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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月5月18-20日
东莞·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涵盖全品类，服务全产业链

聚焦新技术、新趋势、新品

重点展示当下热销品类资源

800+贵宾供应链行业盛会

制造的智慧 高层圆桌会议

◆

◆

◆

◆

◆

◆ 一对一线上线下采购对接会

全面展示电子工厂所需资源
全面推动电子工厂无人化

新技术新技术 新材料新材料新产品新产品 新工艺新工艺设备采购设备采购 产品展示产品展示 技术交流技术交流

测试段

包装段

周边设备

制造环境
智能仓储

SMT

来自10个国家及地区

电子制造装备

最佳展示平台

自动化线展区

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

85,200㎡

累计展会规模

累计展商数量

572家

97,758人次

累计专业观众

3,865人次

累计工厂高管

累计新品展示

18,000件

来自 国家和地区20个

来自 国家及地区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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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CMM电子制造自动化&资源展

提供智能制造、睿捷出行、智慧城市、品质生活

等产品和解决方案

展位号：B6051

认准平台，再度来袭

智能升级，“菱”先未来

三菱电机

时间：2021年月5月18-20日   地点：东莞·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2021 5 18-20年 月 日
东莞 ·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全力推动电子工厂无人化  全面展示电子工厂所需资源

预登记有礼
同期工业自动化&工业装配与传输技术展

展会咨询热线：   官  网：www.cmm86.com0752-3165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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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CMM电子制造自动化&资源展

我们的服务让客户可以更放心的在中国使用

富士的设备

展位号：A3032

富社（上海）商贸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时间：2021年月5月18-20日   地点：东莞·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2021 5 18-20年 月 日
东莞 ·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全力推动电子工厂无人化  全面展示电子工厂所需资源

预登记有礼
同期工业自动化&工业装配与传输技术展

展会咨询热线：   官  网：www.cmm86.com0752-3165631

瞩目而来，蓄势待发

技术创新，崭新“智”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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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CMM电子制造自动化&资源展

我们是面向全球的移动机器人、机器视觉产品

提供商

展位号：B6001

杭州海康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

时间：2021年月5月18-20日   地点：东莞·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2021 5 18-20年 月 日
东莞 ·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全力推动电子工厂无人化  全面展示电子工厂所需资源

预登记有礼
同期工业自动化&工业装配与传输技术展

展会咨询热线：   官  网：www.cmm86.com0752-3165631

智慧领航，高效可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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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CMM电子制造自动化&资源展

展位号：B5023

Baker Hughes
贝克休斯检测控制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东莞分公司 

时间：2021年月5月18-20日   地点：东莞·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 

2021 5 18-20年 月 日
东莞 · 广东现代国际展览中心全力推动电子工厂无人化  全面展示电子工厂所需资源

预登记有礼
同期工业自动化&工业装配与传输技术展

展会咨询热线：   官  网：www.cmm86.com0752-3165631

Technical fulcrum，leading innovation

技术支点 革新燃点 技术支点 革新燃点 



上海旭同实业有限公司

欢迎咨询

电  话：021-57852218

地  址：上海市松江区九干路220号D7栋5楼 

CMM电子展三月刊
东莞·广东国际展览中心

2021.5.18-20展商专栏

上海旭同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一

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拥有多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并

获上海“重合同、守信用”单位。为更好的配合

“中国制造2025”，发展高速无人化智慧工厂

，公司坚持高研发投入，专业为提高客户生产

效率与品质，实现智慧工厂，提供一站式智能

制造解决方案与设备系统。

 
 

 

智能锡膏管理柜 型  号：SAU-60

产品特点/优势：

独家专利文件保护；采用进口品牌伺服电机和气缸，保证设备的稳定性

和耐用性；可同时入库多种类型锡膏，支持多条生产线使用；软件智能

管理系统自主开发，自动记录所有流程操作人和时间，可生成报表；可

与MSE通讯，数据实时交互，保证锡膏使用的全流程管控。

主要配置：

台湾上银导轨，NSK轴承，亚德客气缸，日本松下私服电机，台湾明纬

电源，欧姆龙继电器/传感器，TOYO模组，施耐德电器

产品用途：

广泛应用于SMT行业

感应式智能料架 智能锡膏管理柜 智能防潮柜

传  真：021-57852218

邮  箱：info@soie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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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乾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69-83352689

传真：0769-89367607

邮箱：qianxi_tech@163.com

地址：东莞市大岭山南区挺丰科技园

CMM电子展三月刊
东莞·广东国际展览中心

2021.5.18-20展商专栏

东莞市洛克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乾熙科技下属分公司，是 一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企业

。依托于公司的研发优势及执着、坚韧、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努力的快速增长。

为了实现公司的长期发展目标：做国内最专业的自动化机器人、功能测试类产品、，屏蔽箱及老化测试、自动锁

螺丝机、自动压合机等集成方案一体化供应商。

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本着“简便、实用、高效”的研发设计理念,不断设计出功能更加先进、生产效率更高的自动化设

备，为客户提供最实用的产品和最好的服务。

Ÿ 非标自动化、自动化设备集成

Ÿ 专业的测试系统、功能治具

Ÿ 屏蔽箱及老化测试架

Ÿ 自动锁螺丝机（含在线式）

Ÿ 自动压合机（含在线式）

Ÿ 公司拥有以上几大系列产品，具有雄厚的设计研发能力，生产能力和优秀的服务团队， 致力于为满足客户的

品质目标、产能目标和自动化目标提供， 一流的技术、一流的服务和一流的解决方案。

 
 

 

自动锁螺丝机 QX-230DD-SC

用途：

适用于小螺丝、高精度的锁附，如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计算器、相机镜头等3C产品

主要功能：

双头双平台结构，可同时锁附两款螺丝

双CCD视觉定位，锁螺丝控制系统；（选配）

CCD辅助示教螺丝坐标点

CCD筛选不良螺丝孔

IPC控制系统，可视化编程，数据保存无限制

智能电批、任意扭力、转速设置，可监控扭力波形图和扭力值；（选配）

螺丝浮高检测，自动记录浮高坐标

智能读取产品CAD图纸，生成坐标

智能检测功能，可检测漏锁、浮锁、滑牙

可连接WLAN网络，访问MES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机器尺寸:   L*W*H 1000*760*1680mm

锁附范围：X*Y*Z 150*300*70mm

驱动方式： 6轴伺服

CCD精度：±0.02mm 

操作系统：Windows 10

控制系统：IPC+工业CCD+高性能运动控制卡

电批系统：智能电批，扭力可设定、监控

编程方式：CCD坐标示教+CAD坐标导入++手动教导

锁附效率：1.3S/颗，视螺丝规格

操作界面：14“LCD+键盘+鼠标

电源：AC 220V50Hz

东莞市洛克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家电类 LED
照明

玩具

移动
通信

◼ 公司主要市场范围

汽车

电子

适用于各类消费电子产品的螺丝锁付，如手机、无绳电
话、计算器、导航仪、音响、相机、笔记本电脑、平板
电脑、学习机、小家电等

 
 

 

自动锁螺丝机 QX-450SS

用途：

适用大平台、大螺丝的锁付，如机站滤波器、LED、无绳电话、计算器、导航仪、音响、相机、学习机、小家电等

主要功能：

Pc机运动控制系统，可视化编程；

螺丝浮高位移传感器，自动学习坐标高度；

可设定二连板同时进行锁付，减少取放料时间；

具有不限定产品螺丝锁付数量（最大可以达到1000颗）；

具有自动读取产品CAD的XY坐标点，或者直接读取Gerber资料获得XY坐标点，针对螺丝数量多的产品；

具有图形显示不良点螺丝位置；解决因产品螺丝过多显示螺丝编号不易于找到不良点螺丝位置；

具有智能检测功能，可检测漏锁、浮锁、滑牙等；

主要技术参数： 

机器尺寸：840*750*1630mm  （L*W*H）

锁付范围：450*370mm（X*Y）

驱动方式：3轴精密伺服驱动

定位精度：±0.02mm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控制系统：PC +  四轴高性能运动控制卡

螺丝输送方式：吸取式

螺丝供料： 左右两边双供给器

编程方式：CAD坐标导入 + 教导式

锁付效率：<2S / 颗

操作界面： 10寸LCD +  键盘  + 鼠标  + USB

电源：220VAC、50HZ

气源：0.4Mpa

我们的客户

东莞市洛克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电话：0769-83352689

传真：0769-89367607

邮箱：locstech@locstech.com

地址：东莞市大岭山石路鸿伽霆科技园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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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式锁螺丝机 QX-L400SS-SC

用途：

适用于小螺丝、高精度的锁附，如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

计算器、相机镜头等3C产品

主要功能：

CCD视觉定位，锁螺丝控制系统；（选配）

CCD辅助示教螺丝坐标点

CCD筛选不良螺丝孔

IPC控制系统，可视化编程，数据保存无限制

智能电批、任意扭力、转速设置，可监控扭力波形图和扭力值；（选配）在线式单头单

轨道锁付，宽度可调。

产品自动式流入设备轨道，自动完成产品定位及锁付。

螺丝浮高检测并自动退出修复，自动记录浮高坐标

智能读取产品CAD ，自动生成锁付坐标，并图示不良点螺丝位置

智能检测功能，可检测漏锁、浮锁、滑牙等

可连接WLAN网络，访问MES系统

主要技术参数：

机器尺寸:   L*W*H 1000mm*760mm*1500mm

驱动方式：伺服丝

重复定位精度：±0.02mm 

控制系统：IPC+触摸屏

供螺丝方式：吸取式

编程方式：手动教导/CAD导入

锁附范围：X*Y*Z 400mm*340mm*100mm

轨道调节范围：100mm-340mm

锁附效率：1.5S~2S/颗，视螺丝规格

电源：AC 220V50Hz

气源：0.4Mpa

功率：1.5KW

通讯口：USB/RJ45

 
 

 

自动锁螺丝机 QX-D420

用途：

适用于各类电子产品的后段焊锡焊，如DIP插件焊锡、端子焊锡等

采用五轴运动控制系统对焊点精确定位

采用高频涡流恒温烙铁加温，在锡线自动进给和烙铁高温作用下溶化锡丝进行焊接

主要功能：

具有点焊、拖焊、自动清洗等功能

具有位置校正、复制、阵列、自动定位等功能,机器操作简单快捷

焊接过程多参数设定,充分保证焊接质量

界面简洁,操作方便

主要技术参数：

型号 Model :  QX-D420

机器尺寸Outline size:   600mm*550mm*740mm（L*W*H）

有效行程Effective travel ： 210mm*350mm*100mm(X*Y*Z)

运动轴Motion axis ： 6轴

定位精度Position accuracy：±0.02mm

控制系统Control system：PLC+7寸超大触摸屏控制

送锡方式Feeding solder wire：可编辑多段式送锡方式

温控系统Temp-control system：脉冲式高频涡流恒温加热

输入电压Power supply：220V/50Hz

输入气压Air pressure：0.4-0.5MPa

程序储存量Memory size：256组,400点/组

通讯口COM：USB

总功率Power：0.5KW



惠州经纬盈科技有限公司

 

欢迎咨询

电  话：021-57852218

地  址：上海市松江区九干路220号D7栋5楼 

CMM电子展三月刊
东莞·广东国际展览中心

2021.5.18-20展商专栏

公司创立于2016年,研发中心位于惠州市仲恺高新区的陈江创业大厦,生产基地位于惠州市仲恺高新区西坑工业区,是一家集研

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现主要产品为感压纸(压敏纸)和胶片相关产品。

以创新为灵魂,结合国外先进产品与技术进行产品研发并优质服务于国内外高端移动通讯TFT-LCD等生产制造行业,为广大客户

提供高品质全方位服务。

始终坚持“放胆创作、不断完善、服务大众”的理念,持续自主研发,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致力于发展国家级高新技术的

核心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传  真：021-57852218

邮  箱：info@soieton.com

品牌：经纬盈

产品规格：JWY-3LW          JWY-4LW

压力范国：1.0-6.0kg/cm²  0.2-2.0kg/cm² 

工作温度：10~35℃

工作湿度：15%-85%RH

空间解析度：2.5MICRONS

精度：±10%

尺寸：按照客户需求裁剪尺寸(例:手机屏幕90*180mm、电池滚压70*80mm等)

原理：油墨间的物理反应

合作伙伴

产品信息

功能特点：

• 满足产品测量精确度

• 贴心设计，更省材料，更省成本，更省人力

• 密封保存,持久不退变色

• 体积小,更省库存空间

适用行业：

• 应用于移动通讯、TFT-LCD等行业的压力测试的测量和分析

• 在航空、航天、汽车、船舶、发动机、精密传感器的测量和

分析

• 对冲击、碰撞等瞬间接触压力的测量和分析

不同压力值对比

使用时将A-FILM粘贴在C-FILM上,受压力时, A-FILML吸附力

配合C-FILM剥离力带起特种油墨,物理反应后,显示出“红色”，

颜色深浅度随压力大小而变化

 使用步骤

 

产品对比

 OK/NG 检出率对

备注:同一测试夹具,同一设备,同一压力测试值3kg/cm

 不同压力值对比

 

4LW产品变化参数：3LW产品变化参数：

产品构成：

A-FILM PET膜为基材,涂布特殊亚克力胶，使其具有黏着性、耐高温、剥离力，而C-FILM，采用先进技术涂布特殊油墨，且

受压力大小变化而吸附油墨能力大小变化。

产品物性： 产品使用方法：

产品规格：

根据客户需求尺寸定制

(例如：手机90mm*180mm，电池滚压70mm+80mm,平板

210mm300mm等

产品原理：

使用时将A-FILM粘贴在G-FIM上,受压力时, A-FILM吸附力配

合C-FILM剥离力带起特种油墨，物理反应后，显示出“红色”

，颜色深浅度随圧力大小而变化

使用注意事项：

1、室内25±3℃，50%-70%RH环境中，避免UV光或者日光直晒,建议生产日期起6个月内使用完毕。

2、更改使用条件、压贴作业时,请事先测试,确认不会造成问题时再使用。注意搬运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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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钜匠科技有限公司

 

 

欢迎咨询

销售合作：13924622660          售后服务：13923800776

公司电话：+86-0755-81466660

CMM电子展三月刊
东莞·广东国际展览中心

2021.5.18-20展商专栏

深圳市钜匠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11月22日（简称：钜匠数控），是一家集研发、生产、营销、服务为一体

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生产：精密数控雕刻机、雕铣机、立式加工中心机、龙门加工中心机、定制非标自动化

设备等;

其中以下八大系列为钜匠数控核心设备产品：

1、高速精密雕刻机、

2、精密雕铣机、

3、刀库精密雕铣机、

4、大型龙门雕铣机、

5、桥式龙门雕铣机、

6、钻攻加工中心、

7、立式加工中心、

8、龙门加工中心;

CNC1168L_ 高速加工中心

钜匠_JNC650S 精密雕铣机

邮件地址：cnc@jujiangcnc.com

地    址：广东深圳宝安区燕罗街道罗田社区象山大道69号

产品参数

产品参数

产品参数

钜匠_JNC655M_精密雕铣机

产品参数

钜人_T6_T系列 高速钻攻中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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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资讯热线：137 6332 4810 （胡小姐） CMM电子展三月刊

东莞市联匠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欢迎咨询

电   话：0769-82218538

邮   箱：303218004@qq.com

东莞市联匠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横沥机器人实训基地）由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政府牵头东莞市联匠智能装备有限

公司联合创办成立，是一家以人工智能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牌联匠智能机器人为核心的机器人方案服务商，自

主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领先机器人产品及教育、工业、商业等行业解决方案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努力满足

新时代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到3C、五金模具、数控等行业的自动化需求，为不同行业用户提供专业、定制化的机器

人解决方案。

公司具备企业完整的自动化工业机器人生产线，设备具有自动识别、检测、传感等功能，能够实现物料上下料、

传送和储存等工序的自动化。车间完全按照生产型企业流水线打造，另外基地内有打磨、涂胶、喷涂等教学设备

能够实现生产型企业高标准的精益生产。

联匠智能技术为学员提供全方位的培训、就业、 创业一站式服务，全面推行“企业新型学徒制”，合力政府打造东

莞智能制造全生态链，以“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为核心，拥有“12000平方米智能制造实训车间”，结合企业具体的

行业特点和工业加工工艺，产教深度融合、校企协作育人，获得有关产学研一体化教学授权专利数十种，为本科

院校工业机器人专业培养高端技术人才的专业建设，并培养定制化专才，直接输送企业就业。

网  址：www.dglianjiang.com

生产中心：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山厦管理区祥和路29号

研发中心：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新城工业区兴业路199号

东莞横沥工业机器人实训基地（联匠智能）由广东省东莞市横沥镇政府牵头东莞市联匠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联合创

办成立，集技工技能、资格认证和企业培训三大核心项目于一体的综合性培训机构。

联匠智能积极响应东莞市实体经济发展政策，培育新时代的优秀人才，合力政府打造东莞智能制造全生态链，以“

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为核心，拥有“12000平方米智能制造实训车间”，是一所可实现让学员真实拆装机器人熟悉

机器人内部结构，教学机器人仿真课程实现虚拟现实结合的教育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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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瑞利光电科技（清远）有限公司

 

 

欢迎咨询

联系电话：156 8416 5902

联系地址：广东省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CMM电子展三月刊
东莞·广东国际展览中心

2021.5.18-20展商专栏

师大瑞利光电科技(清远)有限公司是华南师范大学清远创

新研究院下属的重点高科技企业,由华师校方、教师和社会

资本共同组建而成。专业从事气密性检测设备，瑞利已经

建立完备高科技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和品质保障体系

，以引领自动化领域持续革新为己任。

多工位差压检测系统

详细地址：

广东省清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兴大道18号天安智谷科技产业园产业大厦T0218层10号

师大瑞利光电科技(清远)有限公司是华南师范大学清远

创新研究院下属的重点高科技企业,由华师校方、教师

和社会资本共同组建而成。专业从事气密性检测设备，

瑞利已经建立完备高科技自动化设备的研发、制造和品

质保障体系，以引领自动化领域持续革新为己任。

目前已取得与公司业务密切相关的国家发明专利5项,参与制定IEC国家标准2项。公司还拥有先进的仪器开发实验室

、生化检测实验室，不断改良产品，不断创新，不断进步。

瑞利秉承“专以执业、诚以执信”的发展理念,坚持将大学高水平科研成果进行产业化,努力在高端设备制造领域创建

受人尊敬的民族品牌,为国家科技振兴做出应有贡献。

服务：始终从客户立场出发，以专业的技能、细致的服务与客户实现共赢

技术：研究生研发团队为客户提供全自动化解决方案

质量：精益求精，打造卓越品质

简介

以压缩空气为介质，向待检测产品的内腔或外表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后运用高灵敏度

的传感器检测压力的变化，从而确定待测试产品的密封性。    

系统结构

1、通过压合-转台联动，实现四工位检测、四工位待检的连续检测。

2、配备扫码枪，可扫描产品二维码，实现产品数据跟踪。

3、配有10寸人机互动界面，触摸屏进行参数修改、运行监测、     历史记录、数据导          

出等功能。

4、预留电脑柜，可放置台式主机，并配有220V电源插孔，USB、以太网口各一个，

RS232接口两个，便于连接电脑与MES系统。

5、安装有带自锁万向轮和高脚垫，便于移动、固定及调平。

配置

A. 配备美国、德国及日本进口高灵敏度传感器,及日本SMC精密调压阀,最小分辨率可

达0.01PA. 

B. 24位采集板, 32位CPU运算,可编程PLC

C. 专利阀门组合,专利气路设计,使检测结果更加准确。

D. 大触摸显示屏。

E. 直观的压力曲线,可以看到产品内压力的实时变化。

F. 检测过程直观,检测结果有多种方式显示提示。

G. GLSB接口(选项),可连接扫描枪或拷贝历史记录。

应用

A. 汽车行业:胎压计、发动机密封性、油泵及汽车管路、阀门、换热器及空调管道、水

箱、油箱、安全气囊、汽车车灯和摄像头、新能源汽车电池箱、线束、充电枪、电缆

、防水插头座等。

B. 家电行业:饮水机、加湿器、电动牙刷、剃须刀、美容仪、豆浆机等。

C. 通信行业:通信基站的各种露天设备、智能手机、智能手环、对讲机、三防手机、车

船载GPS导前仪、平板电脑、户外监控产品等。

D. 医疗行业:医疗器械、医疗管、医疗袋、胃镜胶囊等。

E. 金属和压铸行业:铝合金压铸产品、焊接产品等。

气密性检测设备

气密性检测设备-应用

手机壳密封性测试 无线耳机充电密封性检测

夹具工装 智能电子手表

应用案例—优质合作客户

主要客户有华为、TCL、联想（武汉总部）、富士康（博罗）等国内大型手机企业，也包括龙旗、鼎智、三木等

ODM供应商，产品远销欧美和东南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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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小螺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欢迎咨询

电　话：0769-85989731

联系人：136 6295 1988 / 黄先生

CMM电子展三月刊
东莞·广东国际展览中心

2021.5.18-20展商专栏

东莞市小螺钉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集研发设计、生产、营销、自动化控制系统软件和硬件;货物或技

术进出口服务为一体的专业化高新技术企业。其主要产品：全自动锁螺丝设备，全自动焊锡设备，全自动点胶设

备，全自动芭比娃娃植发设备，玩具类转盘组装设备，自动化装配生产线，自动化测试线，等非标自动化设备；

以性能与价格的平衡，并不断追求高品质和高效率的产品服务客户。

我们承诺与客户分享优良的产品和技术，并根据客户需求提供切实的解决方案。目前，我们的设备和技术已广泛

应用于塑胶、电子、电器、汽车配件、包装、家电、玩具、通信器材等十多个行业并创造了良好的业绩和声誉.作

为专注于研发自动化设备的公司，通过不断的努力，以满足市场的需求为目标，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宗旨，结合自

身优势和多年行业的经验，已将自主生产的各种自动化设备为许多企业客户解决生产效率低、产品合格率低、以

及当前人工劳动力紧缺的问题，提高了企业的产品质量、产能、降低了生产成本及人工陈本，为科技和信息化的

明天提供专业的技术，完善的服务和合适的解决方案!

 
 

 

螺丝机系列

型号：手持式系列Handheld Series

设备用途  Application：

适用于各类M1-M6螺丝锁付

如:玩具、计算器、导航仪、音响、五金件、空调了、学习机、小家电、等

(Apply to all kinds of electronic product screw locking.Such as mobile、Wireless telephone、Calculator、Navigation 

screen、Sounds box、Camera、Notebook、table computer、Learning machine、lntelligent appliance、Toys Etc.

主要功能  Feature：

1.效率更快，可连续出料；

2.对深孔，侧孔，斜面孔，均可采用；

3.操作简便，无需专业人员去调试；

3.出料顺畅，卡料故障易解决

1. Faster efficiency, continuous output;

2. For deep holes, side holes, oblique faces, can be adopted;

3. Easy to operate, no need for professionals to debug;

3. The discharge is smooth, and the card failure is easy to solve

邮　箱：478908399@qq.com

公司官网：www.xluoding.com

地    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赤岭工业路7号1号楼201室

 
 

 

型号：XLD-S180

设备用途  Application：

适用于各消费电子产品的螺丝锁付，如手机、无绳电话、计算器、导航仪、音响、相

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学习机、智能家电、玩具等(Apply to all kinds of 

electronic product screw locking.Such as mobile、Wireless telephone、

Calculator、Navigation screen、Sounds box、Camera、Notebook、table 

computer、Learning machine、lntelligent appliance、Toys Etc.

主要功能  Feature：

1.具有智能检测功能，可检测漏锁，浮锁，滑牙等；;具有浮高检测并自动修复功能，

提高直通率

2.灵活性强，标配万能夹具适用多款机种的螺丝锁付，通用性强，更换螺丝输送模组

、吸咀、批头可适应M1.0~M4的螺丝锁付；

3.设备外形小巧，可摆入生产线，并标配前放后取功能，无人化操作；

4.双Y轴设计、交替作业，无取放产品时间，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

1.Wifh have smart detect function,inspection missing locked、 unstable 

locked、 loose screw and so on.

2.Could be automatic check unstable screw and adjustable function,improve 

yield.

3.Excellent flexibility,alloction all-powerful fixture suit for multi styles screw 

M1.0~M4.

4.Equipment appearance beautiful,Easy move into production line,and 

allocation front put product then take out from rear function.Unmanned 

operation、Double Y axis design、Alternately working、Without loading or 

unloading time,Realized max production efficiency.

主要技术参数Spescification： 

主要技术参数Spescification： 

 
 

 

型号：XLD-S200

设备用途  Application：

适用于各消费电子产品的螺丝锁付，如手机、无绳电话、计算器、导航仪、音响

、相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学习机、智能家电、玩具等(Apply to a l l 

kinds of electronic product screw locking.Such as mobile、Wireless 

telephone、Calculator、Navigation screen、Sounds box、Camera、

Notebook、table computer、Learning machine、lntelligent appliance、

Toys Etc.

主要功能  Feature：

1.具有智能检测功能，可检测漏锁，浮锁，滑牙等；;具有浮高检测并自动修复功

能，提高直通率

2.灵活性强，标配万能夹具适用多款机种的螺丝锁付，通用性强，更换螺丝输送

模组、吸咀、批头可适应M1.0~M4的螺丝锁付；

3.设备外形小巧，方便摆入生产线，标配前放后取功能，无人化操作；

4.双XY轴设计、交替作业，无取放产品时间，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

1.Wifh have smart detect function,inspection missing locked、 unstable 

locked、 loose screw and so on.automatic check unstable screw and 

adjustable function.

2.Excellent flexibility,alloction all-powerful fixture suit for multi 

styles screw M1.0~M4.

4.Equipment appearance beautiful,Easy move into production 

line,and allocation front put product then take out from rear 

function.Unmanned operation、With have two driver head and double 

platform.

主要技术参数Spescification： 

 
 

 

焊锡机系列

型号：XLD-D320

用途 Application:

适用于各类电子产品的后段焊锡焊，如DIP插件焊锡、端子焊锡等

采用五轴运动控制系统对焊点精确定位

采用高频涡流恒温烙铁加温，在锡线自动进给和烙铁高温作用下溶化锡丝进行焊接

Apply to all kinds of Electronic product Soldering.Such as DIP soldering,Terminal and 

so on.Using five aximovement control system for welding spot to exact fixed 

position.put to use high-frequency eddy constant iron raise temperature and 

automatic feeding solder wire.

主要功能Feature：

具有点焊、拖焊、自动清洗等功能

具有位置校正、复制、阵列、自动定位等功能,机器操作简单快捷

焊接过程多参数设定,充分保证焊接质量

采用5寸触摸屏,界面简洁,操作方便

With have spot welding、drag soldering、Autpmatic cleaning Etc Function.

With have adjust location、copy、array、auto-fixed location Etc function,Easy to 

operation,Easy to operation and setup all kinds parameter,

With 5inch touch screen and simple interface

主要技术参数Spescification： 

  
 

型号：XLD-D320

设备用途 Application:

适用于各类电子产品的后段焊锡焊，如DIP插件焊锡、端子焊锡等

采用五轴运动控制系统对焊点精确定位

采用高频涡流恒温烙铁加温，在锡线自动进给和烙铁高温作用下溶化锡丝进行焊接

Apply to all kinds of Electronic product Soldering.Such as DIP 

soldering,Terminal and so on.Using five aximovement control system for 

welding spot to exact fixed position.put to use high-frequency eddy constant 

iron raise temperature and automatic feeding solder wire.

要功能Feature：

具有点焊、拖焊、自动清洗等功能

具有位置校正、复制、阵列、自动定位等功能,机器操作简单快捷

焊接过程多参数设定,充分保证焊接质量,采用5寸超大触摸屏，界面简洁,操作方便

With have spot welding、drag soldering、Autpmatic cleaning Etc Function.

With have adjust location、copy、array、auto-fixed location Etc function,Easy 

to operation,Easy to operation and setup all kinds parameter,

With 5inch touch screen and simple interface

主要技术参数Spesc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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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贝迪机器人有限公司

欢迎咨询

电  话：13650081962（肖先生）

地  址：东莞市东城牛山外经工业园景荣路10号

CMM电子展三月刊
东莞·广东国际展览中心

2021.5.18-20展商专栏

广东贝迪机器人有限公司是集自动化设备和测试系统

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为一体的实体公司，产

品为：自动焊锡机、自动锁螺丝机、自动化装配生产

线，自动化测试线等。旨在为客户提供一流的自动化

解决方案。以性能与价格的完美平衡，并不断追求高

品质和高效率的产品服务于客户,同时为员工提供更

好的发展和平台，逐步打造成为员工受尊重，服务社

会的优秀企业。

 
 

 

在线式锁螺丝机：SC-270L

功能特点：

自动定位，轨宽可调

智能电批，任意扭力

IPC+高精度工业CCD

高性能运动控制

第 14 页

 
 

 

CCD自动锁螺丝机：SC-165-C

功能特点：

浮高重锁，CCD校准

多段扭力曲线显示

大数据采集

实时预警，全程监控

 
 

 

在线式3D内观检测：VT-301L

功能特点：

螺丝浮高检测

异物检测 胶路检测

MES实时数据上传

自动化在线设备

 
 

 

在线式压合机：YH-104L

功能特点：

气压数显，压力曲线

在线式轨道输送

MES系统进行实时通讯

BTB支持1-8组压力检测、采集



深圳市君思特科技有限公司

欢迎咨询

电  话：86-0755-61168132/31/

地  址：广东 深圳市 宝安区沙井镇共和村永发科技园29栋1楼

CMM电子展三月刊
东莞·广东国际展览中心

2021.5.18-20展商专栏

众所周知，SMT行业在PCBA生产过程中，需要依靠

很多的机器设备才能将一块板子组装完成，往往一个

工厂的机器设备的质量水平直接决定着制造的能力。

PCBA生产所需要的基本设备有锡膏印刷机、贴片机

、回流焊、AOI检测仪、元器件剪脚机、波峰焊、锡

炉、洗板机、ICT测试治具、FCT测试治具、老化测试

架等，不同规模的PCBA加工厂，所配备的设备会有

所不同。而对PCBA板进行清洗，可清除焊后板子残

留物的洗板机的选择可谓重中之重，今天我们要介绍

的就是一家实力雄厚的非标自动化设备制造商——深

圳市君思特科技有限公司，其将于2021年5月1-20日

在东莞厚街隆重开幕的中国电子制造自动化&资源展

上将展出PCBA全智能自动刷板机和PCBA主板高温贴

纸设备 。（展位号：B7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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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特点：

■可应用于普通纸质高温胶带等材料；

■贴纸机机头X.Y.Z.R共4轴旋转运行，下方输送分

三段运行；

■宽度50mm-350mm可调，适用各类型PCBA板

；

■可进行任意角度精准贴装！

此次参展的有专利设备——全自动智能洗板机，带水刷洗清洗设备，适用于传统洗板水，无需人工接触清洗

剂，该设备把PCBA板传输技术和毛刷清洗技术相结合，仿人工前后左右各个方向多道刷洗无死角，确保

PCBA板达到洁净要求，特别适合于单双面板、主板、显卡家用电器各种PCBA焊接面清洗等产品，在清洗过

程中液体不会跑到正面的板和元器件。

l  本机独有机身结构，性能稳定，清洗效果佳；

l  专用于，锡珠、助焊剂痕迹及抓纹之清理；

l  进口棕毛刷，不会产生静电，不会伤害PCBA板；

l  适用于各种PCBA板，宽度50-300MM，机械手确保清洗运输中PCBA板不会移位；

l  清洗剂自动涂覆系统：保证PCBA板焊接面能均匀涂覆洗板水，不影响其他零件的表面；

l  干湿二圆盘刷：确保PCBA板各个方向清洁到位，无死角；

l  毛刷清洁高低可调整，适应不同程度的清洗需求；

l  工作所产生的废弃物自动汇聚在机器清洗槽内，方便清理；

l  采用日本进口松下伺服电机驱动，电机速度无级可调，经久耐用；

l  采用220伏供电，使用方便；

l  采用品牌电器，控制系统，确保控制系统具有可靠性和稳定性。

       除此之外，深圳市君思特科技还将在展会上首发新的专利设备——PCBA主板高温贴纸设备，是针对

PCB行业制造业压合制程设计制造，解决人工贴胶纸、高温胶纸的问题。将以往需要模切再人工贴合的

带料，通过设备自动贴在PCB板上。 

项次

 

序号

 

项目

 

规格技术参数

 

基本参数

 

1

 

外形尺寸（mm)

 

1600*1200*1500

 

2

 

整机重量（KG)

 

500kg

 

3

 

最大功率（KW)

 

2KW

 

4

 

电源要求

 

AC220V± 5%/50HZ

 

5

 

气源要求（MPa)

 

0.6-0.8MPa

 

6

 

使用环境

 

无粉尘

 

基本配置

 

7

 

运行速度（mm/s)

 

1000mm/s

 

8

 

贴装精度（mm)

 

± 0.5（mm)

 

9

 

机械重复精度（mm)

 

± 0.02（mm)

 

10

 

贴装速度（pcs/H)

 

1000-2000pcs/H

 

11

 

控制方式

 

运动控制卡

 

12

 

编程方式

 

视觉编程

 

13

 

贴装头

 

1 个

 

14

 

传动系统

 

HIWIN 丝杆、线型导轨

 

15

 

机台 X、Y、Z 、R轴动力系统

 

日本松下伺服、雷赛步进电机

 
技术规格

1

 

卷料尺寸（mm）

 

卷料内径 3 寸，外径 180，最大宽度30

 

2 贴装尺寸（mm） L*W:4*4-50*300（mm）

3 被贴产品尺寸（mm） L*W:50*350（mm）

设备参数：

深圳市君思特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发展至今,现有深圳沙井厂房2500平方米，公司主要生产：全自动智能

刷板机、PCBA主板高温贴纸设备 、无铅波峰焊、无铅回流焊、LED草帽灯自动切角机、全自动数码管脚特制成

型一体机、数码管放片机、全自动注塑机收料设备等非标自动化设备。

预知更多深圳市君思特科技有限公司详情，请至CMM 2021展会现场 莅临参观。（展位号：B7014-1）



深圳市三捷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欢迎咨询

电  话：0755-86390487

地  址：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三路南山医疗器械产业园A座A411-1

CMM电子展三月刊
东莞·广东国际展览中心

2021.5.18-20展商专栏

随着智能设备不断朝着轻巧、小型化发展，贴片工厂对于SMT流程管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
为电子元器件的主要搬运部件，传统SMT工厂里的吸嘴往往需要专人单独摆放，耗费人工，而
且容易对吸嘴造成损坏与污染。随着5G时代的来临，现代智能工厂里如何实现吸嘴的分发与管
控呢？
三捷（Synergie）2021年全新推出吸嘴智能分拣清洗系统，自带独立仓储栅格，可对市面上各
款贴片机吸嘴实现自动分发与管控，全面降低SMT生产车间对人工的依赖。

设备概况及性能介绍：

1. 吸嘴快速清洗功能，24只吸嘴清洗时间最快约为4分钟；

2 . 智能分拣功能。对于西门子、富士等吸嘴，客户只需装入Nozz le 

Changer，系统机械手自动抓取，并自动分拣； 客户亦可将脏污吸嘴放

入托盘内，系统自主抓取并分拣；

3. 不合格品智能判别功能。设备能自主判别不合格吸嘴，并放入指定区

域；

4. 智能仓储功能。系统配备多层储存料盘，可按型号、类型最多处置

3000只吸嘴；

5. 兼容性强。系统能兼容市面主流贴片机吸嘴，如富士、松下、西门子

，但无需更换复杂部件；

6. 自动化程度高。客户可一次放入多个吸嘴，无需人工干预，设备自动

连续清洗、风干、检测、回流；

7. 环境友好，DI水清洗，废水可直接排放，脏污物质更换滤芯即可，无

需特殊化学药水清洗；

8. 操作简易。工控电脑控制，软件操作简单，无需复杂培训即可操作；

9. 高扩展性，可帮助客户实现吸嘴储放、分发、清洗、保养全过程管控

；系统还预留了各种扩展功能，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需求：  

9.1) 连接客户MES系统。

9.2) 扫码追溯。系统内置上、下光源和相机，能有效读取市面上各款吸嘴

的二维码，记录吸嘴的类型和编码，从而实现吸嘴全过程追溯与管控；

9.3) 破损检测。吸嘴的表面裂痕、破损可通过系统相机拍照、软件比对分

析，实现有效检测；

9.4) 真空度检测。系统内置高灵敏度传感器，可有效感知吸嘴孔内的气流

变化，判别吸嘴真空度，确保品质；

211系列智能吸嘴分拣清洗系统

支持“弹夹”装载，自动取放，无需人工干预手动摆盘

系统自动清洗与检测实际效果

高速清洗 扫码追溯 智能判别 真空检测与模板比对

三捷机械（Synergie）专注于SMT工艺与自动化控制技术。智能吸嘴清洗检测机，从吸嘴管控

着手，致力于大幅降低客户的SMT产线抛料率。继2018年首推209系列智能吸嘴清洗机以来，

三捷机械（Synergie）将该产品不断更新迭代，以适用更广泛的客户需求。日前，该系列智能

吸嘴清洗机已在国内标杆工厂开始批量导入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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