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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性。

过程控制。

价值。

Cerno  系列：型号105ILTM

焊接技术。

SWAK-OS 基于图形的编程软件

适用于大尺寸电路板和背板焊接的选择性焊接系统

可对尺寸达到914 x 711毫米(36.0 x 28.0英寸)的

PCB进行选择性焊接

重型边缘输送机，可以支撑附加重量高达22.7千

克(55.0磅)的大尺寸背板、PCB或工装夹具

可快速更换的焊锡槽和锡泵，适用于有铅、无铅

和其他高温焊接材料

可选择标准单焊接喷嘴或带独立控制的双焊接喷

嘴或75毫米的宽波峰焊嘴

SWAK-OS是基于图形编程和机器控制的应用软

件，可以简单快捷地创建程序

Cerno 105IL是一款强大的选择性焊接系统，兼

具多功能性、高生产力和高性价比。

TM 

Cerno 105IL具有许多独特的功能，包括高速Z

轴运动，可实现更快的焊接加工并缩短焊接周期。

TM 

               Cerno 105IL专为条件苛刻的选择性焊

接应用而设计，其基于图形编程和机器控制的应

用软件具有丰富的功能。第一件产品的程序编辑

和参数设定时间显著减少到10-15分钟。SWAK

-OS软件具有基准点识别、在线程序编辑相机、

实时数据收集，SQL后端数据提取和完整的FIS

功能，可用于车间数据集成。

TM 

                   Cerno 105IL具有灵活的配置，是一

种多功能的选择性焊接系统，更换不同材质的锡

槽就可适用于有铅、无铅和其他高温焊接材料。

还可在更换不同的焊锡槽和锡泵后选择标准单焊

接喷嘴或带独立控制的双焊接喷嘴或75毫米(3.0 

英寸)的宽波峰焊嘴。充氮的双焊嘴系统使得在同

一程序中能够使用两个尺寸的焊嘴，进一步提高

灵活性和生产力。

TM 

                  Nordson SELECT的闭环旋转编码器
TM和其他先进的过程控制技术已被纳入Cerno

105IL系统, 从而提高焊接质量、精度和产量。

            素以创新享誉业内的Nordson SELECT提

供全面的流程解决方案，确保了最大的投资回报

率和较低的拥有成本。从最初的过程开发到全面

的生产，您都能从我们经验丰富的全球设计、应

用开发和技术服务网络获得支持。



o  

标准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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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no  105IL 特点TM

o  

可选功能

串联式助焊剂和预加热模块可

进行并行助焊剂喷涂和预加

热，以增加产量

双监控器，适用于同时查看

焊接过程监控相机以及所有

焊接功能

SWAK-OS 基于图形的编程和

机器控制软件

无缝形成整个电

路板的比例准确

的图像

绘制助焊剂和焊

接路径以创建和

编辑程序

PCB组件和其他可焊接的基板

可更换的锡铅和无铅焊接

可更换的焊锡锅，适用于锡铅、

无铅和HMP焊料合金

单焊嘴 双焊嘴 75毫米波

峰焊嘴

标准精密的喷雾式助焊剂喷

涂机，和点滴喷射式助焊剂

精密喷涂机

Cerno  105IL 是一款配置完整、与SMEMA兼容的选择性焊接系统，为许多条件苛刻的通孔和SMT混合

技术焊接应用提供可靠的且成本高效的解决方案，包括：

TM

重型边缘输送机 ，用以支撑大尺寸

底板、PCB或工装夹具的重量

重型边缘输送机，可以支撑大尺寸背板、

PCB或工装夹具的重量

输送机方向为从左到右

高速Z轴运动

闭环旋转编码器

精密雾化式助焊剂喷涂机

有铅焊锡槽和锡泵组件，配备全套快换

式磁耦合子弹头型焊嘴

自动焊锡槽液面监控和供料系统

自动波高监控和调整系统

焊料合金验证系统

氮气加热系统

在线编程和基准校准用摄像头

双程序监控摄像头

SWAK-OS 基于图形的编程和机器控

制应用软件

    - 自动基准对齐

    - 电路板翘曲补偿

    - 机载帮助视频

    - 远程机器诊断

    - 完整FIS功能

离线编程软件

双监控器

带有程控宽度调节和PCB找正功能SMEMA边缘输送机

从右到左的输送机方向

点滴喷射式助焊剂精密喷涂机

点滴喷射式助焊剂精密喷涂机在线验证系统

双助焊剂喷头: 2个雾化喷头或2个点滴喷头或其中各一

带闭环控制功能的顶部红外预加热器

串联式助焊剂和预加热模块，可进行并行助焊剂喷涂

和预加热

自动焊嘴清洁系统

无铅焊锡槽和泵组件(钛合金材质)

HMP焊锡槽和泵组件

双焊嘴焊锡槽和泵组件，有铅或无铅(钛合金材质)

3-25毫米子弹头式焊嘴或4-25毫米微波焊嘴

75毫米(3.0 英寸)宽波峰焊嘴和泵组件，有铅或无铅

(钛合金材质)

带升温控制的焊槽更换用小推车

闭环旋转编码器

底部氮气预热器

氮气去桥接风刀

单监控器

六通道温度测试数据记录系统



设施要求运动系统

计算机

软件

电路板处理能力

符合的标准

SM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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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轴精确度
(1)Z轴重复精度 

Z轴速度

X-Y轴精确度
(1)X-Y轴重复精度 

X-Y轴速度

:

:

:

:

搭载Windows  操作系统的PC®

SWAK-OS 基于图形的编程和机器控制软件

(2)容量 : 约 13.6 千克 (30.0 磅)
(2)有铅焊料与焊锡槽和泵组的总重量 : 约 24.0 千克 (53.0 磅)
(2)无铅焊料与焊锡槽和泵组的总重量 : 约 21.3 千克 (47.0 磅)

可焊面积(X-Y)

Windows是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国和其他国家/

地区的注册商标。

可提供其他选项：联系Nordson SELECT了解

更多信息。

TM技术参数：Cerno  105IL

输送机

最大板/载体长度

最小板/载体长度

最大板/载体宽度
(4)最小板/载体宽度 : 

最大板/载体厚度

最大板上间隙

最大板下间隙
(5)边部间隙 : 

输送高度

(6)载重能力 : 

:

:

操作模式

: 

: 

: 

: 

: 

: 

:

 

重型边缘输送机

SMEMA 边缘输送机

: 

焊锡槽容量和重量

系统占地面积: 

气源: 
(7)电源(主电) :

(8)氮气 :

抽风: 

(9,10)系统重量 :

      

±50 微米 (0.002 英寸)

±50 微米 (0.002 英寸)  3 sigma

0.15 米/秒 峰值 (6 英寸/秒)

±50 微米 (0.002 英寸)

±50 微米 (0.002 英寸)  3 sigma

0.2 米/秒 峰值 (8 英寸/秒)

，

，

(3, 4)单子弹头式或微波焊嘴  :

     最大 914 x 711毫米 (36.0 x 28.0 英寸)

     最小 50 x 50 毫米 (2.0 x 2.0 英寸)

最大电路板尺寸 914 x 711 毫米 (36.0 x 28.0 英寸)

最小电路板尺寸 50 x 50 毫米 (2.0 x 2.0 英寸)

: 

: 

1981 x 1716 毫米 (78.0 x 67.5 英寸)

低于 10 CFH @ 90-100 psi

适应电源 208/220-240VAC，60 Hz 

单相，15 A 60 A，带顶部预加热功能

99.999% 纯度 @ 60-100 psi，

30-60 CFH 耗量

后部 350 CFM (推荐)，两根直径100

毫米 (4.0 英寸) 的通风管道

570 克 (1250 磅)

914 毫米 (36.0 英寸)

50 毫米 (2.0 英寸)

711 毫米 (28.0 英寸)

50 毫米 (2.0 英寸)

12.0 毫米 (0.5 英寸)

102 毫米 (4.0 英寸)

102 毫米 (4.0 英寸)

3 毫米 (0.12 英寸)，EDGE输

送机，轨道上安装夹具

符合SMEMA关于输送机高度

的标准; 高度从940-965毫米

(37.0 - 38.0英寸)可调，从

地板到电路板底部

22.7 千克 (50.0 磅)

4.5 千克 (10.0 磅)

自动(SMEMA)、手动或传递

(1) 重复性以全速(系统额定速度)测量。

(2) 焊锡锅和泵组件的焊接能力和总重量因焊锡

      合金而异。

(3) 只要50 x 50毫米(2.0 x 2.0英寸)的基板，无

      需固定或其他工具。

(4) 有关更小的板/载体信息，请联系工厂。

(5) EDGE输送机符合SMEMA标准。

(6) 任何时刻输送机上所有零件的总重量。请联

      系工厂，了解更大的载重能力要求。

(7) 电源因配置而异。

(8) 氮气耗量取决于焊嘴和机器配置。

(9) 系统重量因配置而异。

(10) 取决于配置。可选择其他配置。

        联系Nordson SELECT。



尺寸(单位: 毫米)

更多信息，请和您所处地点的代表

沟通或联系您所处区域的办事处。

总部
美国华盛顿州硅谷
+ 1.509.924.4898 
info@nordsonselect.com

北美

邮箱：
info@nordsonselect.com

中国

荷兰马斯特里赫特
+ 31. 43.352.4466
info@nordsonselect.com

欧洲

东京
+81.3.5762.2801 
lnfo@nordsonselect.com

日本

首尔
+82.31.765.8337 
info@nordsonselect.com

韩国

金奈
+91. 44.4353.9024 
info@nordsonselect.com

印度

新加坡
+ 65.6796.9514 
info@nordsonselect.com

东南亚/澳大利亚

中国台湾

+886.229.02.1860 
info@nordsonselect.com

苏州
江苏省苏州高新区建林路666号
出口加工配套工业园7栋，215151
+86.512.666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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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
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总部二路金百盛
产业园依时利大厦C区一楼，523808
+86. 0769.2168.8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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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视图(毫米)

前视图(毫米)

侧视图(毫米)

Cerno  TM 105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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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9.924.4898 
邮箱: Info@nordsonselect.com
3010 North First Street
Spokane Valley, 
WA USA 99216-5085
www.nordsonselect.com

电话: 

Nordson SELECT公司

2017年8月15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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