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V01/MV02 
手動抽真空設計操作簡易
最大效率減少多孔性樣品之氣泡
可調式鑲埋液吸入設計，最大化腔體使用率
 高強度透明壓克力觀測視窗
適用於IC、電阻、PCB板等不耐高溫、不耐高壓、易碎裂之樣品

PRESIDON-MV  系列
真空冷埋成型機



機台介紹&特色

直覺式操作介面
類比式壓力錶精準顯示真空度之數值，
切換開關操作簡易明瞭，緊急停止按紐，
確保機台操作之安全性。

可調式-鑲埋液吸入設計
使用者可自由調整鑲埋液之灌注速度與
位置，確保最大化真空室使用率。

最大效率減少樣品周圍之氣泡
抽真空時，壓力會變小，氣泡會膨脹上
浮，當恢復常壓時，氣泡會因內外壓力
不同而破掉，最大效率減少樣品周圍之
氣泡。

多孔性樣品之包埋
最大效率減少多孔性樣品之氣泡，改善
樹酯對樣品孔隙之填充及增加樣品邊緣
之包覆性。

最佳化邊緣之包覆性
使樣品於真空狀態下填充樹脂，可大幅
減少樣品周圍之氣泡，樹脂可輕易流過，
不受空氣阻擋，易碎裂樣品可獲得良好
邊緣包覆。

超大腔體與多視窗設計(MV01)
上下結合式金屬腔體設計，搭配多個觀
察視窗，在兼顧穩固與作業效率的同時，
也滿足清潔與使用的方便性。

高透明腔體設計(MV02)
滿足使用者全視角觀察，與精準注入鑲
埋液體之需求，節省耗材成本與提升作
業效率。

型號:MV01 型號:MV02

應用範圍: 被動元件廠、矽晶圓廠、IC廠等電子產業
適用工件: IC、電阻、PCB板等不耐高溫、不耐高壓、易碎裂之樣品



金相前處理專用工作桌(選購)

型號 TF01 TF02

尺寸(長*寬*高) 1000*800*700 mm 1200*1000*700 mm

照片

(mm)

12001000

700

1000800

700



機台規格

型號 MV01 MV02

最大真空度

-600 mm-Hg
(-0.799  bar/-79.993 kpa/

-11.602 psi)

-500 mm-Hg
(-0.666  bar/-66.661 kpa/

-9.668 psi)
可客製區間 -350~-600 mm-Hg

泵浦馬力 (W) 300 180

泵浦尺寸WxDxH (mm) 170x320x210 155x235x210

泵浦重量 (kg) 9 7

泵浦流量 (L/min) 86 50

真空室尺寸 (mm) 300x330x300 Ø180x160

洩壓方式 開關控制

機台尺寸WxDxH (mm) 540x550x560 390x400x410

機台重量 (kg) 45 20

電源 AC 110/220V 1Ø 

配件
MV010212 矽膠發泡條 2條、高流速環
氧樹脂組(環氧樹脂950ml、硬化劑
350ml、攪拌包)、真空泵浦

HM090190 O型環 2條、壓克力罩1個、
高流速環氧樹脂組(環氧樹脂950ml、
硬化劑350ml、攪拌包)、真空泵浦

MV01 (單位:mm) MV02 (單位:mm)



特殊模具(選購)

P20Z00505 方形鑲埋治具(30x50mm)
適用MV01A及MV02A

P20Z00501 方形鑲埋治具A型(78x130mm)
適用MV01A

P20Z00502 方形鑲埋治具B型(110x130mm)
適用MV01A

P20Z00503 方形鑲埋治具C型(66x93mm)
適用MV01A

耗材

料號
矽膠模具(高透亮版)
底部和周圍都是透明亮面

包裝(個/包)

S10A011-1
適用於直徑25mm
高度25mm (容量約12ml) 10 

S10A021-1
適用於直徑32mm
高度25mm (容量約20ml) 10 

S10A031-1
適用於直徑40mm
高度25mm (容量約30ml) 10 

S10A041-1
適用於直徑50mm
高度25mm (容量約45ml) 10



耗材

料號 透明壓克力模具(無底) 包裝(個/包)

S16025-1 直徑25mm，高度20mm (容量約7ml) 10 

S16030-1 直徑30mm，高度20mm (容量約10ml) 10 

S16040-1 直徑40mm，高度20mm (容量約20ml) 10 

S16050-1 直徑50mm，高度20mm (容量約33ml) 10

料號 透明壓克力模具(有底) 包裝(個/包)
S16025A02-1 直徑25.4mm，高度23mm (容量約11ml) 50

S16032A02-1 直徑31.75mm，高度23mm (容量約18ml) 50 

料號 樣品夾具 包裝(個/盒)

S17003
不銹鋼圓形樣品夾具
適用於各種金屬樣品夾持
外觀尺寸Ø 10 x 7 H (mm)

100

S17004
塑膠圓型樣品夾具
適用於各式非金屬樣品夾持
外觀尺寸Ø 7 x 6 H (mm)

100

S0805A-1
正方形PCB專用成型模具
外觀尺寸20 L x 20 W x 20 H (mm)
內部空間16 L x 2 or 3 W (mm)

100

S0806A-1
外圓內方PCB專用方型模具
外觀尺寸30 L x 30 W x 20 H (mm)
內部空間16 L x 2 or 3 W (mm)

100

S0807A-1
長方形PCB專用成型模具
外觀尺寸25 L x 10 W x 20 H (mm)
內部空間20 L x 2 W (mm)

100

S17006
塑膠三腳樣品夾具(黑色)
適用各種非金屬樣品夾持

100

S17007
塑膠三腳樣品夾具(透明)
適用各種非金屬樣品夾持

100

料號
高流速環氧樹脂組-固化時不發熱 (室溫下約24小時固化)
適搭不耐熱材 如: IC、塑膠等

S0303A02 環氧樹脂950ml+硬化劑350ml

S0303A-2 環氧樹脂950ml+硬化劑350ml+攪拌包



NO. CB1-BM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