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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功能帮助提高生产力
对操作员友好的滑入式结构

3年质保和CE标志

提高贴装线路板的产能 批量型检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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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

这里是贴装线路板的现场。在这里，检查设备虽然
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绝不是主角。HIOKI的检查设备
是为了在那里工作的“人”而不断进化的，比如扩大
了开口处的滑入式结构，减轻了操作员的负担、使其
能更快速得更换测试治具，从而提高效率、以营造
快速与舒适的现场。这就是以“人”为本的贴装线路
板检查设备。

生产力、品质、以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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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利用时间生产力

高度集成了作为检查核心的测量部分。在与旧机型
1220-52同样设置面积下，最大针数可达2048针。
检查数据、测试治具可与传统机型向上兼容。

标准规格

测试治具滑入式结构

标准规格

使用触摸面板PC

快速连接器E4268(1024CH)，快速连接器E4269(2048CH)

使用快速连接器自动连接*

标准规格

即使是网络数量多的基板也能轻松对应

传统机型1220-52
最多1,536针

FA1220-02
最多2,048针

*需追加16张扫描板

测试治具可保持上下一体化*，滑入式装配。打开设备
前面板、操作员在低位即可仅限安装调试，减轻了操
作员的负担。上下治具的连接线、在连接状态下也能
进行安装、无需拆卸分离。当然现有1220系列使用中
的测试治具也能继续沿用。

打开前面板

测试治具的设置步骤

滑入测试治具

设置上测试治具 固定测试治具，合上前面板

操作使用了触摸面板PC。切换界面、读取数据、检查开
始、手动检查等基础操作都无需通过键盘或鼠标就能
实现。

只需操作触摸屏，就能完成快速连接器的连接。无需
操作控制杆，就能确保与连接器的接触。

1 2

3 4

*仅限批量仕样制作的测试治具

轻松按下E4283 *

轻松按下就能开始检查
通常操作员双手同时按下2个按键后开始检查。但是通
过一键下压与安全设备的组合使用，只要轻轻推动杆状
开关即可开始检查。

*需要光幕E4280、背面安全门E4282、PLC单元E4285

*仅限带有快速连接器制作的测试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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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基板的二维码*、自动读取检查数据。根据变化的
差异，可从丰富的资料库中自动读取、设定参数。

*二维码读码器需另配
*リーダは別途購入需要

可安装到通用PC上，在不影响生产线运行的情况下、就
能制作或分析数据。

在办公室制作数据 在现场进行调试、检查

最多可驱动16个安装于测试治具的印章。
FA1220-02 上最多可追加4个E4260。
每个E4260上最多可追加3个E4261。

以PLC单元为基础、开展了读取二维码、自动连接快
速连接器等提高生产效率的多种功能。

标准软件对应日文、英文、中文。100V-240V电源可
对应全世界的各种电源电压。可对应CE、中国RoHS、
WEEE等各种标准。

Retest

FAIL

由于测试治具和检查基板的接触不良判定为FAIL的情
况下，可再次下压改善接触。提高生产的良品率。

上升、
下压、
重新检查

* 需要光幕E4280、背面安全门E4282、PLC单元E4285

 高效利用时间生产力

工位歧管

至测试治具

空气管道
电磁阀

印章E4260敲章驱动单元
4工位歧管&
印章驱动电磁阀×1

E4261追加敲章驱动单元
印章驱动电磁阀×1

PLC单元 E4285

通过搭载PLC实现各种操作自动化

敲章驱动单元E4260、追加敲章驱动单元E4261

将判定结果标注在基板上

1220离线软件1137-05

不占用产线、就能制作数据

标准规格

以基板为单位的检查数据的自动读取

自动复测功能 E4284*

自动复测改善接触

标准规格

活跃于全世界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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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带上限的高压电路，可测量包括HV (High Voltage)
的齐纳电压、变阻器工作电压、1GΩ以内的绝缘阻抗
等。扩大了测试的可选择范围。

通过向MOS-FET和J-FET的栅极施加导通电压和截止
电压，测量漏极和源极之间的电压和电流。在激活状
态下、对FET动作的合格与否进行判定。

通过OFF电流以及ON电阻值判定是
否合格

通过OFF电流和测得的电流(IDSS)判定
是否合格

被检查电路 被检查电路

在元件两端无法下针的情况下，可通过多个元件的合
成阻抗来进行判定。通过宏测试吸收合格品基板的测
量值作为检查值。

用于两端没有下针空间的基板等 通过汇总测量多个元件的阻抗来进行判定

pin1 pin2

标配了如基于电解电容器极性检查的反装检出、利用
4端子测量mΩ级电阻等丰富检查功能。如果使用ATG
功能、就可利用多块良品基板自动生成检查数据。通
过宏测试以及元件吸收来生成测试步。

利用I2C总线，可将数据写入被测基板的贴装IC，进
行写入数据的验证、控制器的DIO输出。

针对不良检测的丰富的功能品质

* 需要扫描板E4203

电流

电压

齐纳二极管的检查图像

施加恒定
电流 

测量电压

标准规格

丰富的元器件检查

绝缘测量功能 E4210*

齐纳电压以及高电压绝缘检查

I2C检查单元 1960-10

I2C对应检查

标准规格

动态模式下检查半导体

标准规格

在测量探针少的情况下、也能进行元件检查

使用ROM刻录机在检查后，将程序写入闪存内置微
型电脑。ROM刻录机使用DTS Insight公司制造的产
品。

E4231在线烧录功能

在检查后写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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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EMC测试和安全性验证等品质评估，对应CE标
志。产品质保期为3年。

3年质保

标配了φ125mm的大型压缸。用以往1.5倍的理论推
力确保切实压牢。

大型测试治具可对应的最大基板尺寸为416 mm x 340 mm 

我们准备了用于测量部分的校正单元选件。通过定期
进行校正，做到可溯源的可靠检查。

产品通过抗扰性(电磁敏感性)和发射性(电磁兼容性)测
试，符合EMC标准EN61326-1 。产品设计可减少由电
线和辐射噪音所引起的问题。

以太网

I/O通信

电源线路

无线

EMC标准

EN61326

将离子风扇安装在检查区域的侧面，清除基板上的静
电。

 针对不良检测的丰富的功能品质

大型测试治具对应 E4262

416 mm

34
0 

m
m

标准品

390 mm

30
0 

m
m

可检查最大基板尺寸

校正单元1330
与FA1220-02的测量部分连接进行使用

* 需要光幕E4280、背面安全门E4282、PLC单元E4285

标准规格

确保能检查到位的下压压力。

大型测试治具对应 E4262

检测大型基板

标准规格

3年质保和CE标志

离子风扇 E4287

消除静电、安全检查

标准规格

降低噪音引起的问题

校正单元 1330

通过校正测量部分、确保检查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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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找探针时，通过语音播报探针编号。无需查看界面、
就可针对对象探针进行特定操作。

２、３、５、

１３、8９、…

读取碰触的探针编号

维护测试治具式非常有用，可用点标出探针坐标*。无
需带着打印的资料，在现场立刻能参照信息。
可切换正背面、正面视图、显示倍率等。FAIL时相关的
探针用红色显示。查找探针时，会放大显示那个点的探
针编号。

*HIOKI进行测试治具制作时，需要通过选件追加“点信息文件”。将检查数据文件和
“点信息文件”放在同一文件夹下，就能使用查看器功能。

测量数据可通过标配功能进行数据文件的导出。
如果使用选件打印机，则可在生产现场打印检查结
果。

　電子データのファイル出力例

UA1782 查错软件，用于分析的数据库查看器功能，是
对带有元件·探针检测功能的贴装基板进行分析的辅
助软件。不仅可以检测元件的贴装位置、基板上探针的
接触位置，还搭载了一键查找任意探针编号所关联的
元件位置的功能。在维修作业时、无需查看元件布局
图。并且还可查找探针之间(=焊盘之间)的邻接位置，
因此可用于桥接不良的测量。

网络检测结果

 针对不良检测的丰富的功能品质

E4243 打印单元 

打印单元 E4243

输出用于分析的数据

UA1782 查错软件

FAIL信息一键可视化

标准规格

探针编号语音播报功能

标准规格

FAIL时基板分析点查看器

在检查软件上可确认测量值的柱状图。
每一步最多可保存100次的测量值和判定数据。

标准

可确认质量趋势的统计功能

次数
模式　
基准值　
平均值　
测量次数　

测量值

基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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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与安装在测试治具的传感器联动，检测浮起、反向
插入、贴错、未安装等、进行报警输出。

为了防止事故发生、事先准备非常重要。FA1220-02 
配有紧急停止开关。如果追加残留气体排气单元，在
停电状态下、也能解除气缸锁定。

即使发生停电，控制主机的电脑和LCD电源也不会断
电，仍可正常关机。

*  FA1220-02 不搭载CD/ DVD驱动。使用驱动光盘FA1395时，请客户自行准备
CD/ DVD 驱动器。

每个产品出厂时都会创建恢复光盘，用作操作系统和
各个环境文件等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基板的测试程序中设置的ID、与测试治具的ID不一致
时，则不会下压。从而预防基板和测试治具不一致导
致的损坏事故。

手一旦误入下压过程中的测试治具，将引起重大事
故。光幕可以感知测试区的异物插入情况，停止下
压。

使用扁平线进行上下信号连接时、从背面安全门操作
会更安全。联锁装置可防止其他操作员进行下压操
作。

インターロック

紧急停止开关(标准) 残留气压排气单元E4270

守护“人”、守护“产品”、守护“产线”安全

使用光学传感器检查测试治具的定位销。确保测试治
具牢固连接。

定位销安装时测试光被
遮蔽

定位销安装时 定位销未安装时

定位销未安装时测试
光通过

测试治具安装确认 E4263(上侧)、测试治具安装确认 E4264(下侧)

测试治具安装确认功能

测试治具ID识别功能 E4266

预防测试治具误设置

后备电源 E4242

突然停电时

恢复光盘 FA1395

发生意外情况时的PC恢复操作*

残留气压排气单元 E4270

紧急情况对应

基板确认功能 E4265

确认基板是否正确安装

E4280 光幕

防止疏忽造成的事故

背面安全门 E4282

从背面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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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基板可能会发生热收缩，通过参考成品基板的探针位置信息、来实现稳定测量的方法是一直以来的常用手段。但近年
来，为了满足客户日益严苛的微型化和快速交付的需求，利用了Gerber数据或贴片数据(元件贴装信息)的电子数据式的生产
方式日益增加。HIOKI不仅将测试治具的制作电子化，还能提供可用于维修和测试治具维护的分析数据库。通过维修作业的
电子化，实现了无需再另外配备 元件配置图、探针配置等纸质资料。

确切的检查数据
  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调试，并设定合适允许范围、

等待时间和隔离点。
  使用与客户相同的主机进行调试，从而最大程度地

减少交付后的调试作业。

基板压力最小化设计
  下压时所造成的基板变形，不仅给线路板、还给贴

装元件带来压力。根据多年经验，我们为客户提供
了确保不变形的前提下、仍能稳定测试的良好体
验。

支持高密度基板
  使用高精度的钻孔机器，可对应1.27mm间距的布

针。确保小测试点的精确接触。

快速交货
  从试作到量产的启动时间越来越短，在这种情况

下、确保产品质量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尽早进行在
线测试。HIOKI不断进行制造工艺的完善合理化，
来满足客户快速交货需求。

 制作测试治具，需要以下资料：
   电路图、物料清单、生基板，贴装基板(多张)、零部件配置图、 

网络列表等

 制作测试治具，需要以下电子数据：
  Gerber数据、钻孔数据(274D,274X)
  贴片数据(CSV, excel 形式)
  物料清单(CSV, excel 形式)

测量和整体辅助测试治具

上下测试治具在一体化的状态下，就具备保存功能。
下测试治具具有支撑功能，因此无需保管的专用箱。

上下测试治具在一体化的状态下，就能装在本体上。
无需拆卸上下连接的线缆，减少工序步骤和工时。

探针
  充分考虑了前端形状、直径、压力、结构，使用最

合适的探针制作测试治具。

丰富的选件
 ・印章单元
   对基板进行敲章。除了水性油墨和油性油墨，还备有多种印面(主机需配备

E4260敲章驱动单元)。

 ・连接器有无、逆接检查
  利用开关探头确认连接器是否接错接反

 ・电容逆接检查
   利用特殊探头检查电解电容前端，查看是否接错接反

 ・计数功能、防静电设计等。

在订购测试治具时，请指定。

根据Gerber数据、贴片数据，制作分析数据库，简化维修工作

在订购测试治具时，请指定。

无需专门的箱子保管
在订购测试治具时，请指定。

无需拆卸线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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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
可检查基板

外形尺寸
详细情况可参照测试治具的规格
 标准 最大 390 (W) mm x 300 (D) mm
 搭载E4262时 最大 416 (W) mm x 340 (D) mm

厚度 0.8 mm 〜 2.0 mm
其他 根据测试治具的规格确定重量、形状、零部件搭载允许的范围

检查程序构成

检查点数 标准：0 针 (扫描板是选件)
最大：2048 针(以128 针为单位进行追加)*

组数据 256 组
总体 S/O数据 2048 针 *
宏数据 2048 针 * ／ 2048步(与针数无关)
元件数据 10,000 步
充电数据 40 组
探针接触数据 2048 针 *
IC数据 500 步(最大 2048 针／ 1 步)*
*各项目的有效针数上限、取决于产品所安装的扫描板的总针数。

检查项目・范围
总体 S/O检查* 4 Ω 〜 400 k Ω
宏检查 1 Ω 〜 约 10 M Ω(阻抗)

元件检查

电阻 400 μΩ 〜 40 M Ω
低阻抗 40 μΩ 〜 400 mΩ( 搭载E4203时)
电容 10 pF 〜 400 mF
电感 1 μ H 〜 1 H
阻抗 1 Ω 〜 10 M Ω
二极管VF 0 V 〜 25 V
齐纳二极管VZ 0 V 〜 25 V
数字晶体管 0 V 〜 25 V
MOSFET ON电阻 0 Ω 〜 1 k Ω
JFET 漏电流 -20 mA 〜 20 mA
光电耦合器 0 V 〜 25 V
直流电压 0 V 〜 25 V
直流恒压施加直流电流测量 100 nA 〜 100 mA
开路 4 Ω 〜 4 M Ω
短路 0.4 Ω 〜 400 k Ω
放电功能
电解电容器极性检查

IC检查 IC 反向插入 0 A 〜 500 μ A/ 0 V 〜 4 V
IC针之间S/O检查* 4 Ω 〜 400 Ω

高压绝缘测量
(需E4210、E4203)

高压齐纳二极管VZ 1 V 〜 100 V
高压测试 1mV 〜 200 V
绝缘测试 200 Ω 〜 1 G Ω
高压阻抗测试 400 m Ω 〜 1 G Ω

*S/O:短路开路

测量部分

検査信号

DC 额定电压 -200 mV 〜 10 V、4 档量程
DC 额定电流 200 nA 〜 20 mA、11 档量程 
 100 mA 〜 200 mA、2 档量程 (搭载E4203时)
AC 额定电压 检查组件时 0.1 V rms、1 档量程 
 检查阻抗时 0.2 V rms 〜 2.0 V rms
AC 频率 检查组件时 160 Hz 〜 160 kHz、4种模式 
 检查阻抗时 1.6 kHz 〜 160 kHz、2种模式
HV额定电压 1 V 〜 100 V(需 E4210、 E4203)
HV 额定电流 1 mA 〜 20 mA( 需E4210、 E4203)

测量部分

DC 电压计 800 μ V f.s. 〜 25V f.s.、8档量程
DC 电流计 100 nA f.s 〜 250 mA f.s、9 档量程
AC 电流计 10 μ A rms 〜 10 mA rms、4档量程
HV 电压计 25 mV f.s. 〜 250 V f.s.( 需E4210、 E4203)
HV 电流计 1.2 μ A f.s. 〜 120 mA f.s.( 需E4210、 E4203)

扫描部分

E4201 、E4202 使用ＳＷ 模拟开关
  通道数 128通道 / 1块
  输入保护 ± 15 V
E4203 使用ＳＷ 簧片继电器
  通道数 128通道 / 1块 
  输入保护 无

判定范围 -99.9% 〜 +999.9% 或绝对值
防护 5点/步

测量时间

总体S/O检查 约0.8 ms 〜/ 针
宏检查 约2.0 ms 〜/ 针
元件检查 约0.9 ms 〜 280 msec/ 步
充电检查 约3.0 ms 〜/ 组
探针接触检查 约1.0 ms 〜/ 针
IC 检查 约1.0 ms 〜/ 针
绝缘测量检查 20 ms 〜 100 ms 测量对象不同( 需E4210、E4203)

保护功能 HV 额定电流 电流限制功能(需E4210、E4203)
HV 额定电压 电压限制功能(需E4210、E4203)

机构部
压机部理论推力 6.1 kN(0.5 MPa 时)

敲章
可驱动印章数 最多16个

可驱动印章数所对
应的需要安装的选
件数

可驱动印章数 1 2 3 4 5 6 7 8

需要的选件数 E4260 1 2
E4261 0 1 2 3 3 4 5 6

可驱动印章数 9 10 11 12 13 14 15 16

需要的选件数 E4260 3 4
E4261 6 7 8 9 9 10 11 12

测量控制部分的构成
控制装置 单板计算机
搭载OS 实时操作系统
存储装置 SD卡(用于系统启动)
外部输入输出 Ethernet(LAN)100BASE ‐ TX×1(PC 连接专用)

本体控制部分构造
硬件 工业用计算机
搭载OS Windows10 Pro 64bit 日文 /英文(订购时指定)
存储设备 SSD64GB
操作 键盘和鼠标
显示 15寸显示器
打印机 选件 打印单元 E4243

外部输入输出 Ethernet(LAN)100BASE ‐TX×1(输出到设备外部需要另行协商)
USB2.0×1、USB1.0×2

安全
机器安全零部件 急停开关、安全光幕(搭载E4280时) 、背面安全门(搭载E4282时)
报警装置 蜂鸣器(搭载E4285时)

功能规格

数据制作功能 ATG功能(从良品基板自动吸收、保护点自动设置)、从良品基板吸收基
准值，游离电容吸收、残留阻抗吸收、指定组。

再检查功能 重试、极性变更重试、重测
自动检查时控制 FAIL停止、检查JUMP、检查HOLD

检查结果输出 自动检查结束时的检查结果以指定单位(各检查、组、步骤等)和指定的
内容(OFF/全部输出/FAIL输出)，输出至打印机或文本数据

数据输出 检查数据／统计数据／设定数据通过打印机或文本形式输出
自我检查 AD功能、DC功能、AC功能、扫描板、测试治具、电源启动时

统计功能
各探针、各检查、各组、整体不良率的汇总和图表的显示
工作时间：累计、小计两种
零件检查的柱状图显示

其他功能

FAIL导向图显示功能 在自动检查时将判定为FAIL的元件名称按照位置标注在导
向图上

MASKPIN设置功能 设置成【指定探针不进行检查】

剩余检查功能 指定步骤的零部件在未贴装时，设置的检查结果和其他检
查结果判定相反。

连续FAIL停止 在自动检查中连续出现FAIL的情况下，达到所设次数时停
止检查的功能

密码保护功能 通过设置密码、来限制可操作的作业内容
本公司机型检查数据 
文本文件保存/读取 检查数据保存在文本文件中/从文本文件读取功能

本公司机型1105数据读取 可将1105用检查数据转换为FA1220用检查数据并读取
检查数据切换功能(A、B数据) 读取2个检查数据，从中选择要使用的数据
条形码对应功能 通过条形码读取ID
测试治具ID检查功能 
(条形码相关功能) 确认检查数据ID与条形码ID是否一致

自动设置功能 
(条形码关联功能) 自动将检查数据替换成条形码读取值

应用通讯功能 PC与FA1220的通讯
外部I/O 控制功能 通过外部I/O，控制FA1220
综合PASS/FAIL 敲章 自动检查时，将检查结果PASS/ FAIL敲章 
FAIL时禁止压机上升 自动检查时，判定FAIL时，禁止压机自动上升
区域传感器检出判定显示清除功
能

自动检查结束时，区域传感器检测到自动检查结束时，将
清除综合判定结果

语音提示探针搜索功能 通过语音提示，搜索探针结果
点查看器功能 将测试治具的探针坐标在标注在图表上

一般规格
使用场所 室内使用、污染度2、高度上限2,000 m
使用温湿度范围 温度　23℃± 10℃、相对湿度75% rh 以下(未结露)
保存温湿度范围 温度　10℃〜43℃、相对湿度75% rh 以下(未结露)
环境 请避免在有粉尘、明显振动、腐蚀性气体等环境中使用
震动 避免在有强震动的场所中使用

使用标准 安全性：EN 61010-1 (仅适用于搭载E4280、E4282时)
EMC：EN 61326-1 (仅适用于搭载E4280、E4282时)

产品质保期 3年

电源 额定电源电压：AC 100 V〜240 V( 订购时指定)单相、50Hz/ 60Hz 
最大能耗：1 kVA

压缩空气
圧力 1次(供给)： 0.5 MPa 〜 1.0 MPa( 干燥空气)
 2次(设备内部)： 0.5MPa ± 0.1 Mpa
消耗量 150 L / min (ANR) 　※ 按照每分钟检查6张基板来计算

尺寸(突起物除外)  655 ± 20(W) mm x 705 ± 15(D) mm×1830 ± 20(H) mm
重量  310 ± 20 kg(搭载所有选件时)
油漆颜色 PANTONE CoolGray 1C

附件 产品说明书(含质保书)×1、测试线×1、应用程序光盘×1、 
定位销×4、 维保钥匙(用于开关维护门)×1

尺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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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件
1. 基本

-1. 扫描板 继电器电源 
E4241

工厂 
选件

扫描板 E4201 半导体开关规格、 128CH/1张。不能与其他型号的扫描板混合使用 - Yes

扫描板 E4202 半导体开关 无防护规格 128CH/1张。不能与其他型号的扫描板混合使用 - Yes

继电器电源 E4241 搭载2块以上基板，需要E4203 ← Yes

扫描板 E4203 干簧继电器规格、 128CH/1张。不能与其他型号的扫描板混合使用  需要 * Yes

*E4203 搭载2张以上时

-2. 连接 PLC单元
E4285

工厂 
选件

P.3 快速连接器 E4268 1024CH 需要 Yes

P.3 快速连接器 E4269 2048CH 需要 Yes

64通道扫描板排线 1152-04 通道扫描板排线64针。长度800 mm、扁平线缆 - No

-3. PIN-BOARD (测试治具) 工厂 
选件

P.9 测试治具 1160 对应CP探针 No

测试治具 CP1167 对应75mil探针。对应INGUN探针 No

2. 生产性 PLC 单元 
E4285

光幕 
E4280

背面安全门 
E4282

敲章驱动单元 
E4260

工厂 
选件

P.3 一键式下压 E4283 通过轻推杆状开关即可开始检查 需要 需要 需要 - Yes

P.4 PLC单元 E4285 ← - - - Yes

P.4 敲章驱动单元 E4260 4 工位歧管+印章驱动电磁阀×1，每台主机最多可搭载4台 - - - ← Yes

P.4 追加敲章驱动单元 E4261 印章驱动电磁阀×1 
每台E4260最多可搭载3台 - - - 需要 Yes

P.4 自动复测功能 E4284 自动上升再下压后重测 需要 需要 需要 - Yes

P.4 1220离线软件 1137-05 用主机以外的PC进行数据编辑 - - - - No

3. 品质 扫描板
E4203

工厂 
选件

P.5 I2C检查单元 1960-10
协议模拟器REX-USB61(Ratok System制造)、24V电源、另外需要MMCT特性线缆。有需要
定制的部分，请事先协商。 - Yes

P.5 在线烧录功能 E4231 对应EEPROM。HIOKI 指定ROM 烧录机：AF430(DTS Insinght制造)。如有需要定制的部分，
请事先协商。 - Yes

P.5 绝缘测试功能 E4210 预定2021 年1 月发售。需要扫描板 E4203 需要 Yes

P.6 离子风扇 E4267 消除基板表面的静电。Keyence制造 - Yes

P.6 大型测试治具对应 E4262 最大 400(W)×325(D) mm　可探测范围：400(W)×315(D) mm - Yes

P.6 测试校正单元 1330 校正测试单元 - No

P.7 打印机 E4243 用于打印检查结果 - Yes

记录纸(打印机用) 1197 放入10 巻、长度30 m - No

4. 安全 PLC 单元
E4285

工厂 
选件

P.8 残留气压排气功能 E4270 在停电时、排出空气，防止被锁。 - Yes

P.8 光幕 E4280 如果检测到测试区域的异物插入、停止下压 - Yes

P.8 基板确认功能 E4265 浮起・逆向插入・错贴・未安装、检出传感器最多可以对应3个。 需要 Yes

P.8 背面安全门 E4282 - Yes

P.8 测试治具安装确认功能 E4263 用于上测试治具 需要 Yes

P.8 测试治具安装确认功能 E4264 用于下测试治具 需要 Yes

P.8 测试治具ID识别功能 E4266 对照基板、测试治具和检查数据。需另行购买扫码器。 需要 Yes

P.8 后备电源 E4242 主机控制计算机、LCD 用(UPS) - Yes

P.8 恢复光盘* FA1395 将OS、各环境文件等恢复至出库时的状态 - No

* FA1220-02不附带CD/DVD驱动器。使用附件中的应用程序光盘，请客户自行准备外接的CD/DVD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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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制作，电气测试，
不良确认相结合的实装测试系统

使用基板设计数据制作测试程序
实现最短的测试时间和最小的测试成本
迅速地确认测试结果并保留数据

中文对应的操作员界面

FA1240-61 4端子高速测试机型

FA1240-63 结构紧凑机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