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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岁的曼弗雷德·冯·阿登纳 (1907-1997) 
在实验室

曼弗雷德·冯·阿登纳的人

生哲学是将任何事物都看作

是不完善的。他的许多科学

发明和解决方案本身并不是

最终目的，而只是迈向其愿

景的新步伐。

质疑现状、坚持改善、明智

使用资源，同时始终牢记节

约——这些是至今仍指引着

我们公司的美德。 

曼弗雷德·冯·阿登纳的 

成就和发展 

为我们今天 

工作领域中的 

真空、等离子和 

电子束技术奠定了基础。 

 

1991 年，从之前的 

曼弗雷德•冯•阿登纳研究所 

分离出来的新公司， 

成为了我们公司的 

起点。

我们是谁

冯阿登纳制造的设备、部件和技术为环境保护和能源转换做出了
重大贡献。 

我们的客户使用它们生产高质量的可持续产品，用于可再生能源
的生成并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除此之外，我们还为能源存储
和电子技术方面的应用提供先进的解决方案。

冯阿登纳成立于 1991 年，是从之前的曼弗雷德·冯·阿登纳研究所  
(Manfred von Ardenne Research Institute) 分离而来。公司总部设在德累斯顿， 
已发展成为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日本、马来西亚、美国和越南设有子公司。 
曼弗雷德·冯·阿登纳的成就为我们今天工作领域中的真空、等离子和电子束技术
奠定了基础。 

该德国家族企业开发并制造先进的镀膜设备，应用于诸如玻璃、金属带、晶片、 
聚合物薄膜和柔性玻璃等材料表面的超薄功能性膜层的沉积。 

我们的设备利用了两项关键技术。其一是磁控溅射，诸如金属或氧化物等材料会在
此工艺中变成原子级的等离子态，之后凝结成为膜层。另一项是电子束技术， 
一种用于熔化金属和合金的工艺。

冯阿登纳致力于光伏技术已有 20 多年，并为国际领先晶体
和薄膜太阳能组件制造商提供高产的镀膜系统。我们还与他
们密切合作，开发更高效的新一代组件。

能源转换的核心元件之一是燃料电池。双极板是燃料电池的主要
部件。冯阿登纳已经成功地在不锈钢双极板上沉积碳膜层。碳膜
层具有与镀金层相似的电气和化学特性，并支持高效燃料电池的
低成本生产。

高效的能源存储将是摆脱化石资源依赖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我们正在为锂离子电池的制造开发新颖的镀膜解决方案，这
种方案相对于传统方法提供了许多优势。

我们的工艺能够以低成本实现更高的产出和功率密度，以及较长
的电池寿命和快速充电能力。

镀膜建筑玻璃可帮助建筑物节省高达 80% 的冷却和加热能
量。我们为全球领先的建筑玻璃生产商提供所需的设备。我
们汽车行业的客户也在使用类似的、用于汽车玻璃镀膜的镀
层。我们的超薄镀膜可帮助降低内燃机汽车的排放和能耗，
并增加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

航空发动机制造商致力于降低整个机队的油耗。在我们的设备上
镀上高性能陶瓷层的现代涡轮机叶片为该目标做出了贡献。

电子行业是我们技术的另一个重要应用领域。 

我们的镀膜为高性能轻量级柔性组件提供支持。

例如，它们应用于医疗技术、汽车和照明行业以及工业和消费电
子领域。

首页上的图：冯阿登纳溅射系统内的发光等离子体



 
 
 
客户经常通过产品开发实现新突破。然而， 
却没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实现目标。

  哪些膜层必须应用于哪些基片的表面？ 
  这需要哪项技术？ 

应用知识
针对特殊的任务应该使用哪种镀膜方法？ 
当然，我们精通磁控溅射。45 多年前，我们是最早将其工业化规模应用的
公司之一。现在，我们专注于大尺寸的镀膜。 
超过 60 年以来，作为我们的第二项关键技术，电子束工艺一直是我们解决
方案的组成部分。冯•阿登纳制造的电子束枪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而且是行
业基准。 

我们能够将产品特性要求转换为高效且极具竞争力的镀膜解决方案， 
并且基于此目的开发和制造出创新的机器理念：完美结合应用专业知识、
工艺和过程专业知识以及技术专业知识。

技术专业知识技术和工艺专业知识
我们是高科技机器制造商。我们的系统均针对新的应用和基片类型而开
发、设计和制造。 

我们机器的基础是覆盖（几乎）所有需求的平台结构。此概念涵盖从研发
到试验性生产再到大批量量产的整个范围。 

溅射专业知识

诸如等离子增强型化学气相沉积 (CVD)、热丝化学气相沉积 (CVD) 和原子
层沉积的技术也是我们解决方案的组成部分，而且其重要性日渐增加。 
除此之外，监测和控制系统也是我们的核心元素。而且，我们配备有设备
的内部应用中心，可进行大规模制样。 

电子束专业知识

... 我们的设备拥有多种不同的设计 ... 
比如卷对卷... ...或卧式或...

之前：未镀层基片

不同的材料... ... 不同的形状...

之后：已镀膜基片 

这是我们的客户利用 
这些已镀膜基片制造的产品：

铜
钢、 

不锈钢铝 晶硅

卷绕
柔性 
玻璃玻璃 纺织材料

平面 卷绕

三维

我们坚信机器并非唯一的关键因素，信赖我们的支持和专业知识也至关
重要。这种信念促使我们走得更远。最好的解决方案不仅仅包括硬件。

它包括一整套产品和服务。您可以期待未来我们会以这种同理心来对待
客户的战略——与我们的设备平台相结合。

我们做什么——冯·阿登纳的基本原则



用于建筑和 
交通行业的 
玻璃镀膜
看不见的膜层，巨大的影响

低成本、高产能

薄膜 
光伏

硅片镀膜，用于高效太阳能电池

晶硅 
光伏

冯·阿登纳是建筑玻璃镀膜设备的领先制造商。我们为全球主要的玻璃制

造商提供最新的镀膜系统。这些系统配备冯·阿登纳的磁控管——我们机

器的关键部件。

基于所需的配置和镀膜系统，我们分别为客户配备模块化玻璃镀膜系统 

GC330H 和 GC254H。

镀膜后的建筑玻璃可以显著减少能耗，因而有助于保护环境。用这种方

法，防晒镀膜可防止夏季时建筑物内部的升温并降低冷却的成本。另一方

面，在冬季，低辐射 (Low-E) 镀膜几乎可以完全避免通过玻璃表面产生的

热量损耗，因此几乎不会损失任何热量。用这种方法，可以节省建筑物内

高达 80% 的加热或冷却所用能量。

冯·阿登纳镀膜系统也在薄膜光伏行业设立了新标准。使用这些产品， 

我们的客户可以生产薄膜组件，用于太阳能发电厂、 

屋顶以及建筑物外立面。

PIA|nova® 和 XENIA 是模块化、高度自动化的设备平台，可以沉积金属接

触层、透明导电氧化物 (TCO) 及各种吸收性镀膜，例如用于 CIGS 或 CdTe 

技术。设备的模块化设计让客户能够根据需求进行配置，并为组件制造商

提供灵活性、可靠性和最高效率。 

该行业的趋势是倾向于更大型的模块，最大面积可达 2 x 1.2 米.得益于和模

块制造商的多年合作以及我们在大型玻璃基片镀膜方面的经验，冯·阿登

纳成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同时提高生产效率的驱动力。通过高达 1 千兆瓦的

年产量，我们的模块化系统在生产线中设立了新的生产力标准。

我们为晶硅和薄膜太阳能组件供应商安装的 150 多个镀膜系统，为我们提

供了丰富的过程专业知识。这些专业知识已融入新一代高效太阳能电池镀

膜系统的开发。 

通过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的模块化 XEA|nova 晶硅镀膜系统，冯·阿登纳已

经主导了异质结技术 (HJT) 市场。目前，运用此镀膜系统的生产线的总产

量可达 1.5 GWp。在单个镀膜周期中对晶片进行双面镀膜仅是此高产、 

灵活的设备的功能之一，此设备适用于标准和特殊类型的晶片。

针对电池生产，提高生产力与降低成本仍是该行业的驱动因素。我们最新

的系统理念 XEA|nova L 就考虑到了这种趋势：在尺寸为 1.5 x 3.3 m 的载

体上，每小时可完成 10,000 个 6 英寸晶片的镀膜，具体数量取决于镀膜

节拍。 

通过我们的设备和技术，我们使著名的汽车玻璃镀膜制造商也享有同样的

优势。防晒镀膜也可防止汽车内部的升温，因此可减少能耗。这种镀膜与

电动汽车密切相关：加热和冷却所需的能量由它们的电池提供，这最终会

减少汽车的里程。

这种趋势将继续塑造该行业的发展态势，巩固光伏作为可靠、经济的可再生

能源的地位。因此，冯·阿登纳将继续通过高产和精确的薄膜沉积技术， 

推动新高效电池理念的开发。

用于大面积建筑玻璃镀膜的系统

针对光伏应用的晶硅镀膜模块化系统

实例

实例

GC330H

XEA  nova®

发电

发电

节约 
能源

用于光伏玻璃镀膜的高产模块化设备平台

实例

XENIA



卷绕玻璃 - 下一个重大事件？  

处理特殊订单的团队 

我们的瑞士军刀... 

柔性 
基片

特殊 
应用

模块化 
工艺系统

凭借我们的专业知识、PVD 工艺和镀膜系统，我们为电池和燃料电池供应

商提供针对低成本和大型量产的理想解决方案。

所应用，比如 高功率脉冲磁控管溅射HIPIMS 和 原子层沉积ALD 技术。

系统的模块化设计可确保技术和生产力的长期最佳适应性。为此， 

冯 · 阿登纳提供合适的升级方案，并通过广泛的服务组合 为客户提供支持。 

FOSA LabX

HJT 簇式系统

TUBA

实例

实例

实例

经镀膜处理的薄膜是触摸屏、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不可或缺的部件。汽车

玻璃镀膜中的防晒膜可确保汽车内部的气候舒适，同时节省燃油。通过低

辐射膜改造之后的老式建筑玻璃窗可显著降低加热和冷却的成本。 

我们的 FOSA 和 FOBA 卷绕镀膜系统可针对不同应用进行定制，如用于显

示屏的接触层聚合物薄膜；带有防静电、防反射或低辐射镀膜的薄膜；或

者用于高性能锂离子电池的碳膜层。 

冯·阿登纳提供用于卷对卷工艺的真空镀膜系统，从小型镀膜到幅宽大于

两米的镀膜。该系统可对诸如聚合物薄膜、金属箔或柔性玻璃等基片进行

镀膜，应用于窗膜、柔性电子和电池市场。

随着空中交通的日益繁忙，对于低消耗、低污染以及低噪音引擎的需求也相

应增加。因此，全球的飞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都对高效引擎有着巨大需求。

为满足这些需求，现代的涡轮机必须能够承受比以往高得多的燃烧温度和温

度波动。通过现代高性能陶瓷制成的镀膜可满足上述需求。通过 涡轮叶片镀

膜设备TUBA，冯·阿登纳提供用于新一代涡轮机的最佳系统理念。

在汽车行业中，电动汽车的使用变得越来越广泛，而且与带内燃机的汽车相

比，电动汽车的市场份额显著增加。冯·阿登纳密切关注这种无排放、对环

境友好的驱动趋势。   

冯阿登纳在建造用于工业生产和研究开发的系统方面拥有超过 50 年的经

验。得益于这种专业知识，我们能够向客户提供几百种用于小型基片的真

空镀膜系统。

作为批处理、鼓式镀膜设备、簇式或连续式系统，我们的模块化系统可为

基于晶片的产品、三维物体和镀膜宽度高达 1,000 mm 的基片提供灵活、

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这些系统应用于很多行业的研究、开发和生产。包括半导体行业和传感器

制造业的产品、带精密光学镀膜的产品以及用于微光机电系统 (MOEMS)  

和 微机电系统MEMS的产品。

所有针对真空薄膜工艺的重要技术都应用于此类系统中（比如 PVD 和 

PECVD）。热预处理和后处理解决方案以及电子束或离子束蚀刻方法也有

用于柔性基片镀膜的卷对卷系统

用于涡轮机叶片的镀膜系统

用于异质结 (HJT) 太阳能电池的簇式系统

先进的 
电子产品

能源 
储存

发 
电

节约 
能源

先进的 
电子产品

能源 
储存

发电

节约 
能源

先进的 
电子产品 
 

能源 
储存

发电

节约 
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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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系统应用于全球 50 多个国家，出口份额超过 90%。毫无疑问，
亲近客户是至关重要的。因此，2002 年我们开始在客户所在地区 
（他们的总部所在地或生产设备所在地）设立办事处。 

现在，我们拥有全球的销售和服务网络，包括中国、马来西亚、日本、
美国和越南的子公司以及很多国家的办事处。 

国际网络与服务 

我们的目标：使客户满意

通过智能的应用规划，我们可确保客户的服务案例将由安装、调试和服
务期间已在现场且了解该系统的冯•阿登纳的员工处理。这有利于客户
获得更加高效的服务。 

除了新的硬件和传统服务之外，未来数字化服务将在我们的产品系列中
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它将会简化系统的运作和维护，使系统更

冯•阿登纳已在全球的客户所在地安装了 500 多个系统，而且其中的很
多可靠、高产的机器如今仍在运行。未来几年，我们会增加很多新的
系统。 

已安装的镀膜系统数量的增加也促进了服务、备件和升级业务的发展。
为应对这些挑战、达到我们自身以及客户的高标准，我们继续拓展我们
的服务，因为，客户的满意是冯•阿登纳的重中之重。

这是我们确保在所有市场快速、可靠地提供易损件和备件的方法。同
时，我们也在增强子公司的销售和工程能力，以期更好地满足市场和特
定地区的服务与升级需求。

我们通过单一的渠道提供客户服务，贯穿整个系统和部件的使用寿
命——从发货到施工场地一直到设备退役。 

加高效。例如，这其中就包括特殊的在线学习课程、数字备件目录，以
及为我们的客户提供诸如在线学习内容、故障排除步骤或维护建议等实
时信息的增强现实 (AR) 应用（比如智能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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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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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