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出版 
 新版 T/CPCA 4309.3-2019 印制电路用刷辊：尼龙针刷辊……………………………………价格 50元 
 新版 T/CPCA 4107-2018 印制电路用高反射型覆铜箔层压板……………………………………价格 50元 
 新版 T/CPCA 4310-2019  印制电路用刀具套环及其应用规范……………………………………价格 50元 
 新版 T/CPCA 6045-2017 高密度互连印制电路板技术规范……………………………………价格 50元 
 新版 T/CPCA 6044-2017 印制电路板安全性能规范……………………………………………价格 150元整 
《CPCA-4302A-2016 导电银浆》 …………………………………………………………………定价 50 元整 
《CPCA-4404A-2016 印制板用硬质合金钻头通用规范》………………………………………定价 50 元整 
《CPCA 6042-2016 银浆贯孔印制电路板》………………………………………………………定价 40 元整 
《CPCA 4106-2016  有机陶瓷基覆铜箔层压板》…………………………………………………定价 30 元整 
《CPCA-4105-2016 印制电路用金属基覆铜箔层压板》………………………………………… 定价 60 元整 
《CPCA 6043-2016 单双面碳膜印制板》…………………………………………………………定价 50 元整 
《CPCA/Z 5101-2015 印制板特性阻抗时域反射测定指南》……定价 40 元（会员价），100 元（非会员价） 
《CPCA 4309.1-2015 印制板制造用刷辊 第 1 部分 不织布刷辊》……………………………定价 30 元整 
《CPCA 4309.2-2015 印制板制造用刷辊 第 2 部分 陶瓷刷辊》………………………………定价 30 元整 
新版《现代印制电路先进技术》 ………………………………………………………………  定价 100 元整 
新版《CPCA 4308-2014 印制板电镀用硫酸铜》…………………………………………………定价 30 元整 
新版《CPCA5041-2014 高亮度 LED 用印制电路板试验方法》………………………………   定价 50 元整 
新版《CPCA6041-2014 高亮度 LED 用印制电路板》…………………………………………… 定价 50 元整 
《PCB 技术报告与论文写作基础知识》…………………………………………………………   定价 10 元整 
《IPC-TM-650 印制板用金属箔试验方法 适于 IPC-4562A》…………………………………   定价 50 元整 
《IPC-1710A 印制电路板制造商资质认定标准》 ……………………………………………    定价 50 元整 
《CPCA/IPC 6301-2011 挠性印制板的性能与鉴定规范》……定价 50 元（会员价），150 元（非会员价）整 
《电子电路术语》 ……………………………………………………………………………………定价 50 元整 
《CPCA/JPCA 4306-2011 印制板用阻焊剂》 ………………………………………………………定价 30 元整 
《CPCA/JPCA 4307-2011 印制板用标记油墨》 ……………………………………………………定价 30 元整 
印制电路技术培训丛书（成套购买优惠价：220元） 
《印制电路技术基础》……………………………………………………………………………… 定价 30 元整 
《印制板企业现场管理基础》……………………………………………………………………… 定价 40 元整 
《印制板设计要求与照相制版》…………………………………………………………………… 定价 30 元整 
《印制板图形形成技术》…………………………………………………………………………… 定价 30 元整 
《印制板机械加工技术》…………………………………………………………………………… 定价 40 元整 
《印制板电镀与涂覆技术》………………………………………………………………………… 定价 40 元整 
《印制板检验技术》………………………………………………………………………………… 定价 40 元整 
 技术类书籍 
《电路板与封装技术》 …………………………………………………………………………… 定价 100 元整 
新版《现代印制电路基础》…………………………………………………………………………定价 60 元整 
新版《印制电路从业人员辅导讲义》……………………………………………………………  定价 60 元整 
《印制电路词汇日英汉对照手册》 …………………………………………………………………定价 50 元整 
《印制电路用语》 ……………………………………………………………………………………定价 50 元整 
《高密度挠性印制电路板》………………………………………………………………………… 定价 50 元整 
《积层印制电路板》………………………………………………………………………………… 定价 30 元整 
《IEC-60194 印制板设计、制造与组装——术语与定义》…………………………………………定价 60 元整 
《CPCA/JPCA HD01-2006  HDI 印制电路板》……………………………………………………定价 50 元整 
 杂志合订本 
《印制电路信息》2013 年及历年合订本………………………………………………………… 定价 250 元整 
 CPCA/JPCA 标准与技术类书籍 
《CPCA/JPCA-EB01-2009 埋置元件印制电路板  术语和可靠性试验方法》………………… 定价 50 元整 
《CPCA/JPCA-CCL13、14、34-2008 印制线路板用覆铜箔层压板》……………………………定价 50 元整 
《CPCA/JPCA-DG02-2007 单、双面挠性印制电路板规范》 ……………………………………定价 50 元整 
《CPCA/JPCA-PB01-2006 印制线路板》 ………………………………………………………… 定价 50 元整 
《UL 796 印制线路板标准导读》 ………………………………………………………………… 定价 80 元整 
《新员工印制线路板基础—设计篇》……………………………………………………………… 定价 50 元整 
《新员工印制线路板基础—基础知识篇》 …………………………………………………………定价 50 元整 



 CPCA 标准与 WECC 标准 
《CPCA-4402-2010 印制板钻孔用盖板》………………………………………………………… 定价 20 元整 
《CPCA-4403-2010 印制板钻孔用垫板》………………………………………………………… 定价 20 元整 
《CPCA-9101-2010 印制电路行业社会责任》…………………………………………………… 定价 20 元整 
《CPCA-4305A-2013 磷铜阳极》 ………………………………………………………………… 定价 30 元整 
《CPCA 4306—2008  印制板制造用定位钉》…………………………………………………… 定价 20 元整 
《CPCA-4301 光成像抗蚀抗电镀油墨》 ………………………………………………………… 定价 20 元整 
《CPCA 1201—2009  印制板的包装、运输和保管》…………………………………………… 定价 30 元整 
《WECC-6801 积层/高密度互连（HDI）印制板的术语及定义、实验方法与设计示例》…… 定价 50 元整 
《WECC-6202 单、双面挠性印制线路板性能手册》 ……………………………………………定价 50 元整 
 
 
 
 
 
 
 
 CPCA/IPC 联合标准及中文版 
《IPC-A-610D 电子组件的可接受性》 ………………………定价 400 元（会员价），800 元（非会员价）整 
《IPC-4101B 刚性及多层印制板用基材规范》…………… 定价 150 元（会员价），300 元（非会员价）整 
《IPC -6011 印制板通用性能规范》 ……………………………………………………………   定价 20 元整 
《IPC 标准规范汇编》(包括 IPC-4562、IPC-DR-570A、IPC-6016)………………………………定价 50 元整 
《IPC-2221A 印制板设计通用标准》……………………………………………………………… 定价 50 元整 
《IPC-2222 刚性有机印制板设计分标准》………………………………………………………… 定价30元整 
《IPC-A-600F 印制板的验收条件》 ……………………………………………………………  定价 150 元整 
《IPC-6012A 刚性印制板鉴定及性能规范》 …………………………………………………… 定价 3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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