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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員工

10
個全球據點

30
年專業經驗

24/7
隨時為您服務

立足德國技術-定位國際市場-全球化服務

Manz AG

成立於1987年 
總部位於德國羅伊特林根。分支機構在

德國、斯洛伐克、匈牙利、義大利、中

國、台灣、美國和印度。

員工 

Manz 在全球擁有約 1,700 名員工，其

中研發工程師就達 500 名之多。

核心競爭力 

自動化 

測試與檢測

化學濕製程

雷射技術

捲對捲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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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電路板事業部重要里程碑

台灣亞智科技加入 Manz 集團，

Manz 成為領先的化學濕製程供應商

Manz 成功開發低張力捲對捲設

備，進入超薄軟板市場

Manz 收購蔡司集團子公司 KLEO 

Halbleitertechnik GmbH，進入印刷電路板雷

射成像市場

Manz 是業界首家將 CIM 系統整合到 PCB 生

產製造「一站式解決方案」中

Manz 推出進階版半加成法，線寬

線距可達到 15/15 微米

Manz 推出自動化垂直系統

Manz 成功推出 FOPLP 濕製程解

決方案

印刷電路板生產解決方案
從電腦到手機-從汽車到飛機。在我們日常生活中幾乎每一個環節都會應用到印刷電路板。Manz 身為化學濕製程領導設備商，在高階印

刷電路板生產製程與研發領域擁有 30 年以上的專業製造經驗，在業界頗富聲譽。

Manz 集團成立於 1987 年，是全球化高科

技設備製造商，業務領域專注於發展太陽

能、電子裝置及零組件、儲能、代工及客

戶服務。

憑藉多年來在自動化、測試與檢測技術、

雷射製程、化學濕製程、及捲對捲技術的

專業知識，Manz 集團為製造商及其供應商

提供太陽能、電子裝置及零組件、鋰離子

電池技術領域的創新生產解決方案。

我們的生產解決方案除了可依據客戶需求

開發客製化方案，亦可提供標準化單機設

備和模組化的工作站生產系統，以此建構

獨立的生產系統解決方案。我們與客戶的

合作非常緊密，在客戶啟動專案的初始階

段即開始參與討論；因此能提供高品質、

以需求為導向的解決方案，為客戶的成功

做出了重大貢獻。

Manz 集團在德國、斯洛伐克、匈牙利、義

大利、中國大陸和台灣皆設有自己的生產

基地。美國和印度也設有業務銷售及服務

網路，全球擁有約 1,700 名員工。其中，

亞洲地區對於集團專注發展的業務領域至

關重要，因此近一半的員工在亞洲。

Manz 集團在 2008 年收購了台灣亞智科技

有限公司，亞智科技正式加入Manz 集團。

借鑒其 30 多年在化學濕製程設備的豐富製

造經驗，Manz 已成為印刷電路板、顯示器

及觸控面板領域化學濕製程設備的專家。

2015 年 , 透 過 對 蔡 司 集 團 子 公 司 KLEO 
Halbleitertechnik GmbH 的收購，我們的

技術組合中增加了印刷電路板雷射成像技

術。 

今天 Manz 是業界首台能夠為客戶提供

PCB 生產製造「一站式解決方案」的設備

提供商。 

Manz 創新的生產設備顯著地提高了 PCB
生產的效率和產品的品質，這不僅能為客

戶提供重要的競爭優勢，更使他們能夠滿

足市場上日益增長的更輕、更薄、效能更

好的電子設備需求。 

2008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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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智能化推動智能商

品多元化發展。2022年，全

球印刷電路板市場規模將達到

$688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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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階印刷電路板生產設備整體解決方案

線路成型
製程

自動化
單機設備

表面處理
製程

金屬化
製程

影像轉移
製程

高階印刷電路
版生產設備整
體解決方案

* 以上製程皆適用於軟性電路板生產

去毛頭設備

DSM / PTH
閃鍍設備

垂直連續式

電鍍設備

Shadow
黑孔設備

在線式高精度自動

分析管理添加儀

•
•
• 
•

•
•
• 

防氧化處理設備

化學銀設備

化學錫設備

前 / 後處理設備

成品清洗設備

•
•
• 
•
•

酸 /鹼性蝕刻（真空）設備

快速蝕刻設備

水平 /垂直剝膜設備

•
•
• 

前處理設備

水平 /垂直顯影設備

水平 / 垂直綠漆顯

影設備

雷射直接成像設備

棕化設備

•
•
•

• 
•  

捲對捲設備

水平 /垂直式

收放板機

機械手臂

•
•

• 

Manz 亞智科技專精於印刷電路板 (PCB) 濕

製程設備研發與製造，擁有三十多年的豐

富經驗。我們的濕製程設備解決方案涵蓋

前處理、顯影蝕刻剝膜、棕化、除膠渣化

學銅、顯影、水平化銀、水平沉浸、防氧

化製程設備及自動化單機設備。其設備效

率最大化和可靠性，為 Manz 贏得了眾多

高端客戶。

作為具有前瞻性的印刷電路板領導設備商，

Manz 亞智科技長久以來一直以為客戶提

高生產品質、降低購置成本為研發方向。

自 2014 年起，我們的研發不僅僅只侷限於

濕製程或單機設備；我們強大的整合能力

目前還能提供「一站式」高階電路板生產

設備解決方案，將電腦整合製造系統 (CIM)
整合至生產設備中，生產製程得以最佳化，

在製造商建立可信任的智能化生產。

「一站式」生產設備解決方案的特點：

智慧化大數據管理，有                                                          
效降低生產風險及人力成本，提升生產效

率

導入 PLI 400 SpeedLight 雷射直接成像

(LDI) 技術，實現乾、濕製程無縫對接，提

升超細線路製程能力

在線式設計及人性化操作介面，易於操作

及日常保養 
低耗節能，降低運轉成本，響應綠色產品

政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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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刻因數 ≥ 3.5，優異的蝕刻均勻性及線

路能力

基板輸送穩定度高，輸送偏移量 ± 10mm，

帶液量≤10 cc/m2

水洗段桶槽採用小容量設計，提升 50% 水槽

的置換率

技術規格 產品特色

小圖上：細線路蝕刻

小圖下：膜渣分離系統

尺寸

Max. 610 × 610 mm

Min. 250 × 250 mm

板厚

0.05 mm (core) + Cu ~ 3.2 mm

傳統 PCB 板

0.8 mm ~ 12 mm 背板

孔徑

通孔孔徑：Min 0.1 mm A/R 10:1

盲孔孔徑：Min 0.075 mm A/R 1:1

蝕刻能力

18 μm 銅厚 線寬線距 35 μm / 35 μm

36 μm 銅厚 線寬線距 50 μm / 50 μm

顯影蝕刻去膜製程設備
主要以酸性蝕刻液，在銅箔基板上蝕刻出線路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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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圖上：棕化主槽

小圖下：冷風刀

水平棕化製程設備
使內層線路上，形成一層高抗撕強度的棕色氧化銅絨晶，以增加內層板與膠片在進行層壓時的結合能力。

技術規格 產品特色

尺寸

Max. 610 × 610 mm

Min. 250 × 250 mm

板厚

0.05 mm (core) + Cu ~ 3.2 mm

傳統 PCB 板

0.8 mm ~ 12 mm 背板

漂錫試驗 (Thermal Shock Test) 5 次以上

棕化膜結合力≥3.0 lb/in2
，銅面氧化膜顏色

均勻

輸送偏移 ±10 mm，帶液量≤10 cc/m2
，基

板輸送穩定度高

水洗段桶槽採用小容量設計，提升 50% 水

槽的置換率

稼動率高於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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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去除钻孔后残留孔内之基材胶渣，及对孔壁进行粗化处理；并以化学沉积的方式，在孔 

小圖上：SWL & DSM 水刀

小圖下：化學銅

水平除膠渣化學銅製程設備
用於去除鑽孔後殘留孔內之基材膠渣，及對孔壁進行粗化處理；以化學沉積的方式，在孔壁沉積一層化學銅，作為後續電鍍銅的基地。

優良的 6 價錳離子再生能力：

Mn6 + 含量< 25 g/L

優良的化學銅沉積速率及沉銅厚度，背光等

級九級以上

基板輸送穩定度高，輸送偏移量±10 mm ( 

搭配限寬裝置 )，帶液量≤ 10cc / m2

水洗段桶槽採用小容量設計，提升 50% 水槽

的置換率，帶液量≤10 cc/m2

技術規格 產品特色

尺寸

Max. 610 × 610 mm

Min. 250 × 250 mm

板厚

0.05 mm ( core ) + Cu ~ 2.4 mm

0.1 mm ( core ) ~ 3.2 mm

孔徑

通孔孔徑：Min 0.1 mm A/R 10:1

盲孔孔徑：Min 0.075 mm A/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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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圖上：噴灑直噴板面，無遮蔽快拆式噴嘴 

小圖下：快拆式噴嘴

顯影製程設備
用於去除未經 UV 曝光聚合的光阻材料及防焊層。

技術規格 產品特色

尺寸

Max.  610 × 610  mm

Min.  250 × 250  mm

板厚

0.05 mm (core) + Cu ~ 3.2 mm

傳統 PCB 板

0.8 mm ~ 12 mm 背板

孔徑

通孔孔徑：Min 0.1 mm A/R 10:1

盲孔孔徑：Min 0.075 mm A/R 1:1

顯影解像力

25 μm / 25 μm

優良的清潔能力，無膜渣 SCUM 殘留

基板輸送穩定度高，輸送偏移量 ± 10mm，

帶液量≤10 cc/m2

基板輸送穩定度高，輸送偏移量 ±10 mm， 

( 搭配限寬裝置 )，帶液量 ≤10 c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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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圖上：帶 48 面的多棱鏡

小圖下：曝光期間的多棱鏡模組

雷射直接成像系統設備
雷射直接成像系統應用於印刷電路板生產中曝光感光膜的導電圖成像，可取代傳統膠片曝光製程及其製作和檢測環節。

並行資料處理和雙板資料同步傳輸

光學系統配有 288 組雷射二極體及 9 個    轉

速高達 50,000RPM 的多面體棱鏡，確    保

高速穩定的曝光

生產效率高 ( 片 / 小時 )、耗費低 ( 尤其對於

較小應用來說，適用於細線路和高階電路板

產品 )

採用雙平台 (twinstage) 系統，每日曝光量多

達 8,000 面

生產能力和性能不受其他數位成像設備 ( 如：

固態雷射器、棱鏡 ) 常見瓶頸問題的制約

技術規格 產品特色

尺寸

Max. 660 × 650 mm 

( 寬 x 長，可延長 )

板厚

0.05 mm ~ 8 mm

最大曝光尺寸

650 mm

生產量

180 片（雙面）/ 小時

( 最大值，雙面曝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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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圖上：防氧化主槽

小圖下：噴灑直噴板面，無遮蔽

防氧化製程設備
用於在需焊接或貼裝零件的區域沉積一層有機保焊劑，以防止焊墊氧化及增加零件在裝配時的焊錫性能。 

技術規格 產品特色

尺寸

Max.  610 × 610  mm

Min.  250 × 250  mm

板厚

0.05 mm (core) + Cu ~ 3.2 mm

孔徑

通孔孔徑：Min 0.1 mm A/R 10:1

盲孔孔徑：Min 0.075 mm A/R 1:1

氧化保護膜厚度均勻，無色差，沉膜厚度 0.15 

μm - 0.3 μm

基板輸送穩定度高，輸送偏移量±10 mm，帶

液量≤ 10 cc/m2

水洗段桶槽採用小容量設計，提升 50% 水槽

的置換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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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圖上：壓輪

小圖下：尋邊器

捲對捲生產設備
捲入：馬達離合器系統控制母卷張力值，並結合張力檢測控制系統形成閉環回路，即時調整張力值在設定範圍內。

捲出：馬達離合器系統可根據張力值變化，即時調整，實現張力控制。尋邊控制系統保證卷邊整齊度。

可搭配客方 FPC 濕製程設備，如刷磨機、

DES、棕 ( 黑 ) 化及表面處理等製程需求

低張力控制設計最低可達 5N，可依製程

需求採用張力或 Dancing Roller 控制牽引

張力

多段組合設計，實現單、雙列快速切換

技術規格 產品特色

基材規格

板面寬幅：250~ 600 mm

( 可為不同尺寸客製化 )

厚度：12.5 μm ~ 25 μm 或更厚

應用：任何捲對捲製程

( 捲對捲化學濕製程 / 捲對捲狹縫式

塗布 / 卷對片裁切設備 )

性能

稼動率 ( uptime )：≥  95%

平均修復時間 ( MTTR )：4 小時

EPC 允許公差：± 0.5 mm

低張力控制：5 N ~ 30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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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圖上：垂直線自動化系統

小圖下：機械手臂

單機解決方案：

入料、出料、暫存系統、轉角機及翻板機 

垂直化生產製程解決方案：

機械手臂上下料設備

智慧型自動化設備：

電腦整合製造系統、物流控制系統及無人

化工廠 

*  除了標準化的應用，我們也可根據要求提客製化的系統

自動化垂直系統
自動化垂直系統，可應用在顯影、剝膜等 PCB 生產製程，適用於 MSAP、超細線路、高密度線路等高階印刷電路板生產。

技術規格

良率高於 99.8%，卡板率低於 0.2% 

獨特有效區板面無接觸載具設計，實現高周

轉率連續生產

自動投收板機提供的多種介面選擇，可與用

戶端任意系統相容，實現一站式生產 

產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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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積小、重量輕。客戶無須變更現有場地規劃。

可同時 / 即時在線完成多達 5 種藥液的自動

分析，且與 Manz CIM 中央集成管理系統完

美相容。

以儀器資料對比，取代人工辨識，大幅提高藥

液添加比例精準度。 

高效智慧化自動取樣分析，大大提高分析頻

率，確保產線藥液穩定性達 97% 以上。 

集成化藥液自動添加系統，可根據分析資料完

成藥液的即時調整，避免人為誤差。 

以智慧自動化取代實驗室人工取樣分析，大幅

降低設備及人力配置，有效節省生產成本。

技術規格 產品特色

分析精度：> 97%

分析頻率：Max. 15 分鐘 / 次 ( 最大值 )

分析耗時：15 分鐘 / 次

取樣精度：0.02 ml

重複分析穩定度：±3%

最多分析藥液種類：5 種

藥水分析方式：藥水滴定法、PH 值測量法、

吸光度測量法

自動藥液補給間隔時間：5 分鐘 ( 最大值 )

小圖上：一體成型添加桶

小圖下：標準工業通訊介面

在線式高精度自動分析管理添加儀
採用滴定方式在線全自動即時分析產線化學藥液，自動偵測並添加調整藥液狀態，取代部分人工手動取樣檢測環節。



Manz 德國 
研發、製造、銷售及服務

Manz 匈牙利

製造
Manz 美國

銷售及服務

Manz 印度

銷售及服務

Manz 中國 
研發、製造、銷售及服務

Manz 台灣 
研發、製造、銷售

及服務

Manz 斯洛伐克

研發、製造、銷售及服務

Manz 義大利

研發、製造、銷售及服務

Manz aG

Steigaeckerstras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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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智系統科技 (蘇州) 有限公司

215153 江蘇省蘇州市
高新區嘉陵江路 405 號

Phone +86 512 65136050
Fax      +86 512 65136061

contact@manz.com.cn
www.manz.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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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z 集團成立於1987年，是全球化高科技設備製造商。

除了太陽能事業部的CIGS太陽能電池生產設備整廠解決方

案 - CIGSfab外，Manz集團還專注於車用產業的電子裝置

及零組件和儲能領域。

Manz 集團於2006 年在德國公開上市，目前在八個國家設

有開發及製造基地，擁有約1,700名員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