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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选择的是诺信EFD公司优质可靠的点胶系统。诺信EFD是世界领先的流体点胶专家。MicroCoat® MC800 
润滑系统专为工业点胶设计，并可为您提供多年可靠高效的服务。

本手册可帮您最有效地使用MicroCoat MC800润滑系统。

仅仅利用几分钟时间您就可以了解该系统的控制和特点。请按照我们推荐的测试步骤,认真阅读我们提供

的有效信息，这是我们50多年在工业点胶方面的经验总结。

本手册会解答您的大部分问题，不过若您需要更多帮助，可及时与诺信EFD公司或经授权的EFD经销商取得

联系。本手册最后一页提供了具体联系信息。

诺信EFD的承诺

感谢！

您已经选购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精密点胶设备。

诺信EFD的全体人员均非常重视您的业务，且竭尽所能使您满意。

如您对我公司的设备或EFD产品专家所提供的支持有不尽满意之处，请随时与我们联系，您可直接拨打我们

的电话 800.556.3484(美国),401.431.7000(其他地区),或发送邮件至 

Tara.Tereso@nordsonefd.com 。

我们保证将为您解决任何问题，使您满意。

再次感谢您购买诺信EFD的产品。

Tara Tereso,副总裁

T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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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介绍
MicroCoat系统是专门为金属冲压工艺设计的精确润滑控制系统。

MC800控制器，MC785M系列喷雾阀和MicroCoat储油灌都足经过严格
的生产和全面的检验才会出货给客户。

在使用纯净的润滑油的条件下，MC785M系列喷雾阀无需保养就能保持
很长的工作寿命。

为了更大地发挥您所购买的MicroCoat系统，请认真阅读这本操作说
明书。

我们的目标是不仅要制造出最优良的设备和部件，还要在高质量、优
质服务、高附加值和诚信的基础上与用户建立长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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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信EFD产品安全声明诺信EFD产品安全声明

下面的安全信息属于注意危害程度。 
如未遵守可能造成轻度或中度受伤。

注意注意

阅读手册阅读手册

阅读使用手册，正确使用本设备。遵守所有安全说明。将具体的工作和设备警告、警示及说明与随机文
件一起放在合适的位置。确保设备操作与维修人员均能看到这类说明和所有其它设备相关文件。

下面的安全信息属于警告危害程度。 
如未遵守可能导致死亡或严重受伤。

警告警告

电击电击

触电危险：打开设备外壳前应先切断电源，并在对设备进行维修前切断电源，锁上开关，并在开关上悬
挂标识。即使只受到轻微的电击，也应该立刻切断所有设备电源，直到查出问题并得到解决后再重新启
动。

最大气压最大气压

除非在产品手册里另作说明，胶阀的最大输入气压为7.0 bar(100 psi)。过大的进气压力可能会损坏设
备。进气压力将通过外部调压表（气压0至7.0 bar（0至100 psi））来供应。

释放压力释放压力

打开、调节或维护增压系统或组件之前应先释放液压和气压。

灼伤灼伤

当心高温表面！避免接触胶阀组件的高温金属表面。如果难以避免接触，应在受热设备周围作业时佩戴
隔热手套与服装。否则，与高温金属表面接触可能会造成人身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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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信EFD产品安全声明（续）诺信EFD产品安全声明（续）

卤化烃溶剂的危害卤化烃溶剂的危害

请勿在含有铝质元件的增压系统中使用卤化烃溶剂。在压力下，这些溶剂会与铝发生反应引起爆炸，造成伤害、死亡或
财产损失。卤化烃溶剂含有以下一种或多种元素。

元素 符号  前缀元素 符号  前缀 
氟  F  “氟代 -” 
氯气 Cl  “氯代 -” 
溴  Br  “溴代 -” 
碘  I  “碘代 -”

欲知详情，请核对您原料的物料安全数据表或与物料供应商联系。如必须使用卤化烃溶剂，请联系EFD，采用相兼容的
EFD零部件。

高压流体高压流体

未完全密封的高压流体非常危险。调节或检修高压设备前，请务必释放流体压力。喷射出的高压液体可能像刀子一样造
成严重的人身伤害、截肢或造成死亡。液体渗透皮肤也可能造成中毒。

警告警告
高压液体会引起严重的伤害。如果受伤或怀疑受伤，应采取如下措施：

 · 立刻进行紧急救治。
 · 告诉医生您可能受到喷射伤害。
 · 让医生阅读本提示。
 · 告诉医生您当时正在使用的点胶材料种类。

医疗警报—喷雾区域通风不良造成的伤害：通知医生医疗警报—喷雾区域通风不良造成的伤害：通知医生

皮肤内注射为严重外伤。应尽快对伤口进行手术治疗,请勿为研究毒性而耽误治疗时间。某些奇异涂层会直接注入血液
中，因而毒素就成了一个危害。

合格人员合格人员

设备所有者负责保证EFD设备由合格人员进行安装、操作和维修。合格人员是指经培训后可以安全履行所分配任务的雇
员或承办商。他们熟知所有相关的安全规程和规定，也有体力完成所安排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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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信EFD产品安全声明（续）诺信EFD产品安全声明（续）

预期用途预期用途

如未按照设备随附文件的要求使用EFD设备，将会造成人员受伤或财产损失。设备的非预期用途包括：

 · 使用不相容材料。
 · 进行非授权篡改。
 · 将安全护罩或联锁装置拆卸或设为旁路。
 · 使用不兼容零件或受损零件。
 · 使用未经批准的辅助设备。
 · 设备在高于最大额定值条件下运行。
 · 在易爆气体环境下运行设备。

规定与许可规定与许可

请确保所有设备均经检定和许可，适合所用环境。如未遵从安装、操作和维护手册，诺信EFD设备获得的任何许可均为
无效。如未按诺信EFD规定的方式来使用控制器，有可能影响设备提供的保护功能。

人身安全人身安全

应遵守以下说明以防人员受伤：

 · 不得由不合格人员操作或维护设备。

 · 确保安全防护装置、防护门或防护盖完整，且自动联锁装置运行正确，否则不得操作设备。不得将任何安全装置
设为旁路或卸载。

 · 远离运行设备。调整或检修运行设备前，切断电源，直到设备完全停止。锁定电源并固定设备，以防其意外移
动。

 · 请确保喷雾区域和其他工作区域通风良好。

 · 当使用点胶针筒供料时，请将点胶针头始终保持朝向工件，远离身体或面部。在不使用点胶针筒时，请将点胶针
头朝下存放。

 · 获取并阅读所使用的所有材料的安全数据表（SDS）。遵循制造商的说明安全处理、使用物料，并使用推荐的个人
防护设施。

 · 请注意在工作场所，通常无法消除不是非常明显的危险情况，如发热表面、尖锐的边角、通电线路以及由于实际
原因无法封闭或防护的移动部件。

 · 要清楚紧急停止按钮、截流阀和灭火器的位置。

 · 请佩戴听力保护装置，以防护由于长时间暴露在真空排气噪音下造成的听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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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信EFD产品安全声明（续）诺信EFD产品安全声明（续）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

为防止着火或爆炸，请遵循下列说明：

 · 发现静电火花或放电，应立即关闭所有设备。在确认原因并排除故障后再重新启动设备。

 · 禁止在使用或者存放易燃材料的区域吸烟、焊接、研磨或使用明火。

 · 请勿将材料加热到超过制造商建议的温度。要保证热量监控和限制装置正常工作。

 · 提供充分的通风，防止挥发性材料或蒸汽积聚到危险浓度。请遵守当地法规或物料安全数据表之指导。

 · 使用易燃材料作业时不得直接断开电路。首先通过隔离开关切断电源，以防产生火花。

 · 要清楚紧急停止按钮、截流阀和灭火器的位置。

预防性维护预防性维护

为保证本产品能够连续无故障使用，诺信EFD提供了一些简单的预防性维修检查建议：

 · 定期检查各气管接头连接是否牢固。必要时进行加固。

 · 检查各气管是否有裂纹或受到污染。必要时进行更换。

 · 检查所有电线接头是否松动。必要时进行紧固。

 · 清洁：如果面板需要进行清理，应使用干净、柔软的抹布蘸适度清洁剂进行擦拭。请勿使用强溶剂（丁酮、丙酮
或四氢呋喃等），可能会对面板材料造成损害。

 · 保养：此设备只使用洁净干燥的空气。设备不需要任何其他的定期保养。

 · 测试：按照本用户指南中有关章节对功能操作和设备的性能进行检验。有缺陷或受损的组件应退回给诺信EFD或其
代理商进行更换。

 · 仅使用设备的原装零部件。请与诺信EFD联系以索取相关信息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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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抛弃型部件重要安全信息可抛弃型部件重要安全信息

所有诺信EFD可抛弃型部件，包括针筒、卡式胶筒、活塞、头塞、尾盖及点胶针头均为精密设计的一次性使用产品。若
尝试清洁并重复使用，会影响点胶精度并增加人身伤害的风险。

应始终穿戴适于点胶应用的正确防护装置和服装，并遵守以下准则：

 · 切勿将针筒或卡式胶筒加热至38℃（100℉）以上。
 · 使用完一次后应依照当地管理法规来处置这些部件。
 · 切勿使用强溶剂（丁酮、丙酮、四氢呋喃等）清洁部件。
 · 仅可用温和清洁剂来清洁卡筒固定装置与针筒加载器。
 · 为防止流体损耗，应使用诺信EFD的SmoothFlow™活塞。

故障对策故障对策

如果某个系统或设备出现故障，立即关闭系统并按以下流程进行操作：

1. 切断并锁定系统电源。如果有使用液压和气动截流阀，关闭并释放压力。

2. 若使用诺信EFD气动式点胶机，应将点胶针筒从套头组件上拆除。若使用诺信EFD机电式点胶机，应将针筒固定装置
缓慢旋下并将针筒从驱动器中拆下。

3. 在确认原因并排除故障后，才可以重新启动设备。

废弃物处理废弃物处理

应按照地方法规，对操作和维护中使用过的设备和材料进行处理。

诺信EFD产品安全声明（续）诺信EFD产品安全声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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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参数规格参数
注：注：规格和技术详情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MC800控制器MC800控制器

项目项目 规格规格

外壳尺寸 14.6W x 19.1D x 27.6H cm (5.75W x 7.50D x 10.88H")

重量 4.8 kg (10.6 lb)

工作频率 最大到60次/分钟

压力开关的额定电压 20VA, 240V

进气压力 至少4.14 bar(60 psi)

油罐调压表 最大刻度 2.07 bar(30 psi)

雾化压力调压表 最大刻度 2.07 bar(30 psi)

认证 CE

MC785M & MC785M-WF胶MC785M & MC785M-WF胶

项目项目 规格规格

尺寸（带转接头） 66.3L x 49.3DIA mm (2.61L x 1.94DIA")

重量 206.4 g (7.3 oz)

进油口规格 1/8 NPT

安装孔 6 mm斜纹孔

工作频率 大于60次/分钟

流体槽材质 高强度铝材

雾化空气盖 303不锈钢

隔膜 带有PTFE覆膜的Viton
®

撞针和喷嘴 303不锈钢

美国专利号 1.17 mm (0.046")

U.S.专利号 #D-398,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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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参数（续）规格参数（续）

MicroCoat MicroCoat 油罐油罐

项目项目 规格规格

工作压力 最大2.07 bar (30 psi)

安全卸压阀 2.8 bar (40 psi)

低液位开关额定参数 20VA, 240V

型号型号 MC686M (7023846)MC686M (7023846) MC685M (7023843)MC685M (7023843)
MC687M (7023849)MC687M (7023849)
MC687M-DFS (7023850)*MC687M-DFS (7023850)*

容积 3.8 L (1.0 gal) 7.5 L (2.0 gal) 19.0 L (5.0 gal)

主要构造材质 丙烯酸材质筒壁，镀铝密封盖 304不锈钢

重量 4.1 kg (9.2 lb) 5.2 kg (11.6 lb) 7.9 kg (17.5 lb)

*带有两个液位开关-中液位报警指示开关，和低液位关断开关。

4000FLT MC 滤芯4000FLT MC 滤芯

项目项目 规格规格

内置滤芯 树脂浸渍纤维材料

滤芯规格 10 微米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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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声明符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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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工作原理系统工作原理
MicroCoat整套系统包括有8个低压低流量(LVLP)的喷雾阀；一个油罐；
和一台用来调节空气压力，调整油的流量和控制胶阀开启的控制器。

由MC800控制器控制供给油罐不间断的气压，使润滑油通过流控制阀，然
后到达喷雾阀流体槽。

当冲压机开始冲压，一个3通气压电磁阀动作使整个系统开始工作，喷雾
阀打开。当胶阀开始，LVLP气压从喷嘴边缘吹出，将润滑油雾化在原料上
形成一层薄膜。

通过调节MC800控制器前面板上的流控制阀，即可以单独调整每个喷雾阀
的润滑油流量。

控制气压(开启)

喷嘴空气
(开)

控制气压（关闭)

喷嘴空气
(关)

润滑剂

开启

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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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器结构控制器结构

1. 系统气源开关系统气源开关

上下拨动开关使整个系统气源开关。

2. 工作模式切换开关工作模式切换开关

在冲压机没有工作时，将开关打到手动/设定位置，设定好
各项参数，测试胶阀喷涂效果。

在自动/运转状态时，当冲压机开始工作时，整个系统即同
时开启喷涂润滑油。

必须正确安装气压电磁阀，使 MicroCoat系统在自动/运
转模式下工作（参照18-19页）。

3. 油罐压力调压表油罐压力调压表

用来调节油罐中压力的大小。对于大多数润滑油，开始最
好都设定为1.03 bar(15 psi)。

最小设定值应该在0.83 bar(12 psi)

4. 雾化压力调节表雾化压力调节表

用来调节喷雾雾化空气的压力。设定范围在0.55到
0.83 bar(8到 12 psi)之间。

相对较高的压力雾化效果较好。

5. 流量调节流量调节

单独调节对应每个胶阀的流量。中间旋杆上每出现一个蓝
色圆环表示向外旋转一周。

逆时针旋转増加流量。

1 2

3 4

5

1 2

3 4

5

MC800

MC800-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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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低液压报警开关接口低液压报警开关接口

与低液位报警开关连接一起，防止没有润滑油的情况
下冲压。

必须将其连接到冲压机紧急开关，防止冲压机在没有
润滑油的情况下继续冲压。（参照第 24页)

警告警告

7. 油罐压力接口油罐压力接口

由此接口输出给油罐气压。

8. 雾化气压接口雾化气压接口

由此接口输出给胶阀使润滑油雾化。

9. 胶阀启动气压接口胶阀启动气压接口

输出气压控制胶阀开启和关断。

10. 流体输出口流体输出口

在压力作用下，润滑油从这些输出口流入胶阀。

11. 不间断气压输入口不间断气压输入口

整个系统的主气源最小应该在4.14 bar (60 psi)。

12. 流体输入口流体输入口

润滑油从油罐进入到流体控制模块的接口。

13. 电磁阀控制的气压输入口电磁阀控制的气压输入口

当冲压机开始工作，电磁阀动作使整个系统运转。输
入气压最小应该在4.14 bar (60 psi)。

控制器结构（续）控制器结构（续）

7

11

8 9

13

12

6
10

7

11

8 9

13

12

610

MC800

MC800-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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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罐结构油罐结构
1. 低液位报警开关低液位报警开关

将其连接到冲压机紧急停止开关，防止系统在没有润滑油的状态下
仍然工作。当润滑油接近用完时开关启动，整个系统停止工作。

2. 卸压阀卸压阀

当油罐压力超过2.76 bar(40 psi)时自动卸压。在向油罐灌充润滑
油时，也可手动拨开释放压力。

3. 油罐密封盖油罐密封盖

当密封盖打开，就会释放掉所有的压力。

4. 润滑油流通管道（示图中不显示）润滑油流通管道（示图中不显示）

5. 润滑油过滤器润滑油过滤器

6. 排气阀排气阀

用来清除过滤器中的空气

1

3

6

5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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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装系统安装

安装喷雾阀安装喷雾阀

使用EFD的专用安装夹具#7021742，或是利用胶阀本体上的6 mm
安装孔将胶阀安装到支架上。

注：注：可供选择的胶阀夹具能够很容易的固定好胶阀，而不需要额
外钻孔或是制作其他装置。详细信息请见第29页。

为了确保合适的喷涂范围，安装MC785M胶阀时使雾化空气盖为了确保合适的喷涂范围，安装MC785M胶阀时使雾化空气盖
的TABS和物料如插图所示在同一直线上。使用胶阀校准工具的TABS和物料如插图所示在同一直线上。使用胶阀校准工具
（#7023866,详见第29页）进行精密校正。（#7023866,详见第29页）进行精密校正。

警告：如果松开雾化空气固定螺丝调整TABS的方向，调整后要确警告：如果松开雾化空气固定螺丝调整TABS的方向，调整后要确
保使用扳手将其拧紧才能让胶阀工作。保使用扳手将其拧紧才能让胶阀工作。

胶阀喷涂的范围大小由喷嘴与板材之间的距离决定，其关系如下
图表所示。

胶阀喷涂范围胶阀喷涂范围

喷雾阀型号喷雾阀型号

喷嘴与板材距离喷嘴与板材距离

2.54 mm 2.54 mm 
(0.1")(0.1")

50.8 mm 50.8 mm 
(2.00")(2.00")

76.2 mm 76.2 mm 
(3.00")(3.00")

101.6 mm 101.6 mm 
(4.00")(4.00")

127.0 mm 127.0 mm 
(5.00")(5.00")

152.4 mm 152.4 mm 
(6.00")(6.00")

MC785M
25.4 mm 
(1.00")

38.1 mm 
(1.50")

50.8 mm 
(2.00")

63.5 mm 
(2.50")

69.9 mm 
(2.75")

82.6 mm 
(3.25")

MC785M-WF
38.1 mm 
(1.50")

63.5 mm 
(2.50")

88.9 mm 
(3.50")

114.3 mm 
(4.50")

139.7 mm 
(5.50")

165.1 mm 
(6.50")

MC785M-WF建议用来喷涂2.0"到6.0"宽度的板材。
注：注：喷涂范围依赖于润滑油的粘度和表面张力。 

雾化帽

板材

合适的空气盖方向

喷嘴距离

45’角安装

喷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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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调节塞与堵头的安装和拆卸流量调节塞与堵头的安装和拆卸

在维护保养此系统之前请先将系统开关打到关断状
态，确保油罐压力为零

注意注意

首先，先将流量控制模块底部的固定螺丝拧松，然后取出
流量调节塞和堵头。

注：注：从流量控制模块中拔出堵头或流量调节塞时，可以顺
时针旋转，从而转动O型圈，轻松拔出。拔出流量调节塞
前，需将流量调节旋钮调到关闭状态。

系统安装（续）系统安装（续）

安装一个新的流量调节塞，先用润滑油润滑流量调节塞上
面的O型圈，将流量调节塞插入流量控制模块并顺时针旋
转，直到流量调节塞完全到位。持续旋转流量调节旋钮，
直到旋钮上的0刻度与流量控制模块上面的0刻度对齐。最
后锁紧固定螺丝。

流量控制模块
底部的固定螺丝

设置控制器设置控制器

1. 将控制器和油罐放在工作区域之外，将油罐放在方便填充润滑油的位置。

2. 将系统开关打到关断状态，工作模式打到自动运行状态。

3. 如第19页图示，连接5-micro过滤气压表到工厂气源。使用8 mm的黑色气管从气压表连接到控制器后面板的恒定气
压输入口，使用8 mm的白色气管从电磁阀输出口连接到控制器后面板上的控制气压输入口。

4. (仅适用于仅适用于MC800-PV) 将辅助雾化气压气管（黑色8毫米）从主调压阀连接到控制器背面的辅助气压端口（请见第
20页连接图）。

连接气压控制电磁阀连接气压控制电磁阀

重要：重要：当冲床开始冲压后，电磁阀必须一直开启，保证 MicroCoat系统一直不停喷涂。为了达到同步进行，可以将电
磁阀接到冲床的离合器/开启线路上。

为了确保供给控制器充足气压和良好的控制，必须将控制器的控制气压输入口用白色气管连接到电磁阀气压输出口。

1. 选择适当的电磁阀，在4.14 bar(60 psi)时流量要达到或超过0.06 cu.m./min。

2. 如图所示，用适当长度的气管安装连接电磁阀。

3. 将电磁阀的控制导线连接到冲床控制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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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装（续）系统安装（续）

气路连接图气路连接图

需与工厂电气工程师确认需与工厂电气工程师确认

弯角转接头，1/4 MPT X 8 mm

工作气压：
设定在 4.14 bar (60 psi)

弯角转接头，1/4 NPT X (2) 8 mm

8 mm,黑色

持续气压连接

控制气压连接

连接到冲床开关控制
| 电路中

3相气压电磁阀冲床工
作时开启

14 bar (60 psi)时流
量需达到.06 cu. m. 
(2.0 cfm)(60 psi)

5-micron过滤调压表，可另购
#7022158

输入气压范围为
4.14–8.62 bar 
(60–125 psi)

8 mm,白色

控制器

EFD EFD MicroCoatMicroCoat型号电磁阀描述型号电磁阀描述

物料编号物料编号 描述描述

7008014 24伏直流电磁阀

7022159 100伏交流电磁阀

7022161 220伏交流电磁阀

EFD EFD MicroCoatMicroCoat电磁阀电磁阀

物料编号物料编号 描述描述

7016694 AC交流电磁阀

7008016 DC直流电磁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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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适用于MC800-PV）气路连接图（仅适用于MC800-PV）气路连接图

系统安装（续）系统安装（续）

需与工厂电气工程师确认需与工厂电气工程师确认

持续辅助雾化气压输入 
（从主调压阀通过黑色8毫

米气管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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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胶阀气管连接胶阀气管

注：注： (MC800)(MC800)见第22页的图示说明。 
(MC800-PV)(MC800-PV)见第23页的图示说明。

1. 安装两个多通路气路转接模块，一个使用白色气管连接控制气压气路，一个使用黑色气管
连接喷嘴雾化空气气路。

2. (仅适用于仅适用于MC800-PV) 配有1/4MPT弯角8mm气管快插接头。将标准6mm气管快插接头从雾
化气压歧路块拆下，然后换上8mm气管快插接头（请见第23页连接图）。

3. 使用黑色适当长度的6 mm气管一端连接控制器雾化空气输出口，另一端插到多通路1压转
接模块黑色接口。

4. 使用白色适当长度的6 mm气管一端连接到控制气压输出U，另一端插到多通路气压转接模
块白色接口。

5. 用白色和黑色的4 mm气管各一条，根据颜色标示对应连接胶阀与多通气路输出口，连接好
后将气管剪到需要长度。

6. 使用透明的4 mm管子，一端连接到流量控制模块的流体输出口，用螺帽固定。另一端连接
到喷雾阀的进胶口。

7. 使用螺旋型包裹将每个胶阀连接的管子包裹在一起，使车间设备整齐，防止管子松动造成
的破坏。

系统安装（续）系统安装（续）

连接油罐和过滤器连接油罐和过滤器

注：注： (MC800)(MC800)见第22页的图示说明。 
(MC800-PV)(MC800-PV)见第23页的图示说明。

油罐需要连接到过滤器，流体流通管路，气压管路和低液位报警开关线缆。

将油罐连接到控制器步骤如下：

1. 将灰色的气管一端连接到控制器后面的油罐压力接口，另一端连接到油罐顶部的进气口。

2. 将过滤器上盖固定到油罐上，或是用夹具安装到MicroCoat支架上。

3. 用透明的管子一端连接到控制器上流量控制模块的进油口，另一端连接到油罐底部的出
油口。

4. 将油罐和控制器之间的透明料管剪断，然后将从油罐接出的料管连接到过滤器上盖的“输
入”口。

5. 从控制器处接出的料管连接到过滤器上盖的“输出”口。

6. 润滑过滤器密封圈，然后将过滤器旋入过滤器上盖，直到密封圈碰到上盖，之后再旋3/4
圈。

7. 请参见第24页接线图进行紧急停止线路和低液位报警线缆到控制器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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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装（续）系统安装（续）

系统连接示意图,MC800系统连接示意图,MC800

4 mm

储液罐

MC800控制器

主控电磁阀

气管接头，单阀/双阀

单阀

双阀

低气压低流量喷雾阀

润滑剂

喷嘴空气

控制气压

6 mm

主调压表

电厂大气

4 mm
6 mm

注：注：如果两个流量控制模块使用同一个供料油
罐，请在过滤器出口处安装一个随机器配备
的“T”型接头（物料编号：7022210）

每使用6个月或1,000小时以上，请更换过滤器
滤芯（物料编号：7017347）。

请根据当地环保政策处理使用过的滤芯。

灰色线缆

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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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装（续）系统安装（续）

系统连接示意图,MC800-PV系统连接示意图,MC800-PV

储液罐

MC800-PV 
控制器

主控电磁阀

低气压低流量喷雾阀

主调压表

电厂大气

4 mm

气管接头，单阀/双阀

单阀

双阀

6 mm

4 mm
6 mm

注：注：如果两个流量控制模块使用同一个供料油
罐，请在过滤器出口处安装一个随机器配备
的“T”型接头（物料编号：7022210）

每使用6个月或1,000小时以上，请更换过滤器
滤芯（物料编号：7017347）。

请根据当地环保政策处理使用过的滤芯。

将6mm气管快插接头换
成8mm的1/4MPT弯角气
管快插接头。

润滑剂

喷嘴空气

控制气压

灰色线缆

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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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紧急停止线路连接紧急停止线路

必须将冲床上的紧急停止控制线路合理的连接到MicroCoat系统上，防止冲床在没有润滑油的情况下工作，同时入锅润
滑油的压力低于0.69 bar(10 psi)时向操作者提出警报。将红色和黑色的导线连接到冲床上的紧急停止控制线路。

这些开关也必须连接到冲床紧急停止控制线路一系列的线路上。这样的话，可以让操作人员在 MC800系统关闭情况下检
查和测试自动防故障装置。在系统关闭时，冲床是不能开启工作的。

警告警告

将红色和黑色线缆连接到冲床的紧急停止线路上。

系统安装（续）系统安装（续）

连接到冲床的紧急停止线路

连接到压力开关

控制器

连接到冲床紧急停止线路

压力开关和低液位开关等级： 
20VA,240V

多个压力开关

需与工厂电气工程师确认需与工厂电气工程师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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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系统设置

首先检查所有的连线首先检查所有的连线

1. 检查所有的接线正确无误并连接牢固。

2. 确认系统压力在关断状态，工作模式开关设定在自动/运行
模式。

3. 检查所有的输入气压连接完好并在4.14 bar(60 psi)以上。

填充油罐填充油罐

不要填充过满，否则会导致润滑油倒流到控制器调压表里。

注意注意

1. 拧开加油盖，将润滑油加到油罐中立到油罐垃高液位指示
线为止。

2. 重新拧紧加油盖。

基本设定基本设定

1. 将系统压力开关打开。

2. 调节油罐调压表到1.03 bar(15 psi),此压力不能小于
0.83 bar(12 psi)。

3. 将雾化气压调压表逆吋针旋转直到完全关闭，使开始调节胶
阀时不会有雾化气压。

注：注：调压表旋钮可以按下去锁紧，这里将其放在不锁紧状
态。

4. 将所有的流量调节塞顺时针旋转直到完全拧紧为止。

5. 将工作模式开关打到手动/设置模式。

6. 打开过滤器上的排气阀直到所有空气被排出。

7. 检查过滤器四周，油罐和控制器是否有渗漏。

8. 选择其中一个喷雾阀，打开对应的流量调节塞，逆时针旋转
5圈使油管和胶阀中充满润滑油。

9. 当润滑油一滴滴稳定流出，则胶阀流量设定完成，将流量调
节塞顺时针旋转关闭。

10. 重复第8步和第9步设定其他毎个胶阀的流量。

1

2 3

4

5

1

2 3

4

5

MC800

MC800-P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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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提醒:在调整喷涂之前每个胶阀一定要完全充满润滑油并设定好
流量(润滑油一滴滴稳定的流出）。

调节喷雾状态调节喷雾状态

1. 首先，选择其中一个胶阀调节对应的流量控制旋钮，使润滑
油以一秒钟一滴的流速从胶阀口滴出。

2. 记下调整好的流量调节塞设定的刻度值，将其它胶阀对应的
流量调节塞旋钮拧到同样的刻度，让每个胶阀的流量一样。

3. 顺时针旋转雾化气压调压表使其达到0.55 到0.69 bar (8到
10 psi)，胶阀开始喷涂。比较粘稠的润滑油雾化压力设定
在0.83到1.03 bar(12到15 psi)。按下旋扭将其锁紧。

4. 将工作模式开关设定在自动/运行模式，喷雾阀停止工作。
当冲床开始运转时，胶阀即准备好开始喷涂。

5. 开始冲压后，润滑油的需求量可以通过调节流量调节塞来
改变流量。

维护和清洁维护和清洁
MicroCoat系统的设计使其无需经常保养，保养周期长。但为了确保其无故障的良好运转，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保养：

在任何保养之前，要先将系统压力开关打到关闭位置，并且打开油罐上的排气阀释放掉所有的压力。

警告警告

 · 使用清洁的润滑油。

 · 定期检查油罐底部是否有残渣，并及时清洗干净。

 · 不能使用氯化溶剂，芳烃类溶剂或其它对丙烯酸树脂有腐蚀性的溶剂清洗MC685M或MC686M油罐。只能用肥皂和水，
或矿物油精清洗丙烯酸树脂油罐表面。

 · 使用清洁的，干燥的，无油的压缩空气。只要调压过滤表中出现湿气或是油滴就要及时排出。

 · 每6个月，即过滤器（#7017347)工作使用1000个小时后就要更换一次。

 · 按照当地的环境规范处理废弃的过滤器。

系统设置（续）系统设置（续）

胶阀基本设定好后，调节润滑
油流量使其达到一秒钟一滴的

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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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雾阀的保养喷雾阀的保养

在任何保养之前，要先将系统压力开关打到关闭位置，并且打开油罐上的排气阀释放掉所有的压力。

警告警告

当使用过滤干净的压缩空气和清洁的润滑油时，MC785M系列喷雾阀无需定期保养而能保持良好一致的工作状态。

如果润滑油停止流出，或者断断续续，则首先参照第26页的故障排除指南。清洗喷嘴一般情况下可以解决相关的润滑油
流量和喷涂问题。

清洗喷嘴清洗喷嘴

首先取下雾化空气盖的固定螺母，然后从胶阀出胶口拆下雾化空气盖和喷嘴，清洗干净后重新安装。

胶阀拆解胶阀拆解

注：注：见第30页的图示说明。

1. 取下雾化空气盖的固定螺母,从出胶口末端拆下雾化空气盖和喷嘴。

2. 从胶阀本体上取下腔体上盖，隔膜恢复弹簧，撞针/隔膜组件。

3. 取下隔膜固定螺母，从撞针上取下弹簧固定垫片，然后取下丢掉旧
的隔膜。

注：注：每次重新安装时请更换一个新的隔膜(#7021727)。

4. 用矿物精油清洗所有的零部件。

重新组装胶阀重新组装胶阀

注：注：见第30页的图示说明。

1. 将新的隔膜安装到撞针顶端，黑色的Viton—边面向螺纹。蓝灰色的PTFE—端面向胶阀流体槽。

2. 将弹簧固定垫片安装到撞针顶端。凸缘一端面向螺纹。

3. 安装一个新的隔膜固定螺母（包含隔膜#7021727)，将螺母拧紧，用手指旋动隔膜使其在撞针上不能动为止。

4. 将撞针/隔膜组件安装到胶阀本体内，然后安装隔膜恢复弹簧和腔体上盖，将其拧紧。

5. 重新安装上喷嘴，雾化空气盖和固定螺母。

雾化空气盖固定螺母需要用扳手将其拧紧，防止由于冲床震动而松动。

维护工具：维护工具：

8"可调节扳手

7/8" 开口扳手

5/16" 套筒扳手

1/4" 卡环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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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料编号物料编号

MicroCoatMicroCoat 控制器 控制器

物料编号物料编号 描述描述

7008020 MCM785M
标准的扇形喷雾阀可覆盖76.2毫米(3英寸)的区域

7008013 MC785M-WF
宽范围扇形喷雾阀可覆盖152.4毫米(6英寸)的区域

MicroCoatMicroCoat 控制器 控制器

物料编号物料编号 描述描述

7008008 MC800

MicroCoat 控制器并带一0~100 psi (0-7 bar)的调压器

7023877 MC800-15

MicroCoat 控制器并带一0~15 psi (0-1 bar)的调压器

MicroCoatMicroCoat 流体控制模块 流体控制模块

物料编号物料编号 描述描述

7008010 8101 (可适用最多4路流量控制)
流体控制模块带有压力传感器

7008003 8101NPS (可适用最多4路流量控制)
流体控制模块不带压力传感器

MicroCoatMicroCoat 油罐 油罐

物料编号物料编号 描述描述

7023843 MC685M
3.8升(1加仑)丙烯酸透明油罐

7023846 MC686M
7.5升(2加仑)丙烯酸透明油罐

7023849 MC687M
19升(5加仑)不锈钢油罐并带有低液位浮控开关

7023850 MC687M-DFS
19升(5加仑)不锈钢油罐并带有双重的浮控开关(检测中低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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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阀固定夹具胶阀固定夹具

7021742  用于固定MC785M系列胶阀或将连接
杆固定至冲床。配备螺栓。每个
7008020和7008013胶阀含有
一个夹具。

十字交叉夹具十字交叉夹具

7023862  用于从扩展安装组件及框架式安装组
件安装阀门。

扩展安装夹具扩展安装夹具

7023865  用于安装至四柱冲压机的冲压窗。可
扩展安装用夹具，并切实安装至冲压
机的2个支柱上。直径1/2"的不锈钢
制杆及安装金属零件各2个为1套。备
有用于12"以内及24"
以内冲压窗2种。适
配冲压窗尺寸最大为
24英寸。

台座支架台座支架

7008017  可调节的铝合金台座支架。包含所有
完整的用于固定
油罐和控制器的
配件。 
高43"X 宽20"

配件配件
固定角铁固定角铁

7023855  用于将控制器固定至MC7300支架上或
冲床外罩上。每个MC800控制器均会
配备。

龙门式安装夹具龙门式安装夹具

7023867  安装于支承板及其他平坦之处。十字
夹（零件#：7023862）4个、带螺丝
纵杆2根、15.75"横
杆2根、13.75"底板
1个为1套。

 阀门定位器胶阀定位器 阀门定位器胶阀定位器

7023866  为了设置恰当的喷射范围而进行胶阀
定位的工具。标准
与椭圆形的模板各
附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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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更换备件可更换备件

MC785M系列喷雾阀剖面图及部件编号MC785M系列喷雾阀剖面图及部件编号

HM 6 X 25 mm
平头六角螺栓，不锈钢

弯角快插接头
10-32 x 4 mm 外径
#7007019

平头六角螺栓，不锈钢
黄铜凸头

MC785M: 标准扇型雾化空气盖0.046"#7021775
MC785M-WF: 加宽扇型雾化空气盖0.046"#7021778

MC785M气管:
#7008007 4 mm — 黑色 
#7022171 4 mm — 透明
#7008006 4 mm — 白色雾化空气盖固定螺母  

#7021599

撞针 
#7021702

弹細定垫片 
#7021704

弹簧
#7021700

胶阀上盖
#7021698

直角快插接头
10-32 x 4 mm 外径

#7007019

可选配：直型快插接头
10-32 x 4 mm 外径

#7021724

流体槽 
#7021696

快插接头
1/8 NPT x 4 mm 外径

#7021718

可选配：弯角快插接头
1/8 NPT x 4 mm 外径

#7021738

氟橡胶O型圈
#7014765

喷嘴 0.046英寸
#7021753

隔膜固定螺母
#7021709

隔膜 
#7021727

PTFE 面
(蓝灰) 固定夹具

#702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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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800控制器MC800控制器

项目项目 物料编号物料编号 描述描述

1 7016572 油罐气压调压表0–2.07 bar 
（0–30 psi）

2 7016574 雾化气压调压表0–2.07 bar 
（0–30 psi）

3 7002004 6 mm 外径气管

4 7016767 5/32" OD x 3/32" 气管

5 7022164 输入气压接头

6 7008004 流量调节塞

7 7008005 流量调节堵头

8 7014882 调压表，0–2.07 bar（0–30 psi）

9 7017402 转换开关

10 7022243 气压控制阀

11 7022165 气压输出接口

12 7022186 出油口

13 7022166 转接头1/8 NPT x 8 mm 弯角型

14 7008010 流量控制模块带传感器

14 7008003 流量控制模块带外接传感器

15 7022182 低压力报警开关

16 7022188 进油口

17 7017400 转接头1/8 MPT x 6 mm 弯角型

18 7017399 转接头1/8 MPT x (2) 6 mm

5

11

5

11

11

9

9

8  

8

10

1

2

3

3

1317

4  

4  

18

18

18

17

17

13

输人气压接头, 4.1 bar (最小 60 psi)

气压输出接口（通喷阀）

输入气压接头 
4.1 bar(最低60 psi)

气压输出接口(通储液罐）

控制气压输出接口

气压控制阀
调压表, 
0–2.07 bar
（0–30 psi）转换开关

On/OFF

调压表, 
0–2.07 bar

（0–30 psi）

手动与自动
转换开关

可更换备件（续）可更换备件（续）

7

6

7

6

6 14

15

12

12

12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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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8  

8

1

2

3

13

17

4  

4  

18

18

17

17

13

5

11

11

10

3

18

输人气压接头, 4.1 bar (最小 60 psi)

气压输出接口（通喷阀）

输入气压接头 
4.1 bar(最低60 psi)

气压输出接口(通储液罐）

控制气压输出接口

气压控制阀

调压表,0–2.07 bar（0–30 psi）

转换开关 On/OFF

调压表, 
0–2.07 bar

（0–30 psi）

手动与自动
转换开关 辅助雾化气压输入，8mm气管

MC800-PV控制器MC800-PV控制器

项目项目 物料编号物料编号 描述描述

1 7016572 油罐气压调压表0–2.07 bar 
（0–30 psi）

2 7016574 雾化气压调压表0–2.07 bar 
（0–30 psi）

3 7002004 6 mm 外径气管

4 7016767 5/32" OD x 3/32" 气管

5 7022164 输入气压接头

6 7008004 流量调节塞

7 7008005 流量调节堵头

8 7016592 调压表，0–2.07 bar（0–30 psi）

9 7017402 转换开关

10 7022243 气压控制阀

11 7022165 气压输出接口

12 7011186 出油口

13 7022166 转接头1/8 NPT x 8 mm 弯角型

14 7008010 流量控制模块带传感器

14 7008003 流量控制模块带外接传感器

15 7022182 低压力报警开关

16 7022188 进油口

17 7017400 转接头1/8 MPT x 6 mm 弯角型

18 7017400 转接头1/8 MPT x (2) 6 mm

可更换备件（续）可更换备件（续）

7

6

7

6

6 14

15

12

12

12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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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685M和MC686M 3.8和7.5升油罐MC685M和MC686M 3.8和7.5升油罐

物料编号物料编号 描述描述

7002004 蓝色聚安脂料管

7020446 加油盖氟橡胶O型圈

7020425 (2）丙烯酸管橡胶衬垫

7020427 氟橡胶密封衬垫

7020432 气压减压阀40 psi（2.76 bar）

7022195 油罐进口转接头

7020422 丙烯酸管6.05"D x 8.96"L(一加仑)

7020438 丙烯酸管6.05"D x 16.35"L(两加仑)

7022188 1/8 BSPP x 6 mm油罐输出接头

7022175 黑色聚氨脂管子

7020442 加油盖

7020436 镀镍铜质的流通管道

7020429 不锈钢液位开关组件（包括连接器，导线和溢流冒口）

7022156 润滑油过滤套装

7017347 润滑油过滤器，每盒包装4个

MC687M 19升油罐MC687M 19升油罐

物料编号物料编号 描述描述

7020036 油罐密封盖，氟橡胶密封材质O型圈

7022195 油罐进油接口

7013316 液位开关装置

7020448 双液位开关装置

7022175 黑色聚氨脂管子

7002004 蓝色聚氨脂管子

7022156 润滑油过滤装置组件

7017347 润滑油过滤器，每盒包装4个

7022188 出料口接头

可更换备件（续）可更换备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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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故障排除
MC800控制器 可能的原因和修正措施可能的原因和修正措施

压力调压表不能设定压力 污染的气源导致。拆掉控制器的外壳检查调压表。从调压
表上取下铜的六角螺栓，弹簧盒和提升阀。清洗提升阀重
新安装。

无润滑油流至胶阀 可能是油罐压力太低所致。油罐压力最小应该在 
0.83 bar(12 psi)油管没有完全插入到控制器后面的出油
口，检查连接处完全密封。

根据安装指南检查油管安装无误。

检查料管是否打结。

胶阀无法开启 连接至控制器的气压必须为4.1 bar(60 psi)。

润滑油流出但喷雾阀不能
雾化喷涂

检查雾化空气盖是否堵塞。确定油罐过滤器是干净的。拆下
雾化空气盖将其内部和喷雾外部清洗干净。参照第27页喷雾
阀保养指南。

雾化空气压力太低导致不能喷涂。将压力调到所需范围内。
一般气压工作范围为8到 0.55到1.03 bar(15 psi)。

胶阀关闭后滴漏 滴漏可能由于撞针与喷嘴吻合不当。清洁撞针和喷嘴，更换
已经磨损或破坏的部件。

确认喷嘴是否拧紧以能够和撞针良好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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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技术数据

输人气压接头, 4.1 bar (最小 60 psi)

气压输出接口（通喷阀）

输入气压接头 
4.1 bar(最低60 psi)

气压输出接口(通储液罐）

控制气压输出接口

气压控制阀

调压表,0–2.07 bar
（0–30 psi）

转换开关 On/OFF

调压表, 
0–2.07 bar

（0–30 psi）

手动与自动
转换开关

控制气压管路图,MC800控制气压管路图,MC800

控制气压管路图,MC800-PV控制气压管路图,MC800-PV

输人气压接头, 4.1 bar (最小 60 psi)

气压输出接口（通喷阀）

输入气压接头 
4.1 bar(最低60 psi)

气压输出接口(通储液罐）

控制气压输出接口

气压控制阀
调压表, 

0–2.07 bar
（0–30 psi）

转换开关
On/OFF

调压表, 
0–2.07 bar

（0–30 psi）

手动与自动
转换开关 辅助雾化气压输入，8mm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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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路示意图油路示意图

6

压力开关

进油口

出油口

流量控制塞

技术数据（续）技术数据（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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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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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ton为E.I. DuPont.的注册商标。 
波浪底纹设计为诺信公司的注册商标。 
©2021 Nordson Corporation    7023880    v080921

诺信EFD两年有限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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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日起为期两年的质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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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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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质保在使用无油、干净、干燥且经过滤的气压的情况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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