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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子污染测量系统
符合 IPC-TM-650, 2.3.25 (静态提取方法)标准. 

结果值: μg NaCI Eq./cm2.



ROSE Tester 54 TECHNICAL DATA SHEET

一般信息 

工艺控制装置 Rose Tester 32和Rose Tester 54 所有
研发及生产都在捷克DCT工厂完成.

该设备旨在精确测量电工行业中的离子污染（离子杂质的
污染），特别是用于控制印刷电路板和誤印板的洁净度.
由于其精确度，离子污染测试仪还可用于测量其他行业的
洁净度.

当肉眼检查或在显微镜下看不到离子杂质，这就是为什么
必需使用离子污染测试仪揭示此类杂质， 测试结果单位为
μg NaCI Eq./cm2. 

通常在PCB清洗过程之后进行这种离子污染水平的特殊检
查，以作为质量和可持续性检查. 此测量的目的是确保产品
的可靠性，这种可靠性可能会受到不良离子污染的损害.

根据您对量测印刷电路板洁净度及其尺
寸的特定需求，我们的DCT产品经理将
与我们的当地经销商合作，向您推荐合
适的测试设备型号，并为您提供更多信
息.

在最终安装到电子设备中之前，和保形涂层之前或交付给
客户之前，必须显示印刷电路板的离子纯度. 当然，如上所
述应该使用离子污染测试作为清洁过程的控制.

Rose Tester 32 and Rose Tester 54 测试仪是根据IPC-
TM-650标准2.3.25（静态提取方法）进行开发和制造.

www.dct.cleaning 2 



ROSE Tester 54 TECHNICAL DATA SHEET

测量向导

使用Rose Tester 32和Rose Tester 54进行离子杂质测试只需三个简单的步骤，经过努力，我们大型的彩色交互式显示屏
将直观地指导您.

在此步骤中，将提取溶液开始加热至所需温度。 根据IPC-TM-650标准
2.3.25的规定，该溶液还可通过主动过滤同时自动去离子，使其值小于或
等于0.062 μS/cm (16 MΩ x cm) .  

插入PCB之前，请按开始测量，然后将测试篮插入测试腔体中.
在测量过程中，您可以在线查看电导率的增加. 
设备会不断评估并显示实际结果, 每次测量结束时, 最终结果将保存到内存
中.

步骤  2 – 测量准备

步骤 3 – 测量

步骤 1 – 测量参数
输入有关被测试PCB的基本数据和所需的测量参数.

1. 输入测试名称，PCB代码，操作员名称，PCB扫描（自主性）

2. PCB长度+宽度或PCB面积

3. 控制萃取液的体积和浓度

4. 选择溶液中的PCB提取时间（步骤3）20或40分钟 

5. 选择萃取液温度

6. 设置最大允许污染极限

输入所有参数后，设备将通知您可以进行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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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公制规格 英制规格

尺寸 (宽 x长 x高) 822 x 778 x 744 mm 32.4 x 30.7 x 29.3 in

搬运推车尺寸 (宽 x长 x高) 822 x 778 x 1110 mm 32.4 x 30.7 x 43.7 in

重量 130 Kg 286 lbs

搬运推车重量 140 Kg 308 lbs

Ø 测量一次的能源消耗量 0,5 kWh 0.5 kWh

测量PCB最小尺寸 (宽 x长 x高) 300 cm2  (双面PCB总面积) 300 cm2  (双面PCB总面积)

测量PCB最大尺寸 (宽 x长 x高) 130 x 485 x 400 mm 5.2 x 19,1 x 15.8 in

被测PCB的最大标志数 80 signs 80 signs

萃取液比例IPA / 去离子水 75:25 75:25

测试腔体容积 40 升 10.5669 加仑

被测介质温度可调 从室温到 40°C 从室温到 104°F

测试液体自动去离子 活性炭和ionex过滤器 (可更换) 活性炭和ionex过滤器 (可更换)

电导率传感器的灵敏度 0,0001 μS/cm 0,0001 μS/cm

电导率传感器的精度 ± 0,5 % ± 0,5 %

校准电导率传感器（由WTW校准） 5 μS/cm
公差 ± 0,04 μS/cm 
(根据电导率传感器的校准协议)

公差 ± 0,04 μS/cm
(根据电导率传感器的校准协议)

测量结果单位 μg NaCI Eq./cm2 μg NaCI Eq./cm2

测量范围 0–99 μg NaCl/cm2 * 0–99 μg NaCl/cm2 *

测量标准 IPC-TM-650, 2.3.25 IPC-TM-650, 2.3.25

噪音值 < 54 dB < 54 dB

控制单元 PLC + 8,4” 触摸屏 PLC + 8,4” 触摸屏

*  我们测量在2μS

尺寸

822 mm
32.4 in

778 mm
30.7 in

744 mm
29.3 in

1600 mm
62.9 in

600 mm
23.6 in

600 mm
23.6 in

600 m
m

23.6 in

600 m
m

23.6 in

机器周围环境预留空间

1110 mm
43.7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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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制规格 英制规格

电压要求 1N/PE/230 V  50 Hz 230 V, 50Hz (3+N+PE)

最大用电量Pmax 0,8 kW 0.8 kW

第一次安装最少装液量 35 升 35 升

维护设备周围所需空间 60 cm 23,622 in

建议的空压压力 6-8 Bars 87 – 116 psi

空压管径 空压管 Ø 6 mm 空压管 Ø 0,236 in

安装需求



ROSE Tester 54 TECHNICAL DATA SHEET

标准硬件配置 

标准操作语言界面- 捷克语, 英语

内部SD卡插槽（嵌入式4 GB卡）

数据传输-通过USB和内部乙太网

ROSE View软件 - 用于管理测量数据的专用软件

 简易安装
 测量数据以图表显示
 将测量协议导出为PDF檔
 适用于微软 Windows操作系统（NET 4.0）

标准软件配置 

100% 完全闭回路设计

用活性炭和离子交换树脂进行主动过滤

电导率传感器

测试PCB用篮子

可锁定移动工业轮的搬运推车

设置用于测量萃取液的浓度

更换萃取液的配件

PLC 控制器 + 8,4“ 触摸屏

USB 输出接口

用于在线数据收集的LAN接口连接准备（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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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件项目

校准

可安装语言包 (CZE, ENG, IT, 简体中文)

在线式连接测试设备

Traceability OFF line, PDF protocol to SD card, 

Traceability OFF line, 条形码扫描仪, PDF protocol to SD card,

Traceability ON line, PC WIN, PDF protocol

Traceability ON line, 条形码扫描仪, PC WIN, PDF protocol

电导率传感器每两年进行一次校准，校准日期在WTW协议中（随设备交货的一部分）

WTW公司在全球设有分支机构，无需将测试仪发送给生产商

传感器类型: analog LR 325/001, 测量装置 WTW LF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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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T 品质

• main support frame
• storage tanks
• process chambers
• fluid and air distribution systems
• spray arms and nozzles
• mechanical high-capacity filters
• process chamber door frame and handle
• external shielding
• active filters for rinsing DI water

STAINLESS
STEEL
DESIGN

100%

AISI 304/316

STAINLESS 
STEEL  
DESIGN: 

Date of issue: 4/2021

DCT Czech s.r.o., Tovární 85, 679 21 Černá Hora, Czech republic 

e-mail: info@dct.cleaning, www.dct.cleaning

所有的离子污染测量设备就如同所有的 InJet®, AirJet® 与 
Sonix® 清洗机一样全部研发在DCT捷克工厂内, 并且决定
以最高质量呈现于全球市场上, 提供最高稳定性, 并可简单的
使用与维护该设备, 这也是市场上您唯一可以找到使用最长
寿命与最长保固时间的设备.

上述的清洗设备优势能够达到是取决在捷克共和国的精细
全手工生产, 感谢上等的质量的材料与最高质量的零件供
货商, 才能达到如此优势.

我们的离子污染测量设备与清洗机引以为荣的就是使用独
特全不锈钢结构, 并用 AISI 304 及 AISI 316 不锈钢以手工
一片一片焊接, 之后整机化学电镀来达到防腐蚀能力. 

我们的离子污染测量设备与清洗机的设计和生产理念是专注
于作业员使用简单, 保养人员轻松保养, 制程人员可简单设置
清洗程序, 每一台设备都配置工业级PLC IDEC, 并排列良好的
彩色触控屏幕, 标准设备包含三个登入等级的控制（作业人员, 
保养人员, 工程人员）及五个可记录的清洗程序来满足不同清
洗应用.

我们的Rose Tester 32和Rose Tester 54的特点是其精确
的手工制作和焊接结构完全由不锈钢制成. 与使用塑料材料
的竞争对手相比, 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腔体和过滤器甚至由电化学抛光的不锈钢制成. 提取溶
液的导流管路由铁氟龙制成.

由于上述所有参数，Rose Tester 32和Rose Tester 54将为
您提供最精确和稳定的测量结果. 而且这些测试设备需要最
少的维护.

离子污染测试结果, 无论是离线还是在线都可以通过可选
的追溯功能来确保. 作为设备标准配置的软件Rose View, 
将以专业的PDF报告的形式简单地生成测试结果.

每个清洗系统都可以使用多种标准的硬件和软件配置. 但是
DCT在解决非标准机器及其附件时也具有出色的灵活性.

即使在最苛刻的连续操作条件下, 我们的机器以及我们的清洁
液以及本地应用和技术支持, 为您带来长期可靠且强力而稳定
地进行清洁.

清洗设备中DCT提供了大范围的软硬件选配件, 如您有零件需
要放置特别框架加上锁扣及挂钩, 或者有无数的清洗对象与不
同形状需要被监控及记录的需求.

不锈钢设计

主要设备架构

储液槽
腔体

水跟气装置
旋转臂与喷嘴

过滤器
门框手把

外壳
过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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