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 RU / B
油潤滑迴轉葉⽚式真空泵浦

探索產品系列的所有優勢 RRU

可靠結構堅固耐⽤，久經驗證的迴轉葉⽚技術，專⽤防化學腐蝕油，電磁相容性符合指令 //EU 的規定，通過了 UL - 和 EN- 認證

性能卓越專為分析和科學應⽤⽽設計，變速驅動

安靜運⾏最先進的聲學設計，低噪⾳和振動⽔準，適合安裝在⼯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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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U / B
油潤滑迴轉葉⽚式真空泵浦

尺⼨圖 抽氣速率
°C下的空氣。誤差範圍：± %

以下技術值是指ISO  Hz
R RU  B R RU  B

抽氣速率 (m³/h)  m/h  m/h
抽氣速率 (l/min)  l/min  l/min
 mbar 時的抽氣速率 (m³/h)  m/h  m/h
 mbar 時的抽氣速率 (l/min)  l/min  l/min
極限壓⼒ < . hPa (mbar) < . hPa (mbar)
⾺達額定功率 . kW . kW
額定電壓 ‒ ± % V ‒ ± % V
環境溫度 ‒ °C ‒ °C
 mbar 和  min#¹ 時的噪⾳級 (ISO)  dB(A)  dB(A)
注油量 . l . l
約計重量  kg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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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U / B
油潤滑迴轉葉⽚式真空泵浦

R RU  B R RU  B
尺⼨（L x W x H）  x  x  mm  x  x  mm
排氣⼝ DN  KF DN  KF
進氣⼝ DN  KF DN  KF
安全 IEC / UL / EN - / NRTL 標誌 IEC / UL / EN - / NRTL 標誌
免責 EN - 表 ，EN -- EN - 表 ，EN --
防護等級 IP IP
排放 EN -- A 類、EN -- CISPR  A 類、CFR  FCC 第  部分 A 類、EN、EN -

EN -- A 類、EN -- CISPR  A 類、CFR  FCC 第  部分 A 類、EN、EN -
以下技術值是指ISO  Hz

R RU  B R RU  B
抽氣速率 (m³/h)  m/h  m/h
抽氣速率 (l/min)  l/min  l/min
 mbar 時的抽氣速率 (m³/h)  m/h  m/h
 mbar 時的抽氣速率 (l/min)  l/min  l/min
極限壓⼒ < . hPa (mbar) < . hPa (mbar)
⾺達額定功率 . kW . kW
額定電壓 ‒ ± % V ‒ ± % V
環境溫度 ‒ °C ‒ °C
 mbar 和  min#¹ 時的噪⾳級 (ISO)  dB(A)  dB(A)
注油量 . l . l
約計重量  kg  kg
尺⼨（L x W x H）  x  x  mm  x  x  mm
排氣⼝ DN  KF DN  KF
進氣⼝ DN  KF DN  KF
安全 IEC / UL / EN - / NRTL 標誌 IEC / UL / EN - / NRTL 標誌
免責 EN - 表 ，EN -- EN - 表 ，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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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RU / B
油潤滑迴轉葉⽚式真空泵浦

R RU  B R RU  B
防護等級 IP IP
排放 EN -- A 類、EN -- CISPR  A 類、CFR  FCC 第  部分 A 類、EN、EN -

EN -- A 類、EN -- CISPR  A 類、CFR  FCC 第  部分 A 類、EN、EN -

您想了解更多嗎
請聯絡我們！info@busch.com.tw 或 + ()    聯絡表 ⽴即致電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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