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S 系列

SAS 系列 - SpeedPicker
生产晶硅太阳能电池经济、高速、精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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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z Automatisierungstechnik GmbH 

成立。 

Manz 在亚洲市场推出首款六轴 LCD 搬运

机器人。在处理太阳能模块时，该自动化

系统在薄膜太阳能技术领域也广受认可。

Manz 是用于处理晶硅太阳能电池的 Delta 

运动及动力学技术的早期探索者。

SpeedPicker 1.0 (第一代) 配置轻量化的碳

纤维材质的运动手臂模块，借此 Manz 树

立了一个新的全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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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z AG

成立于 1987 年
德国罗伊特林根的总部。分支机构在德
国、斯洛伐克、匈牙利、意大利、中国、
台湾、美国、韩国和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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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出品 – 面向国际 – 全球视野与全球网络
优秀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基于可再生高质量、高产量、低成本和有竞争力价格等基本要求应运而生。

晶体太阳能电池生产自动化解决方案

Manz 拥有近 30 年处理脆性材料的经验，

如硅晶片或玻璃、陶瓷、塑料、甚至纸，

已成为该领域中的市场龙头。

我们的产品系列包括基板处理的先进、创

新解决方案，Manz 基板处理技术因低维

护和高工艺质量而脱颖而出。鱿鱼循环周

期低，该系统的低运行成本和高生产率成

为成功生产的重要因素。结合我们的高性

能图像处理系统，我们保证在高平均水平

的机器可用率情况下实现最低的破损率。

我们的服务范围从装卸工艺过程的在线自

动化到整线完整自动化和输送方案的整个

过程，并且配置了集成缓冲系统及主生产

计算机系统的连接口。

作为自动化专家，我们能够合理而精确地

满足您的要求：涵盖从标准系统到各种定

制解决方案。

我们十分乐意在安装与优化自动化系统方

面为您提供建议与支持。

我们始终坚持将原创理念根植入终端生产

工艺流程，并在规划、立项、建造及安装

诸多层面为您提供专业服务。

此外，我们通过机器的设定与调试试运，

以及用户培训、远控维护、售后服务等，

为您提供更深入更全面的工艺专有知识。

太阳能自动化大事记

利用第三代 SpeedPicker - SAS 系列，Manz

推出了一套自动化解决方案，随之建立输

出量和精度方面的标准。

Manz 利用 SCARA 运动及动力学技术开

发了晶硅太阳能电池的首个自动化解决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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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系列 选项

色泽检查 
用于太阳能电池和涂覆硅晶片的质量控制

识别电池表面上的涂装和印刷错误、未涂覆区域以及粘贴残留物、

不均匀色泽、跑色或污渍和表面杂质，以确定涂覆质量。

扫描整个货盘。

根据客户要求分拣硅晶片。

更多选项

与客户专用 MES 系统的连接。

与晶片暗盒智能无人操持传输系统

(IGV/AGV) 的连接。

通过RFID进行追踪。

根据UL标准 ( 美国市场 ) 或 CE 标准  

( 欧盟市场 ) 进行调整和认证。

采用双伯努利气动原理吸盘的高速自动化 独立花篮传输系统无需额外载盘，节省成本和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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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SAS 系列 SpeedPicker 是 MANZ 提供的一种高效的晶硅搬运解决方案。

SAS 系列的标准系统用于晶硅太阳能

电池的生产过程中的所有上料和下料步

骤。SAS 系列包括下述独立的机型：

SAS 421 / SAS 422 

在系统一侧装有上下料装卸站的自动化系

统。

SAS 421: 高达 5,000 片/小时  

SAS 422: 高达 8,000 片/小时  

SAS 411 / SAS 412 
在系统另一侧装有上下料装卸站的自动化

系统。

SAS 411: 高达 5,000 片/小时

SAS 412: 高达 8,000 片/小时

SAS 410 
用于化学湿制程工艺上下料。 

SAS 系列的特点是高生产量和柔性化材料

处理。采用优化伯努利双吸盘，可快速、

无接触地运行高达 8,000 片/小时 (6×5

盘) 的硅晶片和太阳能电池，最小破损率

仅为 0.05%。

该集成量测技术确保以高精度的形式将

硅晶片和太阳能电池放置在所提供的货盘

中，精度为±100 µm。因此，不需要装

载硅晶片和载具托架，这意味着该系统具

有显著的低硅晶片破损率和高货盘使用寿

命。同时，货盘上硅晶片的定位静定，也

特别关系着下游涂覆工艺的质量。

所述滑块用于将硅晶片装入花篮或把晶片

从花篮中取出来。它们可以与真空技术一

起使用，以便固定好硅晶片。MANZ 完

全消除了 SAS 系列中的绑带和皮带式晶

片传输。从而防止了微运动产生的压痕和

磨损，以防其影响太阳能电池的效率和质

量。

此外，还可采用其他方案，如用于质量控

制或工艺导向的方案，包括质量控制的色

泽检查或用于客户特定 MES 或智能 AGV 

系统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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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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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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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接触高速运输的 Bernoulli 双夹持器吸盘

符合Bernoulli原理的非接触吸附。

没有印痕。

轻且平稳地搬运处理物料。

由于采用了双吸盘，可实现8000片/小时的高生产量。

最小破损率为0.05%。

提高电池片质量。

集成测量技术，更高精度和质量

以高精度将硅晶片搬运和定位在货盘上，误差范围为 ±100 µm。

使下游工艺中具有更好的涂覆质量。

提高电池片质量。

货盘的寿命周期更长。

货盘更换时非常灵活性 (基于软件，无需机械转换)。

用于真空传输的创新滑块系统

用于将硅晶片和太阳能电池装入和卸下花篮。

因为没有绑带 / 皮带运输，所以不会产生任何印痕和磨损。

加工硅晶片的均匀性更好、质量更高。

通过精度实现最高产品品质

更强的盈利能力高精度高产量

创新型真空滑块轻轻地加载和卸载硅晶片

在处理硅晶片和太阳能电池时，集成测量技术确

保了最大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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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一瞥
SAS 系列结合了系统中的重要因素：高质量和高产量。

•

•

•

• 

•

•

•

•

•

• 

•

•

•

•



MANZ 德国 
研发、生产、 销售及售后

MANZ 匈牙利
生产

MANZ 美国
销售及售后

MANZ 印度
销售及售后

MANZ 中国  
研发、生产、
销售及售后

MANZ 台湾 
研发、生产、
销售及售后

MANZ 韩国 
销售及售后

MANZ 斯洛伐克
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

MANZ 意大利
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

作为全球领先的高科技设备制造商，Manz 集团总部位于

德国罗伊特林根，是高成长市场产品创新的技术先驱。

公司成立于 1987 年, 在自动化、量测与检测、激光工艺、

化学湿制程、以及卷对卷技术领域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

公司在德国、斯洛伐克、意大利、中国大陆及台湾皆设有

分支机构及生产基地，并在北美、韩国及印度拥有自己的

销售及售后服务团队。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1,700 名员工，

其中亚洲地区多达 800 名。 

Manz AG
Steigäeckerstrasse 5
72768 Reutlingen, Germany
Phone +49 7121 9000 0
Fax +49 7121 9000 99
info@manz.com
www.manz.com

亞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2063 台灣桃園市中壢區
自強三路三號
Phone +886 3452 9811
Fax +886 3452 9810
info@manz.com.tw
www.manz.com.tw

亚智系统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215153 江苏省苏州市
高新区嘉陵江路405号
Phone +86 512 65136050
Fax +86 512 65136061
contact@manz.com.cn
www.manz.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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