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点和优势

TMQuantum  Q-6800系列
先进大型点胶平台的改良产品

可实现更大的点胶面积 (423 x 458 毫米)，是

大尺寸基板和双阀点胶的理想选择

标准配置的激光高度感应器能完成快速、非接

触式点胶高度的测量   

数字视觉识别系统包括高亮度三色RGB LED 

视觉系统照明用于效果更佳的对照图像捕捉

专利型工艺校准喷射(CPJ)软件可实现胶体粘

度的自动补偿  
TM选件Fids-on-the-Fly 基准点高速识别系统

能高速定位基准点，比停止-捕捉模式更快速

确保实现更高的UPH   

TMQuantum 系列是Nordson ASYMTEK公司最新

推出的高性能大型点胶平台，是大尺寸基板、胶

体及点胶工艺在包封与组装点胶应用中的理想选

择。

多用途  Quantum系列点胶机有坚固的大型框架，

轻松匹配需要较大尺寸基板或工件的应用。更大

的点胶面积适用于双阀点胶、广泛的胶体类型以

及点胶工艺和多种应用，而且Quantum系列还能

灵活集成多种组装线配置。这款点胶系统可配置

单阀或双阀和单轨或双轨，从而实现高产量。

点胶技术  Quantum系列点胶平台支持 Nordson 

ASYMTEK公司的绝大多数喷射点胶头、点胶泵

®  ® 和点胶阀，包括DispenseJet DJ-9500和NexJet

NJ-7喷射点胶阀。专利型非接触式喷射点胶相比

较 传 统 的 针 头 式 点 胶 具 有 无 可 比 拟 的 优 势 。

Nordson ASYMTEK公司的喷射点胶阀使用专利

的高速工作原理可实现无需停止的“飞行中”

喷射点胶，将精确的胶粘剂以点、线和图型的方

式喷射出。与针头式点胶相比能有效减少点胶时

间。

先进工艺控制  Quantum点胶平台集成有Nordson 

ASYMTEK公司的自动闭环工艺控制功能，有效增

加产能。 喷射点胶工艺中使用工艺校准喷射(CPJ)，

可通过重量控制确保喷射过程中精准胶量的重复

性，以及在飞行中喷射实现的优化胶线速度。点胶

阀和点胶泵在点胶时，专利的流量监测系统(MFC)

可通过重量控制和自动校准确保持续一致的胶量。

价值  Nordson ASYMTEK在创新、全面工艺解决

方案上的优势保证了投资的最大回报和最低的拥有

成本。从最初 工艺开发到全面生产，用户将始终得

到我们全球范围内工程经验、应用开发和技术服务

网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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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Quantum  Q-6800系列特性

多用途、更高良率和UPH 双阀点胶

在双阀同步喷射点胶的配置中，两个喷射阀喷射相同

的胶体。双阀同步喷射是高产量应用的理想选择，最

高能减少50%的点胶耗时。

在双阀双重控制点胶中，两个点胶阀独立操作。

双重控制点胶是在同一工件上使用两种不同胶体实现

点胶应用以及工艺研发的理想选择。

双阀

校准工作台和重量测量天平 

Quantum点胶系统的自动校准功能能快速、可重复且准确

地完成操作，确保投入最小人力。专利的流量监测系统

(MFC)和工艺校准喷射(CPJ)使用了闭环重量控制工艺，实

现胶体重量和点胶速度的自动调整。

TMFids-on-the-Fly  软件

Fids-on-the-Fly 选件比传统的停留-抓取方法快了

5.5倍，单位产能(UPH)提高35%。定位的准确度取

决于实际点胶应用和点胶速度。

对不同数量基准点的不同部件进行了测试，

Fids-on-the-Fly比传统的停留-抓取方法快

了2-5.5倍。需要捕捉的基准点越多，它所节

约的时间也越多。 

标准特性 

校准模块: 真空清理和自动基准点设定   

高亮RGB视图系统照明 

数字图像系统

激光高度感应器   

单点胶平站升降台 

支持单阀  

带报警器的信号灯   

低压力感应器  

人工设置胶体和阀门压力

可选特性  
TM专利型自动工艺校准喷射 (CPJ ) / 专利型流量控制

 (MFC) -重量天平(Q-6820型号的标准配置)  

CPJ+-先进工艺校准喷射功能可自动校准胶量和阀

压力  

接触式或非接触式加热器 

双阀: 双阀双重点胶 (两个点胶阀独立运作) ；

双阀同步点胶 

(两个点胶阀集成在一个同步运动支架上)

双轨配置  
TMFids-on-the-Fly  软件  

低胶量感应器(磁感应或电容式)

前加热平台和后加热平台

工艺开发加热盘

SECS/GEM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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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技术规格：Quantum  Q-6800系列  
运动系统

(1)Z轴可重复性 ：
(1)X-Y可重复性 ： 

X-Y 加速度: 

X-Y 速度: 

±25 微米 (0.001英寸), 3 sigma

±25 微米 (0.001英寸), 3 sigma

1 g 最高

1 米/秒 最高 (40 英寸/秒)

(2)胶水点胶准确性  

单点胶阀:  

X-Y 定位精度: ±50微米 (0.002英寸)

视图和照明

摄像头像素:  

显示区域:  

照明:   

640 x 480 像素

8.0 x 6.0 毫米 (0.31 x 0.24 英寸)

红/绿/蓝LED 

计算机 
  Windows 操作系统的笔记本电脑    ®

软件

适用于Windows 操作系统的Fluidmove  软件  ®  ®

胶体输出方式

支持所有Nordson ASYMTEK的DispenseJet 喷射阀、 

(3)NexJet 喷射阀和编码螺旋泵。

可按要求提供集成套件。

® 

® 

点胶区域 (X-Y)

423 x 458毫米(16.7 x 18.0英寸)

传送系统

基板/载具最大长度: 

基板/载具最小长度:  
(4)基板/载具最大宽度 :  

(5)基板/载具最小宽度 : 

基板/载具最大厚度: 

基板上方最大间隙: 

基板下方间隙: 

轨道高度:

边缘间隙:
(6)最大载荷 :

单平台: 415毫米 (16.3英寸)

三平台: 320 毫米 (12.6 英寸)

25 毫米 (1.0 英寸)

单轨: 520毫米 (20.4英寸) 

双轨: 最大至220 毫米 (8.6英寸)

25毫米 (0.98 英寸) 

12毫米 (0.5 英寸)

25毫米 (0.98英寸)

7毫米 (0.27 英寸) 

与SMEMA的传送装置高度标

准一致；地面到元件底部之间

的高度可调范围为891-965毫

米 (35.1-38.0 英寸)

7.1 毫米 (0.28英寸)

1 千克 (2.2 磅) 

(配置可变)

系统占地: 

 
(7)空气供应 :

电源(主):

通风:
(8)系统重量 :

兼容标准  

SEMI-S2; SEMI-S8; SMEMA; CE

操作方式: 

传送带类型:

 

厂区要求

自动(SMEMA)，手工，传递式 

防静电O型圈，防静电高温6毫米平带，

防静电高温4毫米平带

(1)可重复性数据由点胶系统全速点胶时测试所得。 
(2)胶水点胶准确性数据根据722-胶点测试法，在

  点胶系统全速点胶时测试所得。
(3)不支持NexJet RFID读头。 
(4)为实现双轨宽度的最大化，设置轨道1-3的间距

  为300mm。  
(5)更小尺寸的基板/载具请和工厂联系。  
(6)所有在传送装置上的部件在任意时间内的总重量。

  如要求更高的装载量，请与工厂联系。  
(7)使用常规非接触式加热器: 一个是9CFM@100

  psi压缩空气供应非接触空气，另一个是1CFM@

  100psi压缩空气供应系统的其余部分。

  使用高流速非接触式加热器: 一个是14CFM@ 

  100psi压缩空气供应非接触空气，另一个是1 

  CFM@100psi压缩空气供应系统的其余部分。   
(8)系统重量会因为配置不同而有所变化。   

1000 毫米宽 x 1329 毫米深 

(39.4 x 52.3英寸) 

双压缩空气供应: 一个3CFM@100

psi压缩空气供应接触式加热器，以

及第二个 1 CFM@100psi压缩空气

供应系统的其余部分 (100 psi=689

kPa, 6.8atm)  

相应的电源供应，建议200-240伏交

流电，50/60Hz单相，30A

435-490千克 (960-1080磅)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Nordson ASYMTEK公司

当地的销售代表。  

3
机器背面，0.188 m /s; 152.4 mm duct



北美总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尔斯班

+1.760.431.1919 
info@nordsonasymtek.com

中国

www.nordsonasymtek.com/cn
Email: china-info@nordsonasymtek.com 

欧洲
荷兰马城

+31. 43.352.4466 
cs.europe@asymtek.com 

日本
东京

+81.3.5762.2801 
info-jp@nordsonasymtek.com

韩国
首尔

+82.31.765.8337 
info@nordsonasymtek.com

印度
金奈

+91. 44.4353.9024 
info@nordsonasymtek.com

东南亚/澳大利亚
新加坡

+65.6796.9514 
info@nordsonasymtek.com

台湾

+886.229.02.1860 
info@nordsonasymtek.com

更多信息，

请洽ASYMTEK当地办事机构
Nordsonasymtek.com

上海
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郭守敬路137号
201203
+86.21.3866.9166

北京
朝阳区东三环北路辛二号，迪阳大厦1205室
100027
+86.10.8453.6388

广州
天河区水荫路115号天溢大厦4楼A区
510075
+86.20.8554.0092

Nordson ASYMTEK
电话: +1.760.431.1919
电邮: info@nordsonasymtek.com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尔斯班市西洛克大街2747号

92010-6603
www.nordsonasymtek.com
2013年11月5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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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技术规格: Quantum  Q-6800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