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4315至eFR-8D3B~黯
热风式扁平集成电路拔放台

咂'特点
· 加热状态可因应温度传感然讯息而作出改变，可设定

三段加热程序，提供灵活方便的混皮、凤拉及时间控

一一剿，让需要高度精确的作业标准化。
· 出风口采用全新机械式设计，减低热风温度不规律悄况。
· 设有风ill计，提供快捷准确的风fE调节。
· 出风口设有真空I汲管。

· 设有自动冷却功能，关抖i电源后系统会继续送出拎

风，直到啧l殖王军tT内的温度下降到 100'1: ，防止发热

元件:过热。

· 设有省电功能(可选择30分如|刊0分钟/∞) ，到达设

定时间系统会自动停止送出热风。
· 设有温度补正功能。
· 设有锁卡功能，避免设定数据被随意改动。

· 拆消i怜电设计。

· 可与FR-830:;;;X; FR -870预热台连接，能更有效地拆除

芯片。

另购配件
型号 产品说明

C1392B 支幢

C13ωc 电部饭虫具

C1391B 啧咽~

B341。 连接辈革{与阳-S2O连接}

C1541 热凤温度探针

J 苞了
C1390C C1391B 63410 Cl541 

FR-叙】1

规格 名称 自光FR-801

功率消耗

Ji;!J率消耗 30WI7W(待机状态}

风盘

温度控llj.J 约100 - 5OO'l::(使用AI I.30)

控制台 模式

时间

·啧咀需另外购买，请步阅第22页

t量定三段·温度及时间·'

采用情感黯讯息搜温

S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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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例1 ， FR-803B 配合热风翠腹部针

' 

全lIi机梳式出凤口.

援低温度不规律情况

擅厦l'降到100'(:时.

会包动停止通R

使用倒2 阳-8038且FR-820 组合配合FG-1∞且热凤温度探骨

使用例3， FG-1∞ E舍芯片温度保针

电· 飞
FR-802 FR-803B 
白光FR-802 自光FR-803B

220V-570W 

30W/4W(待tllA是态)

5-20Umin(最大}

100 500'1:: 传感器设定}
手动f自动

一一一 二段式
外部尺寸 160(W) x 145(H) x 230(D)mm 

军!Il: 4kg 4.3kg 5kg 

功$消耗 220V-540矶，

-氏度(草也循电线} 185(L)mm 200(L)mm 

窒ii<平也拍电线} 115g 200g 
啧枪

自光FR-.'刷役和l台. '11枪. 自光FR-802位制台 . 电晴 自光FR-协四位刽台喷怆.锁

电源线. 喷枪支娘. FP.iIï:拔 枪.锁卡.电源绒.喷枪 卡.电源线.呗枪支架.}'(空吸
也快I由单 辘，怦越拔制组(S. L)I各- 支部. Ff>j越拔错. FPA呈拔 管树节制(L)ljS.-

铜钱。. L)I各} 眼豁仲3mm.<Þ5mm.'φ7.6mm)l备工
.;号、包括咄咄.啧咄睛ÿ;多少b购11< ·不但陋咄咄.喃喃笛另外购真 ·不但据啧咀.啧咄瞄另件酣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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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801 /FR-802/FR-803B瞪咀系列{另外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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