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离子水系统 

清洁度（离子污染度）测试仪 

全自动低排放 PCB 水清洗机系列 

全自动零排放 PCB 水清洗机系列 

PCB WASH 清洗溶剂系列 

全自动超声波网板清洗机 

www.aqueoustech.com 



 

 

Aqueous Trident SMT系列具有更强的清洗能力和更环保的排放，同是具有实时清洁度检测功能，

能有效清除 SMT/THT/PCB/板表面的松香（R、RA、RMA）、水溶性助焊剂（OA）和免清洗焊剂/焊膏等有

机、有机污染。Trident SMT 系列是目前唯一能够同时适用于有铅焊接和无铅焊接的助焊剂残留物的环保型

清洗设备。特别适用于航空、航天、电子和军工等行业中、小批量多品种 PCB 板的高标准清洗。Aqueous

最新开发的多腔式水清洗系统和在线式水清洗系统，能有效满足大批量清洗需要。 

 

★全不锈钢内部结构 ：          

坚固耐用、安全防腐，对清洗溶剂和去离子水安全。还配备了

大功率高效不锈钢喷射泵、不锈钢溶剂槽、不锈钢清洗/干燥腔、

排放管道、防静电 PCB 料筐和排放过滤系统等内部装置。 

★专利“集中喷淋”技术：       

采用了已经多次获奖的集中式 15°喷淋清洗技术。集中式喷淋

使更多的清洗溶剂流经PCB 板表面，并且有更强的冲洗作用力，充分清洗高密度大尺寸BGA 器件底部区域，

甚至用于高密度低矮器件的 PCB 板，也可获得最好的冲洗效果。 

★大功率垂直喷淋泵：           

Aqueous 特有的 3HP 大功率垂直喷淋泵，组合集中式喷淋技术使 PCB 板表面冲力可

达 16 盎司/平方英寸，大大提高有效喷淋压力，彻底清洗器件底部污物，满足无铅

焊高压喷淋清洗要求。 

★专用“无阴影”喷淋技术：     

Aqueous 专利设计的可移动式 PCB 板篮框，以及多达 20 个集中式喷嘴从
上、下两个旋转杆上不对称排列，同时对 PCB 板进行正反面旋转喷淋，确
保清洗、漂洗时喷淋到整个 PCB 板区域，大大提高喷淋覆盖面，减少清洗
盲点，完全消除阴影效应，大大提高清洁效果及速度。 

★专用喷淋槽体和清洗/漂洗加热功能： 

喷淋槽是在清洗和漂洗过程中存放待喷淋液体的工作槽
体。清洗流程时，溶剂由稀释槽注入喷淋槽并加热，经高压泵加压后从喷嘴喷出；漂洗流
程时，洁净的去离子水自动加注到喷淋槽再经高压泵加压后从喷嘴喷出，也可根据需要对
漂洗水进行加热。 

★多重在线过滤循环喷淋：       

清洗腔底部筛网过滤器，滤除 PCB 板上的锡渣、线头、标签等杂质，
Y 型精密过滤器，滤除细微锡珠颗粒，防止锡珠进入循环喷淋对 BGA
器件造成潜在风险。 

★自动溶剂配比功能（选项）：    

溶剂槽分为溶剂原液槽和稀释槽两个独立的槽体，原液槽用于存放未经过稀释配比的清
洗溶剂原液，而稀释槽用于存放经过稀释配比后，可直接用于清洗的稀释溶剂。溶剂槽可配备溶剂管理系统，
该系统可根据使用者要求，自动将溶剂和稀释剂（通常为去离子水）按比例混合。 

★全自动清洗程序：             

可编程自动控制清洗工艺流程，并实时显示清洗状态。操作者可独立编程设定清洗时间、漂洗次数、烘干时
间、清洗温度、烘干温度、阻值控制等清洗工艺参数，自动完成每一清洗步骤，无需操作人员值守，提高清
洗过程连续性和生产效率。 

★实时清洁度检测：             

可自动控制清洗过程。根据操作者预定的清洁度阻值，机器自动漂洗并随时监控漂洗水状态，直到 PCB 板达
到或超过清洁度阻值控制要求。 

★低成本运行：                 

内置循环清洗装置可实现溶剂的循环使用，直到溶剂饱和，减少溶剂用量和运行成本。还具有占地面积小，

节能环保，维护简便、生产成本低等众多优点，特别适用于航空、航天、军工电子行业小批量多品种生产。 

Trident SMT 2500/3500/6500 系列 
新一代环保型全自动水清洗机系列 

Features and Benefits 特性和优势 



 

 

★实时工作压力显示：        

增设去离子水供水压力、喷嘴喷淋压力和排放泵压力

指示表，直观显示设备清洗工作状态，确保设备正常

运行，防止误操作。 

★内置排放前过滤装置：      

内置排放前过滤系统，有效过滤清洗过程中产生的各种

固体杂质，并可选配双重活性碳过滤装置，以实现更安

全、更环保的排放。 

★高低液位报警功能：        

溶剂原液槽，溶剂稀释槽及喷淋槽均设有高低液位指示

和报警装置，确保运行安全。 

★操作面板：                

所的操作、控制部件均置于前面板，方便操作、维护，允许设备三面靠墙旋转，

大大减少占地空间，并设有电动安全门锁，防止误操作。 

超强操作软件功能        

★Window操作系统 ：            

采用稳定、可靠 Window 7 操作平台，一体化控制电脑及 17″触摸显示屏，Intel 

超强处理器，系统可随时开机、关机、暂停和启动，方便快捷。 

★全中文操作软件：             

中文操作屏幕直观、简便，任何操作员工均可在半小时内学会编程、操作，按不同 PCB 清洗要求快速编辑并

存储多种清洗程序：溶剂温度、清洗时间、漂洗次数、阻值控制、烘干温度、烘干时间等参数。 

★多重密码保护：               

按不同操作者权限，分操作者密码、工艺人员密码和管理人员密码，符合质量管

理要求。 

★系统参数设置：               

工艺人员通过密码进入系统设置界面，设定注水时间、阀门切换时间、清洗漂洗

间隔、单次漂洗时间、冷却时间等参数，以满足复

杂清洗要求，并达到最佳清洗效果。 

★状态指示：                   

内置式温度加热控制，实时检控溶剂与腔体温度，

并且实时显示清洗系统各部件工作状态、程序运行

进程、维护提示等信息，方便操作、维护。 

★数据收集记录：               

所有操作数据，包括过程、清洗效果、日期时间、批次号码、程序编号等都由电

脑储存、归档，在每个工作流程结束后出示报告，方便生产过程控制和质量管理。 

★（SPC）管理日志（选配）：     

SPC 数据可在显示屏上显示，可通过 USB 口输出，也可在任何一台与本设备通过

网络连接的远程 PC 上显示。 

★手动控制检测：               

能分别独立手动控制检测阀门、开关、风机、清洗泵等部件的状态，确保各部件

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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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T 3500-D 排放型清洗系统：每次清洗时按比例添加环保型清洗溶剂原液或清洗粉末，自动加注去离子水按比例

稀释并加热后用于清洗。清洗过程结束后，使用过的溶剂会经过一个不锈钢过滤器过滤后排出。漂洗过程使用去离子水多次喷

淋冲洗，直至达到清洁度要求，所有的漂洗水排放前都经过过滤。 

 

SMT 3500-LD内置循环低排放清洗系统：配有内置循环过滤系统。溶剂由稀释槽进入喷淋槽，用于喷淋清洗。

清洗过程结束后，溶剂会经过内置循环系统回流稀释槽以备再次使用。漂洗过程使用去离子水进行多次冲洗，直至达到清洁度

要求，每次漂洗水经过不锈钢过滤器过滤后排放。烘干过程中，PCB板经超大流量洁净热风烘干。 

 

Trident SMT2500-LD基本型全自动水清洗系统：具有SMT3500系列主要功能配置和性能特点，满足自动清洗

要求，确保清洗效果，但不配置清洁度测试、压力指示、自动配比、SPC数据统计、烘干等功能。 

 

SMT 6500- ZD全功能环保型/零排放清洗系统： 
配有溶剂自动配比系统和内置循环过滤系统，由自动配比系统将原

液槽内的溶剂原液和去离子水按比例稀释存

放于稀释槽，经过加热后用于清洗。清洗过

程完毕后，溶剂流回到稀释槽以备循环再用。

漂洗过程使用去离子水多次冲洗，直至达到

清洁度要求，每次漂洗水经过不锈钢过滤器

过滤排放到内置漂洗水循环系统，经过滤循

环后重新用于漂洗程序，实现环保零排放
要求： 

Built-In Rinse Water Recycler  

内置漂洗水循环系统 

- High capacity internal storage tank storage tank 

内置大容量不锈钢储水箱 

- Stainless steel filtration pump  

不锈钢过滤循环泵 

- Resistivity monitor with programable  

alarm setpoint  

阻值检测报警装置 

- Differential pressure gauges  

压力表显示 

- 20 Micron particulate filtration system  

20 微米精密过滤装置 

- Carbon and Resin Tanks not included  

活性碳过滤和树脂离子交换装置（本地配套） 

 

PCB 自动清洗相关工艺因素    

★ 溶剂配比   ★ 溶剂温度  ★ 清洗时间   ★ 漂洗时间  ★ 喷淋流量 

★ 漂洗水量   ★ 漂洗次数  ★ 清洗度监测 ★ 烘干温度  ★ 环保排放 

★ 烘干时间   ★ 冷却时间  ★ 喷淋压力   ★ 溶剂回流延时 
注：一台高性能的全自动 PCB 水清洗系统应具备上述因素的最大配置和调整能力，满足目前高密度、大尺寸

BGA、无铅焊复杂清洗工艺要求。 

Trident SMT 2500/3500/6500 系列 
规格型号 



 

 

项    目 参    数 

篮筐尺寸 490mm(D)×510mm(W) 

清洗温度可设范围 4-77℃ 

腔体尺寸 540mm(D)×560mm(W)×670mm(H) 

漂洗温度可设范围 4-77℃ 

可清洗最大的 PCB 尺寸 510mm×660mm（参考值） 

清洗时间可设范围 0-60 分钟 

喷嘴压力 40-60 psi 

漂洗时间可设范围 0-20 次，每次 0-300 秒 

阻值（清洁度）控制范围 0-2000KΩ  

烘干时间可设范围 0-60 分钟 

烘干温度可设范围 4-77℃ 

喷嘴数量 
上下各 10 个,共 20 个不对称排列（单层篮框） 

上下各 10 个，中间 20 个，共 40 个（选配双层篮框喷淋系统） 

篮筐往复移动行程（消除阴影效应） 35mm 

喷嘴间距 35mm 

单次清洗溶剂循环量 约 11.4 升 

喷嘴喷淋角度 15° 

单次漂洗水消耗量 约 11.4 升 

单次清洗流程时间 
清洗 5-8 分钟,漂洗 10-15 分钟,烘干 20-40 分钟（根据板子尺寸、结构、元器

件等进行调整） 

机器功率 

喷淋槽溶剂加热器功率 7KW 

烘干加热器功率 6KW 

腔体辅助加热器功率 3.5KW 

原液槽容量（选配） 容量：30.3 升（带液位指示） 

溶剂稀释槽容量 45.4 升（带高低液位保护） 

喷淋槽容量 11.4 升（带高低液位保护） 

齿轮泵功率（溶剂回收及漂洗水排放） 1120W 

大功率垂直喷淋泵功率 2237W（3 马力） 

溶剂排放泵功率 104W 

溶剂传送泵功率 （从稀释槽到喷淋槽）50W 

自动配比范围（选配） 5% ~25% 

控制显示器（触摸屏） 17″一体化控制电脑 

SPC 日志管理 选配 

漂洗水排放前过滤器精度 10µ 或 5µ 可选 

烘干空气过滤器精度 5µ 

进水口、排水口、溶剂排放口 直径 3/4 英寸 

烘干排风口 直径6英寸，位置高度1.7米处 

外形尺寸 SMT 2500/3500 机型：820mm(D)×1120mm(W)×1720mm(H)； 

SMT 6500 机型：1073mm(D)×1422mm(W)×1778mm(H) 

过滤装置尺寸：600mm(D)×1000mm(W)×1500mm(H) 

电源 SMT 2500/3500 机型：380～400VAC  40A  3 相 

SMT 6500 机型：380～400VAC  50A  3 相 

重量(净重) 
SMT 2500/3500 机型：363KG 

SMT 6500 机型：450KG+200KG（过滤装置） 

 

Trident SMT 2500/3500/6500 系列 

技术参数 



 

 

一、概述： 

根据AQUEOUS 公司SMT2500/3500/6500 系列全自动水清洗机

用水量要求及 PCB 板清洗行业对去离子水水质的要求（电阻率＞

2 兆欧），专门配套设计此去离子水发生装置。 

此系统采用目前最先进的反渗透/混床组合超纯水制造工艺，具有

结构紧凑、出水电阻率高，低运行成本、全自动控制等特点。 主

要系统均采用国际知名品牌部件，系统运行可靠，维护简便。 

1、 原  水 

原水为用户自来水水源，水量：≥ 1.5 m3/h；

压力：0.15-0.3MPa 用户应提供水质情况。 

2、 产水要求 

产水电阻率 2-10MΩ.cm  

3、 产水量 

要求纯水产量为大于 250kg/h（250 型）、

500kg/h（500 型）。 

4、 控  制 

自动控制监测产水过程。 

 

二、工艺流程简图说明： 

原水→低压保护开关→PP 粗过滤器→活性炭滤器→精密过滤器→高压泵→ 

反渗透装置→自动液位控制 RO 水箱→纯水泵→紫外线杀菌装置→ 

一级混合离子交换柱→二级混合离子交换柱→纯水 
 

三、工艺特点说明：  

1、采用目前最先进的超纯水制造工艺：反渗透/MB 组合技术，系统配置齐全并富有余量，控制系统全自动

运行，出水水质稳定，符合设计要求。  

2、选用品牌配件，系统运行可靠，超低压反渗透膜组件，能耗低，产水量高。 

3、系统管路采用台湾环琪品牌，较原先的华亚品牌品质更高，稳定性更好。 

4、增加混床级数，不但提高产水质量，更加提高了产水总量，出水水质稳定，整机性能安全、可靠。 

5、全封闭一体式设计，占地面积小，外观精美、大方。  

 

四、技术参数： 

1、系统产水量：250/500 升每小时（以当地城市自来水水质进水电导率小于 800us/cm 为基础） 

2、要求原水流量：1500L/H ，原水压力：0.15～0.3MPa 

3、水回收率：45-50% （若直接采用纯净水无反渗透系统回收率≥90％） 

4、产水电阻率：≥10MΩ.cm  

5、外形尺寸：（长×宽×高）（250 型）1000L*1000W*1600H（500 型）1000L*1300W*1600H 

6、净重量：200kg~250kg 

7、电源：220V±10％  50Hz  功率：3 KW 

 

 

 

DI-250/500-10MC 

一体化去离子水系统 



 

 

适用于已组装完成 PCB 板或光板测试 

Zero Ion 系列离子污染物测试是一台工业上被广泛使用的

溶剂萃取物阻值（ROSE）测量法的测试设备，Zero Ion 离子污

染物测试仪符合美军标 MIL-2000A，以及 IPC-001 和 IPC TM650

标准所认可的 ROSE 测量法对线路板清洁度的定义。目前，高密

度表面贴装技术已被普遍使用，加之，如：ISO、TQM、6Sigma

等一系列质量标准逐步被大家所认知，线路板的清洁度测试也

成为非常重要的工艺规范程序。 

Zero Ion 系列产品自 1980 面世以来，数千用户采用 Zero Ion 对

线路板和光板进行离子污染物测试，从而对 PCB 清洁度进行有

效的工艺控制。 

* 动态式测试系统，确保测试精度 

* 絮流式喷射技术，提高测试灵敏度 

* 自动温度补偿，无需加热测试液 

* 积分取样分析法，综合评价污染度 

* 全电脑控制，Windows 测试软件 

* 嵌入式测试槽，确保测试安全 

* 满足 MIL-SRD-2000A，MIL-P-28809，

IPC-TM-650，ANSI/J-STD-001B 标准 

Process Control 测试过程控制：                 

为了达到更高的测试精度，Zero Ion ZI-300A/S 的测试过程

由一台安装了 Windows 操作系统的 PC 进行控制。大屏幕

19 寸液晶显示屏可提供清晰可辨的实时测试信息。直观

标注可以方便地区分存储信息和实时测试信息。 

内置（日志管理系统）捕获并保存所有相关测试数据。

数据库索引功能方便用户随时检索到所需要的数据和设

置，其中包括：日期、文件名、线路板串号等。 

测试结果的清洁度数据会被存储起来，以备日后查询，

或者直接由打印机打印出来。 

Zero Ion ZI-300A/S 还具有远端网络查询 SPC 数据功能。条

形码阅读器可完成线路板串号或其它数据一键输入。 

基于 PC 的控制系统自动计算出等价氯化钠污染浓度

（Nacl/square 参照美军标和 IPC 标准）操作人员可选用自

动或手动模式。 

Meets Cleanliness Specifications 清洁度定义标准： 

Zero Ion ZI-300A/S 离子污染物测试仪满足以下工业清洁度定义标准：MIL-SRD-2000A，MIL-P-28809，IPC-TM-650，

and ANSI/J-STD-001B，IPC-TM650 

Submerged Sprays 水下絮流喷射技术：            

水下絮流喷射技术提供均匀彻底地搅动测试溶液，与其它在开放空气敞开式喷射方法相比，水下絮流喷射法

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测试液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溶解在测试液中的二氧化碳会影响测试精度。被测试线路

板淹没并浸泡在测试液中，通过水下絮流喷射方法，将线路板上残留的离子污染物彻底地溶解萃取在测试液

中，所有离子污染物均被高灵度传感器测试并计算。水下絮流喷射技术使 Zero Ion 离子污染物测试仪具有极

高的精度和强大的测试能力。 

Zero Ion ZI-300A/S 

清洁度（离子污染度）测试仪 

Features and Benefits 特性和优势 



 

 

Measurement Technology 动态测量技术（与静态测量技术比较）：            

动态测量技术先将测试槽中已污染了（已溶解离子）的测试液不断过滤，然后，过滤后清洁的（去离子的）

测试液不断回流到测试槽内，因此，动态测量技术下的测试液具有极强的溶解能力和极高的灵敏度。与之相

反，静态测量技术下的测试液由于离子浓度不断升高，测试液会因为出现“饱和极限效应”，逐步丧失溶解

能力，而影响测试精度。 

清洁度测试中经常会遇到含有免清洗助焊剂的线路板组件的测试，由于普通的采用静态测量技术的测试设备

的灵敏度不高，无法检测出免清洗助焊剂中（微弱）的触媒离子，因此，测试结果会

出现较大的误差。Zero Ion ZI-300A/S 采用动态测量技术，测试灵敏度极高，可以检测

出免清洗助焊剂中的触媒离子。 

Ambient Testing 常温测试技术：             

与需要加热测试液的测试设备不同，Zero Ion ZI-300A/S 测试仪采用常温测试及温度补

偿技术，所有测试都可以在常温下进行，可以减少发热和加热控制部件，同时减少测

试仪的启动等待时间和测试液蒸发损耗。 

Internal Test Cell 嵌入式测试槽：            

避免测试液外溢或溅出，提高操作安全性，结构紧凑，外形美观，不同测试槽尺寸可

选：18”× 18”、 24”× 24”、24”× 30”。 

技术性能参数： 

项  目 参  数 项  目 参  数 

控制方式 全自动 PC 控制 离子交换方式 水下发絮流式 

测试方式 动态测试方式 操作系统 Windows 7 

取样方式 积分取样 军标等价系数 3.68 

测试液 异丙醇 75％或指定 外形尺寸 1350L×715W×900Hmm 

工作温度 常温 15～26℃ 电源 220VAC 50Hz 650W 

测试（液）过滤器 高性能树脂过滤 重量 75Kg 

PCB WASH 全功能清洗溶剂 系列     

PCB WASH 全功能清洗溶剂系列的主要成分有胺、有机溶剂、非离子表面活性剂、

有机和无机的水基抗腐蚀剂。此清洗剂对许多金属都是安全的，能用于在线式

和批量喷淋清洗，超声波清洗及手工清洗，能清除各种类型的焊膏和助焊剂，

包括松香型助焊剂，低残留焊膏，免清洗助焊剂，有机酸助焊剂，无铅助焊剂

以及不干胶。 

行业会员及荣誉奖项 

 

 

 

 

 

 

 
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 Aqueous Techonlogy公司总部

 代理商：

武汉协创兴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武汉市东湖高新区汤逊湖北路36号新能源1栋1204室

电话：027-87860129 传真：027-87791830
网站：www.xctek.cn       E-mail：sales@xctek.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