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ystal® 60、120
及180 kW交流电源

用于双阴极磁控反应溅射
和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
沉积 (PECVD) 的中频正
弦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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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的制程稳定性和成品率
高功率下卓越的稳定性

Crystal 电源的 LCC 谐振拓扑能够提供非常稳定的交流电源，对于 
SiO2、 Si3N4、 TiO2, 和 ZnO 等这些具有挑战性的材料来说，可以有
超高质量的薄膜成品，不仅能够提供非常好的平坦度，而且减少针
孔和提高密度。 

具有代表性的靶材

Al MgO SiO2

Al2O3 Nb2O5 SnO2

Cr Si TiO2

ITO Si3N4 ZnO
以及其他

极低的电弧损坏程度
Crystal 电源通过降低电弧损坏程度来优化成品率，降低电弧损坏程
度的三种方式包括：

• 业界内最快的电弧放电处理和恢复（微秒级）—成熟的电弧放电管理
技术能够在产生波段之前抑制电弧并防止靶材出现“井喷”状况，从
而避免大颗粒和微粒内含物的出现。

• 业界内最低的存储能量（1mJ/kW）—不到竞争对手的五分之一—
Crystal 电源存储非常少的能源，从而将剩余电弧能量减少到绝对最低
水平。

• 恶劣的电弧放电条件下稳定的电源供应性能—Crystal 电源通过在最具
挑战性的制程条件下维持稳定性来优化薄膜的质量和统一性。

业界领先的可重复性和准确性
全面的微处理器控制和精确的电源管理，加上较高的供电稳定性确
保了市场上所有电源中的最高的准确性和最佳的连续运行可重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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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nergy® (AE) Crystal® 谐振电路电源非常适用于大面积玻璃
涂层，如建筑、汽车、防反射和镜面等应用。Crystal 平台的可选择功率为 
60、120和 180 kW，该平台可为双靶磁控溅射提供宽波段的中频正弦制程电
源。Crystal 电源专用于等离子环境，能够产生稳定的低电弧能源并弥补等
离子变化带来的不便，从而在提高靶材使用率的同时增加生产量和提高薄膜
质量。

优点
优化制程稳定性和成品率

增强灵活性

增加生产量

降低拥有成本

世界级服务、支持和培训

特点
60 kW、120 kW和 180 kW 机型

业界最低的存储能量（1mJ/kW）

业界最快的电弧放电检测和反应
（微秒级）

宽广的输出抗阻范围

适合所有制程 （ZnO、SnO2
、TiO2、Al2O3、 Si3N4、Si、SiO2）

单箱式解决方案——更换溅射材
料时无需更换其它硬件或设置

宽广的抽头范围（单个抽头全功
率的电压范围2:1）

多个高压抽头（大于3000V）

功率、电流和电压调节模式

控制和界面灵活性 

http://www.advanced-energy.net.cn/zh/Crystal_High_Power_Systems.html


Voltage
2000 V/div

Current
500 A/div

Full PowerArc Occurs

Shut off

Re-StartOperation

Moderate Ramp

Time 200 µsec/div

图形1：Crystal® 电源快速的电弧检测、反应及恢复大幅降低了电弧的损坏程度，并维

持了制程的稳定性。

灵活性提高
 Crystal 电源提供了广泛的输出阻抗范围和稳定的谐振网络设计，
使他们能够进行从全电抗到全金属的制程。他们适用于绝大多数目
标材料，在更换材料时，不需要硬件或装置调整。为达到控制灵活
性，Crystal 平台提供三种选择：一个远程控制面板、用户端口和多
个主机端口接口。

生产量提高
制程中断次数的减少

竞争对手的交流能源在电弧处理方面表现不佳，并且随着靶材老
化，不能保证电源供应的稳定。这就需要经常性的中断制程，对靶
材进行清洁或更换。但是，凭借强而有力的 LCC 谐振拓扑和业界最
快的电弧处理能力，Crystal 电源可维持极稳定的供电，实现更好的
靶材利用也显著减少靶材更换导致的制程停机时间。Crystal 平台广
泛的输出阻抗范围还可以使用更厚的靶材，更厚靶材能延长生产制
造时间而其更换的周期也更加长。

卓越的流程稳定性

Crystal 电源非常稳定的交流电供应能力有助于为持续的高效生产、
无缺损的薄膜创造理想的制程环境。

更快、更简单的设置

Crystal 平台不需要额外的设备，如匹配网络和激发器。当你更换靶
材时，不需要进行设置或设备调整，可以延长生产时间。Crystal 电
源快速、高效炼靶能力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

更高的沉积率

独特的功能（如微秒级的电弧处理）、广泛的输出阻抗范围以及创
造极其稳定制程的能力使 Crystal 电源能够提供所有制程材料进行完
全符合要求的功率输出，从而提高沉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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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的持有成本
降低的耗材成本

杰出的电源供应稳定性带来
了优异的薄膜质量和均匀
性。Crystal 电源实现了具有
经济性的、更低等级靶材的使
用，并且对薄膜质量无负面影
响。Crystal 电源也大幅提高了
靶材利用率，使您能够增加利
用您所购买的每个靶材。这两
项因素能够显著减少您在耗材
方面的花费。

降低的厂务设施成本

高效的 Crystal 设计能产生更
少的热量，这使得这些坚固耐
用的电源消耗更少的冷却水，
并且能够耐受较竞争的电源对
手更高的水温。由于 Crystal 
电源能够耐受各种条件，包括
恶劣的工业环境，因此得以实
现更低的设施成本和更佳的灵
活性。

世界级的服务、支持和培
训
Advanced Energy 的全球服
务和支持可帮助您提高生产力
及获得更高的资本设备投资回
报。我们的产品支持、培训计
划以及先进的制程咨询服务有
助于优化工具正常运行时间和
成品率。作为您的全球支持合
作伙伴，我们致力于提供业界
领先的产品知识和应用技巧。

我们对制程工程师、工具维护
人员和制程工具用户的可选择
性培训与文件计划包括来自资
深AE工程师的操作指南，以
及涵盖 Crystal 电源安装、设
置、发现并修理故障以及现场
维修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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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物理规格l Crystal® 60 Crystal® 120 Crystal® 180

尺寸 See drawing and table on next page.

重量 680.4 kg (1500 lb) 907 kg (2000 lb) 1180 kg (2601 lb)

底座 落地式

连接器

输入功率 环型接线片(是否可用，取决于装置),可提供安全接地

输出功率 输出终端

用户端口 37引脚，subminiature D，凸形 48引脚，组合式，Wieland®

主机端口 9-pin, female, subminiature-D connector

冷却剂 Two 1" NPT母

电气规格 Crystal® 60 Crystal® 120 Crystal® 180

发动机 LCC 谐振变换器 x 1 LCC 谐振变换器x 2 LCC 谐振变换器 x 3

输入功率

源电压 480 VRMS ±10% (per IEC 38) 400 或 480 VRMS ±10%, 3 Φ

源频率 47 至 63 Hz

源电流 95 A at 480 VAC input low line 
and 60 kW output

190 A at 480 VAC input low line 
and 120 kW output

280 A at 480 VAC input low line 
and 180 kW output

230 A at 400 VAC input low line 
and 120 kW output

340 A at 400 VAC input low line 
and 180 kW output

全功率下的效率 ≥ 90% 典型 > 88% 典型 ≥ 90% 典型

输入功率因数 ≥ 0.95

输出功率

最大功率 60 kW (90 kVA) 120 kW (180 kVA) 180 kW (270 kVA)

监管形式 功率、电流，或电压

频率 全功率下额定为40至 60 kHz，最小功率下高达 80 kHz

最大电流 220 ARMS—单抽头 467 ARMS - 最低输出抽头 700 ARMS - 最低输出抽头

最大电压 1100 VRMS 1460 VRMS-最高抽头

保护 在短路、断路、电弧放电和突然的开路负载情况下，电源可自我保护。

存储（电弧放电）能量 每千瓦1毫焦

电弧放电响应 µsec 检测与关机(关机: 100 to 5000 µsec); 可编程调幅

I/O控制说明 Crystal® 60 Crystal® 120 Crystal® 180

模拟接口选项 24 V ISO 用户卡

串行通信选项 ASCII, Profibus

冷却 Crystal® 60 Crystal® 120 Crystal® 180

介质 风冷，水冷

进水口温度 10 至 40°C (50 至 104°F)

最小水流量 34 lpm (9 gpm);  在流量
≤ 9 gpm时关闭电源。

42 lpm (11 gpm);在流量
≤ 11 gpm时关闭电源。

53 lpm (14 gpm); 在流量
≤ 14 gpm时关闭电源。

环境 Crystal® 60 Crystal® 120 Crystal® 180

运行温度 +5 至 +40°C (+41 至 +104°F)

相对湿度 10 至 85%, 非压缩, +2 至 +25 gpm3

气压 80 至 106 kPa (800 至 1060 mbar) ~2000 m (6562′) 海平面以上



尺寸图 尺寸 Crystal® 60 Crystal® 120 Crystal® 180 

A 72.4 cm (28.5") 76.84 cm (30.25") 76.84 cm (30.25")

B 59.7 cm (23.5") 120.65 cm (47.5") 152.4 cm (60")

C 8.26 cm (3.25") 8.26 cm (3.25") 8.26 cm (3.25")

D 201.3 cm (79.25") 201.3 cm (79.25") 213.36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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