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rbotech Fusion™ 22

UV Laser Drilling for Flex PCB 

APEIRON™ 800 series

規格

低至 1mil (25μm) 線寬/間距

內層:信號、電源及接地、混合線路、交叉網格、內層帶孔、增層
外層:信號、混合線路、交叉網格、增層
增層:雷射鑽孔 (蝕刻開窗型和非開窗型)

傳統材質:亮銅面及亞光銅面、蝕刻和電鍍銅、反轉處理銅箔 (RTF)、雙重處理銅、鍍金導體。
包括 FR4、Tetra 功能、Teflon 及 Roger 等材質在內的任何積層。

柔性材質:聚醯亞胺、聚酯
增層材質:包括 RCC 在內的任何積層

抗光蝕材質:藍色、紫色及棕色

短路、斷路、最小線寬／間距缺陷、缺口、突起、凹陷、銅渣、針孔、缺失或多餘特徵、圖形尺寸及位置錯誤、
隔離圈及銅面分離、塞孔、孔偏、SMT 違規、黑點、導電焊盤缺陷、晶片引腳缺陷、雷射孔缺陷

 

 原始設計資料比對
- Multi-Image™  (多重影像) 技術 – 分析以多個光源拍攝的不同影像

- 基於型號，輪廓對比和針對每個特徵的具體標準
- 完整多層板面識別 (以 SIP 為基礎)

厚度:1-300mil (25-7,500μm) 
 最大面板尺寸/檢測區域:24” x 30” (610mm x 762mm) 

大檯面*- 32.5” x 30” (825mm x 762mm)

檢修站:Orbotech VeriSmart™、Orbotech VeriWide™、Orbotech VeriFine™、Orbotech VeriSmart™-A、
Orbotech VeriWide™-A、Orbotech VeriFine™-A

系統自帶驗證:內置攝像頭

Orbotech AOS 解決方案: Orbotech Precise™, Orbotech PerFix™ 和 Orbotech Ultra PerFix™ 系列

CAM 軟體 

無 pin 對位－板邊對位和線上動態對位

缺點標記設備; 可連接自動化；大檯面* (32.5” x 30”) 

161cm x 178cm x 186cm
(大檯面* : 161cm x 220cm x 186cm) 

技術範圍

檢測產品

檢測材料

檢測缺陷

檢測方法

檢測面板尺寸

缺陷確認

缺陷成形

建立資料來源

面板對位方法

選項

尺寸 (寬x長x高)

重量 900Kg 
*(大檯面  920 Kg) 

* 現有的 Orbotech Fusion AOI 無法升級

規格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Orbotech Fusion 22 屬於一級雷射產品。

自動光學檢測 (AOI) 系統

Orbotech Fusion™ 22

©     2022 KLA 公司。所有品牌或產品名稱可能為其各自公司的商標。KLA 保留在不另行通知的情況下更改
硬體和/或軟體規格的權利。

保持系統生產力是 KLA 良率優化解決方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包括系統維護、全球供應鏈管理、降低成本
和減少報廢、系統遷移、性能和生產率提升以及轉轉售認證設備。

KLA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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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orbotech.com/pcb



Orbotech Fusion™ 22

Fusion. Nothing But the Truth. 
Orbotech Fusion 22 全面革新了 PCB 檢測能力。採用突破性的 
Multi-Image™（多重影像）技術，Orbotech Fusion 22 能夠在單次
掃描中進行多重檢測，以最低的誤判率達到無與倫比的檢測精度。
專為 HDI 應用所設計的 Orbotech Fusion 22，不但重新定義了 PCB 
的生產效率，更將單次掃描的成本降至最低。

優勢

採用 Multi-Image™ (多重影像) 技術實現卓越檢測精度
 

 ▪ 利用不同光源同步獲取多重影像

卓越的細微缺陷檢測能力

高達 70% 的誤判降低率

直觀 — 可視的缺陷分類

精簡 — 一次設定完成 (不重複)

智慧 — 自動生成所有設置參數

 ▪
 ▪

採用 Smart Setup™ (智慧設定) 功能實現簡便直觀的操作

 ▪
 ▪
 ▪

性能穩定

 ▪ 解析度支持 25μm 線寬/間距

動態解析度讓產能最大化

專利的真空檯面

線上缺陷驗證功能

最低單次掃描成本、最高生產效率

最低驗證作業需求

更低耗材、能耗及作業空間需求

 ▪
 ▪
 ▪

大幅節省運行成本

 ▪
 ▪
 ▪

 

微觀圖像-灰塵與細小短路

紅光圖像-灰塵與細小短路看起來相同

藍光圖像-清晰分辨出灰塵與細小短路
（灰塵亮度更高）

Technologies

採用 Multi-Image™ (多重影像) 技術實現卓越的檢測精度

Orbotech Fusion 22 採用了強大的 Multi-Image™ (多重影像) 技術，比傳統 AOI 檢測減少了高達 70% 的誤判率。其創新的光學鏡頭
專為一系列 HDI 應用而設計。先進的專利光源及光學鏡頭確保了均勻的光源覆蓋。

相較于傳統的灰階 AOI，Orbotech Fusion 22 以不同的光線和角度進行檢測，伴隨著紅光與藍光的組合，可顯示其他系統看不到的細節。
板材經由不同波長的光波照射，使系統能夠準確分辨純銅、氧化銅、污垢和基層等材質，此乃由於在同一光源下，兩個缺陷可能看似相同，
但在另一光源下卻可能顯示出兩者間真正的差異。通過精確的檢測真缺陷和誤判之間的微妙差別，Orbotech Fusion 22 在不影響產能的前提
下實現了最高的檢測精度。

Orbotech Fusion 22 的 Smart Setup™ (智慧設定) 功能顛覆了傳統的 AOI 設置流程，從反覆參數調試轉變成步驟最少的單次設定。

無需專家協助，操作員可以目視分辨一個料號中的第一片板上的真假缺陷，Smart Setup™ (智慧設定) 會自動完成其餘作業。採用 KLA 先進
的板面識別技術，Smart Setup™ (智慧設定) 能將檢測到的缺陷按嚴重度從最關鍵的到最不關鍵的準確分類，然後建立最優化的設定，並相
應地配置所有相關參數。從而實現直觀、優化和更精簡的設置流程，提高 AOI 的有效產能。

採用 Smart Setup™ (智慧設定) 功能實現簡便直觀的操作
 

使用其他 AOI 的設定過程 使用 Orbotech Fusion 的 Smart Setup™ (智慧設定)

性能穩定

大幅節省運行成本

Orbotech Fusion 22 已經準備好迎接來自 HDI 生產的最大挑戰，以最大產能處理最大範圍內的各種材料，解析度最高可達 25μm。專利的真
空檯面確保最佳的檢測靈活性。Orbotech Fusion 22 系統內建的線上驗證功能可以輕鬆又快速地觸及缺陷區域，進而降低離線搬運作業所造
成的報廢和損壞。

Orbotech Fusion 22 專為實現最高生產效率而設計，能提供最低的單次掃描成本。突破性的檢測精准度同時兼顧檢測速度，大幅降低了最終
產品報廢。驗證成本及其它作業成本也被大幅減少， 包括耗材(免燈泡)、維護時間、能源和氣體耗用以及作業空間。

 

掃描第一片板 查看缺陷列表 掃描第一片板 查看缺陷列表

多個循環

更改 AOI 
設定參數

充分設定

重複 真

優化設定
假

真
假

針孔
斷路
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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