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塔洛斯
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 备注 / 尺寸

系统尺寸(宽 x 长 x 高) 1,140 mm x 1,740 mm x 1,930 mm (44.8" x 68.5" x 76")

系统重量 680公斤(1,500磅) 最大地面载荷:200公斤(440磅)脚轮 // 重量，含板箱:950公斤(2,100磅)

设施要求-电力 欧盟:230 V / 13 A / 50 Hz单相(CEE 7/7)* 
美国:分选机120 V / 13 A / 60 Hz (Nema 5-15) 
冷却器120 V / 11 A / 60 Hz (Nema 5-15)

*包含电缆–如果需要不同的插头，请联系宜世摩半导体团队
分选机在美国或欧盟电源环境下工作，无需更换任何设置–但不适用于选配的冷却器
欧盟版无外部电源–美国版选配第二电源

设施要求-气动 压缩空气:(CDA)干净、干燥、无油的空气
最小 6 bar (87 PSI)·最大损耗:  
热试验操作 40 Nl/min  
冷试验操作 170 Nl/min, 包含舱室清扫

热试验40 Nl/min
冷试验50 Nl/min,包含电动冷却器
冷试验80 Nl/min包含LN2换热器 (根据性能要求在50至80 Nl/分钟之间) 
90 Nl/min舱室吹扫(只用于冷测试)

设施要求-真空 200 mbar (3 PSI)(绝对值) * * 只适用于无真空机的塔洛斯–如果加装了真空机，则无需外置真空设备

设施要求-液氮 1.5 bar (22 PSI)至3 bar (44 PSI)
常态消耗(稳态):3升/小时 
消耗峰值:8.5升/小时

只适用于选配液氮换热器
如果液氮所需支承压力超过3 bar (44 PSI),请事先联系宜世摩半导体团队

运输材料 从最小2.5 mm x 2.5 mm x 0.5 mm  
至最大70 mm x 70 mm x 10 mm

1 mm x 1mm x 0.4 mm(适用于视觉校准选配)

输入/输出界面 8个标准托盘(低位/高位JEDEC托盘)选配8个料管装
载/卸载,设备料管最长:17 mm,选配输入/输出/箱配置

最大料管尺寸:21 mm x 12 mm x 530 mm(宽 x 高 x 长)
料管尺寸大于460 mm,需要一个特殊的前门

人/机界面(HMI) 15.6"宜世摩定制HMI多触点面板

测试机界面 选配RS232 · TCPIP · GPIB

x/y/z/theta处理系统 4轴门框加额外接触z轴，带热敏头

分选机并行性 单/双site接触(测试) 在特殊情况下，可选配更高并行性–详细情况请联系宜世摩半导体团队。

最大永久触力z1"运输轴" 115 N (12 kgf)

最大永久触力z2"温度轴" 450 N (46 kgf) 根据需求可达800 N (82 kgf)(选配)

索引时间(包括预定位) 10秒 不包含改变温度或浸泡时间 
对于厚度小或等于1.5 mm的设备通常浸泡时间为5至10秒

热性能，最低柱塞温度 搭配电动冷却器达-56 °C
搭配双电动冷却器达-68 °C
搭配液氮热交换器达-72 °C

类型：接合点温度-40 °C,带电动冷却器选项 // -50 °C,带双电冷却器选项 
-55 °C,带液氮(LN2)热交换器选项 
可选的活塞式微腔温度还能再低5 °C,可达-60 °C 
冷却气流：50l/min单电流,70 l/min双电流,80 l/min液氮(LN2)

热性能，最高柱塞温度 +190 °C 选配热柱塞微型舱体可使接面温度高达+175 °C

热性能稳定性 长时间测试(散热器)±0.5 °C 接面温度精度取决于校准和设置 (最佳校准稳定性=精度)

最大噪声级 < 65 dB

基本标准 CE

其他功能 请参考选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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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12 x 25 mm滴水盘

技术规格 备注 / 尺寸

托盘装载选项

装载 JEDEC标准托盘 按要求提供JEDEC高规格托盘

重量 7.3公斤(16磅)

尺寸 677 mm x 710 mm x 12 mm

故障率(卡料) 
(围环境/热/冷)

每8小时出现1个错误，甚至更少 每八(8)小时最多一次(1)故障 
(宜世摩半导体内部QA合格标准)

料管装载选项

重量 负载:5.3公斤(11.7磅)·空载:4.6公斤(10.1磅)

兼容性 兼容磁带装载+双托盘板选项

容量 最多8个输入料管·最多8个输出料管·自由输入/输出/箱配置

搬运材料(mm) 最大料管尺寸21 mm x 12 mm x 530 mm (宽 x 高 x 长) 
设备料管最长:17 mm·支撑金属+塑料管(需要于管/特
定的设备管装载机/卸料机转换套件)

对于超过460 mm尺寸的所有料管，需要一个特殊的前门

故障率(卡料) 
(围环境/热/冷)

每8小时出现1个错误，甚至更少 每八(8)小时最多一次(1)故障
(宜世摩半导体内部QA合格标准)

带式装载选项

兼容性 兼容托盘卸载+带式装载选项

带宽度 每个带宽度需要一个特定的进料器模块:带式模块可用于 
8 mm, 12 mm, 16 mm, 32 mm带宽

带快速解锁,无需工具可更换

故障率(卡料) 
(围环境/热/冷)

每8小时出现1个错误，甚至更少 每八(8)小时最多一次(1)故障
(宜世摩半导体内部QA合格标准)

侧突出 300 mm不包含卷筒

视觉校准选项

兼容性 兼容带装载+托盘/芯片包装 装载/卸载选项 需要特定的托盘板

设备尺寸 1 mm x 1 mm x 0.4 mm to 5 mm x 5 mm

封装种类 不含铅的设备无需校准/修改的 含铅的设备需要定制视觉校准

故障率(卡料) 
(围环境/热/冷)

1.5 mm x 1.5 mm to 5 mm x 5 mm: 
每8小时出现1个错误，甚至更少 
1 mm x 1 mm to < 1.5 mm x 1.5 mm: 
每1小时出现1个错误，甚至更少

每八(8)小时或一(1)小时最多一次(1)故障
(宜世摩半导体内部QA合格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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