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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漢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外觀圖

料號                      :

禁銷美國,FMP,G.P,FSP350-60EVF,IPC,FLEX,無毒料,無鉛PCB,無鉛制程
,350W,W/CASE,2
BALL,WO/NK,W/IO,WO/O,WO/SS,FSP,W/PFC(A),2L2S,OEM,FULL
RANGE,+HLI,RAZ02

9YA3500700

4版次 :

OAD08011391文件編號 :

03附件版本 :

RAZ02研發部門 :

erinhuang/黃淑芳作者 :

FSP350-60EVFModel No/Type :

N機密 :

2011/1/13-18:17:1發行日期 :

備註 :

修改線材顏色(+12V1&+12V2)與大標標示相符.升版理由 :

姓名單位 姓名 單位姓名單位

安規1 產品工程1 winnie陳婉立 機構工程 angus樂家龍faye蕭許卉

主管 Tj莊同榮

台灣 桃園市建國東路22 號
No. 22, Jianguo E. Rd., Taoyuan City, Taiwan, R.O.C.
TEL：+886-3-375-9888    FAX：+886-3-375-6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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