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標測徑器
A1001( 台製 )--------480 元
A1001-1( 日製 )------- 電洽
1.游標尺：

螺旋測微器
A1002-------------680 元
A1002-1( 日製 )----3500 元
1.測量範圍：0～25mm，最小讀數0.01mm

球徑計 ( 刻度盤式 )
A1003-------7500 元

(a) 測量範圍：-20～+20mm
(b) 最小讀數：0.01mm  
(c) 可調式三角尖
(d) 附平面玻璃板一個  
(e) 附待測玻璃 *2、木製保存箱 

基本測量
A1006----------1250 元
1. 游標尺：精度 0.05mm，範圍 150mm
2. 螺旋測微器：精度 0.01mm，範圍 25mm
3. 待測物：金屬小圓筒 *1

4. 待測物：圓鐵片 *1

球徑計 ( 測頭式 )
A1004----------8500 元
(a) 測量範圍：-12.5～+12.5mm
(b) 最小讀數：0.01mm
(c) 可調式三角尖
(d) 附平面玻璃板一個

(e) 附待測玻璃 *2、木製保存箱

攜帶式測距儀
PGM70---------8800 元
可作距離、面積、體積、
高度、寬度等測量
1. 採用高精密雷射測量
2.測量範圍/單位:0.05～70.00M/1mm
3. 精確度 :±1.5mm
4. 尺寸 :58*100*32mm

電子游標尺
A1001-2( 台製 )-----1000 元
A1001-3( 日製 )----- 電洽
1. 測量範圍：0～150mm
2. 最小讀數：0.01

手持計數器
A1010--------300 元
1.手持式方便攜帶，不銹鋼製
2.採用4位數設計0000～9999

數字式水平角度傾斜儀
A1011---------3550 元
可作為量角器、傾角儀和水準尺
1. 測量範圍 /精度：0～360ﾟ±0.2 ﾟ
2. 採用 LCD 數字顯示幕

防水型電子碼錶
IH1038----------1500 元
1. 具 30 米防水，有時分秒及日期顯示

鬧鈴功能
2. 計時單位：1/100 秒。

3. 最大計時單位 23 時 59 分 59 秒。

機械式停錶
IH1039-----1800 元
1. 金屬外殼，計時

0-15 分 /30 分
2. 最小計時單位 :

1/10秒,1/5秒

記憶型電子碼錶
IH1083----------700 元
可顯示分段計時、分別計時、連續計
時，並可從記憶中讀出前 10 個分段計
時及分別計時。
1.測量時間：9h59m59.99s。

2.計時單位：1/100秒。

電子碼錶
IH1037-------180 元
1. 塑膠外殼。
2.最小讀值0.01秒。

物理米尺
IH1026----------270 元
※ 高級木製，製作精美，英制 / 公制

兩用，適合各式實驗使用。

塑膠卡尺
IH1027----------45 元
※ 高品質卡尺，可測內徑、外徑及深

度最適合全班學生實習用。

光電 / 閃頻轉速計
LT-2259-----14500 元
1.光電範圍:5～99999RPM
2. 閃頻範圍 (三段 ):

100.0～1000FPM/RPM
1000～10000FPM/RPM
10000～99999FPM/RPM

3. 採用高精密 LED±1%
4. 可記錄測量最大最小及最

後值

電子扭力板手
LT-883----20000 元
1. 範圍 :50～1000kg
2. 單 位 : 公 斤 / 公

分、磅/吋、牛頓/
公分

3. 具有警報設定及蜂
鳴警示功能

4. 背光顯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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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測量範圍：0～150mm
(b)最小讀數：0.05mm



一氧化碳測試計
TS-1372------7200 元
1.測試範圍：0～999ppm
2. 使用高穩定性電化學式一

氧化碳感測器
3. 最大值鎖定含發生時間

紀錄/時間加權平均值
短期間暴露限制值

4. 警報值設定功能
5. 自動關機時間設定功能
6. 開機自動感測器歸零功能

二氧化碳測量儀
LAB106--------7600 元
測量二氧化碳濃度，氣溫。簡單的設
定，讓操作更加容易。最適合植物的
光合作用實驗。
※ 超越 1000ppm 將發出警告音及 LED
燈顯示 (警告音可關閉 )
1. 測量項目：CO2，溫度
2. 測量方式：紅外線吸收法
3.測量範圍：CO2，0～3000ppm/溫度0～50℃
4. 分辨率：1ppm(0～1000ppm)

5. 精度：CO2±50pp m 或 ±5％ rdg
6. 顯示器：4位數 LED，ppm 表示
7. 電源：AC 轉接器。或使用 3號鹼

性電池4個(可連續使用約80小時)
8. 尺寸：165*22*80mm
9. 重量：約 280g( 含電池 )

紅外線二氧化碳分析儀
TS-1370--------23800 元
1. 測量範圍：CO2：0～6000ppm
2. 免維護雙波長非色散式紅外線
(NDIR) 二氧化碳 CO2 感應器

3. 連續式及手動式資料儲存與讀取
4. 資料鎖定及最大讀值 /最小讀值鎖

定與過去發生時間紀錄

紅外線溫度計
TS-1326S--------2800 元
1.內裝雷射指示光點、背光顯示
2.資料紀錄儲存及讀取容量50筆
3.最大值、最小值紀錄
4.溫度測量範圍：-35℃～500℃(-4℉～932℉)
5.解析度：0.1℃/0.2℉
6.準確度：±2％讀值或±2℃
7.感應光譜：6～14µm
8.距離與目標比：12：1 / 25mm最小點尺寸
9.放射率：固定0.95
10.自動關機：約15秒

筆型數位溫度計 ( 日貨 )
IH1106--------1100 元
防水型的筆型溫度計，最適合用於測
量燒杯和燒瓶的液體的溫度。
1. 測量範圍：-50～240℃
2. 分解能：0.1℃
3. 電源：LR44 乾電池 1個
4. 大小：36*216*16mm( 全長 )
5. 重量：約 33g

溫度計
TS-1306-------4000 元
1. 測量範圍 :-200℃～1370℃ (K)/760℃
2. 2 個測試通道功能
3. 2 種熱電偶型式選擇
4. 可量測最大值 /最小值
5. 測試通道可自動循環量測
6. 自動換檔功能
7. 相對值功能顯示 (REL)

筆型記憶溫度計
IH1084----------600元
1.測量範圍：-10～+200℃。
2.探棒採不銹鋼製，長11cm，可插入
食物或土壤中。

3.附攜帶式塑膠殼。

筆型溫度計
IH1085----------500元
1.測量範圍：-50～+300℃(-58～+572℉)
2.探棒採不銹鋼製

3.附攜帶式塑膠殼，電池一個。
紅外線測溫槍
LB1326-----2500元
LB1327-----5800元
LB1328-----6400元
可選擇℃/℉單位
背光顯示 / 雷射指示測量位置
雙溫度計及雙顯示(1328)
超過高低警戒點蜂鳴器響聲警示 
(1327/1328)
顯示面板：LCD數位顯示有背光
測量範圍：-35℃～500℃(-31℉～932℉)
解析度：0.1℃/0.2℉
精確度：±2%/±2℃
放射比：12:1
資料記憶：50組(1326/1327)/99組(1328)
自動關機：約15秒
尺寸：172*118*46mm
附件：說明書、電池、溫度棒(1328)

數字式最高最低溫濕度計
JC1052----------825 元
1.範圍：溫度-10～50℃/14～122℉

濕度：20%～90%。
2. 可同時顯示溫度 /溼度 /時間。
3.℃ / ℉單位可切換。

數位室內室外溫濕度計
JC1053----------1000 元
1. 範圍:室內-10～50℃(14～122℉)

室外-50～70℃(-58～158℉)
2. 濕度：20%～99%。
3. 可記錄最高及最低溫溼度。
4.℃ / ℉單位可切換。
5. 數位時間顯示及鬧鐘功能。

6. 尺寸：98*110*21mm。

空氣品質監測 PM2.5
TS-531-------11000 元
這是一款經濟型用於監測室內空氣品
質 PM2.5 濃度 / 濕度及溫度，具有 6
色 LED 顯示空氣品質之好、中等或差

C2

測
量
儀
器

基
本
測
量
器

5ppm(1000～2000ppm)
10ppm(2000～3000ppm)



電磁波測試器
TS-1390---3980 元
TS-1392--12000 元
1.頻寬：30Hz～300Hz
範圍：200/2000毫
高斯20/200微泰斯
拉

2. 資料鎖定，峰值鎖
定，電腦連線(1392)
、資料記錄功能(1392)

3.峰值鎖定功能：自動抓取最大值鎖定
4.資料鎖定功能：鎖定目前顯示在LCD
上的值。

5.連線功能：經RS-232介面做雙向傳輸
6.資料記錄功能：連續紀錄顯示在LCD
狀態。

7. 測高壓電環境電磁波對人體傷害
8. 測電腦、家電產品電磁波
9. 準確度：±(3％ +3 位 ) 在 50Hz/60Hz

噪音計
TS-52A-------10500 元
TS-52AA------15800 元
1. 解析度：0.1dB
2. 動態範圍：60dB
3. 測量範圍：30 到

130dB(6 個檔位 )
4. A 和 C 頻率加權
5. 快速、慢速時間加權
6. 最大、最小音量含發

生過去時間
7. 手動音量紀錄及讀取
8. 資料記憶容量 99 組
9. 準確度：±1.5dB
10. 頻率響應：31.5Hz～8KHz
11. 量測範圍：26 到 130dB(TS-52AA)

迷你雙組溫度計
LB1008------2000元
1.測量範圍：
-40℃～1200℃

2.精確度：±1%。
3.兩組溫度測量及顯示
4.取樣時間0.4秒。
5.感測棒型式：

K熱電偶測棒
6.尺寸：131*70*25mm

掌上型溫濕度計
LB1012--------4300元
  極為輕巧細緻的外觀設
計，允許單手操作
2.測量範圍：
溼度10～95%R.H、
溫度0～50℃(32～122℉)

3 .
±1.2℃

4.雙視窗顯示器
5.讀值鎖定及記錄測量中之最大/最小值

6.尺寸：156*60*33mm。

溫濕度計
LB1018-1(H1)---------4300元
LB1018-2(H2)--------11300元
1.測量範圍：

●H1溫度：0～50℃，±0.5℃濕度 ：
10～95%，±3%露點：-20 ～50℃

●H2溫度：-10～70℃，±0.5℃濕度：
2～98%，±2%露點：-40 ～70℃

2.解析度:溫度(0.1℃)溼度(0.1%RH)
3.壁掛/桌立兩用、℃/℉單位選擇切換
4.超大型液晶顯示器，同時顯示溫/
濕度值。

5.可記錄最大及最小之溫/濕度值。

6.尺寸：120*89*40mm。

溫濕度計
LB1019----------1500元
1.測量範圍：室內：0～50℃±1℃

室外：-50～70℃
2.濕度範圍：15～95%(RH)±5%。
3.攝氏/華氏單位選擇切換。
4.室外溫度測量，附3米長測溫線。
5.壁掛/桌立兩用。
6.可記錄最大及最小之溫/濕度值。
7.自動顯示環境狀況乾燥/舒適/潮濕
符號顯示。

8.尺寸：108*101*24mm。

電磁波測試器
LB1024------4000元
1.測量範圍：

0.1～199.9mGauss、
0.01～19.99µ Tesla

2.測量範圍：
30Hz～300Hz

3.精確度：
±4%(50/60Hz)

測量電腦螢幕、視聽
系統、家電設備等之電磁波。

4.應用範圍廣泛，可

5.安全檢測，家庭、工廠必備儀器。
6.尺寸：131*70*25mm。

電磁波測試器(高斯計)
LB1025-------8000元
1.測量範圍：0.1～20000mGauss、

0.01～2000µ Tesla。
2.精確度：±4%(50/60Hz)
3.測量頻寬：

30Hz～300Hz
4.採分離式設計
，方便測量讀取

5.應用範圍廣

尺寸：163*68*24mm

雙組溫度計
LB1032------10800元
1.溼度範圍：10~90%
R.H.±4%
2.溫度範圍：0℃
~50.0℃±0.8%
3.壁掛/桌立兩用
4.RS-232/USB連接介
面(軟體選購)
5.尺寸：132*80*32mm

高頻電磁波檢知器
LB1011----------7700元
1.測量範圍：0～1.999mW/cm³
2.頻率範圍：30MHz～3GHz
3.校正頻率點2.45GHz±50MHz
4.最大值鎖定功能。
5.警報告知：讀值＞1mW/

6.尺寸：152*69*37mm。

噪音計
LB1030----------5000元
1.測量範圍：30～130dB
2.頻率範圍：31.5～8000Hz
3.符合國際規範IEC61672

Class2。
4.讀值鎖定功能。
5.A加權網路測量選擇。

6.尺寸：255*70*28mm。

風速/照度/溫/溼度計
LB1007----------8000元
1.首創一機四功能，風速/照度/溫溼

度/溫度計。
2.風速0.4～30米/秒，±3%溫度0 ～50℃
3.溼度10～95%，±4%。(溫度0 ～50℃)
4.照度0～20000LUX，±5%。(自動 換

檔)
5.溫度：100℃～1300℃±1%
6.讀值鎖定及記錄測量中之最大/最

小值。
7.雙視窗顯示器，同時顯示風速(溼

度)/溫度值。

8.尺寸：156*60*3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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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度：溼度±4%，溫度



掌上型照度計
LB1013---------2600 元
1. 極為輕巧細緻的外觀

設計，允許單手操作。
2.測量範圍：

3. 精確度：±5%。
4. 自動換檔功能。
5.感光器光譜反應符合

C.I.E 規範
6.讀值鎖定及記錄測量中之最大/最
小值。

7. 尺寸：156*60*33mm。

風速 / 照度 / 溫 / 溼度計
LB1007----------8000 元
1. 首創一機四功能，

/溫度計。
2.風速0.4～30米/

3 .溼度1 0～ 9 5 %，

4.照度0～20000LUX，
±5%。( 自動換檔 )

5.溫度：100℃～1300℃
6. 讀值鎖定及記錄

值。
7. 雙視窗顯示器，同時顯示風速 ( 溼

度 )/ 溫度值。
8. 尺寸：156*60*33mm。

照度計
LB1021----2500 元
1.測量範圍：
0～2000LUX
2000～20000LUX
20000～50000LUX

2. 精確度：±5%。
3. 感光器光譜反應符合 C.I.E 規範。
4. 色溫 2856° K 標準燈校正。

5. 尺寸：108*73*23mm。

照度計
LB1022----------3000 元
1.測量範圍：

2.精確度：±5%。
3.感光器光譜反

應符合C.I.E規
範。

4.LUX(照度)/
FC(呎/燭光)單
位切換。

5.尺寸：131*70*25mm

溫濕度 / 氣壓 / 露點計
LB1020----------7800 元
1.溼度：10%～95%(RH)。
2.大氣壓力：10～1100hPa。
3.露點溫度：-25.3～48.9℃。
4.溫度：0～50℃。
5.可記錄最大值，最小值及

讀值鎖定功能。
6.攝氏/華氏單位切換。
7.尺寸：210*80*50mm。

餘氯測試儀
LT-2006--------19800 元
1.測量範圍：0～3.5ppm
2. 精確度：0.02ppm
3. 二極體光源波長 525nm
4. 取樣容量 :10ml
5. 可記錄最大最小值

6. 尺寸：155*76*62mm。

閃光同步轉速儀
LB1010-----16300元
1. 測量範圍：

60～30000RPM/FPM
2. 精確度：±0.05%。
3. 五位數紅色 LED 顯

示器。
4.具有飛梭旋鈕及按

鍵式雙模調整轉速
5. 工作電源：AC110V

6. 尺寸：210*120*120mm。

拉壓力計
LB1002---------17800 元
1. 秤量範圍：0～5000 公克，±0.4%。
2. 顯示器有背光顯示功能
3. 拉力與壓力測量法選擇切換。
4. 公克 /盎司 /牛頓單位切換。
5. 反應時間：快 /0.2 秒，慢 /0.6 秒
6. 可捉取瞬間最大荷重值
7. 手動歸零裝置，提高準確度。
8. RS-232/USB連接介面(軟體選購)。

9. 尺寸：209*88*43mm。

電子式推拉力計
LB-F5kg----------38000 元
1. 秤量範圍：0～5000g 最小刻度：1g

±0.2%
2. 顯示幕：4位數液晶顯示幕
3. 應答速度：10-320HZ.6 段式
4. 計測方式：最大、瞬間值
5. 取樣速度：640 回 / 秒
6. 尺寸：230*65*35mm
7.輸出信號：類比輸出、RS-232C(選購)
另有各式秤量規格，歡迎來電洽詢

機械式推拉力計
LB-5kg----------10000 元
●機械式推拉力計是一支體型輕巧、
操作簡單，易於攜帶，且精度高之多
用途品管試驗用推拉力計。
●峰值 (PEAK) 和瞬間值 (TRACK) 的
轉換，只要轉動設定紐即可，操作簡
單，迅速準確。
1.秤量範圍：0～5000g最小刻度：25g

±0.5%
2. 高解析度：1/200 的刻度版

另有各式秤量規格，歡迎來電洽詢

紅外線測溫槍
LB59---------3000 元
LB300--------1800 元
測量範圍：-18℃～275℃ (LB59)
測量範圍：-50℃～380℃ (LB300)
精確度：±2%/±2℃
放射比：8:1(LB59)/12:1(LB300)
反應時間：<500mSec

讀值鎖定、背光功能

測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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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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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速/照度/溫溼度

秒，±3% 溫度0 ～50℃

±4%。(溫度0 ～50℃)

0～20000LUX(照度)、
0～2000Ft-cd(呎/燭光)

測量中之最大/最小

0～2000LUX/0～200Fc
2000～20000LUX/200～2000Fc
20000～50000LUX/2000～5000Fc



精密電子天平 ( 歐美製 ) 
P-STX202(120g/0.01g)----23800 元
P-STX203(2200g/0.01g)---24800 元

1. 秤盤尺寸：方形170*140mm
2. 校正方式：可選用砝碼作外部校正

3. 採 109mm全彩觸控晶螢幕
4. 內建式 RS-232 資料傳輸介面
5. 功能：計算數量、百分比秤重、下

掛勾秤重...等
6. 內建 15 種重量單位，可供選擇轉換
7. 電源：AC110V-240V

精密電子天平 ( 歐美製 )
LAB203---------28000 元
1. 秤重：200g/ 最小讀數：0.001g
2. 秤盤尺寸：方型 145mm*125mm
3. 校正方式：外砝碼自動校正
4. 螢幕採背光式 LCD 大字幕 (24mm 高 )
5. 內建式 RS-232 資料傳輸介面
6. 內建 12 種重量單位，可供選擇轉換

1.盤面尺寸：Φ140mm
2.RS-232輸出介面(附防風罩)

1. 大型背光 LCD 液晶顯示幕
2. 具內部自動校正系統
3.秤盤尺寸：Φ90mm(BSA224)/Φ115mm(BSA423)
4.量測時間(≦S)：2.5(BSA224)/1.1(BSA423)
5. 再現性 (± ≦ g)：0.0001(BSA224)/0.001(BSA423)
6. 線性：0.0002(BSA224)/0.002(BSA423)

日製高精度電子天平

●1/60000高精度天平
●大型LCD字幕顯示具背光
●一體成型薄膜控制面板
●多種秤重單位選擇
●具過載保護、自動關機
●自動校正功能操作簡便
●符合ISO9001認證
●秤盤：圓盤(200/600)方盤(2100)

LPJ200(200g/0.01g)-----15000 元
LPJ610(610g/0.01g)-----18000 元
LPJ2100(2100g/0.01g)---15000 元

美製高精度電子天平

●操作簡易高精度天平
●易拆防風罩設計
●具秤重/計數/百分比換算
●15種秤重單位選擇
●內建RS-232介面
●內校機型
●符合ISO9001認證
●秤盤:Φ120mm(213/413)Φ180mm(2102)

LPA213(210g/0.001g)-----44000 元
LPA413(410g/0.001g)-----46000 元
LPJ2102(2100g/0.01g)----44000 元

觸控式高精度電子天平(德製)
PR224(220g/0.0001g)----- 詢價
PR612(610g/0.01g)-------47600 元
PR3102(3100g/0.01g)-----60600 元

●採高解析全彩色觸控式液晶顯示幕
●左右防風窗滾輪開關、外校機型
●具有自動監視水平傾斜裝置
●圖形顯示可用(尚餘)秤量範圍
●內建mini USB數據傳輸介面
●國內半導體大廠及大專院校用款

●可選配數據傳輸介面RS-232

●秤盤:Φ90mm(224)Φ180mm(612/3102)

觸控式高精度電子天平(德製)
QU224(220g/0.0001g)----- 詢價
QU612(610g/0.01g)------- 詢價
QU3102(3100g/0.01g)----- 詢價

●採高解析全彩色觸控式液晶顯示幕
●具外部砝碼校正／內部自動校正／

定時校正／感溫式24小時全天候自動
校正( isoCAL )功能

●前置式水平氣泡
●圖形顯示可用(尚餘)秤量範圍
●內建mini USB數據傳輸介面
●國內半導體大廠及各級院校用款
●可選配數據傳輸介面RS-232
●秤盤:Φ90mm(224)Φ180mm(612/3102)

歐美製精密電子天平

●1/30000、60000高精度
●十三種秤重單位選擇
●具單點/三點校正、淨/毛重切換
●自動關機及背光功能
●具過載保護功能
●可用變壓器或電池
●具RS-232可連接電腦
●附防風罩
●秤盤:146*125mm

精密電子天平(台製)
PUG-300(300g/0.01g)-----14000 元
PUG-600(610g/0.01g)-----14000 元
PUG-3000(3000g/0.1g)----15000 元

高精度電子天平(日本製) 
LAB320E(320g0/.001g)-----39900 元
LAB620E(620g/0.001g)-----49900 元

LBSA224(220g/0.0001g)------- 詢價
LBSA423(420g/0.001g)-------- 詢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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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電子天平(外校)瑞士製
CH-BJ410(410g/0.01g)-----28000 元
CH-BJ610(610g/0.01g)-----30000 元
CH-BJ1000(1020g/0.01g)---32000 元
CH-BJ1200(1200g/0.01g)---34000 元

●此款式以經濟型的價格購買到瑞士
工藝技術，採用 LCD 背光顯示幕，內
建有時鐘 ( 列印數據時可顯示日期時
間 )、防盜密碼 ( 防止失竊及參數防
改 )、按鍵聲響、自動關機、水平氣
泡、低電量警示、過載指示功能。
1.單位 :計數、百分比及多種單位轉換
2. 可統計最大 /最小 /平均值 /標準差
3. 校正功能智慧型設計可自動判別標準砝碼

重量 (整數 )，也可自行設定校正重量
4. 電源 /輸出 :交直流兩用 /RS232 輸出

精密電分析子天平(瑞士製)
CH-XS65(365g/0.001g)-----58000 元
CH-XS25(625g/0.001g)-----65000 元
CH-XS25A(225g/0.0001g)---70000 元
CH-XS25AS(225g/0.0001g)---76000 元 ( 內校 )

1. 秤重單位 : 內建 14 種單位，可預
設四種切換

2. 外校型校正可自動判別標準砝碼
3. 防風罩 :掀蓋式玻璃 (XS65/XS25)

三門式抗靜電玻璃 (XS25A/S)
4. 顯示幕 :高反差螢光屏幕
5. 秤盤 :135*135mm(XS65/XS25)

直徑 80mm(XS25A/S)

XS65/XS25 XS25A/XS25AS

高精密電子天平(歐美製)
CH-AS220(220g/0.0001g)----48600 元
CH-AS220S(220g/0.0001g)---50000 元

AS220 為外校機種
AS220S 為內校機種
●附背光式 LCD 圖形
化顯示幕，可同時顯
示多項參數及訊息。
●內建防護記憶自動
儲 存 100000 筆， 可
輸出置 USB 隨身碟

1.具有統計功能、單位轉換、百分比、
重量查核、動物秤重、分注、累進計
重、峰值鎖定、小物計數

2. 輸出裝置 :RS232 x2, USB x2 可
外接電腦、鍵盤、條碼掃瞄器、印表
機、隨身碟、第二顯示器、外接按鈕、
另可選購 WiFi 傳輸模組

1.內建防護記憶自動儲存 100000 筆，
可輸出置 USB 隨身碟

2.具有統計功能、單位轉換、百分比、
重量查核、動物秤重、分注、累進計
重、峰值鎖定、包裝控制、小物計數

3. 秤盤 :128*128mm 附玻璃防風罩
4. 輸出裝置 :RS232 x2,USB x2 可外

接電腦、鍵盤、條碼掃瞄器、印表機、
隨身碟、第二顯示器、外接按鈕、另
可選購 WiFi 傳輸模組

觸控式電子天平(外校)歐美製
CH-2X2(200g/0.001g)-----35000 元

●具有 5" 彩色大型
觸控式螢幕，採用對
答式目錄、依畫面提
示即可完成操作，任
何人皆可輕鬆使用
●符合 GLP 標準規範
● 具 低 樣 本 取 重
(MSW) 功能

1. 秤盤 :直徑 100mm
2. 免接觸式紅外線 (IR) 操作，可設

定為扣重、歸零、列印...等功能，
感度可調、戴手套操作便利

3. 輸出裝置 :RS232 x2,USB x2 可外

接電腦、鍵盤、條碼掃瞄器、印表機、
隨身碟、第二顯示器、外接按鈕、另
可選購WiFi傳輸模組與手機連接APP
讀取天平數據

●全系列為外校型
機種

●大型 LCD 背光顯
示幕

●具有 10 組使用
者模式

精密電子天平(外校)歐美製
CH-W1A(1000g/0.01g)-----21000 元
CH-W2A(2000g/0.01g)-----24600 元
CH-W6A(6000g/0.1g)------21000 元

1. 秤盤 :不銹鋼 195*195mm
2. 液晶 LCD 顯示，背光亮度可調、

可自定開啟/關閉、或自動熄滅節省
用電

3. 內建長效充電池方便攜帶、可在無
電源環境使用

4. 小物計數、單位轉換、百分比、重
量查核、動物秤重、峰值鎖定、淨/
毛重、累進計重；另可儲存預扣重、
具按鍵聲響及讀值穩定顯示

5. 選配 :RS232 可外接印表機

精密電子天平(外校)歐美製
CH-PS51(510g/0.001g)-----36600 元
CH-PS75(750g/0.001g)-----39800 元
CH-PS100(1000g/0.001g)---46000 元

精密水份天平(歐美製)
CH-MA11R(110g/0.001%)----60000 元
CH-MA21R(210g/0.001%)----71600 元

●可做實驗室精密的水份分析機種
1. 最大秤量 :110g(11R)/210g(21R)
2. 含水率解析度 :0.001%
3. 大型背光 LCD 圖形化顯示，即時顯

4. 智慧型操作指示，按步驟完成即可

5. 上蓋視窗方便觀察，透明檔板防止

6. 三段加熱模式 (升溫可調 )
7.顯示單位：水份(%M)、固成份(%D)、

示重量變化曲線、及多項設定參數

完成水份分析

高溫樣品飛濺

水份/固成份(%R)、固成份重量(g)

校正用標準砝碼
( 規格眾多歡迎來電洽詢 )
校正砝碼挑選說明
1. 計算天平之解析度
2. 決定標準砝碼級別
3. 決定標準砝碼重量
●本公司可協這按以上步驟提
供建議挑選標準砝碼規格

電子計重秤
PW153(1.5/3Kg，感量 0.1/0.2g)----7500 元
PW153(3/7.5Kg，感量 0.2/0.5g)----7500 元
PW153(7.5/15Kg，感量 0.5/1g)-----7500 元
PW153(1.5/3Kg，感量 1/2g)-------7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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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自動歸零、扣重功能與秤重量
程指示符號
具有kg、g、ct、lb、oz、台斤兩、
%、PCS，等秤重單位供選擇
採用充電、插電兩用方式供選擇

各機型具有自動轉換感量
具有 HI/LO/OK 檢校設定功能

1.

2.

3.
4.
5.
6.

LCD液晶顯示字幕



經濟型電子天平
PH-500(500g/0.1g)-------3000 元
PH-1000(1000g/0.2g)-----3000 元
PH-4000(4000g/1g)-------3000 元

●kg/g/斤三種供選擇
●淨/毛重切換
●不銹鋼秤盤:210*190mm
●自動關機及背光功能
●可用變壓器或電池
●選配RS-232

●1/30000高精度
●不銹鋼秤盤:146*125mm
●十三種秤重單位選擇
●具單/三點校正
●淨/毛重切換
●自動關機及背光功能
●具過載保護功能
●可用變壓器或電池
●具RS-232可連接電腦
●附防風罩

●四種單位切換克/台兩/盎司/磅
●六位數LCD顯示
●不銹鋼秤盤:153*153mm
●具校正及背光功能
●具扣重、歸零功能
●可用變壓器或電池

●1/15000精度設計
●不銹鋼秤盤:294*228mm
●具單點/三點校正
●可全段/預先扣重設定
●數量/重量上下限警示
●具20筆單重記憶功能
●可用變壓器或電池
●RS-232、USB(選配)

●多種單位切換
●具自動校正及背光
●可用變壓器或電池
●獨特防蟑螂設計
●不銹鋼秤盤:140*140mm

經濟型電子天平
PK-1500(2000g/0.1g)-----2500 元
PK-3000(3000g/0.2g)-----2500 元
PK-6000(6000g/0.5g)-----2500 元

高精度電子天平
PTH-2K(2000g/0.1g)-------5000 元
PTH-4K(4000g/0.2g)-------5000 元
PTH-10K(10000g/0.5g)-----5500 元

精密電子天平
PY-300(300g/0.01g)-------10000 元
PY-600(600g/0.02g)-------10000 元
PY-1500(1500g/0.05g)-----10000 元

新型計數桌秤
PL-1.5K(1500g/0.1g)-----12500 元
PL-3K(3000g/0.2g)-------12500 元
PL-15K(15000g/1g)-------12500 元

四桿天平
IH1001----------5500元

●稱量311g  感度0.01g。

尺桿式天平
IH1002----------1500元
1.金屬台座，尺桿式。
2.稱量200g  感度0.2g。

3.附砝碼組200g。

托盤天平
IH1003----------980元
稱量100g  感量100mg。
IH1004----------1050元
稱量200g  感量200mg。
IH1005----------2300元
稱量500g  感量500mg。
IH1006----------2900元

稱量1000g  感量1g。

物理天平
IH1007----------6000元
1.金屬等臂托盤。
2.稱量500g  感度0.1g。

3.附砝碼組500克，水平調整裝置。

標準砝碼組
IH1008----450元
總重100g。 
IH1009----580元
總重200g。 
IH101-----900元
總重500g。

●另有歐美製標準校正砝碼

●高精度設計，超大按鍵
●大型LCD字幕顯示具背光
●秤盤尺寸:420*520mm
●具有多點式校正
●多種秤重單位選擇

●自動零點追蹤預先扣重

計重台秤(台灣製)
PW30(30kg/2g)--------9000 元
PW75(75kg/5g)--------9000 元
PW150(150kg/10g)-----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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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微電腦桌上型 PH/mV/Temp/Cond/DO/Meter
    內建微電腦功能及防潑濺操作面板，大型背光液晶屏幕顯示溫度及操作時單項功能。內
建 150 組記憶裝置及測量時最大最小變化紀錄，℃ / ℉溫度單位變化。並有 USB 電腦連線輸
出功能搭配軟體可直接在電腦上紀錄測量數值。

型 號 P-700LS P-700CS P-700DS P-700VS

測量項目
pH/mV/Cond/TDS/
Salt/DO/O2/Temp

pH/mV/Cond/TDS
Salt/Temp

pH/mV/DO
O2/Temp

pH/mV/Temp

測量範圍

pH(-2.0～16.0)
精準度 ±0.01+1 dight

● ● ●

mV(-1999～+2000)
mV(-199.9～+499.9)
mV(-500～+2000)

精準度 ±2+1 dight

● ● ●

Cond 0～199.9uS
Cond 200～1999uS
Cond 2.0～19.99mS
Cond 20～100mS@25℃

精準度 ±2% FS

● ― ―

TDS 0～131.9ppm
TDS 132～1319ppm
TDS 1.32～13.19ppt
TDS 13.2～132ppt
精準度 ±2% FS

● ― ―

Salt 0～99.9ppm
Salt 100～999ppm
Salt 1.0～9.99ppt
Salt 10～100ppt
精準度 ±2% FS

● ― ―

DO 0～20mg/L
DO 0～20ppm

精準度 ±0.2+1 dight
― ● ―

O2 0～200%
精準度 ±2% FS

― ● ―

Temp(0～110℃ )
精準度 ±0.2+1 dight

● ● ●

玻璃電極 標準配備

溫度測棒 標準配備

溫度補償 標準配備

電極之架 標準配備

校 正 液 標準配備

變 壓 器 標準配備

中文說明書 一份

售     價 47000 元 36600 元 39600 元 19800 元

PH 校正液、電極保存液
LD-1051 電極保存液 (500ml) 售價：900 元 LD-1050(PH5/1000ml)
LD-1049(PH3/500ml) 售價：480 元 LD-1047(PH7/500ml)
LD-1046(PH4/500ml) 售價：400 元 LD-1048(PH10/1000ml)

P-700LS P-700CS P-700DS P-700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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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價：900 元
售價：400 元
售價：800 元



防水型 pH/ORP/TDS/Cond/EC 計
測量數值精確、快速且穩定，每組皆附大型 21*18mm 粗字體液晶顯示幕 (LCD) 方便讀值，ABS 塑膠
外殼保護主機 IP57 防水規格，並通過 CE 認證，測量頭可更換電極達到持續使用。

型 號 P6011 P6011A P6021 P6022 P6031 P6032 P6041 P6061

測試種類 pH Conductivity TDS ORP EC

測試範圍 0～14.0 0～14.00 0～19990uS 0～1999uS 0～19990ppm 0～1999ppm ±11999mV 0～19.99EC

精  確  度
±0.1+1 
dight

±0.01+1 
dight

±1% FS ±1% FS ±1% FS ±1% FS ±2% FS ±1% FS

解  析  度 0.1pH 0.01pH 10uS 1uS 10ppm 1ppm 1mV 0.01

ATC 自動溫度補償 NO YES YES YES YES YES N/A YES

電源、尺寸、重量 3V*2(CR2032)、積體 170*33.5mm、機重 85g

配 件 測量主機、校正用標準液、電極浸泡液、使用說明書

售 價 2200 元 2980 元 2300 元 2300 元 2300 元 2300 元 4350 元 2300 元

攜帶式酸鹼度計
P-TI9000----------15200 元
1.pH測量範圍：0～14pH。
2.mV測量範圍：-999～999mV。
3. 溫度範圍：0～99.9℃ / 自動補償
4.精密度：±0.01pH、±1mV、±0.1℃
5. 校正方式 :自動完成兩點校正
6. 尺寸：164*83*35mm。
7. 重量：350g 含電池。
●配備標準：主機、9V 電池、電極、
ATC溫度測棒、攜帶包、標準液7.0/4.0
各 1 瓶 100cc、中文操作說明書。

電導度計
P-ECMeter----------16000 元
1. 測量範圍：0～199.9uS、1999uS

19.99mS、100.0mS
2.解析度：0.1uS、1uS、0.01mS、0.1mS
3. 溫度範圍：0～55℃ / 自動補償
4. 精密度：±2% 全範圍。
5. 尺寸：164*83*35mm。
6. 重量：350g 含電池。
●配備標準：主機、9V 電池、電導
度測棒線長 1 米、攜帶包、標準液
1413uS 兩瓶各 100cc、中文操作說明
書。

攜帶型酸鹼度計
P-GB92----------6800 元
1.PH測試範圍：0～14pH。
2.ORP測試範圍：±1999mV
3.溫度補償範圍：0～100℃
4. 解析度：0.01pH/1mV。
5. 尺寸：195*95*34.5mm
6. 重量：220g。
7.標準液/蒸餾水各1瓶。
8. 中文操作說明書。

P-EPH700----------15800 元
1. 測試範圍：0～14pH、±1999mV、0 ～100℃。
2.精確度：±0.01pH、±1mV、±0.5℃。
3.溫度補償：0～100℃ /自動手調。
4.電源：110V交流轉 9V直流變壓器。
5. 尺寸：L165*W200*H70mm。
6. 重量：680g。
7. pH7.0/pH4.0(100cc) 各 1 瓶。
8. 中文操作說明書。

溶氧度計
P-DOMeter----------23200 元
1.測量範圍：0～20ppm(mg/L)。
2.溫度範圍：0～50℃/自動補償0～40℃
3. 精密度：±0.1ppm(mg/L)±1 digit。
4. 尺寸：164*83*35mm。
5. 重量：350g 含電池。
●配備標準：主機、9V 電池、溶氧測
棒線長 1 米、掛提攜帶包、溶氧填充
液 1瓶 50cc、中英文操作說明書。

攜帶式 PH 酸鹼度計
PPH-2200L---------12000 元

1.經濟型機種，可測PH、mV、℃/℉
2. 自動辨識校正液，溫度可校。
3. 3 點全域自動校正。
4. HOLD 鍵可鎖定讀值。
5. 10 分鐘自動省電關機功能。

6. 自動溫度補償功能。 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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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型酸鹼度測試儀 ( 美製 )
P-PH100----------7200 元
首創平面式電極可測量液態、
半固態及固態的酸鹼。電力不
足顯示
15 組記憶功能。
1.測量範圍：0～14pH。
2.測量溫度：5～90℃。
3. 解析度：0.01pH/0.1℃。
4. 精確度：±0.01pH/±1℃。
5. 尺寸：36*173*41mm。
6. 重量：110g。

防水型總氯餘氯測試儀 ( 美製 )
P-CL200----------14500 元
具自動校正、資料儲存、電量不足顯
示、自動關機。飲用水、冷卻塔水、
生活廢水測量。中文操作說明。
1.測量範圍：0.01～10ppm。
2.測量溫度：-5～90℃。
3. 解析度：0.01ppm/0.1℃
4. 精確度：±10%/±1℃。
5. 尺寸：36*173*41mm。
6. 重量：110g。
7.溫度自動補償並同顯示。

防水型氧化還原電位差測
試儀 ( 美製 )
P-RE300----------12600 元
首創平面式電極。數據記憶 15
組及 HOLD 裝置。自動關機及
低電量顯示。
1.測量範圍：999～-999mV。
2. 解析度：1mV。
3. 精確度：±4mV。
4. 尺寸：36*173*41mm。
5. 重量：110g。

防水型溶解氧測試儀 ( 美製 )
P-DO600--------17800 元
資料鎖定、自動關機、低電量
指示。開機時儀器自動內部校
驗。
1.溶氧飽和：0～200%。
2.溶氧濃度：0～20ppm。
3.溫度範圍：0～50℃。
4. 符合 IP57 防水標準。
5. 尺寸：36*173*41mm。
6. 重量：110g。

防水型導電度 / 總固體溶
解量 / 鹽度 / 溫度儀 ( 美製 )
P-EC400----------10800 元

1. 電導度：0.1～19.99mS/cm
2.TDS：0.1～999PPM/9.99PPT。
3.鹽度:0.1～999PPM/9.99PPT
4.溫度:0～65℃/0.1℃±1℃
5.尺寸:36*173*41mm

防水型酸鹼度 / 導電度 / 總固體溶
解量 / 鹽度 / 溫度儀 ( 美製 )
P-EC500----------13600 元
1.PH值：0.00～14.00±0.01ph
2.電導度：0～1999mS/2～19.99mS/cm
3.TDS：0～999PPM/1～9.99PPT。
4.鹽度:0～999PPM/1～9.99PPT
5.溫度:0～65℃/0.1℃±1℃
6.尺寸:36*173*41mm

桌上型 PH 計
PSP2100---------21000 元
  0.67 吋大型液晶顯示幕具備背光功
能，讓數值清晰可見，具穩定度自動
讀數值功能，並有自動功能偵測及錯
誤代碼警示
1.測量範圍：PH：-2.00～16.00 PH

mV：-1999～+1999mv
Temp：-10.0～100.0℃

2. 精準度：PH：±0.01PH±1digit
mV：±0.05%±1digit
Temp：±0.2 ℃±1digit

3.溫度補償：0～100℃可動設定或NTC
溫度探棒自動補償

4.校正：提供傳統旋鈕2點校正以及微電
腦自動3點校正兩種方式

5. 具 RS-232 輸出供印表機或
MODBUS-RTU 使用

6. 電源：電池或使用 6V 電源轉換器

輕便型 PH 計
PH5011------------1800 元
PH5011A-----------2400 元
新式造型，容易攜帶用
1.測試範圍：pH0～14
2. 解析度：0.1pH (PH5011)

0.01pH (PH5011A)
3.精確度：± 0.1pH/25℃ (PH5011)

±0.01pH/25℃ (PH5011A)
4. 尺寸：158*40*34mm
5. 電源：9V 電池 *1

電導度測試筆
P5021---------1950 元
P5022---------1950 元
1.範圍 :10～9990us/cm(5021)

0～999 us/cm(5022)
2. 解析度 :10us/cm(5021)、

1us/cm(5022)
3. 精度 :±1% FS 具有溫度補償

4. 尺寸 :158*40*34cm

攜帶式酸鹼度計
PST-100---------25800 元

  防水 IP65 級、外觀輕巧、攜帶方
便，具自動溫度補償功能；大型 LCD
螢幕，方便讀取測值。具備多種自動
校正功能與低耗電特性，非常適合
野外量測或現場製程及廢水處理等量
測。
特性及規格：
1.量測範圍：-2.00～16.00pH/

-1999～1999mV/-10～110℃
2.精確度：±0.01pH/±0.1%mV/±0.4℃
3. 具 Auto-Read 功能，提升準確性。
4. 可自動判定 Pt1000 或 NTC30KΩ溫

度探棒
5. 具自動溫度補償功能。
6. 可選擇 NIST、TECH 或自訂 Buffer

校正，預設三點校正
7. 大型液晶顯示幕，可同時顯示溫度

值，具單位顯示。
8. 電源：4*AA 電池

記憶型電導度 /TDS/ 鹽分
LT-307---------15500 元
1.數據可以直接儲存到 SD記憶卡內，

利用電腦下載數據
2.電導度範圍:0.1～199.9us/0.2～1.9

99ms/2～19.99ms/20～199.9ms±2%
3.TDS 範圍 :0～132000ppm(四段式 )
4. 溫度 0～60℃
5. 具有自動溫度補償
6. 可以記錄最大 /最小及讀值鎖定

7.具有 RS-232或 USB連接 (軟體選購)

桌面式酸鹼度計
LT-H202-----5200 元
1. 範圍 :0～14.00PH
2. 精度 :±0.2PH

3. 面板具防水功能

●操作簡單適合實驗
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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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型 PH/ORP 計
EPH-510------25000 元
●大型 LCD 液晶顯示幕，可同時顯示
pH 及℃

 ●具懸臂式電極支架，可固定 pH、溫
度電極，操作方便

●實驗室桌上 pH 酸鹼度計最經濟的選擇
●懸臂式支架可固定多支電極，操作方便
1. 量測範圍 :PH:0～14PH

2. 精度 :PH:±0.01PH

3. 具有自動或手動溫度補償
4. 內建附記憶讀值 100 筆及系統時鐘
5. 內建 2 種校正緩衝液標準可選擇，

並可自動辨識校正液

桌上型大螢幕電導度計
ECO-700-------47800 元
●功能包括：電導度計、TDS ( 總固

●超大 LCD 螢幕，同時顯示電導度

●具 "Ready" 穩定指示、"Hold" 讀

體溶解量 ) 及溫度計

及溫度

值鎖定
●自動檔位切換，不需操作任何按鍵
●懸臂式支架可固定多支電極，操作

方便
1. 電導度 :0～2000µS

0～200.0mS
2. 解析度 :0.01/0.1/1µS

0.01/0.1mS
3.TDS:0～100.0ppt
4. 解析度 :0.01/0.1/1ppm

0.01/0.1ppt
5. 溫度 :0～100℃ , 0.1℃
6. 精確度 :±1%
7. 校正方式 :1～5點按鍵式自動校正
8. 溫度補償 :自動或手動，0～100℃
9. 資料儲存 :100 筆
10. 使用電源 :9V 變壓器
11. 尺寸重量 :175x155x69mm/650g

多功能桌上型電導度計
ECO-270------61000 元
●功能包括：電導度計、TDS ( 總固

●大型液晶背光螢幕能同時顯示電導
體溶解量 ) 鹽度、比阻抗及溫度計

度、溫度、電極狀況、校正點數、日
期時間，掌握資訊一目瞭然

●內建 500 筆記憶可做連續監測與記錄

1. 電導度 :0.050uS～500.0mS
2. 解析度 :0.01/0.1uS

0.001/0.01/0.1mS
3.TDS:0.050ppm～500ppt
4. 解析度 :0.01/0.1ppm

0.001/0.01/0.1ppt
5. 鹽度 0.0～80.0ppt
6. 解析度 :0.01/0.1ppm

0.001/0.01/0.1ppt
7. 比阻抗 2.000ohm～20.0Mohm
8. 解析度 :0.01/0.1ohm

0.001/0.1Kohm
0.01Mohm

9. 溫度 0.0...100.0℃ , 0.1℃
10.溫度補償:自動或手動，0～100℃

11. 尺寸重量 :175x155x69mm/650g

桌上型大螢幕 PH/ORP 計
EPH-700-------36500 元
●功能包括：酸鹼度計、mV（ORP 氧
化還原電位 ) 及溫度計
●大型液晶螢幕能同時顯示 pH 值、
溫度 ... 掌握資訊一目瞭然
● 5點標準液自動辨識、及自動 pH 校正
●具 "Ready" 穩定指示、"Hold" 讀
值鎖定
●懸臂式支架可固定多支電極，操作方便
●內建 100 筆記憶
1.pH 範圍 :-2.00～16.00pH
2. 解析度 :0.01pH
3.ORP 範圍 :±2000mV
4. 解析度 :0.1mV

1mV(>±199.9mV)
5. 溫度 :0.0～100.0℃
6. 解析度 :0.1℃
7. 精確度 ±0.01pH/±0.2mV/±0.3℃
8. 校正方式 1～5點自動
9. 溫度補償自動或手動
10. 尺寸重量 175x155x69mm/650g

多功能桌上型酸鹼度計
EPH-270--------58200 元
●功能包括：酸鹼度計、mV（ORP 氧
化還原電位 ) 及溫度計
●大型液晶背光螢幕能同時顯示 pH
值、溫度、電極狀況、校正點數、日
期時間，掌握資訊一目瞭然
●校正定期提示功能，確保測量精確度

●內建 500 筆記憶可做連續監測與記錄

1.PH 範圍 :-2.000～20.000pH
2. 解析度 0.001/0.01/0.1pH
3.ORP 範圍 ±2000.0mV
4. 解析度 0.1mV
5. 溫度 0.0～100.0℃
6. 解析度 0.1℃
7. 精確度±0.002pH+1LSD/±0.2mV/±0.3℃
8. 校正方式 :1～6 點自動 /5 點自定 pH 校正
9. 溫度補償自動或手動

10. 尺寸重量 175x155x69mm/650g

微電腦桌上型溶氧度計
EDO-700---------71000 元
●功能包括：溶氧度 (DO)、飽和度
(%)、溫度計

●大型液晶螢幕能同時顯示 DO 值、
溫度 ... 掌握資訊一目瞭然

●自動鹽度補償、大氣壓力補償、溫
度補償

●具 "Ready" 穩定指示、"Hold" 讀
值鎖定

●懸臂式支架可固定多支電極，操作
方便

●內建 100 筆記憶
1. 測量範圍 :0.00～30.00ppm(mg/L)

0.0～300.0%、.0～50.0℃
2. 解析度 0.01ppm/0.1%/0.1℃
3. 精確度全刻度 ±0.5%/±0.3℃
4. 鹽度補償 0.0～50.0ppt手動/自動
5.氣壓補償450～825mmHg手動/自動
6. 校正方式 2點 (0%,100%)
7. 使用電源 :9V 變壓器
8. 尺寸重量 175x155x69mm/6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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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水型手持式溶氧度計
EDO-45---------99800 元
●強固外殼具備 IP67 防水防塵保護等級
●光學式溶氧電極，完全免保養，省
卻更換填充液及精密薄膜頭、並可避
免結晶鹽析出卡在測頭
●功能包括：溶氧度 (DO)、飽和度
(%)、及溫度計
●大型背光螢幕同時顯示測值及溫
度、電極斜率
●具備鹽度及大氣壓力手動補償
1. 測量範圍 :0～20ppm(mg/L)

0～200%
            0.0～50.0℃

2. 解析度 :0.1ppm
0.1%
0.1℃

3. 精確度 :±0.1ppm
±0.2ppm
±0.5℃

4. 鹽度補償手動補償
5. 氣壓補償手動補償
6. 校正方式 2點 (0%/100%)
7. 記憶體 500 筆 , 內建系統時鐘

防水型手持式酸鹼度計
EPH-15------------23500 元
●強固外殼具備 IP67 防水防塵保
●功能包括：pH、mV(ORP 氧化還原電

位 )及溫度計
●大螢幕同時顯示測值及溫度、電極斜率
●最多 5 點自定 /6 點標準液自動辨

識及校正
●定期校正自動提示功能
● Ready 讀值穩定指示、手動 / 自動

讀值鎖定、自動關機 (Auto-off)
●內建 150 筆記憶
●附桌面立架及牆面固定架
1.PH 範圍 -2.00...16.00pH
2.解析度:0.01pH

mV 範圍 ±2000mV
3 .解析度: 0 . 1 m V

1m(>±999.9mV)
4. 溫度 :-10.0～110.0℃
5. 解析度 0.1℃
6. 精確度 :±0.01pH

±0.2mV+2LSD
±0.5℃

7. 溫度補償自動或手動 :-10～110℃
8. 尺寸重量 200x83x57mm/500g

防水型手持式電導度計
ECO-15---------25500 元
●強固外殼具備 IP67 防水防塵等級
●功能包括：電導度計、TDS ( 總固
體溶解量 )及溫度計
●電極常數：K=0.10、1.00、10.0 (可選擇)
●內建 150 筆記憶體
●附桌面立架及牆面固定架
1. 電導度 :0～200mS
2. 解析度 :0.01uS～0.1mS

TDS:0～200ppt
3. 解析度 :0.01ppm～0.1ppt
4. 溫度 :-10～110℃
5. 解析度 0.1℃
6. 精確度全刻度 ±1%/±0.5℃
7. 校正方式自動 /手動、單點
8. 溫度補償自動或手動 :-10～110℃

9. 尺寸重量 200x83x57mm/500g

防水型多功能測試計
EPD-450------------99800 元

●強固外殼具備 IP67 防水防塵等級
●功能包括：酸鹼度、mV(ORP)、電

導度(EC)、總固體溶解量(TDS)、及
溫度計

●大型背光螢幕同時顯示測值及溫度
1.pH 範圍 :-2.00～16.00pH
2. 解析度 :0.01pH
3. 精確度 :±0.01ph

mV 範圍 ±2000mV4.
解析度 :0.1mV
1m(>±999.9mV)

5. 精確度 :±0.2mV+2LSD
6. 溶氧度 :0～20ppm
7. 解析度 :0.1ppm
8. 精確度全刻度 :±0.1
9. 溫度 :-10.0~100.0℃
10.解析度 0.1℃
11.精確度 ±0.5℃

12.尺寸重量 200x83x57mm/500g

防水型手持式酸鹼電導度計
EPC-45---------52000 元
●強固外殼具備 IP67 防水防塵等級
●功能包括：酸鹼度、mV(ORP)、電
導度 (EC)、總固體溶解量 (TDS)、及
溫度計
● Ready 讀值穩定指示、手動 / 自動
讀值鎖定、自動關機 (Auto-off)
1.pH 範圍 :-2.00～16.00pH/±0.01ph 
mV 範圍 :±2000mV/±0.2mV+2LSD
電導度 :0～200mS/±1%
TDS:0～200ppt/±1%
溫度 :-10.0...110.0℃ /±0.5℃

2. 校正方式 :1～6 點自動 /5 點自定 pH 校正
3.EC 每段 1點自動 /手動
4.TDS 每段 1點手動
5. 記憶體 500 筆 , 內建系統時鐘
6. 輸出埠 :USB/RS232
7. 尺寸重量 :200x83x57mm/500g

攜帶型溫度計
PTP-10------12800元
標配橡膠防摔護套，防塵防水IP54等
級
大型背光液晶螢幕，黑暗環境亦可工
作
具備最高溫/最低溫測量功能
1.溫度範圍：-250...1370℃
2.解析度：<1000℃: 0.1℃
          >1000℃: 1℃
3.精確度：<-150℃: ±0.25%, ±01℃
          >-150℃: ±0.1%, ±0.4℃
4.液晶螢幕：58x40mm 背光照明
5.內建功能：最高溫/最低溫、讀值鎖
           定、穩定指示、自動關機
6.尺寸/重量：180x102x50mm/362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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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型 pH 計
CHEP6------17400 元
●整組包含 : 攜帶型 pH 計、防震膠
套、硬質攜帶箱、pH4/pH7 標準液
60ml 各一瓶、塑膠電極、溫度碳棒、
中英文操作說明
1.測量範圍:0.00～14.00pH/±0.01pH

±1000mV/±2mV
0.0～+100.0℃ /±0.5℃

2. 顯示幕 :大型 LCD 液晶顯示幕
3. 溫度補償 :手動 /自動
4. 校正方式 :3 點按鍵式 pH 自動校正；

1點按鍵式mV校正；1點按鍵式℃校正
5.具＂HOLD＂鍵讀值鎖定功能
6. 具 20 分鐘自動關機節電功能設計
7. 電源 :4x1.5V 電池，低電量顯示
8. 尺寸重量 :157*85*42mm/255g

攜帶型電導度計
CCON6------21000 元
●整組包含 : 攜帶型電導度計、防震
膠套、硬質攜帶箱、電導度標準液
60ml 三瓶、電導度電極、電導度電擊
清洗液、中英文操作說明
1.測量範圍:0.00～19.99µS/cm
  20.00～199.9；200.0～1999µS/cm
  2.00～19.99；20.0～200.0 mS/cm
2. 顯示幕 :大型 LCD 液晶顯示幕
3. 具有過範圍自動檔位切換
4. 溫度補償 :手動 /自動
5. 校正方式 :1～4 點按鍵式自動校正；

1點按鍵式℃校正
6.具＂HOLD＂鍵讀值鎖定功能
7. 具 20 分鐘自動關機節電功能設計
8. 具有燒杯用電極固定架 ( 適用

ψ16mm/12mm 電極 )
9. 電源 :4x1.5V 電池，低電量顯示
10. 尺寸重量 :157*85*42mm/255g

攜帶型溶氧度計
CDO6-------44800 元
●整組包含 : 攜帶型溶氧度計、防震
膠套、硬質攜帶箱、溶氧電極、中英
文操作說明
1. 測量範圍 :0.00～19.99mg/lor ppm

0.0～199.9%；0.0～50.0℃
2. 精確度 :±1.5%；±0.5℃
3. 顯示幕 :大型 LCD 液晶顯示幕
4. 溫度補償 :手動 /自動
5. 校正方式 :2 點按鍵式自動校正
6.鹽度補償 :0.0～50.0ppt，手動 /自動
7. 壓力補償 :手動 OR 自動
8. 具＂HOLD＂鍵讀值鎖定功能
9. 具 20 分鐘自動關機節電功能設計
10. 電源 :4x1.5V 電池，低電量顯示
11. 尺寸重量 :157*85*42mm/255g

防水攜帶型濁度計
CTN100--------45000 元
●整組包含 :防水攜帶型濁度計 (IP67
防水防塵等級 )、硬質攜帶箱、取樣瓶
*3、濁度標準液 0.02、20.0、100、
800NTU(60ml) 各一 、中英文操作說明
●快速分析水質濁度，反應時間 <6 秒
●輕巧方便攜帶，是測量濁度的最佳
選擇。
1. 測量範圍 :0～2000NTU附自動換檔
2.測量原理 :符合 ISO7027&DIN27027 規範
3. 分析方法 :光學法
4. 光源 :紅外線光源 850nm 波長
5. 校正方式 :四點自動校正
6. 顯示幕 :大型 LCD 液晶顯示幕
7. 取樣量 :10ml
8. 電源 :4x1.5V 電池，低電量顯示
9. 尺寸重量 :155*68*46mm/200g

微電腦控制桌上型濁度計
CHDW1000( 白熾光 )----99800 元

●整組包含 : 桌上型型濁度計、取
樣瓶 *2、濁度標準液 0.02、10.0、
1000NTU(30ml) 各一、中英文操作說明
●全範圍自動切換，最高解析 0.01NTU
●快速分析水質濁度，反應時間≦ 6秒
●自動定期校正提示，符合 ISO/GLP
規範
1.測量範圍:0.00～1000NTU(自動換檔)
2. 最高解析 0.01NTU
3. 測量原理 :符合 US EPA180.1 規範
4. 光源 :白熾光光源 (White Light)
5. 校正方式 :1～3點自動校正
6. 顯示幕 :大型 LCD 液晶顯示幕
7. 取樣瓶 :螺蓋式 30ml
8. 輸出介面 :RS232 可與電腦連線，

輸出數據報表
9. 機身內建附有時間及日期
10.電源:AC110/220V
11.尺寸重量:237*254*121mm/2.5kg

微電腦控制桌上型濁度計
CHDIR1000( 紅外線 )------ 詢價

●整組包含 : 桌上型型濁度計、取
樣瓶 *2、濁度標準液 0.02、10.0、
1000NTU(30ml) 各一、中英文操作說明
●全範圍自動切換，最高解析 0.01NTU
●快速分析水質濁度，反應時間≦ 6秒
●自動定期校正提示，符合 ISO/GLP
規範
1.測量範圍:0.00～1000NTU(自動換檔)
2. 最高解析 0.01NTU
3. 測量原理 :符合 US EPA180.1 規範
4. 光源 :紅外線 (IR)
5. 校正方式 :1～3點自動校正
6. 顯示幕 :大型 LCD 液晶顯示幕
7. 取樣瓶 :螺蓋式 30ml
8. 輸出介面 :RS232 可與電腦連線，

輸出數據報表
9. 機身內建附有時間及日期
10. 電源 :AC110/220V
11. 尺寸重量 :237*254*121mm/2.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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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範圍 -1.0～15.0pH -1.0～15.0pH -1.0～15.0pH -999～+1000mv

解析度 0.01pH 0.1pH 0.01pH 1mv

精確度 ±0.01pH ±0.1pH ±0.01pH ±2mv

自動校正 3點自動 單點手動

自動辨識 USA(4.01/7.00/10.01 pH)，NIST(4.01/6.86/9.18pH) --

溫度範圍 0～50.0℃、解析度 0.1℃、精確度 ±0.5℃

溫度補償 自動 (ATC) 手動 (MTC) --

電極型式 雙透析膜

液晶螢幕 2.7*2.1cm 雙行數字顯示

電源供應 1.5V*4"A76" 微型鹼性電池、8.5 分鐘 Auto-off

尺寸重量 38*165mm 90g 38*240mm 103g 38*165mm 90g

價格 8500 元 7200 元 6400 元 18000 元 11600 元

規  格 PTST30 PTST20 PTST10 PSR ORPR10

測量範圍
0～200.0µS/cm
0～2000µS/cm
0～20.00 mS/cm

0～2000µS/cm
0～20.00 mS/cm

0～200.0 ppm
0～2000 ppm
0～10.00 ppt

0～2000 ppm
0～10.00 ppt

鹽度0～10.00 ppt

解析度
0.1/1µS/cm
0.01 mS/cm

10µS/cm
0.1 mS/cm

0.1/1 ppm
0.01 ppt

10 ppm
0.1 ppt

0.1 ppt

精確度 ±1% F.S.

自動校正 3點自動、3點手動 2點自動、2點手動 3點手動 2點手動 單點手動

TDS 係數 -- -- 0.40～1.00 可調 --

溫度範圍 0～50.0℃、解析度 0.1℃、精確度 ±0.5℃

溫度補償 0～50℃自動 (ATC)、溫度係數 2%/℃

電極型式 湯匙型 浸入型 湯匙型 浸入型 浸入型

液晶螢幕 27*21mm 雙行數字顯示

電源供應 1.5V*4"A76" 微型鹼性電池、8.5 分鐘 Auto-off

尺寸重量 38*165mm 90g

價格 9800 元 7500 元 10000 元 7500 元 7600 元

規  格 ECTR11+ ECTR11 TDSR11+ TDSR11 STR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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