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S-10( フローはんだ付け装置用

DIPDIP TESTER　SERIESR　SERIES

波峰焊测试仪系列波峰焊测试仪系列

波峰焊锡槽管理标准、波峰焊锡槽管理标准、
Dip测试仪更新换代。Dip测试仪更新换代。
搭载了USB通信传输・炉温曲线测定功能、搭载了USB通信传输・炉温曲线测定功能、
使用专用软件判定结果可否・分析・管理标配的冷却装置、使用专用软件判定结果可否・分析・管理标配的冷却装置、
可以快速达到冷却效果可以快速达到冷却效果

PAT.P

DS-10　DS-10S NEW
    （波峰焊用）        （选择性波峰焊装置用）

简单快速地实现精度高的管理。
最新的选择性波峰焊测试仪也同时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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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10( 波峰焊测试用 ) DS-10S( 选择性波峰焊装置用 )选择性波峰焊装

DS-10 外形尺寸 DS-10S 外形尺寸

DS-10（波峰焊测试用）规格
測定仕様

测定项目 传感器 表示方式 测定范围 精度 合格否判定

预热温度 CA热电偶 LCD数显 50～300℃ ±1℃ PC软件

过锡温度 CA护套热电偶 LCD数显 0～300℃ ±1℃ PC软件

过锡时间（１次・２次） 电极（４处） LCD数显 0～10秒 ±0.2秒 PC软件

温度曲线 预热・过锡温度传感器 PC软件 0～300℃ ±1℃ －

装置规格
项目

冷接点补偿

耐热性能

显示部

ARIAL
储存数据

取样时间

外形尺寸・重量

电源

冷却装置规格

项目

外形尺寸・重量

电源（AC适配器）

DS-10S（选择性波峰焊测试用）规格
测定规格

测定项目 传感器 表示方法 测定范围 精度 合格否判定

预热温度 CA热电偶 LCD数显 50～300℃ ±1℃ PC软件

过锡温度 CA护套热电偶 LCD数显 0～300℃ ±1℃ PC软件

过锡时间 电极（４处） LCD数显 0～10秒 ±0.2秒 PC软件

温度曲线 预热・过锡温度传感器 PC软件 0～300℃ ±1℃ －
Ｘ，Ｙ軸移動速度 电极（４处） LCD数显 0-20mm/sec － PC软件

过锡尺寸X,Y 电极（４处） LCD数显 － － PC软件

装置仕様

項目

冷接点补偿

耐热性能

显示部

外部连接

储存数据

取样时间

外形尺寸・重量

电源

50ms（固定）

宽140mm×长214mm×高48.6mm・重量820g
単4干电池 2本（镍氢充电电池也可使用）

规格

白金测温电阻补偿

150℃  5min
LCD

USB（miniBコ）

1個

50ms（固定）

宽140mm×长214mm×高48.6mm・重量820g
単4干电池 2本（镍氢充电电池也可使用）

规格

宽70mm×長240mm×高85mm・重量670g
AC100～240V  DC24V

规格

白金测温电阻补偿

150℃  5min
LCD

USB（miniBコ）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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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峰焊测试仪DS-10是波峰焊测试仪DS-10是
只需将测试仪放在波峰焊轨道上只需将测试仪放在波峰焊轨道上
　　　　　　　　就可以测定出波峰焊管理所需要的信息　　　　　　　　就可以测定出波峰焊管理所需要的信息
●通过软件读取数据就可以判定测定结果是否达到标准并进行管理。通过软件读取数据就可以判定测定结果是否达到标准并进行管理。
●搭载了炉温曲线测定功能，在原有测定管理项目的基准之上，通过预热和过锡温度传感器，搭载了炉温曲线测定功能，在原有测定管理项目的基准之上，通过预热和过锡温度传感器，
    以50ms的取样时间可以显示出温度曲线。    以50ms的取样时间可以显示出温度曲线。　 　 
●选配件中的耐高温外壳可以对应特殊的高温氮气炉。选配件中的耐高温外壳可以对应特殊的高温氮气炉。
●选用了新的过锡时间传感器做到了更加准确。选用了新的过锡时间传感器做到了更加准确。
●专用的软件可以判定 OK・ NG 以及各种数据分析。
   程序解析项目 ： 最高温度、 超温时间、 预热时间等 ( 近日予定）
●冷却装置标配。冷却装置标配。

波峰焊测试仪测试仪 DS-10S波峰焊测试仪测试仪 DS-10S
                                （选择性波峰焊测定装置）是                                （选择性波峰焊测定装置）是

For  Flow Soldering For  Selective Soldering

高效率的一次性管理过锡温度・ 温度上升状态・ 过锡时间以及移动速度。
●过锡温度传感器过锡温度传感器
　由于选用的热容量比较小的传感器故过锡温度，装置环境的状态温度都可以正确的测定出来由于选用的热容量比较小的传感器故过锡温度，装置环境的状态温度都可以正确的测定出来
●过锡时间传感器过锡时间传感器
        导通感知测定过锡时间导通感知测定过锡时间
●预热温度传感器预热温度传感器
　预热基板内藏的温度传感器可以测试最高温度从而做到设备状态的日常管理　预热基板内藏的温度传感器可以测试最高温度从而做到设备状态的日常管理
●移动速度的测定移动速度的测定
　通过 2 点过锡传感器的移动时间来确认移动速度　通过 2 点过锡传感器的移动时间来确认移动速度
●波峰尺寸波峰尺寸
　通过过锡传感器扫描 X Y 轴移动轨迹可以计算出锡波的尺寸　通过过锡传感器扫描 X Y 轴移动轨迹可以计算出锡波的尺寸
●炉温曲线测定炉温曲线测定
　过锡温度传感器，基板温度传感器的炉温曲线测定过锡温度传感器，基板温度传感器的炉温曲线测定
●专用的软件可以判定 OK・ NG 以及各种数据分析。专用的软件可以判定 OK・ NG 以及各种数据分析。
　程序解析项目 ： 最高温度、 超温时间、 预热时间等 ( 近日予定）程序解析项目 ： 最高温度、 超温时间、 预热时间等 ( 近日予定）

软件表示例

※DS-10 使用时为了防止传感器污染、请关闭助焊剂喷撒。

软件表示例
预热温度、过锡时间 （1 次・ 2 次・ 合计）、 过锡温度 （1 次・ 2 次） 等项目、预热温度、过锡时间 （1 次・ 2 次・ 合计）、 过锡温度 （1 次・ 2 次） 等项目、
专用软件来分析 ・ 管理测试数据。 （近日予定）专用软件来分析 ・ 管理测试数据。 （近日予定）

预热温度、过锡时间、 过锡温度、X-Y 速度、波峰尺寸等测定项目预热温度、过锡时间、 过锡温度、X-Y 速度、波峰尺寸等测定项目
专用软件来分析 ・ 管理测试数据。 （近日予定）专用软件来分析 ・ 管理测试数据。 （近日予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