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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手+推车

 完美匹配

essential precision + ease
ideal handling solutions
the perfect match
ideal solutions for each designated purpose
(2. Seite?)



宜世摩机械手，推车， 
和测试台设备 
优越的价格/性能及超高的测试
可靠性
所有宜世摩机械手产品都是标准化特性，适用于所有测试台坏境、技术、芯片测试和
最终测试、所有测试系统和配套设配类型。我们同样可根据客户特殊需求提供特殊的
测试单元和配套设配。

宜世摩专业设计人员会根据需求从而设计一些个性化解决方案：测试头机械手和机
械对接系统与前端/后端测试方式的测试单元的适配和一体化的个性解决方案。

基于客户合作的广泛需求，宜世摩提供综合服务：从合适设备的选择到完完全全的新
设计，从而实现优化的/高效率的测试单元。

快且易的测试头安装

可选择左或右设置的手臂系统

官方认证确保一流品质质量

线缆管理的优化操纵

电动或手动操作选择

为个性化需求提供模块化配置服务

可针对所有测试头配置-空间最小化

宜世摩的受力控制系统确保操作人员和设配的高度安全

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提供卓越的设计和技术支持。

降低由于操作错误而对测试硬件造成的无意损害。

智能设计-高质量生产-最新产品-几乎免维修

投资回报迅速-减少设置时间-增加测试产量-长期价值

非常短的设计和交货时间另加定制安装/培训服务。

宜世摩成套交易

为每个指定目标定制理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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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测试机械手+推车

engineering carts 多用途装配+运输推车适用于多种测试头

高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额外的ERGOTRON模块

带/不带齿轮翻转

易操作-
智能处理

aurora cart 无线、电池供电系统（按需求，可反复充电电池包）

无需单独充电站 
 传统的电源插座

多样底盘选择

单负载提起装置 
 便于搬运+处理所有可能的形态+尺寸

可变的机柜高度

提供两种Z轴方向速度，Z轴向下运动的力控制特性

多种不同的机脚设计选择

负载能力高达 
125 kg (275.58 lbs)

可移动的+多功能的起重+  
处理单元

一个关键解决方案： 
与客户合作开发设计和制造

适用于客户不同需求

phoenix cart
负载能力高达 
500 kg (1,100 lbs) / 基于实际
所需负载能力的系统配置–如
负载能力要求超过250 kg 
(550 lbs)，建议使用Z轴电机 

专用的、 
可移动的最终测试机械手

对于DUT向上和DUT垂直对接的高性价比解决方案

可移动设计加大了空间灵活性

手动操作

特殊的自动弹簧系统确保理想方位

浮动测试头安装抵消了角度/方位的偏差

简单+安全运输重型测试头

人机工程学的+省力运动序列

轻便操作以保证最短的更换过程

180° 旋转功能对接板

ares
专业对接分选机

专用于最终测试

最低的地板载荷

简单的Z方向移动以便对接程序

力反馈控制特性：在设置期间确保操作人员安全+保护设备

坚固耐用设计

针对不同的测试头，优化、处理程序

线性的进/出运动，在分选机需要服务时

线性的边到边特性

270°机柜转动特性

无配重，地面载荷小

针对个人设置要求的，许多额外的，独特的功能

负载能力高达 250 kg (550 lbs)

ares plus 简单的Z方向移动以便对接程序

力反馈控制特性：在设置期间确保操作人员安全+保护设备

坚固耐用设计

针对不同的测试头，优化、处理程序

线性的进/出运动，在分选机需要服务时

线性的边到边特性

270° 机柜转动特性

无配重，地面载荷小

专业对接分选机

专用于最终测试

最低的地板载荷

针对个人设置要求的，许多额外的，独特的功能

负载能力高达 500 kg (1,100 lbs)

测试头的运输+处理的智能解决
方案

独特的易举性+ 操控性



通用机械手

Fei Yan

Tian Ma

Da Peng

MP4

运动容易，方便手动操作

移动范围大小取决于机械手的尺寸

无需电力/压缩空气

按客户规格设计

仅直线运动，无轴向转动-确保高度可重复性

可锁定的万向轮，非常灵活

集成式/独立式

180°翻转运动

负载能力高达 
90 kg (198 lbs)

负载能力高达 
180 kg (397 lbs) 

独立式

更经济的手动解决方案

为便于插入/移除配重块的人机工程学设计

X轴与Y轴方向的大行程

低矮的支撑以至于可以推到探针台底部来优化空间的利用

Z轴的最大活动范围促进在分拣机下的定位

线缆管理（可选）

θ方向运动（可选）

耐用+坚固的设计

给各种测试头优化的支撑点设计

直线导轨版本-脚刹操作方便

左/右摆动配置

叉臂宽度可按测试头结构调节

电机辅助Z运动（真正的线性运动特性）（可选）

边到边手臂系统，加强可操作灵活性（可选）

带直线导轨的基准服务平台（可选）

含扭转轴齿箱

带定位销的翻转锁定，翻转齿轮箱（可选）

线缆管理的优化操纵

负载能力高达 
350 kg (772 lbs)

更经济的轻型机械手+推车

小巧方便解
决方案

容易移动- 容易操控

针对个人设置要求的，许多额外的，独特的功能

低成本的通
用支架

针对个人设置要求的，许多额外的，独特的功能

90°可旋转机柜，最大移动范围 (180°/270°/360° 可选)

左/右摆动配置

机械叉头θ方向移动-翻转轴带翻转齿轮

所有运动方向可通过定位销/钳固定

可拆卸脚轮

负载能力高达 
300 kg (661 lbs) 

手动方案，高性价比

给各种测试头优化的支 
撑点设计

独立支脚-标准

kronos
负载能力高达 
400 kg (881 lbs)

精确先进的通用
支架

手动方案，高性价比

高档零部件

超薄设计

单臂概念

独立支脚版本–标准功能

对称设计方便各个侧面操作

叉臂宽度可按测试头结构调节

带定位销翻转的扭转轴齿轮箱

翻转锁下沉-控制特性

针对个人设置要求的，许多额外的，独特的功能



直观的菜单导航+详细的信息显示

操作人员+对接方式的密码保护控制选项

SD卡功能：远程维护措施+软件升级

针对客户规格的Z轴触感调试

全自动工作顺序+个体对接高度设置

直接连接到探针台

线性对接的直线、垂直移动/ 直线导轨支架（可选）

触觉测试头安装，无压力对接

双按钮操作

neptune evolution
负载能力高达 
600 kg (1,322 lbs)

铰接式机械手

触屏操作的用户界面

全电动

小而坚固的绞接

可编程的对接配置

通用机械手+测试台设备

trolleys + test floor equipment 专为洁净室设计

便于组装+运输

预防潜在损伤

柔性电缆导向

简单方便操作

Qi Lin 各种线性导轨版本-易于使用的脚刹

在设置过程中为了操作者安全和保护设备的止动力功能

独立式（可选）

完美配合的模块化配置

左/右摆动配置

所有电动化的轴向运动

极短/短/长的基脚版本

负载能力高达 
500 kg (1,100 lbs)

精确运动的全能
机械手

针对个人设置要求的，许多额外的，独特的功能

pallas
负载能力高达 
750 kg  
(1,650 lbs)

超过10多年的验证结果 

无配重块-底板载重减少约40%

垂直托盘的手臂系统特性让探测器/处理器的设置更灵活

新型的通用叉臂

90°翻转的手臂系统-提供特殊设置需求服务 

对大测试头优化的承重位置

对X、Z轴（实线移动特点）和扭转轴的电动辅助运动

力反馈控制确保在设置中，操作人员安全和保护设备

针对个人设置要求的，许多额外的，独特的功能

新一代机械手

MP4 plus 90°柱旋转的最大转动范围(180°/270°/360° 可选)

左/右摆动配置

机械叉头θ方向移动-翻转轴带翻转齿轮

所有运动方向可通过定位销/钳固定

可拆卸脚轮

负载能力高达 
450 kg (992 lbs)

容易移动- 容易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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