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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目前线路板密度不断增高以及封装不断缩小，过去的检

测方法已不能满足高速生产的要求，一种新的矢量检测法应运而

生。在PCB装配过程中采用矢量成像技术来识别和放置元件，可

以提高检测的精度、速度和可靠性。

PCB装配生产线上的每台设备其性能都因需求而异，生产厂

商对产量的要求加上线路板上更高的密度、更复杂的排板技术及

更小的元件等等，都给锡膏涂覆、元件贴放、回流焊以及对这些

过程进行检测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产量提高和封装减小增加了检测难度，使得现在的检测和分

析方法已跟不上业界发展的需求。过去几年里人们开发出多种不

同类型的方法对印刷电路板装配进行检测，如X射线检测、激光

扫描、自动光学检测(AOI)及X射线/AOI混合检测等，这些方法

中只有AOI具有在线检测能力，而其他方法只能在较小范围内使

用，如激光扫描用于锡膏检测，二维或三维X射线则用于检测面

阵列器件内的锡球互联情况。

自动光学检测的基本原理是使用软件工具使操作人员找到并

确定元件的位置，可检测出有引脚器件、芯片级封装(CSP)及球

栅阵列(BGA)封装器件等。传统AOI依靠对像素网格值进行分析

来确认线路板上元件的位置，这种方法又称为灰度相关法，它将

元件灰度模型或参考图与板上实际元件相比较，一旦选准要搜索

的模型，图像处理系统就通过计算像素数目找寻一个与之精确匹

配的元件，如果找到了，元件的位置也就知道了。由于系统不断

会检测到一些新元件，因此为适应这些新的元件形状参考图形可

能经常发生变化。

当元件相对参考模型旋转了一个角度或者大小不太一致时，

像素网格分析方法就会出问题。同样，产品的颜色、光照及背景

情况也很重要，如果

变化很大，可能很难

或者根本就找不到相

匹配的模型。

 

矢量成像技术
矢量成像技术采用合成图像作为示教参考模型，以确保不产

生错误。矢量成像不需要像素分析，它靠的是定义元件形状的交

点矢量，矢量由方向和倾斜度确定，在矢量成像技术里一个正方

形相当于四条线段，一个足球则相当于两个弧形。

矢量成像技术采用视窗操作系统，使用一种高分辨率数字相

机，系统采用统计过程控制(SPC)软件和一个根据线路板上所装

配并需要进行检查测量分析元件所作的综合元件图形库，它能将

Gerber、CAD或ASCII/Centrid数据转换成机器代码。

为得到最佳对比度和成像清晰度，需要用到几种光源，检查

时由程序来选择光源、颜色组合和光强，以达到最佳视觉效果。

为了确保识别的正确性，元件的高度必须小于8mm(从PCB板表

面到元件顶端)。

由于矢量成像技术用到的是几何信息，所以元件是否旋转、

得到的图形与参考模型大小是否一致都没有影响，而且也和产品

颜色、光照和背景等的变化无关。矢量成像检查分三部进行：

矢量成像系统在元件影像图上

找出主要特征并将其分离出来(图

1)，然后对这些显著特征进行测量，

包括形状、尺寸、角度、弧度和明暗

度等；

检查合成图象和被测元件图像主要特征的空间关系；

最后，不论元件旋转角度、大小或相对其背景的总体外观如

何，它在线路板上的x、y和θ值都可通过计算确定下来。

和其他检测方法不同，矢量成像技术只要创建了参考模型，

就能适应线路板上的每一个元件，而不管其形状、大小和方向。

当把元件模型从一台视像检查设备转移到另一台光学系统不同的

设备上时，所得到的图像大小会发生改变，但此时系统能自动对

变化进行处理。

此外，矢量成像技术还能适应

元件外观变化(图2)、元件上附加的

其它特性或由于重叠造成某个元件部

分被隐藏遮挡，传统的像素网格系统

一般无法分析出被遮挡元件的位置。

矢量成像技术的优点
除了能适应板上元件轮廓和位置的变化外，矢量成像与像素

网格技术相比还有其它一些优点：

这种方式比传统检测方法准确10倍以上，如角度测量值可达

±0.02°精度范围。

使用合成图形库，检测系统完全可以直接从一个制造工厂移

到另一个制造工厂。

由于它能适应多种不同的角度、大小和外观，所以光学设备

的设置更加简单，即使由于相机移动和光源变化导致焦点和照度

改变也能保持同样的精度。

在基板对位方面，传统的AOI系统对同一元件通常需要多个

图像，而矢量成像技术一次测量就能完成。

当把设备从一条生产线移到别的生产线的时候，矢量成像不

需要重新进行校准或做其他设置测量。

本文结论
矢量成像技术是一种图形位置搜索技术，它可以在PCB板装

配过程中提高元件识别定位的精度、速度和可靠性。矢量成像技

术可以很方便地用于专用生产环境下。对OEM厂商和电子制造

服务(EMS)供应商来说，关键是要提高元件的检测能力并降低整

体制造费用。

当今正在开发的先进宽带通信卫星的设计、制造和部署成本

都较高。卫星设计者尽量增加卫星的有效载荷能力，以便在投入

使用之后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

Shin公司的新一代互联网协议(IP)卫星IPSTAR总容量达

到了40Gbps，据称是现有卫星容量的40倍。美国休斯网络

系统公司的SPACEWAY每个点波束的下行链路数据速率为

800Mbps。现代信息技术需更宽的卫星传输带宽。

对设计卫星的工程师来说，这意味着：因为先进的通信卫星

要求最大限度地增加数据速率和容量，所以留给设计者的误差余

度很小。如果未能分析或者考虑到任何相关参数或者真实效应，

都可能导致设备性能下降，从而减少收益。与此相反的情况是设

计过于缜密，亦即因为考虑了所有未知因素或者按照最差情况来

设计而导致参数余度过大，从而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部件、重

量和复杂度。

图1给出了传统“弯管”式卫星下行链路的整体示意图，它

包括了主要的部件，但卫星部分只显示了一个转发器图像。实际

上，一个卫星可能带有30到50个转发器。

图1：“弯管”式卫星下行链路示意图

AAZSZSZ每个部件都有会降低系统整体功能的不理想性

能。降低系统整体性能的最主要、最基本原因是热噪声。可以通

过载波功率来设置信道内的载噪比(CNR)或者信噪比(SNR)。在

特定的信噪比和带宽情况下，可通过香农定律来定义每秒钟的最

大信道容量(位数)，但在实际操作中永远不会达到这个最大值。为

确保最佳系统设计，必须准确模拟信道内所有真实存在的坏损。

仿真测试解决方案
全面、真实的通信通道仿真是设计和验证的需要。针对卫星通

信业务发展的需要，设计人员需要更为有效的仿真测试设备，要求

它具有宽带仿真和测试功能，真实地模拟通道中环境坏损因素、以

及通道中各部件对系统的影响。这样，设计人员才能在设计阶段有

效地控制设计余度，同时满足成本、可靠性和容量的要求。

目前，卫星系统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可以使用若干种辅助工

具。设计模拟和测试工具主要有以下三种：计算机建模和模拟工

具、制造和发射试验卫星、卫星通道模拟器。

借助计算机建模和模拟工具，设计者可以建立多种信道坏损

的模型，并通过模型综合考虑系统的总体性能。这些工具能够完

成基本设计，并进行性能评估。此类软件用于台式机和高级工作

站。为得到准确的结果，即使使用最快的处理器也需要花费大量

的计算时间，这样就限制了模拟对象的数量，也限制了能够分析

的综合坏损模型。这些模型也可能并没有正确反映实际情况。

此外，有的公司或者单位已经制造并发射了实验卫星，以

便在真实环境中通过真实的硬件和软件来检测新的通信技术和

理念。这些卫星包括ACT、Artemis、Kopernikus、N-Star、

Superbird以及Italsat F1。这些卫星的制造成本昂贵，但它们为

当今宽带卫星设计的精细技术和定义方法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实验

环境。卫星位于整个设计金字塔的塔尖，它们的性能通过设计来

确定，因此根据需要更改技术规格的余地很小，同时也很难通过

更改坏损机制来检测它们对系统整体性能的影响。

卫星信道模拟器把测试环境和模拟环境很好地结合起来，

为用户提供所需的精确度和实时性能。Aeroflex生产的Celerity 

CS80000宽带信道模拟器(BCS)系列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模

拟器在实验室中通过受控的、精确的、可重复的方式创建带有坏

损机制的真实信道。因为这些信道是带有宽带射频输入和输出的

实时系统，所以在测试过程中可以使用真实的硬件终端。和软件

模型相比，这种实时测试可以运行更多检测对象，进而能进行更

详细的测试。

它们的特点如下：稳定的、可重复的模拟，带有定义好的、受

控的坏损机制；实时和全带宽信道，能够支持真实的硬件和快速测

试时间；最坏情况模拟，可以包含任何综合坏损模型；通过实验室

设备来最大限度地减少高成本测试或者实际卫星测试时间。

图2：两通道BCS结构框图

Aeroflex通道模拟器的价值体现在：具有非常真实的仿真；

带宽高；高动态范围(14 B ADC/DAC W/ 36 MHz BW)；低相位

瑕疵，并支持动态延迟更新； 模块化设计，易于升级；具有丰富

的真实环境坏损选择，包括动态多谱勒、动态延迟、热噪声、路

径损失、带内干扰、邻道干扰、信道载荷、 相位噪声、Rayleigh

衰落、雨损、群延迟失真、通带内幅度波动、非线性增益等。

其它开发测试工具包括宽带信号发生器(BSG)和宽带信号分

析器(BSA)。它们不是信道模拟器，但是能够创建真实的卫星信

号和带有坏损机制的环境，并记录和分析信号信道的性能。

Aeroflex宽带通道模拟器简介
Aeroflex 宽带信道仿真器模拟(BCS)可以为高速通信系

统，点对点微波和卫星通信建立精确的和可重复的信道，提供带

宽最宽的通道模拟和连接仿真，实现最全面的干扰信号模拟。实

时的仿真可提供带宽达500MHz、时间延迟最大达10秒，并同时

可提供1至4个独立的通道仿真。BCS可实时为输入信号加入干

扰信号，模拟实际传输通道的干扰。

可提供的干扰信号包括：动态延迟(从地面到GEO卫星住

返的短时间延迟)、动态多普勒、精确的相位噪声、Ricean和 

Rayleigh衰落、附加白高斯噪声、平衰落、雨水衰落、附加CW

和调制的干扰信号、通带幅度和相位奇变。用于相关或独立信道

的变频器，可以对输入/输出信号进行变频控制。卫星仿真软件

包，使用行业标准的TLE组件，可产生24小时的多普勒和延迟仿

真文件。Aeroflex的通道模拟已成功应用于多个卫星工程中，用

于模拟信号往返路径，可在卫星发射之前对卫星和地面站进行全

面测试。

日常我们使用示波器的捕获模式，一般都只用默认的标准捕

获模式。但捕获模式有哪些？各自对采样点的处理方式你了解多

少呢？每一种模式适用于哪种波形呢？本文将对比分析这些模式

的特点，会让你有不一样的发现。

其实在测量波形时，对一些具有某种特征的信号的测量是需

要选择合适的捕获模式的，这里以ZDS4054 Plus示波器为例，

分享示波器几种捕获模式的原理和特点及其合适的应用场合。在

示波器前面板上按下【Acquire】键，在捕获模式菜单中可以看

到其中共包含4种捕获模式：标准、峰值、平均和高分辨率。

简单地说，示波器的捕获模式用于控制如何从采样点中获

取波形点。现在我们使用的数字示波器捕获的是波形的一系列样

值，并对样值进行存储，存储限度是判断累计的样值能否绘出波

形为止，随后数字示波器重构波形。而由于处理方式的不同，重

构的信号波形也会有一定的差别。下面将介绍这四种捕获模式重

构波形的异同。

一、	标准捕获模式
对大多数波形来说，使用标准模式可以产生最佳的显示效

果。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您对示波器捕获波形的方式没有特殊要

求时，捕获模式可以选择为ZDS 4054 Plus示波器默认的捕获模

式：标准捕获模式。

● 原理：按相等时间间隔对信号采样以重建波形，具体原理

图如图 1所示。

● 适用场景：对波形捕获模式无特殊要求时使用。

图 1  标准捕获模式原理图

二、峰值捕获模式
在该模式下，示波器至少能显示出来与采样周期一样宽的所

有脉冲。

● 原理：采集到采样间隔信号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具体原理

图如图 2所示。

● 适用场景：捕获可能丢失的窄脉冲和高频率的毛刺。

● 注意事项：虽然该模式可避免信号混淆，但显示的噪声较

大。

图 2  峰值捕获模式原理图

三、平均捕获模式
在该模式下，可先设置一个平均次数N，具体设置方法为：

在示波器前面板上按下【Acquire】键，按下【平均次数】菜单

软键，通过调节A/B旋钮设置平均次数的数值。

● 原理：示波器会对采集的N段波形，将它们按照触发位置

对齐，对N段波形进行平均运算，最终得到一段平均后的波形。

具体原理图如图 3所示。在ZDS4054 Plus示波器中平均数可设

置的范围是2~65536，系统默认设为64次。

● 适用场景：希望减少波形中的随机噪声并提高垂直分辨率

时使用。

● 注意事项：（1）滚

动视图模式下不支持平均捕

获模式。

（2）平均次数越高，

噪声越小，但波形显示对波

形变化的相应也越慢。

          ←图 3  平均捕获模式原理图

四、高分辨率捕获模式
在该模式下，该模式采用一种超取样技术，对采样波形的邻

近点平均，减小输入信号上的随机噪声并在屏幕上产生更平滑的

波形。

● 原理：对一段波形中的每N个点求平均，把原来的N个采

样点替换成一个平均点来显示。具体原理图如所示。

● 适用场景：通常用于数字转换器的采样率高于采集存储器

的存速率的情形，即可提供较较高分辨率、较低带宽的波形。

● 注意事项：“平均”和“高分辨率”模式使用的平均方式

不一样，前者为“波形平均”，后者为“点平均”。

图 4  高分辨率捕获模式原理图

对这4种捕获模式的捕获机制与应用特点了解之后，我们来

看下它们对同一个输入信号的显示情况。将捕获模式依次设置为

标准、峰值、平均和高分辨率模式，很明显在对比之下，标准捕

获模式下（如图 5所示），信号噪声适中，峰值捕获模式下（如

图 6所示），信号的噪声显示比较明显，而平均（如图 7所示）

和高分辨率（如图 8所示）捕获模式下显示的波形几乎没有随机

噪声。

了解了同一输入信号在不同捕获模式下的不同显示效果之

后，再来对这四种捕获模式做个异同总结：对波形捕获模式无特

殊要求时，一般使用示波器默认的标准捕获模式。要捕获窄脉冲

或高频率的毛刺，选择峰值捕获模式。想减少噪声并提高分辨

率，使用平均捕获模式。希望提供较较高分辨率、较低带宽的波

形时，选择高分辨率捕获模式。

图 5  标准捕获模式下的波形图

图 6  峰值捕获模式下的波形图

图 7  平均捕获模式下的波形图

图 8  高分辨率捕获模式下的波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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