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T 钢网和精密部件加工系统
LPKF StencilLaser G 6080, LPKF MicroCut 6080,  
LPKF PowerCut 6080, LPKF StencilLaser P 6060

• 性能无与伦比
• 寿命稳定持久
• 更小的精准开孔能力
• 更厚的精密金属部件加工能力



• 高精度加工厚度可达 4 mm 的不锈钢 
• 可切割不同金属和陶瓷材料
• 钢网模板上实现开孔更小
• 优质的售后服务
• 生产效率极高
• 可自定义配置
• 精度稳定

请咨询我们的销售团队以测试您应用的可行性



100 % LPKF 品质保证

突破技术极限 
创新型高端激光设备 LPKF StencilLaser 
G 6080 系统在两个维度上设置了新标准: 
高质量的极小开孔可使新的钢网应用和
精密零件的制造具有最高精度, 不锈钢 
板的厚度可至 4 mm。

激光入光面最小孔径18 µm, 激光出光面最小孔径10 µm (30 µm 不锈钢片), 33 000 个孔/时  

(10 µm –125 µm).

阶梯模板 (阶梯深度为 50 µm)

精密切割高达 4 mm 厚的金属 (4mm不锈钢) – 低锥度/内壁光滑

1 mm

4 mm

10 µm

18 µm

10 µm 10 µm



LPKF StencilLaser G 6080 –  
高效产能、长期稳定  

SMT 钢网切割行业的首选:
• 速度快
• 精度高
• 效果佳
• 裸钢片和带框钢片自由切换

LPKF StencilLaser G 6080
激光等级 1

切割速度 请参阅切割参考实例

切割幅面 (X/Y) 600 mm x 800 mm (23.6” x 31.5”)

可装卡最大网框尺寸 (X/Y/Z) 740 mm x 1800 mm x 40 mm (29.1” x 70.9” x 1.6”)*

可装卡最大钢片尺寸 (X/Y) 650 mm x 850 mm (25.6” x 33.5”)

切割材料厚度 Up to 1 mm (40 mil)

轴向精度 ± 2 µm

消耗功率 最高 2800 W

外形尺寸 (W x H x D) 1530 mm x 1920 mm x 1625 mm (61” x 75” x 64”)

重量 小于 2200 kg (4850 lbs)

* 钢网最长尺寸可达 800 mm /1600 mm (31.5”/63”), 可扩展

参考图案A:
不锈钢片, 厚度 150 µm (6 mil)
开孔数量: 14 157个
切割速度: 23 400个开孔/小时

参考图案B:                            
不锈钢片, 厚度 100 µm (4 mil)
开孔数量: 11 676个
切割速度: 30 200个开孔/小时

参考图案C:                            
不锈钢片, 厚度 40 µm (1.6 mil)
开孔数量: 18 000个
切割速度: 51 200个开孔/小时

切割参考实例

LPKF StencilLaser G 6080 是激光切割 SMT 钢网的顶级系
统。作为业内最可靠的设备已应用于世界各地的电子制造工
厂, 它结合了二十多年来累积的激光加工经验以及在控制和
驱动技术、超精密加工技术方面的最新研发结果。该系统可
以快速交付阶梯模板。



LPKF MicroCut 6080 –  
小孔加工新标准 

完美应对日益提升的技术需求:
• 晶圆模板
• 流体钢网
• 滤嘴部件
• 高精度, 高产出 

* 钢网最长尺寸可达 800 mm /1600 mm (31.5”/63”), 可扩展

LPKF MicroCut 6080
激光等级 1

切割速度 请参阅切割参考实例

切割幅面 (X/Y) 600 mm x 800 mm (23.6” x 31.5”)

可装卡最大网框尺寸 (X/Y/Z) 740 mm x 1800 mm x 40 mm (29.1” x 70.9” x 1.6”)*

可装卡最大钢片尺寸 (X/Y) 650 mm x 850 mm (25.6” x 33.5”)

切割材料厚度 Up to 1 mm (40 mil)

轴向精度 ± 2 µm

消耗功率 最高 2800 W

外形尺寸 (W x H x D) 1530 mm x 1920 mm x 1625 mm (61” x 75” x 64”)

重量 小于 2200 kg (4850 lbs)

MicroCut 6080 以久经验证的 StencilLaser G 6080 为 
基础, 尤其对于开更小孔的需求, 提供技术亮点。最新的定
位和切割技术满足开小孔的应用需求, 激光入光面最小孔
径 18 µm, 激光出光面最小孔径 10 µm (30µm 厚的不锈钢
箔)。通过简单的数据处理以及参数设置即可很容易地克服
之前存在的技术瓶颈, 从而满足不断提升的技术需求。

33 000 个孔/小时 (10 µm – 125 µm) Unitense 技术完美切割晶圆模板

500 µm



LPKF PowerCut 6080 –  
微米级高精度切割厚材料 

可处理多种材料:
• 铝
• 镍
• 钨
• 钼

LPKF PowerCut 6080 
激光等级 1

切割速度 请参阅切割参考实例

切割幅面 (X/Y) 600 mm x 800 mm (23.6” x 31.5”)

可装卡最大网框尺寸 (X/Y/Z) 740 mm x 1800 mm x 40 mm (29.1” x 70.9” x 1.6”)

可装卡最大钢片尺寸 (X/Y) 650 mm x 850 mm (25.6” x 33.5”)

切割材料厚度 Up to 4 mm (150 mil)

轴向精度 ± 2 µm

消耗功率 约为 3500 W

外形尺寸 (W x H x D) 1530 mm x 1920 mm x 1625 mm (61” x 75” x 64”)

重量 小于 2200 kg (4850 lbs)

LPKF PowerCut 高功率和高效率微加工机械零部件, 零部
件厚度可达 4 mm (150mil), 其精度可达到 SMT 焊膏漏印模
板级别。正因如此, PowerCut 建立了新的零部件微加工标
准。它提供了卓越的精度, 这意味着完美的尺寸精度, 小圆 
曲率加工, 最佳切割边缘, 平滑、洁净表面以及光直的切割
边内壁。由于激光切割沟道窄，客户可以从中节省材料。如
果需要, PowerCut 6080 还可以用于 SMT 模板厚度大于 
80 µm 的标准过程的切割。

高精度加工厚度可达 4 mm 的不锈钢-低锥度/内壁光滑 加工不同金属, 例如不锈钢, 铜箔, 以及铝

1 mm

• 钽
• 不锈钢
• 铜
• 陶瓷



LPKF StencilLaser P 6060 –  
经济型激光模板切割系统

按下按钮即可生成图案:
• 完美的 SMT 焊膏漏印模板
• 便捷的操作
• 占地小
• 易安装
• 裸钢片和带框钢片自由切换

参考图案A:
不锈钢片, 厚度150 µm (6 mil)
开孔数量: 14 157个
切割速度: 7700开孔/小时

参考图案B:
不锈钢片, 厚度100 µm (4 mil)
开孔数量: 11 676个
切割速度: 10 400开孔/小时

LPKF StencilLaser P 6060 
激光等级 1

切割速度 请参阅切割参考实例

切割幅面 (X/Y) 600 mm x 600 mm (23.6” x 23.6”)

可装卡最大网框尺寸 (X/Y/Z) 740 mm x 950 mm x 40 mm (29.1” x 37.4” x 1.6”)

可装卡最大钢片尺寸 (X/Y) 650 mm x 850 mm (25.6” x 33.5”)

切割材料厚度 最厚可至 200 µm (7.9 mil) 标准/最厚可至 600 µm (23.6 mil) 可选

轴向精度 ± 2 µm

消耗功率 最高 1500 W

外形尺寸 (W x H x D) 1400 mm x 1400 mm x 1450 mm (55” x 55” x 57”)

重量 小于 1200 kg (2645 lbs)

切割参考实例

StencilLaser P 6060 系统可以切割应用于行业的所有的模
板, 裸钢片和带框钢片可以自由切换。基于 LPKF 的切割技
术以及 20 多年的累积经验。售后服务打包方案确保全球范
围内高效生产。

以下两个图案数据均可参考。LPKF 欢迎您到我们的全球工
厂观看现场演示以及样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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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KF 激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LPKF 保留在未作通知的情况下变更产品规格和其它产品信息的权利。LPKF 及其子公司生产的产品和设备已在美国和其它国家获得专利。 
本资料中产品名称只用于进行识别, 该名称可能是相关企业产品的商标或者注册品牌。

Worldwide (LPKF Headquarters)

LPKF Laser & Electronics AG   Osteriede 7   30827 Garbsen   Germany

Phone +49 (5131) 7095-0   info@lpkf.com   www.lpkf.com

North / Central America

LPKF Laser & Electronics North America

Phone +1 (503) 454-4200   sales@lpkfusa.com   www.lpkfusa.com

China

LPKF Tianjin Co., Ltd.

Phone +86 (22) 2378-5318   sales.china@lpkf.com   www.lpkf.com

Japan

LPKF Laser & Electronics K.K. Japan

Phone +81 (0) 47 432 5100   info.japan@lpkf.com   www.lpkf.com

South Korea

LPKF Laser & Electronics Korea Ltd.

Phone +82 (31) 689 3660   info.korea@lpkf.com   www.lpkf.com

LPKF AG 在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产品销售和技术 
服务。请访问 www.lpkf.com 查找距您最近的授权分销商。

我们愿意助您一臂之力
LPKF 作为全球领导者以设计易用、一流的激光产品, 尤其满足定制化客户需求而闻名。 
LPKF 致力于为全球客户提供最佳技术支持。

单一来源的全面服务和技术支持

• 快速响应, 最大限度地减 
少停机时间

• 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提供 
技术支持

• 远程协助免费

• 不良率可能性大大降低
• 预防性维护确保您的投 
资安全

• 优先安排既定的维护保养
• 包含基础服务方案

• 全面的服务和完整的成 
本控制

• 设备运行时间达到最长
• 保修期最长可达10 年
• 包含基础和经典服务方案

Premium 
Service

Basic 
Service

Classic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