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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LABEL

Note注解：
1. Put Housing in a PE bag, PE bag gauge for: 375 * 270 * 0.75 mm, 1 pack 1000 PCS
  将 Housing放入PE袋内，PE袋规为:375*270*0.75mm,1包1000PCS
2. Put PE bag packed products in specifications of 440 * 295 * 415 mm cartons, Packing detail 
   see the table below
  将装好产品的PE袋放入规格为440*295*415mm的纸箱内，详细包装见下表
3. Label depends on customer request, carton opening joint with transparent tape
  标签依客户要求而定，纸箱开口处用透明胶带贴合.

胶带ADHESIVE TAPE

CARTON
PCS

1000 12 12K

PE袋

Lable标签

2014/12/02sylvia

5050WV-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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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0.35

.XX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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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50WR-XXB-XXXX
5050WR-XXBF-XXXX

滕 敏 B A-1852019/12/31

5.08mm Connectors 90° Package

包装说明：

步骤1 : 将检验好的良品方向一致并整齐摆放入吸塑盘 
内,每格装5PCS,一盘装200PCS
吸塑盘规格: 380*280*20mm
步骤2 : 15盘叠起来为1扎，最顶层再放1PCS空盘当作
上盖，然后用PE膜扎住。

步骤3 : 一纸箱放1扎,3000PCS为一箱，然后用透明胶
带封箱，贴上外箱标签。

纸箱规格:450*295*230 mm
纸箱材质: K=K, 纸箱厚度:6~7mm
注：不满箱时，需以填充物填充，不可有晃动

450mm
295mm

23
0

m
m

外箱标签

胶带

比例 5 :1

滕 敏 贲能桂变更包装数量EN20191231002B201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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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

280

38
0

包装说明:
步骤1：将检验好的5050WR-XXS-XXXX良品整齐摆放入

吸塑盒内。

步骤2：15盘叠起来为1扎,最顶层再放1PCS空吸塑盘当上盖用，

然后用PE膜缠绕扎住。

步骤3：一纸箱放1扎，共15盘，然后用透明胶带封箱。纸箱规格：
45.5*28.5*22.5cm
备注：

1.产品不可少数，多数，产品方向各横竖需一致。

2.内外包装均需有数量标签，尾包装需用不影响品质之物品填充并

注明尾数。

A

局部放大图A

步骤3

PE  膜

步骤2

标签

透明胶带

料号 盘/PCS 箱/盘 箱/PCS

5050WR-04S-XXXX 200 15 3000

2018/11/15 B EN20181115002 依实际出货包装改图 Joshua Smark

2014/12/02sylviaGuoSmark

5050WR-04S-XXXX

5.08mm  WAFER  Pac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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