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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88-II F

       高端桌面型AOI

AOI



不仅是入门级AOI

8M系列相机技术， 
进行最深度的检测。

 利用onDemandHR功能， 
实时切换高低分辨率

斜角相机， 
针对细小间距的IC管脚检测

100 %兼容Viscom众多在线检测系统。

 开放式印刷电路板（PCB）装载平台 
实现PCB的快速装载

颜色识别与判断

高精度的线性马达平台

使用vVision/EasyPro， 
快捷简便的程序制作 

高性能的光学字符识别（OCR）软件

附加模块：维修站 
离线编程和SPC分析

全球专业售后团队： 
提供专业的现场、热线及远程支援

提供官方售后支持网站

为中小批量生产及新产品研发提供质

量保证、标配最优化的编程系统。

自动光学检测是保证产品质量的关键手段。作为最佳的入门级AOI，这款桌面型

产品并没有因此牺牲任何检测性能。这款产品特别适合于中小批量生产、产品

研发、离线检测以及新产品试生产的检测。与此同时，它也特别适合于那些空

间有限、投资谨慎的客户使用。

极性错误的电子元件

QFP翘脚

贴装偏位的钽电容

片式元件立碑

          S2088-II F 一 装备8M相机技术和斜角相机技术的 

                               桌面型AOI

S2088-II F标配高性能的Viscom 8M系列相机技术、能够满足最极致的节拍时间要

求。斜角相机的应用，保证了最关键元件缺陷的可靠检出率，例如对于细小间距IC

管脚的翘脚检出等。使用OnDemandHR功能，用户可以为每个检测目标自由分

配23.5或11.75μm/像素 的分辨率进行检测，而这分辨率的切换并不会改变视野

大小。通过这样的方式，此系统甚至可以对小至01005的检测目标进行可靠

的检测。因此，此款产品可以进行最深度的检测而不损失任何的检测速度。

与此同时，这款产品还提供了颜色识别与检测的选项。

事实上，S2088-II F能够100 %的兼容Viscom众多的在线检测系统。因

此用户能够在实际的编程与操作过程中，享受到Viscom所有的优势。 

而其所运行的检测程序可以非常轻易快速地导入至Viscom其它兼容的

在线系统，例如S3088 flex、S6056和X7056。

无论是vVision还是Easy Pro，其皆具有友好的用户界面，其生成的

程序皆基于元件的数学模型库。用户在操作时，视觉化的元件数字

模型使编程变得直观便捷。作为Easy Pro的标配组件，友好的用户

界面、智能化的数据导入以及基于IPC的元器件算法库使新程序的

创建只需简单的三步即可完成。而作为核心功能，集成化的维修站

软件有效地减少了人为误判概率，保证了零缺陷目标的实现。因

此，S2088-II F的用户可以随时随地地、快速方便地确认检测程序

的效率，以满足实际生产或终端客户审阅的需求。

使用高精度线性马达的S2088-II F配置标准高分辨率的模块时，可

检测420 x 457 mm的PCB。而当仅装载直角相机模块时，最大PCB
的尺寸将扩大到600 x 457 mm。开放式的PCB装载平台，使PCB
的手动装载能高效率的完成。从换板到下一块板开始检测、整个过

程只需区区几秒钟即可完成。

运用vVision进行程序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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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数据

Specifications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Windows® and Intel® Core™ i7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Visit our website to find international subsidiaries and 
representatives in Europe, USA and Asia: 

www.viscom.com
Headquarters:
Viscom AG
Carl-Buderus-Straße 9 - 15 · 30455 Hanover · Germany
Tel.: +49 511 94996-0 · Fax: +49 511 94996-900
info@viscom.com · www.viscom.com

S2088-II F
检测领域

    焊点检测、元件贴装质量检测、波峰焊焊点检测

传感技术

  8M直角相机模块(白色 LED)

   像场尺寸  57.6 mm x 43.5 mm
   分辨率 23.5 μm(标准)、11.75 μm(高分辨率)可切换

   百万像素相机数量  4

  斜角视图模块 8M(白色 LED)

   分辨率 16.1 μm(标准)、8 μm(高分辨率)可切换

   百万像素相机的数量 4/8(选项)

软件

   用户界面 Viscom vVision/EasyPro
   验证维修站 Viscom vVerify/HARAN
   SPC Viscom SPC(统计进程控制)、开放式接口(可选)

   远程维护 Viscom SRC(可选)

   离线编程站 Viscom PST34(外部编程站)(选项)

系统计算机

   操作系统 Windows®

   处理器 Intel® Core™ i7
   附件 液晶显示器，键盘和鼠标

印刷电路板处理

   印刷电路板大小  可达 600 mm x 457 mm(长 x 宽)

   电路板支架 可选

   宽度调整  手动 

   印刷电路板箝位 机械、气动(可选)动

   表面上方清除尺寸 可达到 35 mm(50 mm可选)

   底面下方清除尺寸 可达到 60 mm(LPU选项为 40 mm)

硬件选项

    工作台，包括显示器支架(如下图所示)

    显示器和键盘附加系统

    信号灯(如下图所示)

检测速度

    可达到 20 - 40 cm²/s

其他系统数据

   执行/定位单元  同步直线电机

   电源要求 110 - 240 V、1P/N/PE、10 A、2 - 4 巴工作压力

   系统规格 998 mm x 752 mm x 1233 mm(宽 x 高 x 长);  
    包括桌子，信号灯和支架上的显示器约 
    1050 mm x 最长1899 mm x 1250 mm
   重量 135 kg; 包括桌子和带支架的显示器约 300 kg

应要求提供其他尺寸的配置选项，例如，作为独立变体的显示器/PC，
可在系统上方安装显示器以节省空间。

带有所有选配件的前视图 带有所有选配件的侧视图 带有所有选配件的顶视图无选配件的前视图

单位：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