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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Square Wave™ 745NC高速非接触式点胶阀用于在串焊联接电池片时，串联电池片的锡带上精确连续地点涂
低黏度水溶型和溶剂型助焊剂。

规格
尺寸：	 (24W电磁阀）

	 (4W电磁阀）

70.11.x.21.84.x.33.27.mm.
2.76.x.0.86.x.1.31")
80.48.x.21.84.x.33.27.mm.
(3.17.x.0.86.x.1.31")

最小循环时间： 24W电磁阀.—.2.ms（开闭一次）
4W电磁阀.—.6.ms（开闭一次）

最大循环时间： 24W电磁阀.—.15.ms（开闭一次）
4W电磁阀.—.连续

最小点胶频率： 24W电磁阀.—.50Hz
4W电磁阀.—.连续

最大点胶频率： 24W电磁阀.—.500Hz
4W电磁阀.—150Hz

最大流体压力： 6.8.bar.(100.psi)

驱动操作压力： 4.8–6.2.bar.(70–90.psi)

电气输入： 24.VDC.—.24.W.
24.VDC.—.4.W

输出量： 101.6.μm.(0.004").喷嘴：0.030.μL.—.0.30.μL.@.0.345.bar.(5.psi).
127.μm.(0.005")喷嘴：0.040.μL.—.0.48.μL.@.0.345.bar.(5.psi)

与流体接触的材料： 流体槽：303不锈钢.
撞针（杆）：17-4PH不锈钢.
撞针座：303不锈钢.
PTFE碳填充，304.SS加强型弹簧.
阀球：碳化钨.
阀座：钴不锈钢.
喷嘴：303型不锈钢（含嵌片）

进料口螺纹： M5.x.0.8

安装孔螺纹： M4.x.0.7

重量: 114克.(4.02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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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1.. 经M4安装孔安装胶阀。

2.. 使用.125"内径进料管连接流体至胶阀。

3.. 将料管另一端连接至贮槽。

4.. 将胶阀控制气管连接至一个恒定气源.(压力范围在.4.8–6.3.巴.(70–90.psi)。

建议采用峰值与保持式驱动电路对Square Wave 745NC胶阀进行驱动。此阀要求具有最小为1.ms的24.
VDC脉冲，便于驱动阀。阀打开后的其他时间为5.VDC。

注意
一旦阀启动时间超过30.ms不能降低电压，，则可能会对驱动电磁阀造成永久性损伤。

为了避免损坏驱动电磁阀，请不要在连续高频率下对阀进行持续运行（时间不超过30分钟）。驱动电磁阀需要
定期停顿一端时间，以保护线圈的完整性和性能。

信号参数：

. 最小启动时间：1.ms

. 最小关闭时间：1.ms

. 峰值电压（电源）：24.VDC

. 保持电压：5.VDC

. 高电流强度：1.0.amp

. 最大保持电流：300mA

. 最小工作频率：.

. . 100Hz（有关24W电磁阀的频率/占空比，参见下图1）

. 最大工作频率：500Hz

频率.
(Hz)

占空比
30% 40% 50% 60% 7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不适用
400 不适用 不适用
450 不适用 不适用
5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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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路工作方框图 输入信号

保持电压24.VDC 峰值电压24.VDC

峰值与保持式驱动电路

a

b

c d

峰值与保持式驱动电路运行
a.. 输入信号源可对胶阀驱动时间进行调控。胶阀的工作时间、占空比及工作频率由输入信号决定。输入信
号较低时（0.VDC），电路不带电。输入信号变高（5–24.VDC），电路将使峰值与保持式驱动电路带电。

b.. 峰值与保持式驱动电路可控制对阀进行供电的具体电压。当峰值与保持式驱动电路接收到一个高输入
信号时，峰值与保持式驱动电路将采用峰值电压驱动胶阀。在转变至保持电压之前，峰值和保持式驱动
电路会采用从1到0.ms的峰值电压。

注意
若不按建议使用峰值和保持式驱动电路，可能会对驱动电磁阀造成永久性损伤。

c.. 为提供安全电压分布，保持电压应设为5.VDC，以免对驱动电磁阀造成永久性损伤。
d.. 若要将胶阀驱动至打开状态，峰值电压需设为24.VDC至少1.ms且不超过30.ms。

注意
若不能降低电压，一旦阀启动时间超过30.ms，则可能会对驱动电磁阀造成永久性损伤。

为了避免损坏驱动电磁阀，请不要在连续高频率下（时间不超过30分钟）对阀进行操作运行。驱动电磁阀需要
定期停顿一端时间，以保护线圈的完整性和性能。

重要注意事项：建议使用Zener双向二极管确保24	vdc峰值电压迅速消散，从而使驱动电磁阀
最大程度发挥性能。

（开始第5页的步骤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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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连接745NC.Square.Wave点胶阀（配备4W电磁阀）与ValveMate™.8000控
制器。

*重要注意事项：只有装配4W电磁阀的745NC胶阀方能与ValveMate.
8000配套使用。

a.. 参照第4页步骤1.–.4.
b.. 采用随附电磁阀线缆连接745NC胶阀与ValveMate.8000控制器。见

注意：安装点胶阀.
ValveMate.8000随附安装手册。此手册对ValveMate.8000的操作，以及针
对745NC胶阀的输入/输出连接作了介绍。

6.. 清洗阀：
a.. 将贮槽压力设为0.275.巴(4.psi)——最低启动点。
b.. 拆下锁紧螺母，拆下喷嘴。
c.. 将胶阀行程设定在10–20之间（参考环上）。
d.. 在50hz，最小50%占空比时运行胶阀进行清洗。

注意
注意（对于24	W电磁阀）：最小点胶频率为50hz。若工作频率低于最低要求，会导致
电磁阀故障

e.. 对胶阀进行循环，直到流体线路不含空气。
f.. 更换胶阀的喷嘴/锁紧螺母。

7.. 设置所需流速:
a.. 将贮槽压力设为0.275.巴(4.psi)——最低启动点。
b.. 考环上将胶阀行程控制设为1.hash（从零开始调节一档）（作为启动点）。
c.. 将频率/占空比设定至100hz和50%，以便设立初始点胶量。调节频率/占空
比以达到所需流速。

注意：参照下页图3获得点胶量与频率和压力的函数关系的说明指导。

图2

注：请使用高速电磁阀的蓝
色和棕色电线的线缆来连
BackPack胶阀驱动器。电线
未经极化处理。

峰值与保持式驱动电路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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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点胶量与频率和压力的函数关系（针对101.6.μm.(.004").喷嘴）

高速电磁阀线缆

注：请使用高速电磁阀的蓝
色和棕色电线的线缆来连
BACKPACK胶阀驱动器。
电线未经极化处理。

ValveMate.8000.*
控制器输出至峰值并

保持式驱动电
路24V直流电

至警报器

警报
电力
流体
恒定气压
供料气压 *仅适用4W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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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活塞和针式喷嘴组件

1.. 拆下(4)个螺钉，取下行程控制组件。

2.. 拆下复位弹簧。

3.. 用尖嘴钳将活塞和针式喷嘴组件从气缸中拔出。

注意：活塞和撞针组件为一个部件，无法拆卸。

4.. 用小钳子取下U型密封。

5.. 清洁气缸内壁。换上新的U型密封，确保密封槽朝上并延展至整
个沟槽。

6.. 换上新的撞针组件。插入到气缸中，确保活塞密封圈完好无损。

7.. 重新组装上行程控制组件并拧紧（4)个螺钉。

胶阀拆卸和重新组装操作程序
在对胶阀进行维护之前，切断胶阀驱动与流体气压。

彻底清洁阀体并更换液封，

1.. 拆下喷嘴锁紧螺母和喷嘴。

2.. 拆下(4)个螺钉并取下盖板。

3.. 拆下驱动机体的阀体，然后再取下弹簧增强PTFE密封件。

4.. 用浸有溶剂的抹布对针式喷嘴进行清洁。

5.. 换上新的弹簧增强PTFE密封件，并采取与拆卸程序相反的步骤重新组装胶
阀。

2

1

3

4

5

2

1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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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阀拆卸和重新组装操作程序	（续）
更换球形电磁阀

1.. 拆下绕在电磁阀线缆和空气软管上的螺旋形绕包（若使用）。

2.. 拔下胶阀的气管。

3.. 从高速电磁阀上旋松线缆接头。

4.. 使搭扳手的平面接合在高速电磁阀上，逆时针转动并拆下。.
如有松脱，缓慢上拉高速电磁阀并将其取出。

5.. 在新高速电磁阀的O型圈上涂抹一层薄薄的PTFE滑脂。

注意
在将电磁阀安装并拧入驱动腔时，如果速度过快，可能会使O型圈受损/断裂，易
导致漏气和电磁阀故障。

6.. 安装高速电磁阀替换装，请顺时针旋转电磁阀直至完全锁紧。

7.. 重新连接高速电磁阀线缆和气路。

8.. 打开气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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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换部件

进气接头
7361412

高速电磁阀、.
24.V、.4.W、3针
7361123

高速电磁阀、.
24.V、.24.W、3针
7361121

注：请使用高速电磁阀的蓝
色和棕色电线的线缆来连
BackPack胶阀驱动器。电线
未经极化处理。

高速电磁阀线缆、3针、M8
7361124

行程控制组件
7028724

活塞组件
7028726

U型密封圈.
(丁腈橡胶）
7028737

液封PTFE
7028727

阀体SS
7028729

驱动腔座板
7028728

喷嘴.0.004"..7028731.
喷嘴.0.005"..7028732.
喷嘴.0.006"..7028733.
喷嘴.0.007"..7028734

流体进口管件
7020671

阀体O型圈.
(丁腈橡胶）
7028738

螺栓M2.8X
7028736

喷嘴锁紧螺母
702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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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指南

故障 解决办法
无流体流动 如果胶阀运行气压过低，则胶阀不会打开。将气压增加

到至少4.8.巴.(70.psi)。
储液槽气压可能不够高。增加压力。

胶阀行程调节可能被关闭。打开行程调节。

可能有物质阻塞了阀体或出口喷嘴。清洁胶阀/喷嘴板。

检查从电磁阀引出的线缆，确保无松脱或损坏。

电磁阀可能无法驱动。更换电磁阀。

持续滴流 出现持续滴流可能是因针头和针座磨损，或有杂物使针
头脱离针座而引起。清洁并检查针头和针座是否磨损。
若部件已磨损或损坏，进行更换。

流体从排放孔溢出 流体从阀侧排放孔漏出，表面弹簧增强液封已磨损。更
换密封件。

沉积不一致 如果控制阀门和/或供应贮槽的空气压力出现波动或低于
4.8.巴.(70.psi)，则可能导致点胶不一致。检查确保气压
稳定，且胶阀工作压力为4.8.巴.(70.psi)。

胶阀打开时间必须恒定。检查确保胶阀控制器供应一致
输出。

如果还是无法解决故障问题或需要进一步协助，请与我们联系。



诺信EFD一年有限质保承诺
在设备依照出厂建议与说明而安装和运行的情况下, 诺信EFD产品在材料与工艺上享受自购买之
日起为期一年的质保（但不包括因误用、磨损、腐蚀、疏忽、意外事故、安装不当或点胶材料与设备
不相容而导致的损失）。

在保修期内，所有已付款的有缺陷的部件在授权退回我司工厂后，诺信EFD将免费维修或更换。唯
一例外的是那些通常磨损且必须定期更换的部件，例如但不限于胶阀隔膜，密封件，阀头，撞针和
喷嘴。

在任何情况下，此担保所带给诺信EFD的任何责任或义务均不应超过设备的购买价格。

在使用之前，使用者应确认产品符合其要求，并且使用者也应预计到可能存在的风险和责任。诺信
EFD不担保出于特定目的的产品适销性和适用性。 诺信EFD不对任何意外损害或间 接损害负责。

此担保在使用无油、干净、干燥且过滤的空气的情况下有效。

诺信EFD的销售服务网络遍布全球40多个 
国家和地区。您可以直接联系EFD或访问 
www.nordsonefd.com/cn 获得销售和售后服务。
中国中国 
+86 (21) 3866 9006; china@nordsonefd.com

台湾地区台湾地区 
+886 (2) 2902 1612; china@nordsonefd.com

新加坡新加坡 
+65 6796 9522; sin-mal@nordsonefd.com

Global  
+1-401-431-7000; info@nordsonefd.com

波浪底纹设计为诺信公司的注册商标。 
©2021 Nordson Corporation    7028719    v08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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