模块化刮枪设计可适用于一个或多
个标签，通过嵌入到每个喷头的调
节器进行流量调节，从而独立控制
喷头流量。

用于连续涂胶刮胶且无需高
精密断胶和滴胶保护要求的
场合，适合每平米胶量最低
20 g/m2.

可配置设计
用于连续涂胶刮胶且无需高精密断
胶，但有滴胶保护要求的场合。可
用于配置单动作（气开弹簧关）和
(AOSC) 双动作(气开气关) 等多种喷
头
最小涂胶量 20 g/m2.

涂胶精度高且均匀 
使用方便, 符合人体工程学。重量轻，保证了热熔胶应用的高精度和
均匀性。热分布均匀一致。 

灵活性强 
可完全旋转，允许极大的灵活性和非常广泛的应用范围。它可以配
合连接各种手动胶管的胶机，形成一个完整的喷胶系统。 

刮枪幅宽可调
手动连续可调刮枪，从中心向两侧可调
刮涂宽度。标准可调范围 20-350mm. 
有个带加热的液压阀固定在枪头上，独
立控制，保证胶水温度均匀。 

带阀刮枪

适合大流量连续刮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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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枪 喷螺旋 热熔胶机配件

广泛的表面喷胶  完美的轮廓控制 

MELER's 螺旋喷枪广泛涵盖不同应用需求，从初级的
E系列，小枪体，直进气，一直到ECA（压缩空气直接
控制螺旋）和ECAI（独立可调空气控制螺旋）多喷头
模块带有集成在喷枪的空气加热装置与空气加热模块
结合在喷枪枪体中，通过ECA-CI和ECAI CI系列，具有
独立的加热块，用于较高要求的应用。 

  具有不同直径的喷嘴的范围被添加到这些类型的应
用元件的各种配置可能性中，以始终达到最佳应用结
果：  

• 具有完美轮廓控制的宽幅表面涂胶.
• 适用高频率间隙喷胶应用
• 内置加热装置，安装方便
• 省胶.
• 可用于粗糙不规则的表面.
• 根据使用的需要可设计多个、
• 喷枪。

坚固, 结构化设计
空气直接进入螺旋喷头。与MSU或MDU系列的标准喷枪一起使
用。
包括MSU.E 或 MDU.E 喷涂
使用外部压力调节器的控制螺旋喷涂

手动喷枪

E 系列喷枪

精度高喷胶均匀 
符合人体工程学，重量轻，使用方便，确保喷胶的精度和方便
性， 热量分布均匀。
柔性强 
能够完全旋转，柔性大和应用广泛. 
可以和Meler的任意配备手动胶管的胶机构成完整的喷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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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A/ECAI 胶枪

大面积喷胶节省胶水
此胶枪用于带有内部空气加热的螺旋喷枪，在大面积物体上喷胶节省胶
水。可以在粗糙或不规则的表面上喷胶。
快速多功能
高频率的间断性喷胶。内置空气加热使得安装方便. 
可配置单动作（AOSC）和双动作（AOAC）多种喷头，对应用程序的长
度和每个模块的旋涡宽度进行共享或单独控制。
在整个喷涂长度上和螺旋的宽度上实现独立或共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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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机附件喷枪 喷头

MSU.EE

MDU.L

MDU.EI

刮枪喷头

螺旋喷头

优势
• 高耐久性，即使在极端高温和磨料热熔胶的情况下
• 完美喷胶控制精度高无偏差
• 优化胶水切边.
• 同一型号喷头的流速和关闭速度的一致.

喷头模块的不同之处如下: 
A. 应用类型

• 慢速中速条状和点状喷胶.
• 高速条状和点状喷胶
• 大胶量喷头
• 刮胶枪用喷头
• 螺旋喷头
• 多胶条喷头

B. 断胶类型
• 球关闭系统用于优化系统
• 顶针关闭系统用于断胶好，自清洁
• 负闭合系统优化胶水断胶特别是适合于刮胶

C. 开关方式
• 双动作精密快速
• 单动作力量大更经济
• 负闭合系统优化胶水断胶特别是适合于刮胶.

CNMSU.L

N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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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印刷纸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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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CCD NDD.CCDMP.CCD.R NDD.CCD.R

MDU MSU.MTMSU MP.ND

MP.CCF NDS.CCD.RNDS.CCD NDS.CCE

NDS

零滴漏喷头

条状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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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枪 喷嘴

MELER 喷嘴种类齐全，适用于各种应用，不同直径和涂胶长度

胶条喷嘴（点和线） 
S-Beam喷嘴保证应用的高可重复性。 
其生产和制造过程，采用欧洲最高质量标准，确保
每一种应用达到最高喷胶精度。 

可以随时更换，并保持完全的一致性。

S-BEAM 系列

FMM

RAR

RAL

STF STR-A BEAD STR BEAD

RA-3-11.25º BEAD RA3-22.5º BEAD RA4-45º BEADRA-1-11.25º BEADRA1 BEAD RA2 BEAD

胶机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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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印刷纸制品

汽车工业

建筑和建筑材料

包装和贴标

产品组装

木工和家具

卫生和医疗用品

纺织品和床垫

MULTILINE 系列喷嘴，适用于防止洒漏涂胶
与Multiline系列喷枪搭配使用，一只喷嘴模块可实现多条喷胶功能，可扩展
至多个模块，满足更多涂胶用于需求。
特性：

• 喷嘴宽度25 mm.
• 孔间距  4.2 mm.
• 喷嘴直径 0.25 to 0.80 mm.
• 根据每个喷嘴直径和喷胶口数量来定义喷嘴，最多可达6个喷胶口。

多线喷嘴系列

应用在一些喷涂不方便场合
有多种多样的配置和各种不同直径的孔。喷嘴可以水平地或垂直方向，这取
决于唇部的长度，并且定位不同的角度（0°、90°、180°或270°）。 

扁长喷嘴

适用于螺旋喷枪的碟形喷嘴 
特性:

• 形成不同直径的螺旋
• 内置有不同直径的孔，用于粘接剂和空气输出。 
• 在螺旋喷涂应用中，可达到20-25毫米的圆直径
• 使用特殊的喷嘴，并根据所使用的热熔胶，可以实现直径大于100毫

米的喷胶范围。 

E 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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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

编程器用于热熔胶和冷胶应用速度高达400 米/分钟

胶机附件 PC STAR

特性
PC STAR 控制器可以控制喷胶速度高达400米/分
钟，并保证1毫米的精度。  得益于‘加速器’技
术，喷胶的性能得到显著地提高。

用户可选择时间或长度两种喷胶模式，系统通过采
集光眼和编码器的信号，实现高精度的喷胶位置控
制。 

支持双通道输出，且每个输出通道支持4段自定义
喷胶位置编程。
 

优势
• 可以选择每条胶线的不同点胶功能
• 0-10V输出信号用来控制活塞泵胶机的压力

或齿轮泵胶机的泵转速。  
• 每个通道都有手动排胶功能
• 能够根据机器速度来补偿应用系统中的延迟
• 大量存储器存储应用格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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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和贴标

产品组装

图形印刷纸制品

方便直观

安装迅速
使用方便 

体积小巧

外部功能 内部功能

230 V AC输入  内置电源转换模块 4个通道具有独立使能开关功能

4通道程序控制输出 电磁阀延时补偿功能(毫秒级)

双通道喷枪输出 20组参数保存功能

支持编码器输入 保存的参数支持灵活修改

双光电开关输入 控制通道可随意调用光电开关

通道抑制功能 灵活的喷点模式

光电管和编码器输入: NPN 功能锁定，避免误操作

通道输出：24VDC 25.4W最大支持 支持手动排胶功能

易读的数显屏幕 CMS功能，循环开关

DIN标准电气接口，安全稳定 线速度跟踪，根据限速自动调整胶量（0-10V）

操作界面文字支持10国语言（英德意法等）

CE/EMC认证通过 线速度最高支持400米/分钟

具距离设置范围：2-9999mm

时间设置范围:2-9999毫秒

控制系统公差：1mm, 1ms

支持点动时自动关闭喷胶功能，线速度小于2米/分钟

高级参数密码保护

生产数量统计

输出短路保护

分段喷胶，最高支持4段

独立可调的喷枪激活时间

生产数据可查

编码器脉冲可调

安装操作方便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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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的制造工艺为MELER胶管提供了极大的可靠性，兼
具极大的柔韧性以及低能耗的性能。  

特性
• 各种内径和长度以及不同的电气和液压接口，满

足不同市场标准和需求。
• 标签行业用特殊的防水设计
• 精工制造的PTFE管，钢网加固，高性能绝缘，

使得胶管内部在整个长度上温度均匀，并具有极
大的灵活性和稳定性。 

• 由于内表面光滑，胶流得负载损失和连接点的扭
转最小化均降为最小 . 

优势
• 沿胶管整个长度上温度均匀，没有聚热点或降解

热熔胶。 . 
• 可以和最难处理的热熔胶一起使用 
• 可用于 Pt100, Ni120 和 NTC.
• 外部防潮保护
• 胶管内径 8, 13, 16 和 20 mm.
• 多种长度供选择，最长到 14 米.

胶管 胶机附件

标准版本

防水设计

Ni120

Pt100 NTC

坚固，柔性， 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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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坚固，耐用
兼容
其他

品牌胶机

采用 No-
mex® 绝缘

图形印刷纸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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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性 标准配置 防水

Pt100 Ni120 NTC (R) Pt100 Ni120

直径 8, 13, 16 and 20 mm 8 mm 8 mm

长度 (依照需求)  0.6 到 14 m 0.6 到 8 m  0.6 到 7.2 m

最大工作温度 Up to 230ºC

温度传感器 RTD Pt100 or Ni120, NTC (R) (thermocouple J, enquire)

最大工作压力 120 (Ø8) / 100 (Ø13) / 70 (Ø16) / 65 (Ø20) bar at 200ºC

最大曲率半径 200 (Ø8) / 300 (Ø13) / 350 (Ø16) / 400 (Ø20) mm

液压连接
Female nut JIC 9/16' (Ø8)
3/4' (Ø13), 1 1/16' (Ø16)

M30x1.5 (Ø20)

Female nut
M16x1.5

Female nut JIC 9/16' (Ø8)
3/4' (Ø13), 1 1/16' (Ø16)

M30x1.5 (Ø20)

电源 200 or 230 V AC (由胶机控制器控制）



专用设备



专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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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滚胶设备 滚胶机

用于热熔胶和 PUR/POR 胶水的滚胶机



应用领域其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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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性
• Meler的滚胶设备将热熔胶滚涂在PVC和泡沫材

料上。
• 按照客户的需要涂覆宽度可以调整，所以滚胶辊

子完全贴合每个应用需求，有助于优化生产并确
保产品质量。  

• 在不同的涂覆重量要求下，仍保证涂覆胶水均匀
一致性。

• 胶机独立，利用滚涂胶水的滚轮熔化胶水或者使
用外部的熔胶设备熔胶。

• 工作台可以手动移动或者用自动传送带方式，后
者具有反向功能。

• 胶缸内部涂有不粘涂层，以及气密性胶缸盖，确
保胶水处于最好的使用状态。

• Meler的滚胶设备能够确保胶水处于良好状态，
减少胶水碳化和堵塞机器的风险

优势
• 按照客户要求的可定制。
• 特氟龙表面处理使得清洁更加容易
• 操作使用方便
• 独立控制速度和温度

汽车工业

纺织品和床垫

适合任何应用
优化生产，确保产品质量

可按需要
设计

不易粘处理 

简洁控制              
面板 

操作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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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设备 EWS 绕卷开卷机

EWS 收放卷机

热熔胶在PVC基材和纺织品上的连续涂胶



应用领域其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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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块化设计，可以适应不同客户的特定需求。 Meler
设计制造了适合在PVC和纺织品上连续涂胶的收放卷设
备。模块化设计，高性能的设备适合各种场合的应用需
求。  

技术特性
• 刮胶枪宽度可以调节，并适用于各种基材。提供

均匀、连续和可靠的刮胶.
• 具有缺料探测功能和胶水满缸传感器 
• 机器结构设计，方便接近机器内部各个区域。
• 称重传感器始终控制适当的材料张力，以获得均

匀的涂胶和完美的复卷。
• 采用触摸屏通过直观和用户友好的菜单控制所有

机器操作模式
• 涂胶由机器控制.

优势
• 热熔胶由外部胶机提供，能够提供高流动性的胶

水，确保了在整个应用宽度上胶水重量均匀。
• 自动后座，以保证在停止涂胶时，胶水保留在底

座上 。
• 配备喷头到基材的接近系统，防止因滚筒更换可

能造成的喷头损坏
• 单滚轮设计
• 配备自动喷头清洁系统
• 手动滚筒更换方便快捷。 

辊子可延长

UV灯

控制面板
简洁

操作维修
便捷

使用方便

坚固

汽车工业

纺织品和床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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