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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对卷真空卷绕镀膜系统



防伪 
工艺 
微结构聚合物薄膜上的全息镀膜

带功能性膜层的柔性玻璃的卷对卷
镀膜  

柔性玻璃是一种未来材料，具有一些独一无二的特性。柔性玻璃可形成
卷材，非常适合柔性电子、光伏和显示屏等应用。 

冯·阿登纳已开发出一种针对柔性玻璃工艺进行优化的卷对卷真空镀膜
系统：FOSA LabX 330 Glass。在德累斯顿，它用于展示、打样和联合
产品开发，帮助将柔性玻璃从实验室推进到大众市场。

装饰性镀膜 
在聚合物基材上进行防刮擦、色彩和附着力优化镀膜，
用于装饰

柔性光伏 
柔性 PV 基材上的金属镀膜、光学过滤镀膜和阻隔镀膜

高级包装 
基于电子束蒸发的新一代包装应用镀膜

定制真空 
卷绕镀膜解决方案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客户发展并专注于其产品创意。 

因此，我们提供解决方案来定制现有的设备理念，或专门为我们的客户
设计定制设备。 
 
此外，客户还能够纳入特定的镀膜技术，例如他们自己的镀膜组件。最
后，我们支持客户将其产品从研发级别推进到大众市场以进行全世界推
广。

真空卷绕镀膜应用 我们在卷绕镀膜领域的优势
冯阿登纳提供量身定制的卷绕镀膜解决方案，可在聚合物薄膜、柔性玻
璃以及金属带上实现当今最有实力的薄膜应用。这些解决方案由镀膜设
备、主要技术部件和应用技术组成。 

我们的客户可得益于我们丰富的工艺专业知识和经验，这些专业知识和
经验是我们在 15 年的卷对卷镀膜工艺、40 年的磁控溅射工艺以及 55 年

的电子束工艺中积累得来的。此外，我们正在逐步的为客户的合格化产
品和流程提供支持。为此，我们提供独特的设备，例如我们内部样品镀
膜设备以及针对各种基片类型和尺寸的技术支持。

我们与客户一起，将客户从最开始zai实验室中试验得到的想法转变为最
具竞争力的大规模量产设备。

先进的窗膜 

在聚合物薄膜(PET, PTFE)上沉积低辐射 (Low-E)膜和阳光控制

滤光膜

冯阿登纳是提供在玻璃和卷材上实现建筑镀膜解决方案的世界领先的设
备供应商。 

我们还提供应用在那些基材上的单银、双银和三银 Low-E 膜系的专业知
识与知识产权。我们的FOSA设备“使用型”配置中已经考虑了窗膜的特
定要求。

柔性显示屏/ 
柔性电子产品

沉积在聚合物薄膜上的防反射膜及保护膜

冯阿登纳是在聚合物薄膜（如 PET 和 TAC）上沉积防反射膜和防静电膜
的卷绕镀膜设备的领先供应商。 

基于接触式传感器应用的沉积于新型聚合物薄膜上的金属网格

我们提供基于接触式传感器的金属网格应用技术，沉积一层金属层和一
层金属氧化层。该解决方案可实现聚合物薄膜双侧附着力、导电性和色
彩的完美结合。

沉积在聚合物薄膜和柔性玻璃上的 ITO 膜 

冯阿登纳提供湿式和干式折射率匹配 ITO 镀膜技术和设备。  
另外，从用于 OLED 应用的 ITO 开始，开发卷对卷柔性玻璃镀膜设备和
工艺也是我们的一个战略目标。

聚合物薄膜 
上的阻挡层

冯·阿登纳提供高阻挡多层技术和设备，在聚合物薄膜上创建水分和氧
气屏障。它们可在大型表面上扩展且可靠，并且成本低于基准。

凭借已有的超过 26 台大规模工业化量产卷绕镀膜设备系统，以及 55 年
的工艺经验，冯阿登纳在应用技术领域取得了大量知识产权。 
 

内部技术与应用中心 

产品和工艺认证与优化； 
针对客户应用的样品镀膜

密切合作关系 

携手 Fraunhofer FEP 研究所、欧洲薄膜协会 
（European Society of Thin Films）和 AIMCAL

专业知识与模拟支持
针对合格概念开发和评估

全球推广 

中型和大型设备

生产支持 

SOP 后在客户现场进行以实现高效的产能提升

定制服务与支持 

全球范围，全天候

现有设备升级 
采用新组件和新的应用工艺

卷绕系统 ANSYS 模拟 磁场和PICMC 等离子区模拟 

用于锂离子电池的 
薄功能性膜层

我们为用于电池应用的薄聚合物或金属基片上的功能性膜层提供卷对卷
沉积解决方案。这些镀膜设备可帮助降低成本和提高锂离子电池的性
能。

这些知识资本包括用于玻璃镀膜业务的完整膜系以及各种薄膜材料的特
定工艺专业知识，其根本是以客户为导向实现最优化。



产品范围 冯阿登纳提供五种机器平台，在此基础上，可根据工艺、年产量、周边
设施和预算来订制解决方案满足客户需求。

每台 FOSA 设备均采用了我们的工艺和技术组件，如可旋转磁控管和成
熟的卷绕系统，可适合在敏感的薄型基材上正向和反向镀膜。

FOSA MX 和 FOSA CX 是理想的量产设备，例如显示屏用薄膜和窗膜。  

FOSA MX 300/600 专为小规模生产和工艺以及产品认证而设计 - 小规
模，但使用我们的原装核心组件。

FOBA 采用成熟的电子束蒸发技术，在聚合物薄膜或薄型金属带材上高
速沉积功能性膜层，用于全息镀膜等用途。

FOSA MX 是一种采用模块化设计的卷绕镀膜系统。该系统非常适用于大
型量产，最多可以配置三个镀膜鼓。 
 

此外，系统还采用了先进的维护理念。FOSA MX 专为最大限度缩短复杂
膜系（如 AR 和窗膜）的停机时间而设计。

FOSA CX 是一种紧凑型生产工具，用于在聚合物薄膜上以卷对卷的方式
沉积功能性膜层。非常适合于大批量生产并针对单鼓应用进行了优化。 
 
 
此外，它得益于可自由配置的腔室结构，可以从两面轻松进行维
护。FOSA CX 专为只需最少操作员干预的长时间生产活动而设计。

    按客户的产品和shang'w要求定制的设备

    已在内部技术和应用中心进行验证和测试

    专门设计的卷绕系统（例如无正面接触、双面镀膜、外来基材）

    各种工艺组件（平面或可旋转磁控管、热蒸发、电子束系
统、PECVD 等）

FOSA MX300/600 是一个基于模块化、可扩展和高度可定制的平台的卷
绕镀膜系统，适用于广泛的基材和应用。该系统是为实现从实验室样品
到量产，进行全部工艺和产品认证步骤而专门设计的。

该系统还使用了与工业生产用卷绕镀膜系统相同的核心组件，只不过适
用于小规模生产。因此，我们的客户可在实验室条件下测试应用，然后
ke在将产品扩大到大规模生产时节省时间。

冯·阿登纳已开发出 FOSA LabX 330 Glass，这是一种针对柔性玻璃
工艺进行优化的卷对卷真空镀膜系统。该系统于 2016 年投入运行，可
用于展示、打样和联合产品开发。如果您有意抓住这个机会，请联系我
们。

FOBA 是一种基于柔性材料的卷对卷镀膜系统。该系统采用成熟的电子
束蒸发技术，在聚合物薄膜或薄型金属箔上高速沉积功能性膜层，例如
用于全息应用、电池应用和下一代包装。

 定制卷绕镀膜系统

主要特征
    单、双或三鼓配置

    使用闸阀进行进料真空锁定，缩短生产时间

    单独送气的腔室

    卓越的维护理念

主要特征
    单鼓，单腔体

    反向模式

    强大的真空泵组 

主要特征
    不同工艺区和源的灵活排布

    模块化工艺腔体

    带进料真空锁定的卷绕腔体

    可配置为覆膜和薄型基材卷绕

主要特征
    超薄玻璃，薄至 100 µm，柔软轻便，非常适合电子产品应用

    针对 ITO 热沉积配置

    基于针对主要供应商提供的柔性玻璃卷进行卷对卷处理和镀膜
的实用专业知识 

主要特征
    聚合物薄膜和薄型金属带材用电子束蒸发卷绕镀膜设备

    使用冯阿登纳电子束蒸镀技术和所有类型的预处理和溅射源

    最快 1000 米/分钟的高速镀膜

除了我们的标准产品外，我们还按客户的要求提供定制卷绕镀膜系统。

    受到冯·阿登纳的全面支持：从认证和初始工程到工具试验、第 1 
个生产工具、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全球服务

FOSA MX FOSA MX 300/600

FOSA LabX 330 GLASS

FOBA

FOSA CX 



  双阳极溅射工艺
由于聚合物基材的热敏性，热负载是量产中遇到的主要限制因素。能量冲击以及基材温度在很大程
度上由等离子体模式（交流或直流）确定。 
 
各交流电压交替引起的等离子体猝熄和再次点火会产生热量，并且相比直流模式，降低了沉积速
度。但是，在反应溅射中，直流模式会导致阳极镀膜：阳极消失的问题。这会使工艺对于量产而
言不稳定且不可靠。 
冯阿登纳提供的取得专利的双阳极溅射技术 (DAS) 是限制热应力的解决方案。它为高产量卷绕镀

膜应用打开了新局面。

用于真空卷绕镀膜

我们为冯阿登纳镀膜系统研发和提供核心工艺部件。  它们在我们的内部技术和应用中心通过测试，
并在现场应用中得到了认证。高品质基材属性、高速生产能力、复杂的工艺流程、成本、质量标准和
有限的空间决定了对卷绕镀膜组件的要求。 
 
冯阿登纳具备确定这些组件理想配置所需的专业知识、内部设施和合格员工。 

金属模式 
纯氩气

反应模式 
氩气 + 氧气

 磁控管技术
归功于公司多年来设计、安装先进的溅射设备而积累的丰富经验，我们
能够针对特定任务提供完整的组件包：

 电子束技术

大功率电子束枪

冯·阿登纳开发和生产用于熔炼、精炼、蒸发或热处理的电子束系统。首款电子束枪是 1959 年在
曼弗雷德 冯 阿登纳研究所 (Manfred von Ardenne Research Institute) 开发的。  

我们目前的 EH150V、EH300V 和 EH800V 电子束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我们在公司的电子束技术
研发中心持续改进主要部件。这也是我们生产和测试高品质电子束枪的地方。

VON ARDENNE 核心组件

我们在卷绕镀膜组件方面的核心能力 

卷绕处理
 — 可逆向的卷绕系统，实现了正向和反向镀膜 
 — 无需接触正面的卷绕
 — 自由跨度镀膜，如柔性玻璃的卷绕和镀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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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卷绕镀膜中，电子束技术能够：

 — 进行热处理
 — 实现比溅射高得多的沉积速度（金属、合金和复合材料）
 — 卓越的膜层属性，如更出色的附着力、色彩和均匀性

+ 电子束偏转系统

限制能量冲击和基材应力是实现高产量卷绕镀膜的关键所在。冯阿
登纳提供先进的入射和反射电子束磁偏转系统。这有助于在电子到
达基材之前就消除了多达 94% 的电子。

+

取得专利的 VARIO CATHODE 技术

高加速电压确保稳定的电子束蒸气渗透。这样可以实现出色、稳定
的蒸发过程，对于宽度超过一米的基材使用的多级电子束加工过程
更适合。

+

溅射模式 

直流、脉冲直流、带 DAS 直流、交流（中频）、双极工艺

磁控管类型 

单、双或三平面或可旋转

磁棒及磁铁系统 

平面（150 高斯到 800 高斯）、可旋转（500 高斯至 1000 高斯）

进气系统 

进气系统双重系统、快速反应时间、完全系统集成的气体输送解决
方案，使用冯阿登纳工艺控制系统 (VAprocos2) 启用反应气体溅
射应用。

+

PROCOS 2 PROCESS CONTROL SYSTEM  
冯阿登纳工艺控制系统
自 1980 年以来，冯阿登纳就一直在反应溅射工艺上处于领先地位。多年来我们还提供并优化了我
们的工艺控制系统 VAprocos。
如今，VAprocos2 通过可靠地修正关键过渡区域的工作点，控制复合膜层（如 ITO、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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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磁控溅射。VAprocos 还控制一个

或多个反应气体入口（如氮氧化物）。

控制方案

 — PEM（强度）控制
 — 阻抗控制
 — Lambda 探针控制
 — 均衡/IMBAL
 — 级联型控制器
 — 其它 

主要特征

 — 用于监控和工艺控制的可升级系统
 — 可调整的和即用型工艺配置
 — ARC 事件检测和控制的专业化处理
 — 为在工业环境下操作而设计 (IP54/EMC)
 — 之前 VAprocos 系统中用用的传感器和执行器可以实
现“即插即用”的兼容性

+

DAS 的优点：

 — 最多减少 50% 的直流能量冲击，且交流反应过程稳定

 — 热敏聚合物基材上的热应力更小

 — 反应溅射中不会出现阳极消失的问题

 — 使用直流溅射的 100% 占空比（相比直流双极而言）

 — 可用于 FOSA MX、CX 和 LabX 中使用的平面和可旋转磁控管

+

基材预处理
 — 辉光放电设备
 — IR 加热器
 — 离子源

4

后处理
 — 闪光灯式退火处理
 — 卷绕标记

2
沉积组件

 — 磁控管，针对卷绕镀膜进行了优化（如 DAS）
 — 卷绕镀膜用电子束枪
 — 工艺控制系统
 — 新沉积源（如......ICP 源）

5

在线测量系统
 — VIS 和 NIR 中的透射率和反射率
 — 涡流电阻测量
 — 质量检验系统（如褶皱控制、粒子扫描仪）
 — 数据检索和分析系统

3
机器操作界面 

 — 完全集成的系统
 — 数据存储与分析工具
 — 与生产执行和质量检验系统相连  

6

可旋转磁控管技术 -  

 

获得最佳拥有成本！

我们将可旋转磁控管集成到 FOSA 平台中。它们拥有经过验证的靶
基距，确保最优的能量冲击，并实现超高的镀膜均匀性。
相比平面磁控管带给客户的好处：

 — 最高至 3 m 的宽度范围内实现 ± 1.5 % 的镀膜均匀性
 — 更高的沉积速度
 — 高达 85% 的靶材利用率
 — 更少的维护时间
 — 最低的每平米镀膜成本

+

支持升级！

冯阿登纳在这个领域拥有超过 60 年的经验，已在全球范围内安装了400 
多套电子束系统，能够提供最先进和最强大的电子束系统。 



WORLDWIDE SALES AND SERVICE 
VON ARDENNE GmbH (headquarters)  I  Am Hahnweg 8 I 01328 DRESDEN I GERMANY
Sales:  +49 (0) 351 2637 189  I  sales@vonardenne.biz    
Service:  +49 (0) 351 2637 9400  I  support@vonardenne.biz

VON ARDENNE Vacuum Equipment (Shanghai) Co., Ltd.  I  +86 21 6173 0210 I  +86 21 6173 0200  I sales-vave@vonardenne.biz; support-vave@vonardenne.biz

VON ARDENNE Malaysia Sdn. Bhd.  I  +60 4408 0080 I  +60 4403 7363  I sales-vama@vonardenne.biz; support-vama@vonardenne.biz

VON ARDENNE Japan Co., Ltd. I Tokyo office  I  +81 3 6435 1700 I  +81 3 6435 1699 I sales-vajp@vonardenne.biz; support-vajp@vonardenne.biz

VON ARDENNE North America, Inc. I Ohio office  I  +1 419 386 2789 I  +1 419 873 6661 I sales-vana@vonardenne.biz; support-vana@vonardenne.biz

VON ARDENNE North America, Inc. I Arizona office  I  +1 480 726 5470 I  +1 480 855 0947 I sales-vana@vonardenne.biz; support-vana@vonardenne.biz

VON ARDENNE Vietnam Co., Ltd. I   +60 124 23 7353 I sales-vavn@vonardenne.biz; support-vavn@vonardenne.biz

VON ARDENNE develops and manufactures industrial equipment for vacuum 
coatings on materials such as glass, wafers, metal strip and polymer fi lms. These 
coatings give the surfaces new functional properties and can be between one 
nanometer and a few micrometers thin, depending on the application.

Our customers use these materials to make high-quality products such as 
architectural glass, displays for smartphones and touchscreens, solar modules and 
heat protection window fi lm for automotive glass.

We supply our customers with technologically sophisticated vacuum coating 
systems, extensive expertise and global service. The key components are developed 
and manufactured by VON ARDENNE itself.

Systems and components made by VON ARDENNE make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vital for manufacturing products which help to 
use less energy or to generate energy from renewabl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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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在德累斯顿的 FOSA LabX 330 G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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