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追溯性解决方案组件

项目

描述

支持的系统

CAM 软件全流程 ID 逻辑定义
DI
- 二维条形码 (标准和高级)
追溯解决方案套件

按照系统进行条码写入/读取

- 读取二维码 (钻孔型)
AOI / VRS / AOS
- 整合的高阶二维码读取器
- 从自动线获取二维码信息
- PCB ID 逻辑支持与整合

定制软件

根据具体需求定制

每个系统和 ODS 的工作范围 (SOW) 定制

硬件 – 每个现场的 ODS 数量(取决于现场网络配置、

连接数字与现实

系统位置和所连接系统的数量)

与 PCB 制造商 IT/MES 进行数据共享

- DI: Nuvogo 系列(其他 DI 型号需要确认适配性)
ODS

- AOI: DSV II、Fusion 系列、Dimension 系列
- 远端多重影像验证 (RMIV)
终端系统与 ODS 的连接性 (根据所连接系统

- 检修站: Windows XP 系统及以上

的数量)

- AOS: Perfix 120 及以上， Precise
- DI SM: Diamond 系列
- Inkjet: 需要确认适配性

应用

用于流程控制和良率的分析包

奥宝科技的可追溯性解决方案目前正在逐步推出。
有关供应情况的更多信息，请与您当地的销售代表联系。

www.orbotech.com/pcb

端对端
可追溯性

根据 ODS 其数据架构

端对端可追溯性
连接数字与现实

优势

奥宝科技的生产追溯解决方案是奥宝智能

生产流程的增值解决方案

生产数据的快速反馈价值

工厂的一部分，它是一款符合工业 4.0 需求

作为电子产业先进制造解决方案的全球领先供应商，奥宝科技深知可追溯性

奥宝科技的分析包可以帮助用户更好地理解和改进生产流程。通过补充

并能优化生产服务及数据管理的综合制造

的重要性。凭借全方位的 PCB 制造解决方案，随及生成的大量数字数据，

ODS 中发现的大量历史信息，这些工具通过快速高效地分析相关结果和

提高生产流程各个环节的可视化程度：

包括与每个 PCB ID 相关的测量和图像，PCB 制造商不仅能够识别和追踪

流程数据，为奥宝科技的可追溯性解决方案增添了更多价值。

从所有奥宝生产解决方案中收集数据，并将其链接到工厂的 MES 和 IT

详细的生产历史，包括制造流程 (例如机台、参数、操作) 和时间特定信息

部门

(例如操作员名称、班次、批号)，同时还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数据。奥宝科技

DDV Pro (缺陷分布与统计可视化专业版)

解决方案。在可兼容奥宝所有生产工具解决
方案的前提下，它能通过追踪 PCB 关键
生产流程来为其制造商创造更大价值。

的可追溯性解决方案以中央智能工厂数据服务器 — 奥宝科技数据服务器

缺陷分布可视化专业版 (DDV Pro) 是一款流程分析工具，可以自动提供

提升效率：

(ODS) 为基础，全程为生产流程创造重大价值。ODS 服务器运用奥宝科技

所有层级的精确缺陷及其分布图，包括批号、板层、阵列和 PCB 装置。

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中心连接点，获取所有奥宝生产解决方案的生产数据

在整个 PCB 流程的影响力，以单一的连接点和接口实现了所有生产阶段、

DDV Pro 会在 AOI、VRS 和 AOS 制造阶段后提供报告，为用户提供 PCB

所有输出级别，乃至每个 PCB 装置之间的快速数据共享。ODS 也可以作为

生产流程的结果导向图，例如“反馈至设计”并执行智能层关联，从而

平台使用，在此服务器上增加的流程和良率分析包能够为 PCB 制造商创造

根据实际生产数据使设计师们更了解实际生产状况。DDV Pro 是通过服务

更大价值。

与客服端并经由标准浏览器访问，可以从不同位置进行链接和查看。

提升成本效益：
提供可以提升良率和流程管理的分析工具

智能流程追踪：

与生产流程同步

为了适应当今日益复杂且快速发展的生产环境，企业需要可追溯性来尽

奥宝科技的可追溯性解决方案体现了公司对 PCB 生产流程的深度解读。

可能详细地监控并记录整个生产流程。作为工业 4.0 和智能工厂的重要
组成部分，可追溯性可以追踪关键 PCB 制造流程，包括每个 PCB 的生产
记录及其各个流程。可追溯性也能够进行问题根源的分析以提高 PCB
制造商和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的产能，同时确保产品质量，提升效率
并节省成本。

可追溯性流程由奥宝科技的一个系统开始 - 从 CAM 和直接成像 (DI)，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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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和成形，再到防焊直接成像和文字喷印。每个系统都会向存储信息的

Open /
Cut

ODS 发送详细数据。授权用户可以通过访问 ODS 从而在整个机构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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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管理数据。此外，与 ODS 连接的可选分析包可以让用户更好地解析数据，
从而进一步改进生产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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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宝数据服务器 ODS 是奥宝科技可追溯性解决方案的核心。作为连接机构

Job name

AAbbCCdd

内 IT 部门和其制造执行系统 (MES) 的单一连接点和接口，ODS 会从所有

Layer name

ps

Lot number

11A22B33C

PCB 生产阶段收集信息，以实现数据共享、识别、管理查看并且提升包括
E 测试在内的后续流程的效率。此外，ODS 还拥有一个逻辑层，用户可以

Blind Via

DDV 提供的缺陷分布图、图像和缺陷统计数据

在上面添加 DDV Pro、Yield Advisor 和奥宝科技其他可选的分析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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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eld Advisor 是一款良率分析工具，可以自动监控和计算多个层级的生产
良率，包括批号、板层、板子和 PCB 单元。Yield Advisor 可以监控生产
流程的不同部分，让客户对板子/阵列级别乃至独有 PCB 单元的良率都能
有更充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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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宝科技的可追溯性解决方案基于中央数据服务器架构，最简化平衡整个 PCB 生产流程中各奥宝科技方案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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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eld Advisor 是一款良率分析工具，可以自动监控和计算多个层级的生产
良率，包括批号、板层、板子和 PCB 单元。Yield Advisor 可以监控生产
流程的不同部分，让客户对板子/阵列级别乃至独有 PCB 单元的良率都能
有更充分的了解。

ODS

DDV
PRO

Yield
Advisor

MES

奥宝科技的可追溯性解决方案基于中央数据服务器架构，最简化平衡整个 PCB 生产流程中各奥宝科技方案整合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