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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Keysight i3070 系列 5i Inline 在线测试（ICT）系统旨在为您的全自动生产线提供业界领先的 ICT 技术。
最新的 i3070 系列 5i 提供了比此前更纤小的精益选件，与经典的 i3070 独立解决方案相比，占用空间减小了
56%。尽管外形较小，这种精益型号可支持更大的电路板尺寸。
i3070 系列 5i 精益选件还内置有旁路输送机，可将印刷电路板组件运输到相邻的 ICT 系统或其他测试站。这样
可以避免使用外部的链式输送机，节省更多宝贵空间。
本解决方案满足严格的 SMEMA 兼容性要求，可轻松集成到您的 SMT 生产线。此外，新的 i3070 系列 5i 精益
选件还可以改变输送机流向，因而很容易集成到不同的 SMT 生产线中。

Keysight i3070 系列 5i Inline ICT
– 全套屡获殊荣的 Keysight ICT 解决方案
– 短线夹具技术确保可移植性、可重复性和稳定性
– 创新型设计能够确保易维护性和夹具变化
– 在如今极具竞争力的劳动力市场中，经验丰富的生产线操作人员的流失率偏高，全自动功能可以削减劳动
力成本。
– ICT 解决方案实现单点联系，而定制化自动功能要求与不同的测试和自动化厂商建立联系。
– 为现有的 i3070 系统提供出色的 ROIC 保护，模块卡（例如引脚卡和 ASRU N 卡）可以迁移到在线系统中。
– 减少人员接触，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组件受到污染和 ESD 损坏。

i3070 系列 5i 的部署选件
系列 5i 可以部署在孤岛或在线模式中，取决于自动化测试策略和周期时间要求。两种常见 SMT 版图的示例，
请参见图 1 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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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i3070 系列 5i 的在线模式部署

屡获殊荣的
ICT 解决方案

i3070 系列 5i 的核心是新型模拟激励和响应单元（ASRU N），针对当前复杂的
PCBA 提供前所未有的测试吞吐量和覆盖范围。
i3070 系列 5i 配有最新版软件，使您能够在同一个系统中应用屡获殊荣的技术：
覆盖扩展技术 — 支持 PCBA 测试，传统的 ICT 探测方法无法做到这一点。
吞吐量乘法器 — 通过是德科技已获专利的吞吐量乘法器提高测试吞吐量，使您
能够同时测试多个电路板。消除多余的测试生成和调试，节省时间和成本。
Autodebug — 将调试时间从 3 天锐减为 4 小时或更短！
AutoOptimizer — 只需按一下按钮，AutoOptimizer 就能优化这些测试，把每项
测试的时间降低 10 - 50%。
是德科技应用程序卡 — 可轻松插入第三方测试模块，适用于闪存编程、边界扫
描和 LED 测试，从而增强 i3070 系统的 RO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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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维护性和夹具变化

i3070 系列 5i 以易用性为设计理念，为忙碌的生产线操作人员和测试工程师提
供便利。插件箱安装在重型滑轨上，可轻松拉出以更换模块卡（参见左图）。
一款符合人体工程学设计的组合抽屉允许您轻松装入或卸载测试系统中的夹
具。这些特性能够节省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在生产线正在运行更多元化的产品
时。
此外，智能夹具识别、电路板定向探测和测试计划版本控制等工具能够帮助您
开发业内一流的自动化解决方案。

短线夹具技术

除了增强易用性和维护性以外，i3070 系列 5i 还保留了 Keysight i3070 系统中
广受欢迎、已获专利的短线夹具技术。短线夹具技术克服了长线夹具的常见问
题，例如噪声和测试稳定性降低。
这表明，即便是您需要横跨半个地球或在不同的制造基地部署测试，i3070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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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5i 均可提供可转移、可重复和稳定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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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单位

E9988E

E9988EL（精益外形）

尺寸（不含信标和 LCD 屏幕）

毫米
英寸

1206（长）x 930（宽）x 1860（高）
47.5（长）x 36.6（宽）x 73.2（高）

800（长）x 1400（宽）x 1900（高）
31.5（长）x 55.1（宽）x 74.8（高）

2592（最大值）

测试节点数目

最小值：50（长）x 60（宽）
最大值：350（长）x 350（宽）
最小值：2（长）x 2.4（宽）
最大值：13.8（长）x 13.8（宽）

最小值：50（长）x 60（宽）
最大值：410（长）x 380（宽）1
最小值：2（长）x 2.4（宽）
最大值：16.1（长）x 15.0（宽）1

PCB 尺寸

毫米
英寸

PCB 厚度

毫米
英寸

最小值：0.6，最大值：4
最小值：0.02，最大值：0.16

最大可支撑 PCB 重量

千克
磅

3
6.6

PCB 边缘支撑

毫米
英寸

3
0.12

顶部（可调整）和底部间隙

毫米
英寸

顶部：90，底部：30
顶部：3.5，底部：1.2
带式输送机，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
（工厂配置）

传输方法和方向

带式输送机，从左到右或从右
到左（用户可配置方向）

传输速度

毫米 / 秒 英
寸/秒

最小值：100，最大值：400
最小值：3.9，最大值：15.7

传输高度

毫米
英寸

最小值：9002，最大值：1000
最小值：35.42，最大值：39.4

底部夹具高度

毫米
英寸

最小值：75，最大值：1052
最小值：2.9，最大值：4.12

PCB 交换时间

秒

5–8

压力

kN
lbf

10
2,248

气压

kPa
psi

500 至 700
72.5 至 101.5

电源

三相，DELTA；支持 200-240 VAC
三相，WYE；支持 208-220 VAC
三相，WYE 与中性线；支持 220/380-240/415 VAC（线与中心点间 / 两线间）

1 不安装辅助输送机时可支撑的最大电路板尺寸。如果使用辅助输送机，最大可支撑电路板尺寸为 350 mm（长）x 350 mm（宽）或 13.8 英寸（长）
x 13.8 英寸（宽）。
2 传输高度与底部夹具高度有关联。如果传输高度最低为 900 mm（35.4 英寸），那么夹具高度最高限制在 90 mm（3.5 英寸）。如果夹具高度最高
为 105 mm（4.1 英），那么传输高度最低限制在 915 mm（36 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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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欲查看相关文献，请访问 Keysight’s i3070 在线测试解决方案网站：www.keysight.com/ﬁnd/i3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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