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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行五步, 何处惹尘埃
——德派洁净装配全新概念 (五步除尘,自然洁净)

互连可靠性与系统设计及运输应力的关系

连接器的精确检查

关于测试你需要知道的四件事

电路板清洁是SMT工艺中公认的可以快速提高产量，减少浪费的重点环节。

在焊膏前或激光打标后进行清洁，可为整个生产过程带来可观的增值。行业去

除污染颗粒的需求从未如此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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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ronica 2019】相约11月
慕尼黑，重塑电子生产价值链！

受业界瞩目的慕尼黑国际电子生产设备博览会

（productronica）即将于2019年11月12-15日

在德国慕尼黑展览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展

会以“加速创新（Accelerating Innovation）”为主题，聚

焦智能维护、智慧工厂等多个热点话题，将呈现未来市场、

印刷电路板、表面贴装技术、电子生产服务、半导体、电

缆、线圈及混合元件等领域的高新产品及技术，打造覆盖整

个电子生产价值链的风向标盛会！

九大展馆，布局一览
2017年，展会汇集了来自43个国家及地区的1,560家

参展企业，国际展商比例高达46%，展出面积达88,000

平方米；为期四天的展会共接待了来自96个国家及地区的

44,987名观众，其中国际观众比例高达58%，77%的观众

拥有决策权。除德国以外，参展观众较多的国家分别是（按

数量排序）：意大利、奥地利、瑞士、法国、俄罗斯、捷克

和英国，展会同期举办的论坛更是迎来了超过3,400名听众

的参与。2019年，productronica将带来更加精彩纷呈的展

示与活动，9大展馆，让你一次看不停！

届 时 ， 小 慕 将 亲 临 p r o d u c t r o n i c a 展 会 现 场 ， 在

productronica线上观众微信群内为您带来全面实时的图文

直播，记得持续关注我们哦，不出国门就能看到新产品、新

技术、新趋势啦~

五大板块，看点十足

1 表面贴装技术（SMT）：元件安装技术的未来触手

可及

表面贴装技术（SMT）是电子生产的核心。在这项技

术的支持下，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设备得以生产，并实现

微型化、低制造成本和轻重量，其巨大的计算能力迅速该变

了我们工作和交换信息的方式，也要求电子生产行业不断适

应变化以满足全新要求。这也是为什么机器人技术在现代元

 A1 
表面贴装技术（SMT）：测试和测量、质量保证
productronica现场论坛

 A2 
表面贴装技术（SMT）：测试和测量、质量保
证、元件贴装技术、生产物流和材料流技术

 A3 表面贴装技术（SMT）：元件贴装技术

 A4 表面贴装技术（SMT）：PCB焊接和连接技术

 A5 
电缆、线圈和混合部件：电缆加工和连接技术、
卷材生产、混合部件制造

 A6 InPrint 2019 ：2019年11月12-14日

 ICM  
 B1/B2 

SEMICON Europa 2019：2019年11月12-15日  

 B2 
未来市场：IT到生产、工业4.0、电池和电能存储
技术、有机和印刷电子产品、3D打印、
增材制造 创新论坛

B2 
半导体：半导体生产、显示器制造、LED和分立
器件、光伏制造业、微/纳米生产、洁净室技术、
材料加工

 B3 
印刷电路板（PCB）& 电子制造服务（EMS）：
印刷电路板（PCB）及其他电路载体制造电子制
造服务（EMS） PCB & EMS演讲角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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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安装技术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这一趋势亦会在

productronica 2019与productronica China上得到体现。

2 电缆、线圈和混合部件：现代文明的基础

越来越多的产品正在无线化，然而无线若缺少电缆、

线圈和混合组件技术的话将无法想象。为确保这些应用的零

故障，电线和电缆就必须按照最高质量规格生产。一旦在安

装过程中或安装后发生故障，其代价将会非常昂贵。为确保

一流的品质，在选择材料时需要非常小心，这和制造及加工

电线、电缆是一样的。

3 未来市场—追踪未来

今年的productronica展会将在未来市场板块着重关注

电子行业的3D打印。虽然目前塑料仍是较常用的材料，但

也有一些概念提出使用金属，甚至是导电连接。目前高端、

专业品质的3D打印机仍较贵，但随着这种新技术的使用，

它们将变得越来越便宜。与移动电话一样，我们甚至可以想

象在可预见的未来，3D打印机可能成为普通消费者的日常

产品。这是否会导致从长远角度看，创新和生产过程转向消

费者？productronica未来市场板块将提供有关未来前景的

见解和展望。

4 半导体：电子制造的关键要素

欧洲的电子制造业有哪些？为推动欧洲半导体和其他

电子元件的开发和生产，欧洲设立了“欧洲领导力的电子

元件和系统（ECSEL）”等跨国资助项目，该计划预计到

2020年将在欧洲动员1,000亿欧元的私人投资资源，创造

250,000个就业机会，将极大提升欧洲最重要的半导体公司

和最大的微电子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除了试点项目外，该

技术计划还支持电子芯片以及网络物理和智能系统的技术发

展，并将其集成到应用领域，如高效交通、改善个人隐私和

可持续能源生产。今年productronica展会的半导体板块参

展商将展示他们在这些领域的全新创新。

5 印刷电路板（PCB）& 电子制造服务（EMS）：

电子制造的坚实基础

今年productronica展会上，印刷电路板（PCB）&电子

制造服务（EMS）板块将是一个行业聚集地。参展商、参观

者和合作伙伴可以在这里见面、交换信息并找到合适的供应

商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例如，LPKF Laser＆Electronics集团

的快速自主PCB原型设计研发技术，仅需一天即可实现PCB

开发和生产。草案设计中的所有问题都能早期发现，从而能

当天完成第二版和第三版设计。Schmid集团开发的先进真空

工艺，可用于高端PCB和IC基板生产。该技术采用真空清洁

和涂层工艺，能满足传统湿法处理无法实现的一系列应用。

智能维护特别专区，首次重磅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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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展会将首次推出智能维护展区，着重解决生产

数字化程度提高后日益增长的维护需求。据德国国家科学

与工程院（acatech）的一项研究表明，工业维护每年能

为德国带来价值1万亿欧元的产能和产值。为实现高效维

护，2019智能维护展区将展示现有的智能维护应用、解决

方案及其未来发展趋势。Elunic公司将带来基于深度学习的

质量检验方法，并为观众提供有趣的体验机会。Status Pro 

Maschinendiagnostik公司也将现场演示智能工厂设备的在线

监控方法。此外，奥地利维护与设施协会（mfa）、Forum 

Vision Instandhaltung（FVI）、Dankl + Partner公司及其技术

合作伙伴Messfeld均将亮相智能维护展区。

创新大奖，再度颁发

2019  productronica将第三次颁发创新大奖（Innovation 

Award），向所有的参展商开放申请。独立评委会将选出包括电缆、

线圈和混合组件（Cables,Coils&Hybrids），未来市场（Future 

Markets），检验和质量（Inspection&Quality），印刷电路板

（PCB）&电子制造服务（EMS），半导体（Semiconductors）和

表面贴装技术（SMT）在内的六大类别奖项，获奖企业将于

2019年11月12日在productronica展会现场领奖。

聚焦新生代，为初创企业提供平台

缺 乏 专 业 人 才 依 旧 是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的 较 大 障 碍 之

一。今年展会的B2馆特设“加速人才（Accelerat ing 

Talents）”专区，为在校生、毕业生和职场新秀们提供了

一个理想的交流平台，旨在鼓励他们从事电子生产行业。

此外，初创企业也是展会的一大焦点之一。联合专业杂志

Elektor，productronica主办方将年轻的企业和国际行业代

表们集聚在一起。在productronica Fast Forward活动期

间，初创公司将在B2馆的单独展区和论坛上展示他们的产

品和解决方案。拥有颇具前景解决方案的企业将在展会最

后一天（2019年11月15日，周五）获得productronica Fast 

Forward奖。

当然，如果您真的想亲自看到创新的电子制造设备和技

术，与这些领先的供应商们面对面交流，那请一定不要错过

2020年3月18-20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慕尼黑上

海电子生产设备展（productronica China）。作为电子智能

制造全产业链应用解决方案的展示平台，2020年慕尼黑上海

电子生产设备展（productronica China）提出“融合创新，

智造未来”的全新口号，聚焦杰出产品与技术的融合创新价

值传递，积极推动并加速电子全行业智能制造发展升级。

2020年慕尼黑上海电子生产设备展部分展商

更 多 展 会 信 息 ， 请 点 击 展 会 官 方 网 站 ： w w w .

productronicachina.com.cn或关注官方微信：慕尼黑上海电

子生产设备展（productronicaChina）。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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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电子行业组装材料的全球制造商领导

者，总部位于加拿大的AIM公司一直看好中国电

子组装行业的蓬勃发展潜力，并于2019年6月在

中国浙江长兴新建了一家本地化工厂——埃姆硕德焊料(长

兴)有限公司，生产全系列AIM无铅焊条、焊线、焊膏等焊

料产品，广泛的应用于汽车、医疗、电子消费、航空航天以

及新能源等众多领域。

AIM在LEAP Expo 2019（慕尼黑华南电子展）中主推

的产品有REL系列高可靠性合金，适用于极端恶劣的环境，

具有卓越的填充效果，降低焊锡炉维护保养费用，减少空

洞，可靠性比SAC系列合金更好，延展性和硬度也比SAC系

列合金更高，适合应用于汽车电子，照明等工业行业。此

外，AIM还推出了CX18和RX18免洗无卤助焊剂带芯焊线，

适用于所有合金和所有表面处理，具有优异的焊接效果，特

别是RX18专为自动焊接而设计以满足电子制造行业智能化

发展的需求。“此外，随着行业内低温焊料需求也愈发明

显，因我们也带来相应的NC273-LT产品，以满足市场的这

一需求”，AIM中国区销售经理骆惟明说道。

汽车电子一直是AIM公司所重点推广并且擅长的领域，

所提供的高可靠性焊料可以帮助汽车电子客户显著降低成

本，同时更加适合严苛的环境。

5G时代的到来对所有行业来说，都意味新的机遇，也

带来更多的挑战。这对电子制造业提出了高可靠性，安全

性，低耗能，自动化等诸多要求。5G将带给智能制造全新

的变革，促使传统制造业通过智能化设备投入，使得生产线

将更加高效，产品质量和良品率将不断提升。对此，AIM同

时提供的信息化分析系统可以带来更多生产和技术等数据，

从而帮助实验室和工厂更快地发现解决问题。

作为AIM在中国最重要的销售区域之一,骆惟明认为华

南市场相较于其他市场，客户对产品的成本和速度要求更

高，因此针对市场需求，AIM将不断深耕华南市场并提供快

速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并不断投入研发适合新产品以满足华

南市场的需求。

作为华南区域重要的电子智能制造展览展示和交流平

台，LEAP Expo 2019（慕尼黑华南电子展）一直致力于为

中国智能制造提供更多解决方案的展现舞台。通过与众多参

展专业人士的交流互动，骆惟明认为，LEAP展会正在凭借

专业的态度越办越好，已成为华南乃至整个中国电子制造行

业的大型盛会。EM

AIM：先进焊料助力行业市场
——访AIM中国区销售经理骆惟明

文/EM Asia《中国电子制造》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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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高效，迎接导热胶挑战
——访和利时（苏州）自控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宋金聚

文/EM Asia《中国电子制造》

为第一次参加LEAP Expo 2019（慕尼黑华南电子

展）的企业，和利时（苏州）自控技术有限公司

（简称HOLS）对华南市场十分看好，尤其是华

南地区的3C和汽车电子等行业。2019年初，HOLS在深圳

设立了华南分公司，以深圳为中心辐射整个华南客户，基于

半导体和汽车电子行业市场开发自己的优势产品线。

自成立以来，HOLS始终致力于研发自动涂胶设备、自

动封装测试设备、工业机器人、非标定制等自动化设备，尤

其是根据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为客户提供更适合、更具性

价比的自动化解决方案。通过提供操作简便、超性价比的自

动点胶设备及相关产品，为客户实现制程自动化，解决人工

作业效率低、品质不稳定、浪费原材料等迫切问题。

近年来，随着未来电子信息数据处理越来越大，电子

电路技术的复杂化、微型化发展升级，导热的功率进一步在

提高之中，如何设计从集成电路板到散热片的导热路径和全

面应用导热界面材料（TIM）是散热设计的关键。因此，应

对TIM的点胶涂胶挑战是当前流体处理设备的重要发展方向

之一。为此，在LEAP Expo 2019展会上，HOLS重点展示了

其新研发的双组份导热胶解决方案，不但解决了高填料高粘

度自动涂胶难点，能够精准高效的完成对导热要求比较苛刻

的产品，而且整套系统实现了真空供料、高精度螺杆输送计

量、管理压力监控等技术创新。

汽车电子和5G正在给HOLS带来众多机遇。随着新能

源汽车和物联网汽车的发展，HOLS在软电池包、电源管理

系统、充电模块、电机灌胶、电桥等应用方面都取得了一系

列成功案例。另外在无人驾驶、雷达波、红外可视等最新的

汽车电子模块，HOLS也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并得到客户的验

证。“作为全球在IML盖板贴合工艺上第一个实现自动化的

供应商，我们的车载一体屏幕的全贴合技术在这一市场甚至

获得了逆势增长”，和利时（苏州）自控技术有限公司总经

理宋金聚表示。

“5G对硬件的可靠性要求更加苛刻，势必对设备的要

求会更高。因此，对中国的中小电子设备提供商而言，5G

的到来是一个机遇，因为我们能够更快速地提供面向5G的

技术设备“，宋金聚认为。

作为深圳LEAP展的新成员，宋金聚期待着这一平台发

挥更多的作用，更多地帮助中小企业提升业务，“也祝福

LEAP越办越好，成为华南最有影响力的电子展览会！EM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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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玎：让客户爱上中国制造

刚刚开幕的LEAP 2019上笔者偶遇了这样一家企

业：其以“让客户用更低的成本购买更合适的

智能设备，让客户爱上中国制造”为努力的目

标和方向，并借助强大的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坚定不移地

践行着这一承诺。它，就是深圳市阿拉玎光电自动化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阿拉玎）。

据了解，强大的研发和创新能力是阿拉玎最具优势的

核心竞争力，其提供的解决方案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均为

自主研发，并已获得多项发明和实用型专利。在本届LEAP

展上，其以“PCBA电子产品DIP制程集成自动化设备”为

主题，展示了诸多创新产品和解决方案。解决方案主要包

括：用ARADING自动喷码机替代人工贴标签，用异型插件

机替代人工插件，用ARADING选择性波峰焊替代传统耗电

耗材料的波峰焊，用炉前错漏反检测AOI替代传统人工目

检，用ARADING世界首创的ISS智能选择焊锡系统或PCBA

检测焊接半自动维修系统替代人工目检和人工烙铁维修产

品，用智能AGV替代人工搬运，用智能料架快速帮助物料

员找到需要的物料等。

阿拉玎展示的一系列针对传统生产弊端而研发的创

新解决方案将为客户转型升级提供更多助力。尤其是在

作为电子产品研发制造开源地的华南市场，阿拉玎无疑

将得到更多新的发展机遇。为此，阿拉玎未雨绸缪，早

在几年前就开始布局，结合当前电子产品制造特点，成

功研发出国内外首创的ISS智能选择焊锡系统和智能选

择性波峰焊等替代人工、提高效率的自动化设备。此次

LEAP展其也重点展示了该系列解决方案，并吸引了众多

观众。

谈到公司未来发展，深圳市阿拉玎光电自动化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朱德银先生表示，引领未来通信的5G技术以

及近几年迅速发展的汽车电子都是阿拉玎发展的重要突破

点。

朱德银认为，于企业而言，5G技术的应用既有挑战也

有机遇。首先5G对设备的软硬件精度的要求，以及对人才

研发能力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而且部分核心零件国内制作

精度还不能满足需求，仍需潜心研发，细致打磨。另一方

面，虽然5G技术研发周期长，研发投入大，但会为企业发

展带来新的机遇，促进企业引进更多优秀人才，创新更多

智能产品。

在汽车电子行业，阿拉玎为了打破客户“只认国外

品牌”的魔咒，可谓煞费苦心。其不仅提供免费的打样测

试，还协助客户做精益改善等服务。“我们希望通过阿拉

玎的努力，让客户逐渐认可中国制造，让客户选择中国品

牌的时候也能够‘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朱德银真诚

的说，“为此，针对汽车电子公司准备了很多样机，包

括炉后自动检测自动修补ISS系统、炉后自动检测半自动

修补系统、智能选择性波峰焊、智能喷码机、在线焊锡

机、AGV、异型插件等智能化设备。我们坚信，凭借质高

价优的产品、全面的技术支持以及服务客户的诚心，定将

赢得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和信赖，让客户真正爱上中国制

造！”EM

在
文/EM Asia《中国电子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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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高可靠焊接前沿
——访苏州爱思姆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夏永祥

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全球的多边贸易挑战，以

及中国电子制造行业向中高端制造的转型进

程，无不意味着更强的创新能力和更先进的工

艺设备。对于PCB焊接应用而言，真空回流焊接技术凭借热

容量大、PCB表面温差小、温度一致性高以及环保低成本运

行等技术优势，在先进的电子制造行业中得以广泛应用。

作为全球第一家研发生产真空回流炉公司，也是这一

领域的技术领先者，德国SMT公司成立30多年来，一直是

致力研发产生高品质先进技术的设备制造商，不断提供先进

的各类真空回流炉、高温固化和高低温测试炉等产品。

在此次LEAP Expo 2019 慕尼黑华南电子展上，苏州爱

思姆特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代表德国SMT的中国业务重点展

示了其全线真空回流炉设备。

据该公司总经理夏永祥介绍，从2009年向全球提出在

线真空回流炉以来，德国SMT引导了焊接设备行业的一次

技术革命，很好解决客户产品在焊接过程中的以前一直困扰

大家空洞气泡问题，“作为行业的创新者和领导者，我们制

定的焊接≤5%空洞率的标准，已经成为业界评估真空回流

炉的通用标准”，夏永祥表示，“因此我们也在汽车电子和

5G通信等重点行业获得了极其领先的行业地位。”

在汽车电子行业，因为司乘安全性考虑，其对产品品

质要求更加严格，也就更要求生产设备的高品质高稳定性。

德国SMT长期以来，与博世、大陆、海拉、贝尔海拉、万

都海拉、采埃孚、BYD、欧司朗众多全球知名汽车电子公司

都建立了深度合作，为其开发了针对汽车电子的一系列焊

接、固化和高低温处理设备。

在5G的爆发下，很多行业正在产生重大技术改革，如

汽车智能驾驶领域，智能家居，医疗远程智能手术领域……，

而这些领域都需要高品质高可靠性焊接。5G通讯由于数据传

输量远远大于商业4G通讯，对焊接的可靠性要求会更高。由

于气泡空洞不利于散热和高频频率衰减，因此必须更加有效

地控制半导体元器件自身空洞率，5G通讯基站板焊接过程的

空洞率，以及5G手机主板焊接的空洞率等。对此夏永祥进一

步解释道，譬如传统的焊接气泡空洞率是20%~25%以内，

空洞率IPC标准也是制定在25%，但功率器件的空洞标准现

在要求≤5%（有些器件要求在≤3%），PCB&铜基板&铝

基板焊接空洞率要求≤10~15%。

为了应对标准差距带来的技术挑战，“我们本次展示

的真空炉就是为了解决这个气泡和空洞问题最好的武器，

超过10年的成熟技术在全球超过100客户中一直使用，而

在中国市场也有超30家客户在使用。”为了保证高品质产

品，SMT公司目前还是100%完全在德国总部研发生产，通

过高品质、高稳定性和节能高效的焊接设备，在帮助电子企

业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减少了其日常电能和氮气成本，以

及企业的停线和保养成本。

“我们正在大力开发适合半导体产业的设备——更高

温度的真空炉，同时完善传统汽车电子行业的在线焊接、固

化、高低温测试炉等设备产品线“，夏永祥说道。

华南市场是中国最为活跃和最有动力的市场之一，德

国SMT在华南通过设立办事处和demo实验室，招聘更多有

专职经验丰富的销售人员和技术服务人员，来拓展这一市

场。在夏永祥看来，借助LEAP Expo 2019 慕尼黑华南电子

展这一辐射整个华南的展会平台，将加快其业务拓展，让高

品质的中国制造让世界所认知和认可！EM

经
文/EM Asia《中国电子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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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5G时代的高可靠性SMT产线标杆
——访深圳市普科技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刘伟强（Bruce Lau）

文/EM Asia《中国电子制造》

2019并不是一个十分景气的年份，整体经济下行压力

比较大，不过在电子制造行业内，仍然有一批逆势而上的

厂商身影让我们感到惊喜，甚至在前3季度同期增长超过

30%，这就是SMT产线设备制造商——深圳市普科技术有

限公司（Gtec）。

在此次LEAP Expo 2019 慕尼黑华南电子展上，Gtec的参

展主题是“面向5G时代的高可靠性SMT示范生产线展示“——

包括Plasmatreat等离子清洗设备+Ersa印刷机+KohYoung 

SPI+KNE巨量转移模组+Ersa氮气回流炉+Viscom在线3D 

X-ray检测设备/AOXI+Universal异型插件机+Ersa选择焊+Ersa

返修台+Viscom离线3D X-ray。”其中，Plasmatreat等离子清

洗设备和KNE巨量转移模组都是展会首秀，KNE未来无论在半

导体行业还是SMT电子制造业，都会给行业带来足够多的震撼

和惊喜“，Gtec销售总监刘伟强（Bruce Lau）表示。

汽车电子一直是Gtec最大业绩来源领域，汽车电

子因安规要求严苛，产品附加值较高，对设备硬件稳定

性和可靠性的高要求，以及对软件系统的可信赖性和可

追溯性的要求，一直是Gtec所代理品牌和设备的优势所

在。Plasmatreat的等离子清洗设备（PCB裸板印刷前清

洗、PCBA涂覆前清洗）、Viscom的在线3D X-ray检测设

备/AOXI、Ersa的选择焊一直在全球及中国汽车电子领域占

据领导地位，并且主导了行业技术创新。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Universal的异型插件机，一直在全球顶尖汽车电子制

造商和高端通讯制造商备受推崇。

在5G领域，5G核心产品在一些关键SMT制造及检测领

域出现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及挑战，例如对锡膏量的精确控

制，对大尺寸、高密度遮挡、高负载、通孔焊接的生产和在

线3D X-ray检测出现了新的需求。众所周知，锡膏量的精确

控制及选择性布置恰恰是Mycronic锡膏喷印机的强项，在线

3D X-ray检测恰恰是Viscom的优势，Ersa的选择焊更是早已

深受市场赞誉。

华南市场一直是电子制造业的大本营，也是Gtec的大本

营，未来华南市场的5G通讯、汽车电子、自主高端研发型等

企业的发展值得期待。面向华南市场，“作为全球最大的会

展中心的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未来有可能是深圳在粤港澳大

湾区的门户，一定会与LEAP将彼此推向更广更深的高度，

而且相信新展馆在交通、排期、展馆面积配合度等方面会给

LEAP、参展商和参展观众带来更好的支持。Gtec在此感谢

LEAP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祝愿LEAP蒸蒸日上，为行业带

来更多的精彩和惊喜“，刘伟强（Bruce Lau）总结道。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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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科谱：创新技术 赢在未来

文/EM Asia《中国电子制造》

2019年10月10-12日，全面升级的2019华南国际智能

制造、先进电子及激光技术博览会（简称LEAP Expo）在深

圳如约开幕，全方位呈现自动化及机器人、电子制造智能化

解决方案、线束加工与连接技术、点胶注胶设备及材料、先

进激光及加工应用技术、机器视觉与应用六大模块及智慧工

厂特色环节。400余家展商同台竞技，各自展示其创新的产

品及解决方案。致力于成为行业领先的全球标准自动化解决

方案提供商的申科谱自动化科技（珠海）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申科谱），专注于电子制造业行业后段，客户遍及汽车

电子，通讯及消费电子行业，也在本次展会重装亮相。

据申科谱自动化科技（珠海）有限公司的肖潇介绍，

本届展会申科谱不仅带来了领先的智能工厂、消费电子、新

能源汽车电子以及多种可定制化应用等行业自动化解决方

案，还重点展示了在线异型插件解决方案以及在线/离线分

板平台等创新产品。

据了解，申科谱的异性插件平台共有三代产品，分别

为：Cencorp OF 1500、Cencorp OF 1000和Cencorp OF 850，

其中Cencorp OF 1500是第三异性插件机。无论用户是希望在

现有自动化生产线集成自动插件来提升生产效率，还是希望

通过自动插件来保证大型件的插件质量，Cencorp OF 1500

都能完美契合客户需求。该产品拥有先进的线性运动

模组与主动弯脚系统，配合强大的供料支持，非常可

靠，可兼容所有插件供料系统，包括轴向、径向和管装

件。Cencorp 1500 OF 同时配备强大的软件支持，如在线

CAD导入、MES的链接与可追溯；帮助客户轻松满足当今

电子行业严苛的质量要求。此外，该平台灵活的机器设置与

动态编程功能也能满足客户在未来数年多变的生产需求。

强大的功能和可拓展性为Cencorp OF 1500吸睛无数，

很多观众纷纷上前咨询交流。此外，申科谱的分板平台：在

线分板平台1000 BR、在线分板平台1300BR以及离线分板

平台1300SR，也得到了众多观众的关注，获得许多高端电

子生产商的青睐。

“作为扎根中国市场的本土企业，申科谱希望利用荷

兰积累了几十年的自动化行业知识，为中国客户提供深厚的

技术力量；用我们的创新产品助力中国电子制造业转型升

级。”肖潇表示说，“未来，在5G技术的推动下，电子制

造业更新换代的速度会更快，这是一个挑战，同时也是一个

机遇，它将为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平台。

在此进程中，申科谱将持续致力于技术创新，携手客户共赢

未来！”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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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T中的板材清洁—仅仅是清洁吗？

路板清洁是SMT工艺中公认的可以快速提高产

量，减少浪费的重点环节。

在焊膏前或激光打标后进行清洁，可为整

个生产过程带来可观的增值。行业去除污染颗粒的需求从

未如此强烈。

行业面临至少两种主导力量，致使行业需要更有效的

污染管控工艺。技术的变化导致模板组件的零件更小，轨

道更窄，这意味着污染颗粒与设备轨道的尺寸相同甚至更

宽，从而增加了潜在产品缺陷的可能。同时，作为可持续

发展的世界的一部分，减少资源浪费不可避免地让人们希

望不仅要减少产品缺陷，而且要提高产品质量，这两者都

将得益于有效的电路板清洁。

电路板清洁工艺已存在很长时间了，但是在最近的7年

中，其采用率才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如上所

述的市场需求，当然也与电路板清洁产品的进步有关。

在焊膏之前去除板上的污染颗粒的方法有很多种，有

些使用诸如“气流刀”之类的简单方法，而另一些则依靠

诸如“超声波清洗”之类的更复杂的工艺。那些使用气流

的方法-无论是直接接触板材，或是从板材上抽离，其都会

遇到同样的问题。这些以“空气移动”为基础的设备都不

是有效除尘的解决方案，尤其是对于较小的粒子。在10年

前仅仅去除大颗粒污染物就可以了，但现在却不会如此简

单了。

随着SMT行业开发出越来越复杂的使用3D检测方法来

优化工艺，在某种程度上行业已经忽略了更好的，以清洁

的电路板为基准的目标。

追求零缺陷–零返工需要对清洁过程进行更详细的检

测与评估，以获得最佳效果。现代电子组装过程具有繁复

的步骤，因此有许多机会产生产品缺陷。

在组装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会导致缺陷。SMTA / IPC

已证明，大约60％的产品缺陷发生在焊膏上。因此，对于

许多人来说，在焊膏前添加清洁设备是一个简单且似乎合

乎逻辑的选择。

板材清洁机的作用看起来很简单，可以在进入焊膏打

印前先在线清洁电路板材。提供电路板清洁设备的大多数

厂家都无法有效检测其清洁的效果，这不仅可能导致清洁

不良，还会引发因清洁人员造成的问题。

在评估板材清洁机清洁能力之外，还有两个主要注意

事项。

a.ESD和EOS问题已得到重视。除了ANSI / ESD 20.20

等全球国际标准外，许多公司还制定了严格的静电控制规

章，旨在减少由ESD / EOS造成的损害。

使用高速流动空气或在板材表面上使用滚刷的清洁设

备往往会产生大量静电。

许多厂家会错误的仅考虑电路板离开清洁机时板材上

残留的电荷。这时板材已经通过了电离棒，因此残留的电

荷与板材在清洁设备内进行清洁时的电荷无关。

表1a是板清洁机的简单示意图。电路板通过清洁机时污染物被弹性

体清洁胶辊去除。当板材离开清洁机时，离子棒会中和电路板上的

所有静电荷。

表1b显示大多数客户会在使用电离棒后测量电路板上的静电。

表1c显示了测量静电的正确区域是在机器的内部。

b.清洁机施加到板材上的压力或负载。许多设计不良

的清洁系统错误地认为，增加施加压力会改善清洁效果。

随着更薄的电路板，更细的走线和嵌入式组件的出现，过

大的压力会造成基板损坏。

电
文/Mr.Stephen Mitchell,Teknek公司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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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材清洁生产商面临着一系列复杂的挑战，在某些应

用中，设备转移向ISO 8标准挑战将更加尖锐。

即使对于像Teknek这样发明了接触式清洁技术，并在

市场上领先多年的厂家来说，挑战也是巨大的。

Teknek在2019年推出了全新的板材清洁机SMT II。这

台新机器不仅能提供最佳的清洁效果，还为静电管控和施加

压力树立了新标杆。

施加压力
为了测量清洁时板材所要承受的负载，Teknek使用Nip 

Control（www.nipcontrol.com）的校准压区压力表。这样

可以进行准确的负载测量。

设定目标是清洁设备在清洁过程中施加最低的压力，

该测量值则是Teknek研发计划的关键部分。如下表1所示，

最新的设计进一步改进并降低了应用时的施加压力。

使用参考板和Nip压力计测量几款市场上广泛使用的，

专为板材设计的接触式清洁机上的施加压力。

图1着重显示了在同类板材清洁机中施加压力的范围很广。

图2显示了与Teknek SMT II使用时的Nip Control压力测量指数。

低静电清洁
ESD和EOS导致的故障被广泛的认为是电子装配过程

中产品故障的根源。EOS问题有可能引发产品使用时的突然

故障，这可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通过全面研究清洁机的静电特性，Teknek的清洁设备

能够在低静电环境下提供最佳清洁效果。这是通过对机器及

其所有组件进行根本性重新设计而实现的。这项新技术的核

心Teknek称之为NTTM。在使用中，弹性清洁胶辊和粘尘纸

上的常规静电荷<50伏，在某些情况下可达到<30伏。

传统的板材清洁机具有非常不同的静电环境，不能满

足ANSI s20.20 2014的严格要求。

表2 显示了市场上广泛使用的几款板清洁机静电值的记录。

总结：
电 路 板 清 洁 机 是 零 缺 陷 - 零 返 工 中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不仅需要考虑电路板清洁机的清洁有效率，且需要考

虑——新技术不能在消除现有问题时，增加新的生产问题，

这一点至关重要。

高科技电子组装行业需要在良性环境中进行100％清

洁。这意味着低静电环境——理想情况下小于50伏，以及

低压清洁技术——理想情况下小于5N / cm2。

那些参与设备选择的人员很少有时间或现成的设备来

进行测试，就此很难确定哪台板材清洁设备能带来最佳的

清洁效果。但是，可通过让设备生产商提供重点数据及产

品的多方测试报告，就此鉴别以选择最佳的产品。EM

Table 2: 静电环境

静电场（伏特）

Teknek SMT II 清洁品牌 R 清洁品牌 U

清洁胶辊 < 40 >1,000 >3,000

粘尘纸 <40 >3,000 >3,000

测试条件：

1. 机器运行在 10mtrs/分钟

2. 使用Simco FMX-004检测静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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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产品的小型化正在推动组装
生产工艺中微量点胶技术的发展

几乎每个行业中都在不断的改进和创新，不断提高

自动化设备和设备的功能性和交互操作性。随之而来的是

不断寻求降低其功率要求的解决方案——使这些设备及其

组件小型化。在自动化程度日益提高的世界中，无论到何

处，小型化都是使这些装置和设备成为可能的关键驱动因

素。由于组件的小型化，使得智能手机、数码相机、智能

电视、计算机、心脏起搏器、核磁共振成像、机器人技

术、车辆燃油喷射、全球定位系统以及成千上万种其他消

费、商业和工业设备和工艺的实现成为可能。实际上，由

于组件的小型化及其能耗的降低，使得IoT（物联网）与以

太网的融合以及为使能设备而增加的数据和电源连接成为

可能。

零部件的这种持续小型化给制造，尤其是电子组装

带来了挑战。例如，表面贴装技术（SMT）是在从汽车

到医疗设备再到航空航天等不同行业中生产这些电子设

备的主要电子组装工艺。使用密集的多层电路和混合技

术板来制造更小、更复杂的组件的需求，以及越来越多

的表面贴装元件尺寸和类型的混合，对SMT工艺工程师

提出了挑战。

对于SMT组装而言，至关重要的是需要将极少量且精

确的流体（例如粘合剂或硅胶）点涂到微小的微电子器件

和其他微小部件上，以保持这些表面贴装设备在焊接之前

和焊接过程中安装到位。这些胶点还可以在整个组装的过

程中提供机械强度、导热率、介电强度和化学惰性等附加

优势。

微量的粘合剂或硅胶必须以精确的剂量被准确地点

涂到相应的位置上。胶点在SMT基板上的精确定位和数

量对于该产品的组装，功能，质量，外观和竞争力至关

重要。

这种微量流体定量分配技术（称为微量点胶）并非局

限于SMT组装，而是跨越了如需要精确点涂油、油脂、涂

料和多种流体的各种行业中的多种组装应用。微量点胶对

于密封智能电视触摸屏、计算机显示器的夹层玻璃复合材

料、在LED组装中点涂有机硅荧光粉、固定微型数码相机的

组件、以进行生物医学测定的敏感流体的微量点胶、实验

室组装材料、并为汽车轴承、变速器和发动机零件的组装

提供润滑都是必不可少的。

通过开发用于自动化组装生产线或独立生产设备的专

用点胶技术，微量点胶技术已发展到可以支持更高产量的

组装生产需求。这种点胶技术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以每秒

高达1,000个周期的速度将非常高精度的微小胶点点涂到基

板上，并且具有可靠的可重复性。

不只是一个点
一个微量胶点不应被认为是独立于下一个胶点的单个

点。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在大多数应用中，将一系列微

文/Claude Bergeron，诺信EFD产品线经理

通过开发用于自动化组装生产线或独立生产设备的专用点胶技术，微量点

胶技术已发展到可以支持更高产量的组装生产需求。这种点胶技术可以在极短

的时间内以每秒高达1,000个周期的速度将非常高精度的微小胶点点涂到基板

上，并且具有稳定的可重复性。在评估导入微量点胶技术时，了解它们的工作

原理和最强及最弱的特性，对决定是否在生产中实施新的技术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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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胶点以点对点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无缝融合以形成连续的

线条或图案; 通过用微量点胶将胶点连接在一起，可以在基

板上产生任何形状或实体; 可以堆叠多个微量胶点以形成更

大的点。

微量胶点的直径为300–400微米，大约相当于5-6根

人类头发的厚度。在这些参数内，实际应用中通常需要许多

不同大小点的直径，以适应填充基板的不同大小的组件。较

大的零件（例如SMT组件上的零件）可能需要在单个位置

点涂多个点。

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更先进的微量点胶技术可以提

供极为严格的点胶公差，其公差在微点尺寸，高度和形状目

标规格的1％之内。

评估微量点胶参数
评估微量点胶技术时，了解它们的工作方式以及其最

强和最弱的特性，对于确定是否将新技术应用于生产环境至

关重要。关键是选择一种微量点胶的方法，使其最接近指定

生产工艺的要求。

基本上，在实际评估微量点胶方法之前，需要确认几

个关键信息。它们是：a）基材；b）流体属性；c）微量点

胶的要求。

基材

基材的物理特性（将要微量点涂流体的材料）会极大

地影响微量点胶技术的选择。胶点的循环时间和生产率在一

定程度上受基材表面形状的影响。

将流体点涂到难以接触的区域，不平坦或不规则形状

的表面或易碎的基材上是需要仔细评估的关键因素，因为它

们会严重影响组件的生产。这些将直接影响微量点胶系统的

Z轴移动，从而影响其在不平坦表面上移动并在正确位置上

点涂正确体积流体的能力。

随着小型化趋势的发展，基材变得越来越拥挤且不平

坦。硅晶片和薄膜电子设备中使用的基板以及印刷电路板

（PCB）组件就是这种情况。

流体属性

可以微量点涂的各种流体和流体粘度涵盖了相当大

的范围，包括环氧树脂、粘合剂、硅胶、油脂、油、助焊

剂、涂料、焊锡膏、弱酸、酯和弱碱。来自不同供应商的

流体配方很多，每种配方都是针对不同的应用技术专门配

制的。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要点涂的流体必须易于流过

点胶头。粘度是流体的流动阻力，并且是用于确定流体是否

可点涂的主要流变特性之一。

其次，一旦流体到达基材，它必须具有重组和恢复的

能力，以防止其扩散和污染基材上的其他成分。允许材料恢

复其原始粘度的能力是流体触变性的一部分，触变性是指流

体在受到应力时变得越来越稀的特性。了解要点涂流体的触

变性是成功进行微量点胶的关键因素。

进行微量点胶时必须考虑流体流变学的其他特性，

包括其密度和重量、是否具有磨料填充物、以及是否可安

全点涂或可燃。流体属性也可以通过点胶工艺来改变。点

胶设备中的加热功能；还有流体压力和划线速度都会改变

流体的粘度。流体的储存方式也影响流变性。是否冷藏保

存？如何加热？流体的特性会随着温度的变化以及到期时

间而变化。

区分不同的流体并根据不同的应用要求来确定最佳点

胶参数是实现成功的微量点胶工艺的重要因素。

微量点胶的要求

微量点胶的要求随生产环境的不同而变化，需要评估

许多因素。例如：微量点胶是否用于制造/组装工艺？如果

是这样，它将在工业环境中使用，还是在洁净室中使用？ 

是在量产过程中使用该系统，还是生产原型机？这些工艺是

半自动化还是全自动？ 操作人员的技能如何？

然 后 ， 需 要 评 估 更 具 体 的 工 艺 问 题 。 其 中 包 括 确

定：a）每小时计划生产的零件；b）生产周期时间；c）将

零件送入或放到点胶位置的速度；d）是否将点胶设备安装

在机器人上，还是固定在其下方移动的位置。

确定这些要求将有助于为该应用选择最佳的微量点胶

系统。

喷射式与接触式微量点胶
目前市场上有两种基本的微量点胶技术：传统的基于

针头的接触式点胶和非接触式喷射点胶。 尽管传统的接触

式点胶仍是使用中的主要技术，但速度方面的明显缺点阻碍

了它的发展，尤其是在不规则基材上点胶时。最佳方法最终

取决于手头的材料和应用，但对于许多自动点胶工艺而言，

高速喷射技术是接触式点胶技术最普遍和最创新的替代方

法。

接触式点胶

在接触式点胶工艺中，液滴在喷嘴的出口处形成，

并在液滴仍位于喷嘴上的情况下通过接触而点涂在基材

上。

接触式点胶经常依赖于时间压力方法来点涂组装流

体。点涂的流体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胶阀开启的时间以及

施加在储液罐上的气压大小。例如，如果车间气压波动，各

个胶点的出胶量可能会不同。

接触式点胶也可以计量式方法来点涂组装流体，这

种方式点涂的流体量可以保持恒定。但是，当流体被回

吸到点胶针头并在下一次点出时，重复性可能会出现问

题。

接触式点胶的优势：a）几乎可以点涂所有类型的流

体；b）设置和编程容易且时间较短；c）胶点溅出基材的

风险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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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式点胶的劣势，例如：a）由于Z轴移动而导致

的点胶速度缓慢，通常每分钟最多约300个胶点b）必须

接触基材以点涂流体；c）基材部分可能被损坏；d）点

涂的流体并不总是精确地在预期的位置；e）胶点大小难

以复制； f）残留材料会粘附在针头上，从而影响可重复

性。

喷射式点胶

高速喷射是非接触式的，喷射阀永远不会接触产品或

基材表面。因此，它提供了更高的灵活性，并且可以用于

更广泛的应用中，否则将需要具有高度感应和定位功能的Z

轴系统。这些特性使其在点胶速度和敏捷性，胶点性能和

质量，维护，产量和运营成本方面具有优势。

压电技术使高速喷射成为可能，这使这种类型的喷射

阀能够以高达1,000Hz的速度喷射流体。这种可配置为多种

用途的模块化压电喷射阀结合了高速喷射、压电技术和令

人难以置信的应用灵活性的优点。这使它们成为传统点胶

阀的强大替代产品，而传统点胶阀通常仅限于单一应用能

力。

结合了压电技术的高速喷射阀可以实现非常快速的开

启和关闭循环，将流体弹出或“喷射”到基材上。当对某

些材料施加压力发生形变时，例如特殊的钛酸铅锆（PZT）

陶瓷堆叠，就会与其交错相连的电极上产生电压。相反，

当电压施加到PZT时，它会改变其形状。对于压电喷射阀，

电压将被施加到胶阀内部的压电驱动器上。施加的电压会

导致陶瓷长度发生较大变化，从而使驱动器可以用于纳米

级的快速、大力、实时位置控制。

喷射的优势包括：a）高度精确、可重复的胶点，与

零件的形状或公差无关；b）以每秒高达1,000胶点的连续

速度喷射；c）从任意方向喷射，包括水平和倒置；d）达

到精确的胶点公差，低至+/-1％；e）消除了基材损坏，

因为点胶时不与基材表面接触；f）镭射光栅可以对喷射

出的胶点进行计数，增加了接触式点胶无法实现的工艺验

证和品控水平；g）消除了点胶针头的损坏，因为它不与

基材表面接触；h）喷射阀会产生针头点胶无法实现的图

案。

喷射点胶的劣势包括：a）与针头接触式点胶相比，胶

点更大，喷射胶点的直径为0.3毫米，而接触式胶点直径可

小至0.05毫米；b）某些流体是不能喷射的，例如某些颗粒

填充和高磨蚀性流体；c）发生滴漏或飞溅的可能性大于接

触式点胶，需要时间来调整点胶参数；d）由于更复杂的编

程要求，可能需要对操作员进行额外的培训。

对于微电子产品和其他微小零件的制造商来说，越来

越多点胶工艺中要求微量而精确的胶点。喷射微量点胶技

术能够满足这些要求，胶点可以非常准确且非常小，与接

触式点胶相比，具有更高的可重复性和一致性。

专业支持
由于太多因素会影响微量点胶工艺，因此咨询有经验

的、对不同点胶应用中影响因素的具体要求和优先级别非

常了解的流体应用专家非常重要。

在项目早期向应用专家进行咨询，能够确保使用正确

的微量点胶设备，实施最佳工艺。 这将有助于提高生产速

度，实现产量需求，并改善工艺控制，同时减少返工、废

品和流体浪费。

关于诺信EFD

诺信EFD为桌面式组装工艺和自动组装线设计并制造

精密流体点胶系统。EFD点胶系统帮助制造商每次都能够将

同等量的粘合剂、润滑剂或其他组装流体涂敷到每一个部

件上，从而帮助众多产业的公司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以及

降低生产成本。其他产品包括用于包装单组份和双组份材

料的针筒和卡式胶筒，以及用于在医疗、生物制药和工业

环境下控制流体流量的各种接头、耦合器和连接器。也是

一家电子行业点胶和印刷应用领域特种焊锡膏的领先配方

公司。

关于诺信公司

诺信公司提供精密技术解决方案，可帮助客户提高产

量、生产率和正常运行时间，启用新产品和功能，并减少

材料用量。该公司设计、制造和销售用于点涂胶粘剂、涂

料、密封剂、生物材料和其他材料、流体管理、测试和检

查以及UV固化和表面等离子处理的差异化产品和系统，

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应用专业知识和直接全球销售与支持服

务。诺信服务于各种消费类非耐用、耐用和技术终端市

场，包括包装、无纺布、电子产品、医疗、电器、能源、

运输、房屋与建筑以及一般产品组装和涂布。公司成立于

1954年，总部位于俄亥俄州韦斯特莱克，在40多个国家/地

区设有运营和支持办事处。EM

              上海公司与技术中心 

诺信EFD上海 

诺信（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郭守敬路137号 

电话: 021-38669006 

china@nordsonefd.com 

诺信EFD技术中心 

诺信（中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上海市浦东郭守敬路46号 

电话: 021-38669006 

china@nordsonef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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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连可靠性与系统设计及运输
应力的关系

本文对顺应针的硬镀金厚度、主板锁装置、阻尼结

构设计等设计变量进行了试验与评述。此外，冲击测量装

置还用于实时监测大型静止或移动系统在运输和转移过程

中的冲击加速度、持续时间和方向。从中国佛山到捷克塞

齐莫沃共有两条运输路线，一条是途经中俄边境的火车路

线，另一条是途经地中海、阿拉伯海和南中国海的海运返

回路线，运输的一个产品包装内装有冲击测量装置。收集

到的g力数据可用于计算冲击能量级Δv，通过比较ΔV与实

验室测试的冲击能量值就能判断系统设计是否能承受冲击

以及在运输和转移过程中是否会出现触点互连问题。这些

设计变量和应力可通过跌落或振动试验进行评估，从而确

保系统的功能完整性。

介绍
在既定运输条件和用户环境下，BGA焊点和顺应针的

可靠性对保障产品性能至关重要。诸如网卡、硬盘等服务

器系统中的电子设备由于在运输和物料搬运过程中受到巨

大冲击，进而容易松动，导致接触不良。本文对顺应针的

硬镀金厚度、主板锁装置、阻尼板等不同的设计变量进行

了试验与评述。试验中采用一个冲击测量装置实时监测大

型静止或移动系统在运输和转移过程中的冲击加速度、持

续时间和方向。

一些型号的台式机、AIO和服务器计算机系统会出现接

触不良问题。卸下计算机系统顶盖后会发现一些附件（如

内存卡和网卡）已部分脱离正常互连位置（图1）。采用一

台特定试验车辆测试出的触点互连缺陷率如表1所示。在大

多数情况下，这类接触问题并非永久性的，可以利用双重

插入互连系统快速解决。

图1：压接式连接器子卡部分松脱的示例。

摘要

在既定运输条件和用户环境下，互连可靠性对保障产品性能至关重要，尤

其是对于BGA焊点和顺应针，因为它们由设计参数而定。顺应针的电镀厚度和

电子系统的阻尼机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因素。此外，在特定条件下计算机

服务器系统在运输和物料搬运过程中会受到震动影响。鉴于运输和物料搬运过

程中的冲击性负荷，计算机服务器系统中的许多附属设备会发生松动，导致接

触不良或间歇性焊点互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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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XXX to 
location Y

XXX型号到Y
位置

20xx/6 to 
20xx/4

20xx/6至
20xx/4

May
五月

Jun
六月

Jul
七
月

Aug
八月

Defect 
Rate

缺陷率

Total tested 
Qty

总测试数量
2265 229 119 207 155 2975

HDD poor 
contact Qty

硬盘接触不良
数量

22(0.97%) 0 0 0 1(0.65%) 23(0.77%)

NIC/SSL poor 
contact Qty
NIC/SSL接触

不良数量

8(0.35%) 0 1(0.84%) 0 0 9(0.30%)

Mem poor 
contact Qty

存储器接触不
良数量

0 0 4(3.36%) 0 0 4(0.13%)

Cable poor 
contact Qty

线缆接触不良
数量

1(0.04%) 0 0 0 0 1(0.03%)

Total poor 
contact Qty

接触不良总数
31(1.37%) 0 5(4.2%) 0 1(0.65%) 37(1.24%)

表1：多个型号计算机服务器系统的缺陷率。

尽管不是本文的主题，但接触互连问题的另一大诱因

是原材料和制造过程中的颗粒物或纤维，或者DIMM插脚和

电路板接触垫会不时暴露于用户环境中。这些异物会在接

触垫和插孔之间形成障碍从而阻碍正常接触（图2）。在极

端情况下，柔软的白色塑料颗粒物附着在接触面上会导致

间歇性接触或开路。FTIR有机化学分析表明，纤维的成分

为人造丝/纤维素，这是一种常见材料，来源众多，如布料

和手套，因此在故障中很难被发现。然而，白色颗粒物最

有可能是来自增塑剂的聚乙烯，这是一种脂肪酸，会造成

互连问题（表2）。

图2：DIMM插槽（左图）中积聚的灰尘和纤维，以及在DIMM接触

垫（右图）附近发现的颗粒物。

Visual 
Appearance
外观

FTIR 
Match to 
Library
与库的
FTIR匹配

FTIR Attribution
FTIR属性

Comment
评价

Tan fiber
棕褐色纤维

70%
Rayon/cellulose
人造丝/纤维素

Common material, 
multiple sources. 
Rarely causes 
a problem (at 
least that can be 
isolated.)
普通材料，来源众
多。很少造成问题
（至少可以隔绝它
们。）

White 
particles
白色颗粒物

1. 92%
2. 91%

1. Ethyl 
triacontanoate 98
1. 三十烷酸乙
酯98
2. Polyethylene
2. 聚乙烯

1. Plasticizer, fatty 
acid, possible 
constituent of bulk; 
low melting point 
(soft), 0.86 g/cm3
1. 增塑剂，主要成
分可能为脂肪酸；
熔点低（柔软）
，0.86 g/cm3
2. Not common 
use in electronic 
components. 
Softness poses 
concern and is 
clearly engaged 
with contacts.
2. 不常用于电子元
件。柔软性会引发
问题，明显影响接
触点。

表2：接触垫异物的化学分析。

为了避免纤维和颗粒物在接触垫上堆积，需要在压接

式插脚和光学模块等敏感互连器件的环境控制与管理方面

进行许多改变。颗粒物计数器在制造车间的颗粒物控制中

越来越流行，还会利用连接器抽真空、清洁工序以及重新

密封/插入边缘卡。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接触问题并非永

久性的，可以利用双重插入互连系统快速解决。

方法
在本研究中，我们设计了一台真实的测试车辆，车上

放置着一个具有完全电气功能、安装了各种来源的市售压

接式连接器的主板。将扩展卡插入作为NIC和SSL卡互连接

口的压接式连接器。除了在装有冲击测量装置的试验车辆

上进行试验外，我们还对以下三个设计变量进行了试验，

并将试验车辆作为火车和海运货物通过两条路线运输，以

研究其与试验车辆功能失效之间的相关性：

·NIC和SSL卡的阻尼板

·硬镀金厚度

·主板锁装置 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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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测试你需要知道的四件事

子产品的制造过程往往极其复杂，而产品召回

涉及的成本可能是一个天文数字。因此，可靠

的测试方法是确保产品质量并让最终用户满意

的关键。

那么制定一个成功的测试策略需要了解哪些信息呢？

此外，前期在测试上的投资将如何帮助您节省宝贵的时间

（和费用）呢？借用西门子的一句话，“质量就是当我们

的客户回来时，我们的产品却没有被退回来。”

本文探讨了测试的四个核心要素，它们将对产品的质

量、可靠性和使用寿命产生重大影响。

1. 测试是必不可少的

在制造过程中越早发现问题或故障就能越轻松地进

行纠正，而且成本也越低。当然，真正的制造缺陷应该由

EMS供应商自费纠正。但与设计相关的测试失败导致的任

何成本最终都可能转嫁到您身上。

测试不仅是你和生产部门之间的重要反馈环，也是你

和设计团队之间的重要反馈环。返工越少就意味着第一次

通过率可能越高，同时成品的长期可靠性也越高。

2. 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

如果有一个单独的测试设备能完成所有方法的测试就

太完美了，但这并不现实。为了从测试策略中获得最好结

果，根据产品需要选择不同技术的互补性方法通常最为有

效，无论是电路内测试（ICT）、飞针、边界扫描还是功能

测试。

然而，在产品上使用各种测试策略并不会获得期望的

好结果。除非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其有效性，否则你的EMS

合作伙伴应当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测试和成本。

3. AOI并不是测试

这是一种相当常见的误解。顾名思义，自动光学检查

（AOI）并不是一种测试，而是一种辅助的检查手段。它往

往局限于表面安装的电子设备，因为通孔设备的位置变化

太大。

即便如此，当您与潜在EMS供应商洽谈时，AOI绝对

是您必选清单中的一项。它能快速、反复地检查组件存在

与否，以及其方向、文字和（在某种程度上）焊点情况。

而且其速度如此之快，是生产线过程控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可以提供快速反馈，减少返工数量。

由于现代系统的编程和操作速度非常之快，因此没有

理由不使用AOI。毫无疑问，它能有效确保所有零件都被安

装在正确位置。

4. 功能测试不是万能的

功能测试在生产和测试过程的最后阶段进行，也就是

说下一位接触到产品的人就是客户。但由于功能测试通常

由产品设计者开发，因此对于需要在设计测试设备之前理

解产品功能的独立开发人员来说，功能测试具有非常陡峭

（且昂贵）的学习曲线。

这种适合于研发实验室的设备通常也无法适应电子行

业的制造环境。而且设计生产设备会浪费产品研发人员的

宝贵时间。功能测试的速度也相当缓慢。调试过程非常困

难且耗时，而且如果产品出现故障，很可能需要更高阶的

技能来诊断原因，所有这会增加成本。

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有时产品组件存在许多问题，但仍

能通过功能测试。IC上的虚焊引脚、组件缺失以及参数错误

的组件都可能逃过检查。除非这些潜在错误能被其他测试

方法识别，否则功能测试往往只能带来盲目的自信。

当然，功能测试也有用武之地，它可以作为一旦（已

彻底测试的）次级装配体组装在一起后所进行的快速“最

终组装”检查。如果实际通过率未达到100%，那么这时必

须重新审视测试策略，甚至是产品的设计。

无论选择何种方法，测试都不应当成为事后的补救

措施；在理想情况下，测试应该是一开始就设计好的。当

然，它应当满足产品生命周期的需求，但在一开始就必须

考虑短期和长期的开发成本及单价。此外，采取策略性的

测试方法可以确保客户从包装盒中取出产品时，它能完全

按照设计正常工作。EM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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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行五步, 何处惹尘埃
——德派洁净装配全新概念 (五步除尘,自然洁净)

速现代化的生活和工作中我们注意到，如今大

量的工业产品和民用产品日趋智能化,无论是软

件还是硬件都显著体现出多样化和精密化，其

中传统的EMS电子制造行业与过去注重硬体开发的汽车行

业的边界也日趋模糊，未来的新能源智能汽车也被誉为车

轮上的移动智能电脑。日趋小型化，高精密，高敏感，高

安全性的工业产品带来了更具挑战性的装配工艺要求，而

技术洁净度（Technical Cleanliness）正在受到广泛关注，

并已深入应用到各类常见装配工艺和质量控制中。

细节决定成败，体现在当今关键产品的核心制程上，

如果过程控制和处理不当，无数不起眼的尘屑颗粒，都会

给您“惹上”大麻烦，有点防不胜防的感觉。装配生产过

程中针对尘屑颗粒的防治，成为决定核心产品生产质量把

控的关键技术点，引起众多生产厂家的高度重视，工程技

术人员正在逐步导入洁净装配技术的新理念和新制程。汽

车制造和电子制造行业的领先品牌已经习惯于将“洁净技

术”融入他们的产品质量与过程工艺要求，您的同行也许

正在基于洁净装配概念来升级他们的生产装备，以提升自

身的技术领先度和工程竞争优势。

这的确有点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意思，在这里小编总

结了在装配过程中尘屑颗粒造成的常见的困扰：

1.影响产品质量，造成产品功能性失效：针对敏感类元

器件或组件，如PCB板、车灯、控制器等，这些产品都对装

配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有着严格的要求，即使只是小部分尘

屑颗粒落入产品中，往往就会有可能破坏绝缘或导致短路;

2.影响产品的表面附着质量，以及影响产品应用视觉美

观度，比如汽车仪表、显示屏幕、薄膜贴覆等，终端客户

很难接受这些因生产过程中的尘屑颗粒造成的产品瑕疵

3.引起设备损坏，加速零件磨损，缩短使用寿命：如沉

积在机械轴承、活塞、气缸等部件上的尘屑，会影响元件

功能，出现异常噪音和运行不畅的现象；粉尘还会阻塞喷

嘴和过滤棉，从而阻塞阀门；

4.降低生产效率，增加工人劳动强度：如果不进行相关

的排屑工作，机器内部的尘屑持续累积，就不得不停下现

有的工作来进行维护，这无疑就增加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使生产效率降低。

尘屑颗粒的危害还有很多，在此就不再赘述，好在办

法总比问题多。我们需要分析并整合每一步装配流程，不

断创新，充分考虑匹配度和兼容性，达成洁净装配的总体

目标。

百年德国家族品牌“德派”作为工业拧紧装配自动化

领域的领先提供商，集成可靠成熟的拧紧装配解决方案的

同时，在应对尘屑颗粒的问题上，德派提出独创的“五步

除尘，自然洁净”解决方案，利用模块化和流程化的手段

分别实现“规避尘屑，减少尘屑和消除尘屑”三大环节的

洁净目标。

将洁净装配功能组件完美集成和应用到生产设备中，

无缝匹配，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从紧固件送料到拧紧装配过

程中的摩擦，振动与磨损，并有效清除拧紧过程中产生的

尘屑颗粒。德派洁净装配概念“五步除尘，自然洁净”通

过“螺钉送料，螺钉拧紧，直至装配完成”的整套洁净过

程控制，实现最佳洁净装配工艺全过程。

螺钉送料阶段采用德派洁净送料系统（零振动送料）

或振盘式送料机接配尘屑颗粒清除单元（Particle Killer），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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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实现高效智能洁净送料，从源头上减少细微颗粒与粉尘

碎屑的产生；

螺钉拧紧阶段采用底部倒置型拧紧法和真空除尘技

术，实现规避尘屑，减少尘屑和消除尘屑；

整体除尘法，即在前两个步骤基础上，较大颗粒尘屑

已被轻松清除，残存在表面的微尘依然存在且更难清除时，

则采纳德国知名品牌锐洁（Dr.Escherich）的静电除尘技

术，深度除尘，最终能够清除表面微尘。

下面，就让我们进一步揭秘德派“五步除尘，自然洁

净”的具体操作吧。

洁净第一步整合洁净送料系统（Clean Feed）- 好的开

始，成功一半

普通振动盘式送料机，虽然具备高稳定性、高速送钉、

体积紧凑等诸多优点，且已被广泛地应用在各个拧紧工艺中，

但由于其依靠振动盘送钉的特性，无法避免送料过程中通过生

产环境收集，高频振动摩擦，紧固件之间挤压碰撞，产生并累

积尘屑颗粒。德派最新推出的洁净送料（零振动）概念，则彻

底颠覆了市场上传统熟知的“振动盘式送料”，这种全新送料

技术摒弃了高频振动的螺旋振动进料和直线振动机构，通过紧

固件“零振动”分拣与送料工作原理，可以大幅降低紧固件之

间的摩擦，挤压与碰撞，减少细微尘屑与粉尘颗粒的产生、累

积与渗透，与此同时还能达到更环保的低噪音运行，以及相对

经济友好的设备投资预算，可谓一举三得。

当然，考量整体成本控制的合理性，尤其是在您已经

投资使用了振动盘式送料机的情况下，我们则推荐您使用尘

屑颗粒清除单元（Particle Killer），尽管退而求其次，但也

能获得较好的洁净送料效果。

德派洁净送料系统（Clean Feed）的技术优势与特点：  

1）取料频率自动调整，工作节拍智能可调 

2）精湛的加工水准，振动盘表面采用特殊涂层工艺

3）表面镀层材质敏感或易损易伤的紧固件免受振动摩擦

洁净第二步尘屑颗粒清除单元（Particle killer）-隐

形剑客，有来无回

螺钉尘屑颗粒清除单元-Particle killer可安装在送料器

送钉管中段位置，作为拧紧之前的除尘工序，当螺钉从送料

管进入Particle killer单元，该单元会结合真空吸附将尘屑吸

出装置之外，然后通过过滤器将尘屑收集，清洁后的螺钉会

从出钉口再次进入拧紧系统。

1）真空吸附，快速除尘

2）过滤器可换，耐久使用

3）在线式和离线式可选

洁净第三步底部向上拧紧单元（Underfloor SFM）-

逆向思维，出奇制胜

德派SFM自动拧紧功能模块，适用于高可靠性螺钉装

配工艺，在装配过程中，将SFM自动拧紧功能模块置于工

件（工作台）下方，拧紧方向由下向上，利用重力作用，使

尘屑颗粒随重力自由落体，避免拧紧过程中产生的碎屑停留

在工件表面。

1）紧凑型设计，方便底部安装

2）双行程设计，避免螺丝掉落

3）巧妙利用重力作用，尘屑颗粒自由落体 



asia CASE STUDY 案例研究

22 www.emasia-china.com  |  2019年10-11月

洁净第四步真空除尘技术（Vacuum suction）-气吞

如虎，风卷残云

真空吸管集成在拧紧模块内部，利用真空吸附技术可

以将刀头与螺钉头部摩擦时产生的碎屑吸出，避免碎屑掉

落在工件表面。对非磁性及无静电灰尘效果明显，可谓是

真空吸附，即时除屑，无尘拧紧。

洁净第五步锐洁静电除尘（Clean Solution）-电网

恢恢，不疏不漏  

锐洁（DR.ESCHERICH）产品系列致力于清除产品表

面带静电附着灰尘解决方案，由离子发生器，进气装置和

真空吸附装置三个部分组成。在除尘过程中，由离子发生

器产生的正负离子与灰尘本身的离子中和，从而消除灰尘

与产品的附着力，再由进气口将灰尘吹起，最后再由真空

吸附装置将灰尘收集和清除。

分解下来，每一步都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经过长期

一丝不苟的研究，精心设计而成，基于德派聚焦于拧紧自动

化工艺，同时整合拧紧系统、送料系统和系统集成三位一体

的整合型解决方案，其中紧密融和洁净装配全新技术概念，

哪里有讨厌的尘屑颗粒，哪里就有我们的“五步除尘，自然

洁净”，正所谓“台前行五步, 何处惹尘埃”！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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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子组件的装配过程中，精确的脚针检查可优化压按工序

连接器的精确检查

刷电路板的产量越来越大，也导致对电子元件

的需求不断增长，为了保证与外围设备的可靠

连接，接线不再适合焊在印刷电路板上，而是

借助压接工艺在高压下把端子压入到印刷电路板的通讯孔

中。SICK旗下的质量管理系统Pinspector已成功应用于汽车

电子工业，可监控每一连接器的质量。

作为电子部件的载体基板，印刷电路板是工业生产中

的基本元件，尽管生产节拍较快，仍要保证插头连接器的

质量始终如一。Pinspector质量管理系统为此提供支持：凭

借Ranger系列的3D流媒体摄像机和激光技术（二者最佳融

合），系统可检测针脚与相关产品标准的偏差。

最高精度确保可靠连接

压按的插头连接起可极大提高电子组件总装的效率

与传统的焊接工艺相比，压按工艺不仅所需时间更少，还

提供更加可靠的连接，这在汽车电子技术中尤为重要，但

压接过程需要极高的精确度。在电子组件的装配过程中，

插头连接器的针脚检查往往是最后的步骤，如果这里出现

错误，印刷电路板就得耗时返工，或在最坏的情况下作废

处理。流水线的效率相应下降，从而导致生产成本增加。

工艺精度对最终产品的使用安全也有重要意义：如果多

针插头连接器的引脚接触不良，将导致电子连接断开，

这可能对例如ABS系统或车内其他电子功能造成严重影

响。Pinspector质量管理系统适用于检查三项不同流程步骤

中的插头连接器。

压接过程前的位置检查

在压接过程之前，Pinspector就通过三维位置测量非接

触式检查引脚是否正确对准电路板上为其留出的通孔。当

所有引脚均为正确定位后，Pinspector检查已压入引脚是否

在印刷电路板上的正确位置。为此系统可使用三种方法：

引脚的存在性和共面性检查以及与参考值比对。任何引脚

不得因压接而弯曲或变形或是超过或低于限定高度。若有

所有引脚均在允许的公差高度内，Pinspector将放行整个组

件进一步加工。

检查插塞接头

除了对压接过程的检查，Pinspector还能检查插塞街头

内的针脚，系统利用特殊透镜提供针脚的精确图像，连最

微小的缺陷也可呈现。根据插头型号的不同，插头外壳肯

能阻碍视线，在这种情况下，Pinspector可使用两台摄像机

从不同视角将图像补充完整，从而避免发生部分检测区域

印

文/SICK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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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遮挡。在用户界面上通过不同的颜色区分3D测量值。

Pinspector质量管理系统可靠检查接头的所有引脚是否

存在且完好。

软件与硬件完美协调

P inspecto r质量管理系统可继承到任何生产环境

中，SICK已经使摄像机技术与扫描技术最佳融合，并将设

备相应安装在支架上。在应用环境中，客户可随后再次对

设备精确调整，因此，利用坚固的螺栓连接即可将系统轻

松集成到现有设备中。

为了使Pinspector随后完美适应相应检查任务，可在

随附软件中存储定制化参数。这些参数为不同检查任务规

定了某些参考值，用于检查每个引脚有无偏差。根据需

求，也可以定义多个检测范围，当引脚具有不同高度或宽

度时，这很有用。这样Pinspector仅在一次扫描中就能可靠

检查整个插头阵脚，操作非常直观：经过SICK的入门培训

后，客户能够自行安装软件并根据任务不同单独调整标准

值。（hs）E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