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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TARIS 

垂直基板传输的模块化在线
真空溅射设备

VISTARIS 600 LAB
通用真空溅射设备，
阴极垂直分布

VISTARIS 600 PILOT
适用于研发和试验线的在线真空
溅射设备

VISTARIS 900
适用于玻璃沉积的在线真空
溅射设备

VISTARIS 1800
大型在线真空溅射设备， 
配置载板旋转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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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格拉斯科技集团 – 薄膜涂层和表面处理

德国新格拉斯科技集团通过开发和制造创新设备，实现高效的薄膜涂层和
表面处理工艺，并广泛应用于全球太阳能、半导体、医疗技术、包装、玻
璃与汽车、电池与氢能行业。

其核心竞争力包括涂层技术、表面处理、湿法化学和热处理等多种工艺。
集团遵循可持续发展的精神研发创新产品。注重：

» 环境意识
» 资源的有效利用
» 避免不必要的二氧化碳污染
以社会责任为本，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

热处理 湿法化学表面工程薄膜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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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TARIS – 在线溅射设备  
适用于CIGS和CdTe薄膜太阳能组件以及大尺寸玻璃表面处理等应
用的模块化溅射设备

  溅射竞争力  

德国新格拉斯科技集团自1995年成立后已在全球范围
内售出超过8,500台真空溅射设备。该设备既适用于半
导体行业，能进行厚度约0.2纳米的超薄层超高真空沉
积，也可用于高产能的金属化溅射，例如在0.3秒内对
一个口红盖进行溅射。

集团旗下的PVD设备主要用于光伏、数据存储、传感
器技术和装饰涂层等领域，同时适用于氢能、电池、
汽车、电屏蔽和先进封装等应用。

通过与德国弗劳恩霍夫太阳能系统研究院(Fraunhofer 
ISE)、德国亥姆霍兹联合会（HZB）、新加坡太阳能研
究所（SERIS）、以及美国和中国多家科研机构与研究
院的密切合作，德国新格拉斯科技集团可以参与并使
用全球最新的研究成果。

  VISTARIS在线溅射设备  

德国新格拉斯科技集团旗下的VISTARIS设备是为满足
光伏产业要求而开发的。在线溅射设备在当今光伏行
业CIGS和CdTe薄膜太阳能电池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
位。凭借其前沿的先进技术，VISTARIS设备能在提高
电池效率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在光伏技术方面，集
团开发并制造的涂层设备可以在不同衬底上镀各种特
殊膜和多层膜 。 

以正面透明或背面金属导电层以及各种材料组成的多
层前驱体涂层为例，该设备的主要优势在于，在光伏
和显示器行业它可以用来对玻璃衬底进行真空立式镀
膜。德国新格拉斯科技集团将生产CIGS/CIS电池的工
艺设备提升到新的生产阶段。

VISTARIS
垂直基板传输的模块化真空
溅射设备

适用于CIGS和CdTe太阳能、
玻璃涂层和显示层技术等应用

标准性能特征 
 » 集成电路设计
 » 无需额外的载板回传系统
 » 完全垂直定向传输
 » 专门设计的载板传输系统
 » 基板装卸载位于设备同一侧
 » 通过使用旋转圆柱形磁电管最大程度利用靶材
 » 沉积前和沉积过程中可对温度进行控制
 » 通过动态阀和/或独立闸室分隔气体
 » 通过改变腔体方向达到最小占地面积
 » 易维护、低运营成本
 » 快速更换靶材，适用任何供应商的靶材
 » 方便升级扩产
 » 真空底压：‹ 1 x 10-6 mbar
 » 标准工艺压力：2 - 5 x10-3 mbar

  VISTARIS在线溅射设备  

德国新格拉斯科技集团旗下的VISTARIS设备是为满足
光伏产业的需求，尤其是CIGS & CIS薄膜电池生产而
设计的。凭借其前沿的先进技术，设备能在提高电池
效率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在光伏技术方面，集团开
发并制造的涂层设备可以在不同衬底上镀各种特殊膜
和多层膜。在线溅射设备在当今的薄膜太阳能电池生
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正面透明或背面金属导电层以及各种材料组成的多
层前驱体涂层为例，该设备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可以
用来对玻璃衬底进行真空立式镀膜。在薄膜光伏市
场，德国新格拉斯科技集团将生产CIGS/CIS电池的工
艺设备提升到新的生产阶段。

适用于光伏应用的标准靶材
 » 溅射靶材：ITO, AZO, CuGa, Cu, In, AZO, i-ZnO等

自动化装卸载基板 多功能溅射腔室

出口缓冲1 缓冲2工艺扩展1 扩展2

增压减压

下料

自动化装卸载基板 多功能溅射腔室 真空态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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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料

设备配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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