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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8600-100

FC9000-140

FC9000-160

FC9000-75

规格

项目 FC9000-75 FC9000-100 FC9000-130 FC9000-160

軟體解析度
0.005 mm解析度

英數字5mm（隨字型和材料類型不同)最小字尺寸

最大 5.88 N (600 公克) 分 48 段最大刀壓(切割厚度可達0.7mm灰紙板)
最大 39.2 m/s 2 (4 G) 分 8 段加速度(扭力)準度與拖拉材料力量
1485 mm/s （呈45 º角方向)最大切割速度

4個3個2個
1750 mm1496 mm1191 mm886 mm最大自動横切刀寬幅
1850 mm1529 mm1224 mm920 mm

24kg20kg16kg12kg

最大
50 mm最小

可安装材料尺寸

1626 mm x 50 m1372 mm x 50 m1067 mm x 50 m762 mm x 50 m最大切割面積 (寬x長)

可裝捲料重量

*1

數位似服馬達驅動馬達
滾筒式(一體成型驅動軸4G扭力)型式
32-bit CPUCPU

壓紙輪數

VCCI Class A，FCC Class A，CE認證EMC規格
PSE，UL/cUL,CE認證安全規格認證

Windows 8.1 (8.1 / Pro / Enterprise)
Windows 8 (8 / Pro / Enterprise)
Windows 7 (Ultimate / Enterprise / Professiona / Home Premium)
Windows Vista (Ultimate / Enterprise / Business / Home Premium / Home Basic)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 Home Edition)
Macintosh OS 10.5.8 to 10.9

支援作業系统 *4

 70 kg (含脚架) 64 kg (含脚架) 56 kg (含脚架) 49 kg (含脚架)重量
 2224 x 1151 x 1232 mm 1970 x 1151 x 1232 mm 1665 x 1151 x 1232 mm 1360 x 1151 x 1232 mm外部尺寸(W x H x D)

温度：16℃ 至 32℃；濕度：35 % 至 70 % RH保證精度環境
温度：10℃ 至 35℃；濕度：35 % 至 75 % RH工作操作環境
最大 160 VA電力消耗
100 至 240 V AC，50/60 Hz電源

尋邊對位割完拿離開放回再割同一位置紅外線對位切割

LCD (3英寸)10種語言、包含中文介面顯示器
同時支援世新、神雕、CASMATE、FLEXISIGN、大哥大、專藝、CorelDraw、Illustrator等軟體軟體支援
GP-GL / HP-GL TM  控制語言
2 MB記憶體
隨身碟，USB2.0 (Full speed), RS-232C(工業用通訊，長距離不受干擾), and Ethernet (10BASE-T/100BASE-TX)連接口

完成後自動尾刀横切裁刀
有打孔功能

卡典、輸出PVC、道路工程用第五型第六型材料(蜂巢狀)
0.7mm以下紙板
噴砂用材料0.15~0.7mm

適用材料種類 *3
鋼頭1 mm直径, CP001壓痕工具
水性纖維筆、油性鋼珠筆筆的種類
鎢鋼 (0.9 mm or 1.5 mm 直径)刀片種類
標準為一個 (刀或筆或壓痕工具); 選配2個工具 (刀和筆服裝用)可同時安装的筆刀數量

0.1 mm 至 2 m 以最大質重覆精度 *2
0.1 mm或0.1 % 以最大質距離精度 *2
GP-GL: 0.1 / 0.05 / 0.025 / 0.01 mm, HP-GL TM : 0.025 mm

一組壓紙輪OPH-A47

OPH-A43

OPH-A44

追加壓紙輪
壓痕器，紙盒壓摺線用CP001壓痕器
第二組筆ECK0013第二組筆

適用於FC9000-140

適用於FC9000-160

自動收紙裝置
描述说明型号项目

選配

1.5mm 直徑刀片 角度. 30ºCB15U-K30-5

CB15U-5

刀片
0.9mm直徑刀片CB09UB-5

用於直径1.5mm的刀片 (CB15U 系列)PHP35-CB15-HS
用於直径0.9mm的刀片 (CB09U 系列)PHP35-CB09-HS
用於直径1.5mm的刀片 (CB15U 系列)PHP33-CB15N-HS
用於直径0.9mm的刀片 (CB09U 系列)PHP33-CB09N-HS刀座

藍色筆KF700-BL
红色筆KF700-RD
黑色筆KF700-BK水性纖维筆
用於 KF700 系列PHP31-FIBER纖维筆殼

耐久型CT02U

1.5mm 直徑刀片 角度. 45
º

5 片/包

5 片/包

1 套/包
1 套/包
1 套/包
1 套/包

10 支/盒
10 支/盒
10 支/盒

直徑1mmCB001壓線工具
黑色筆KB700-BK油性鋼珠筆
用於 KB700 系列PHP34-BALL油性鋼珠筆殼

1 套/包
10 支/盒
1 套/包

1 套/包

1 片/包

5 片/包

横切刀

描述说明 包装型号项目

耗材

 
 

裝紙蓬布

滾筒式鐵桿（安裝在脚架上）1置料架
原廠腳架1脚架
KF700-BK (黑墨水)1
PHP31-FIBER for KF700 系列 纖維筆

简易和安全使用手册

使用手册, Windows驅動程式, 外掛軟體

USB 線, 2.9m 長
 
 
 

1

2

1

1

Rs232 線, 標準5m 長1

1

CB09UB, 0.9mm 直徑鎢鋼刀片1
CB09 系列切割刀片的PHP33-CB09N-HS1
電線1电源线

刀架
刀片
纖維筆殼
水性纖維筆

使用手册

USB 線

RS232 線

DVD-ROM

描述说明數量项目
标准附件

EP331403_AD Vol.2

總公司：台北市復興南路一段390號5樓之3
電話：(02)2708-1730
傳真：(02)2703-1561

北部地區 : 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二段190號3樓
電話 : (02)8665-9813 
傳真:(02)8665-9814

中部地區 : 台中市西屯區工業一路6巷12號1樓 
電話:(04)2359-3552 
傳真:(04)2358-2558 

南部地區 : 高雄市岡山區本工六路17號
電話:(07)622-9700 
傳真(07)622-9703 (07)622-9773 

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總代理

最有效率與最多應用的滾筒式切割機

WWW.SANLIEN.COM

軟體
支援Illustrator與CorelDraw
支援PC與MAC作業系統
控制刀壓、速度等切割條件

通訊介面(自動切換)
Rs232長距離，USB 2.0，隨身碟
網路RJ45(10 Base與100 Base)

最強大尋邊對位
更大使用率
生產用無需透過電腦
支援金銀龍材料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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