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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道發射實驗套件
NK753167---------6000 元
產品介紹：
可實驗斜拋運動，可安裝於多功
能物理實驗平台。包括彈發射器、
安裝硬體、球、量角器等。需自
備碳紙紀錄落點位置。

干繞射實驗套件
NK753170---------7600 元
產品介紹：
光學衍射實驗可快速且方便的建
立並探討波形粒子的二象性概念。
包含：雷射 *1、光柵 500 條 *1，
1000 條 *1，單雙狹縫片 *1。

物理科學實驗平台
基礎套件組
NK753175---------26000 元
產品介紹：
採用多功能設計的物理實驗平台，
本實驗平台配置強力磁鐵並於底
座上開有精確孔洞，讓學生在準
備實驗能快速安裝個實驗的套件，
可以系統化地進行各種物理實驗
例如：光學衍射、弦定常波、力學
滑車、虎克定律、二維碰撞、彈道
擺動、自由落體 ‧‧‧ 等多種物
理實驗，採系統化個別實驗配置，
可依據不同實驗需求選購擴充套
件。
基礎套組包含以下各套件：
1.實驗底座平台，尺寸：61*39*2CM
2. 虎克定律實驗套件
3. 二維碰撞實驗套件
4. 力學滑車實驗套件
5.360 度力學能實驗套件
6. 複擺實驗套件

自由落體實驗組
NK753166---------6000 元
產品介紹：
搭配光電計時器套件組可測量自
由落體重力加速度。延伸實驗空氣
阻力的一個實驗，包含：放球器、
金屬球和落球接皿。

弦波動實驗套件
NK753172---------5800 元
產品介紹：
了解波形的基本的定性對學生至
關重要，透過本儀器引導學生瞭
解駐波、節點、張力和速度。包括：
弦線、振動機、滑輪和使用說明。

阿特午機實驗套件
NK753174---------2900 元
產品介紹：
本套件是用於測量加速度及驗證
運動定律的機械。
內附：實驗器、直角鉗、繩索、
中心柱、鉤碼、2.5N 彈簧秤。

實驗觀察背板
NK753152---------6800 元
產品介紹：
背板採用白色與實驗底座平台黑
色為高反差設計並印有方格圖標
更利於實驗觀察。背板尺寸：
56*37*4CM( 白色 )，印有刻度及
分區標示 A/B/C/D/E/F/G/H

彈道擺實驗套件
NK753180---------6500 元
產品介紹：
可了解動力學的初速和潛在能量、
速度和能量守恆。整組含：彈簧發
射器、剛性擺臂、測量板、球和帶
柄金屬杆。可搭配光電套件使用。
單元延伸：阻尼簡諧運動。

光電計時器套件組
NK753168---------25000 元
產品介紹：
操作簡易使用方便的光電管計時
器，可由按鍵切換四種功能模式、
兩個光電管、變壓器、控制主機
及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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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荷與質量比實驗器
PMP-318---------90000 元
1. 氦氣電子光束管，直徑 160mm 高 255mm，氦氣壓力 1.3hPa，燈絲電
壓 :AC/DC4~10V，陽極電壓 :200~300V，光束管內附有 10 格分隔，每隔
10mm 總高 100mm 便於判讀電子光束的直徑。
2. 亥姆霍茲線圈底座尺寸 :295*390*225mm 具有光束焦距調整旋鈕、偏振
方向切換器、E/M 和偏轉切換器，上附一對亥姆霍茲線圈直徑 295mm，每
對線圈數為 124 圈，最大電磁力場 4mT，有效電阻 2.5Ω
3. 交直流電源供應器 DC300V 電壓可調，固定輸出 AC6.3V*1 台 ( 光束管
直徑用 )
4. 直流電源供應器 0~110V 電壓可調 *1 台 ( 光束管聚焦用 )
5. 直流電源供應器 0~18V/0~3A 電壓電流可調 *1 台 ( 亥姆霍茲線圈操作
用 )
6. 連接導線 (紅 /黑 )各 4條

數位化電動機實驗組
FK-6050---------- 詢價
●三個黑色安全插座在內部連接。如果正在使用示波器，則只需將其連
接到其中一個示波器即可。對於數據記錄，電壓傳感器連接到每個線圈。
全套包括：
1. 三角型待測線圈支架 (上附軸承、線圈插頭及感應器插頭 )x 1。
2. 線圈，400 圈 x 3 個 ( 選配件 (線圈 )：200/600/800/1600/3200)。
3. 線圈中心柱 20*20*83mmx 3。
4. 軌道 370 x 82 x 26 mmx 1。
5. 軌道滑塊支架 (中心恐 10mm) 尺寸 :35 x 50 x 84 mmx 2。
6. 軸承式圓型磁體，附不鏽鋼棒 x 1。
7. 直流式轉動馬達附有圓形滑輪及香蕉插孔 DC 0~12Vx 1。
8. 傳動皮帶 x1 條。
9. 無線電壓感應器 *3 個

微波實驗組
G-801--------43500 元
－、微波發射器 x1
1. 頻率：10.5GHz。
2. 輸出：強度數位顯示，＞ 8mv。
3. 調節訊號：五段式。
二、微波接收器 x1
a. 接收方式及距離：LED 長條狀顯
示 10 段，具有晶片型發音器，接收
距離 :1M。
b. 接收二極管附台
c. 具有電錶輸出端子，可外接電錶
直接讀取數值。
三、附件：
1. 鋁製反射板 3片。
2. 偏極化柵板 5 片：單柵，雙柵，
3柵，5柵，11 柵
4. 木製折射體 *1，木製吸收體 *1，
三角石臘 *1，量規。
5. 接頭測試線 x1 條，分離式電源
線 x2，底座 x4 個
6. 實驗手冊說明書 *1 份

汞燈 / 鈉燈實驗組
MP-2283( 汞燈 )-------20000 元
MP-2284( 鈉燈 )-------20000 元

電源供應器 power supply
1. 可搭配 E27 螺牙燈管使用
2. 附支桿可上下調整燈箱高度
3. 最大輸出電流：1A
4. 燈箱尺寸：W56*H190*W56mm
5. 電源器尺寸：W150*H115*D195mm
6. 汞燈 (MP-2283)：E27 螺牙
7. 鈉燈 (MP-2284)：E27 螺牙
8.台灣製造

渦電流比較實驗
BC1010---------3400元
採用電木底座固定三種不同材質棒材，棒材內
放置強力磁鐵。當一個移動中的強力磁鐵和磁
場垂直相交時，磁鐵的運動速度會有減少的現
象，反之，移動的磁場與金屬相交，也會造成
減速的效果。



標準音叉組 (13 件) 美製
CA-54220--------9500 元

●本組附木製外盒內有開模單支
存放海綿，兩用擊錘 1 支 ( 一端
硬錘用於高頻音叉，一端軟錘用
於低頻音叉 )，13 種頻率鋁質音
叉 (100Hz，128 Hz，256 Hz，288 
Hz，320 Hz，341.3 Hz，384 Hz，
426.6 Hz，480 Hz，512 Hz，1024 
Hz ，2048 Hz，4096 Hz)

光通訊實驗組
BC02---------6000 元 
本組實驗藉由 LED 光及太陽能板
實驗基本的光通訊。
●整組包含：太陽能板、9V 電池
盒、9V電池、LED 傳輸筆附掛勾、
電源開關 (附燈 )、中文說明書。

波振動實驗
E1014--------23000 元
1. 頻率振動產生器 *1 台，頻率範圍：0.5~5000HZ
2.波動產生器 *1 個
3. 共振金屬片 *2 個
A. 金屬平板條共振駐波：由小至大增加振動頻率，六條不同長度的金
屬條分別各自在不同頻率時產生共振駐波。
B. 封閉式圓環金屬駐波片：金屬圓環因頻率不同而產生共振段數不同
4. 克拉德尼圖形產生鋁盤 *1 組 ( 圓形 1片、方形 1片 )
A. 圓形鋁板之共振圖形：圓形鋁板所呈現較特別的是只有同心圓的克
拉德尼圖案。
B. 方形鋁板之共振圖形：二維的平板振動，將會產生出更多樣複雜化
的二維駐波圖案。

標 準音叉 組 ( 8  件 ) 美 製
CA-54215--------11000 元

●本組附木製外盒內有開模塑膠
成型盒，兩用擊錘 1支 (一端硬錘
用於高頻音叉，一端軟錘用於低
頻音叉 )，8 種頻率鋁質音叉 (256 
Hz，288 Hz，320 Hz，341.3 Hz，
384 Hz，426.6 Hz，480 Hz，512 
Hz)

基礎光學系統化實驗箱
( 歐美貨 )
S-9900L--------18800 元 
一、採分格開模一體成型包裝箱，
分一箱裝將所有配件放在固定分
格內。
二、可作 30 種六大類光學實驗，
實驗附件含：

1. 光源燈，直接放在桌上或光具
座上使用。鋁製主體，內建聚光
鏡，附塑膠模型套遮光器計有 1、
2、3、5 狹縫。壓克力體，一邊畫
上白色，長度約 63mm
2. 壓克力稜鏡，梯形
3. 壓克力透鏡，半面型
4. 壓克力稜鏡，直角
5. 壓克力透鏡，平凸
6. 壓克力透鏡，平凹
7.光盤，白色塑膠，附刻度(網版)
8. 白色隔板，塑膠製，正方形
9. 鏡面，鋁製底座
10. 鏡子，凹 /凸，可調整為光線

射入為圓形或拋物線位置
11. 單狹縫和雙狹縫
12. 三峽縫和五狹縫
13. 白底空心槽
14. 附中英文操作手冊。

光電效應實驗器
G-20802---------23500 元
1. 採真空光電管，LED 數位。機身
印刷線路圖，尺寸：50*15*22cm
2. 濾光片：光學玻璃製，直徑
30mm，5 種波長 460~635mm，附遮
光蓋。
3. 光源可連續微調亮度，印刷
0~40cm 刻度尺，光源可沿軌道游
走，來改變光電管受光強度。
4.光電流四段選擇，精度 0.001uA
5. 電壓調整 0~15V，精度 0.01V
6. 使用電源：110V 60Hz

綜合光學實驗組
LM-50884-------5400 元
尺寸：200*100*80mm 重量：1kg
●包含基本光學實驗所需的一切。
我們的模塑射線盒是可調的，會
清楚地顯示發散，會聚或平行光
線的路徑。內置反射鏡用於混色，
六個透鏡、稜鏡和彩色濾光片。



真空演示器
LM-40350---------4800 元 
尺寸：Φ200*220mm，在底座上用
懸浮球和可調節的配重來表現浮
力的光束平衡來自大氣壓 ( 也稱
為浮力 )。當鐘罩中的真空時，升
降機就會下降，則球會落下。

小型水波槽
LM-70335--------10000 元 
尺寸：265*185*195mm 重量：2.2kg 
●帶閃光燈和頻率計的水波槽投
影。桌上型模型，水槽被強烈的
光源照亮，並與波形產生器同步
以説明學生觀察在工作組表的波
形模式。工作範圍表 60 至 100Hz

智慧型計時器
LM-57320---------15500 元 
尺寸：180*145*110mm 重量：0.7kg 
●液晶顯示器。內部備忘錄 ( 可
紀錄多達 20 個資料點 ) 帶有兩
個光電閘。可以測量兩個光電閘
之間的時間間隔，測量通過一個
光電閘所需的時間，測量釋放球
的加速度， 確定重力加速度 ( 帶
有柵欄 )，確定彈性和非彈性碰撞
時間，計算週期，確定旋轉物體
的頻率，確定鐘擺的週期，並計
算出精確的時間。

經濟型智慧計時器
LM-57316---------9900 元 
尺寸：200*90*60mm 重量：0.4kg 
●這款經濟型的智慧計時器具有
4 位 LCD 顯示器，它可以在毫秒
（ms）或秒（s）到 0.001s 內記錄
時間。在實驗執行過程中，顯示器
會自動從 ms 自動變為 s。一個或
兩個光電閘可以控制時鐘，提供定
時閘的中斷或兩個閘之間通過時
間的選項。時鐘的面板前面有兩個
輸入插孔連接器，為兩個光電閘提
供電源，並接收來自它們的信號。
前面板包含一個重新設定按鈕，
記憶按鈕和切換電源開關。

橫波、縱波演示器  
LM-50857----------7200 元
用手搖迴轉操作演示橫波、縱波

1. 主體：塑膠製
2. 24 個迴轉圓環
3. 24 支橫波演示棒
4. 8 支 L 型縱波演示棒
5. 上下皆有橫桿，上有演示棒插
孔共 24 孔

6. 尺寸：500*120*300mm

可調頻率單音叉 ( 歐美製 )
LM-14017----------1100 元
1. 鋁製具雕刻英文刻劃
2. 可 調 整 7 種 頻 率：128Hz、
144Hz、160Hz、170.7Hz、192Hz、
213.3Hz、240Hz

小型智慧計時器
LM-57325---------7500 元 
尺寸：120*90*100mm 重量：0.4kg 
●口袋大小的數位計時器內置的
光電閘可以測量時間，速度和加
速度。微處理器控制提供了 0.01% 
的精確性。2 個 3 號電池可連續工
作 2 小時。可紀錄多達 20 個數據
點的大型內部備忘錄，直接讀取
加速度結果。將兩個計時器連接
到一個特殊的電纜，以便在一秒
鐘內建立 4 個光電閘系統。

牛頓G力球
LM-57328--------2200 元 
※ 直徑：75mm。矽橡膠製 ※ 銀
電池(包含)牛頓 G 球 -數位化，
簡單的實驗，重力加速度簡化許多
牛頓實驗。在每米的高度釋放球。
按牛頓球中的相對儀錶選擇按鈕 
(1 米到 9 米 )。球會在顯示幕上
簡單且準確地給出結果。它也是一
個簡易計時器可測量間隔的時間，
從離開你的手到接觸地面。

大螢幕智慧計時器
LM-57310---------15000 元 
尺寸：250*145*110mm 重量：0.8kg 
●大型顯示器易於讀取數值。大
的內部記憶裝置 ( 可記錄多達 20 
組實驗資料 ) 可以測量兩個光電
閘之間的時間間隔，測量通過一個
光電閘所需的時間，測量釋放球
的加速度， 確定重力加速度 ( 帶
有柵欄 )，確定彈性和非彈性碰撞
時間，計算週期，確定旋轉物體
的頻率，確定鐘擺的週期，並計
算出精確的時間。



慣性天平
BC-106-------- 詢價
目的：觀察及測量慣性天平的簡
諧運動，瞭解慣性質量與重力質
量間的關係
儀器：
1. 慣性天平 *1 台
(a)A 字型底座重 4 公斤，頂端寬
80mm 底部兩端中心距離 360mm，
邊緣寬 35mm，厚度 25mm
(b) 擺動支柱高 160mm，底寬 90mm
頂底長 210mm 頂座兩端附 4 支夾
架螺絲用於鎖緊彈簧片
(c) 擺動彈簧片：長 350mm，寬
38mm，連接 U型載物台。
(d) 載物台：長 190* 寬 50mm，並
附有中心指標。
2. 滑輪組 *1 組
(a)A 字底座，重約 3 公斤，附 3
只水平調整螺絲
(b) 不鏽鋼支柱，長 75cm，直徑
19mm
(c) 十字接頭：接孔徑分別為 19mm
及 12mm，附螺絲 2只
(d) 附柄鋁滑輪 1只，柄長 15cm，
直徑約 1cm
3. 槽碼組 *1 組，含槽碼掛勾 1 個
(50 克 )， 槽 碼 500 克 1 個，200
克 1個，100 克 2 個，50 克 1個，
20 克 2 個，10 克 1 個。
4. 軔質細線 10m 長 *1 卷

拋射運動實驗組
LM-55131---------8800 元 
尺寸：200*200*250mm 重量：1.4kg 
●這個發射器被設計用於演示二
維運動以及每個維度中的運動如
何完全獨立於彼此。這種精密裝
置允許可重複的結果它可以描述
拋射的運動。拋射體射程，垂直
高度和飛行時間都很容易測量。

衝擊擺
LM-50236---------9200 元 
尺寸：250*160*400mm 重量：2kg 
一個經典的物理實驗，用簡單的
方法來觀察動能和位能之間的關
係，結合動量守恆定律和能量守
恆定律來確定砲彈的砲口速度。
需要通過擺錘和距離測量來確定
本產品是由耐用的金屬底座和碳
纖維管製成的；高質量的軸承。
它由一支彈簧槍組成，可以水平
發射球和一個能接住球的塊狀物。
自由擺動的擺錘移動到最大高度，
其中指標描繪出其最高的提升點。
通過測量這個高度並使用機械能
守恆來確定擺錘加發射體的動能。
彈簧槍固定在底座上，可以以 3 
種速度得到發射體。

平衡陀螺儀
LM-11850---------4900 元 
尺寸：500*120*200mm 重量：1.5kg 
該裝置的圓形框架具有準確的中
心輪和可調整的砝碼，使它可以
完美的呈現出向心力和離心力。

風扇車
LM-10105--------2000 元
尺寸：90*90*120mm 
●風扇車的設計是為了演示牛頓
運動定律，慣性，加速度和動作
反應定律。電池操作。

簡易陀螺儀
PC-TD1--------850 元
是一種用來感測與維持方向的裝
置，基於角動量守恆的理論設計
出來的。陀螺儀主要是由一個位
於軸心且可旋轉的輪子構成。
陀螺儀一旦開始旋轉，由於輪子
的角動量，陀螺儀有抗拒方向改
變的趨向。

陀螺儀
LM-11885---------3900 元 
尺寸：90*90*160mm 重量：0.5kg 
●探索旋轉，慣性引導，陀螺羅盤
和穩定性的奧秘。這個實際操作演
示運行時間長達 5 分鐘，振動很
小，因為它是精密加工且平衡的。
它具有一個動態平衡直徑 6 毫米
的黃銅製旋轉輪和接近無摩擦的
氟聚合物軸承。帶有錐形軸承支
點的框架底座將陀螺儀固定到位。
包括：拉線和手柄；模壓塑膠底座；
模壓塑膠搖桿和附加的框架底座；
重量設定；可支撐的鉤子。

發射器
LM-11008---------3860 元 
尺寸：405*300*255mm 重量：2kg 
●彈性鐘擺的木製精度。這個設
備適用於任何桌面。發射力可選
擇安裝在裝有彈簧的槍上。



吸熱比較器
LM-50853---------3500 元
尺寸：200*145*120mm 重量：0.3kg 
●一個巧妙設計的設備，用來展
示熱量吸收和輻射。使用 12V 啟
動燈泡並製成圖表。內含兩個鍋
( 直徑 90mm)，一個黑色和一個銀
色。一個 10W/12V 的燈顯示不同
的溫度增加。您需要兩個溫度計，
但不包含在內。

干射光學盒
LM-06016---------4400 元
●經濟型的基本射線光學盒，光學
盒上面的電池盒有一個1W的 LED
燈與AA電池 *3，提供了連續一小
時的冷卻光束。插槽允許其他
配件,如濾光片和狹縫片被引入
到光路。

邁克爾遜干涉儀
LM-50226--------14000 元
尺 寸：300*200*60mm 重 量：2kg 
這一新的邁克爾遜-莫雷裝置測量
有一個小差異，需要 2 個單獨的
光束，來移動不同的路徑，彈回光
束並重組他們。不同的路徑可能
有不同的長度或由不同的材料組
成，在螢幕上創建交替干涉條紋。
在我們的金屬底座上配置磁性光
學零件是容易和準確的。距離可以
調整沒有尺規，因為底座包含一個 
45°角的永久網格。與其他模型不
同，我們包括測量金屬線性膨脹係
數所需的所有部件。包含有鱗片
的金屬底座；帶磁鐵的光學元件。 
3 棒：黃銅，鋁，鋼。

光學實驗組
LM-60510--------22000元
尺寸：1250*80*200mm  重量：5kg 
●由 5 個滑動軸承安裝在一對 1200mm 長的精密平行鋼軌上面，堅固的
設計。20 w 鹵素光源與溫控冷卻系統。便於使用。直徑 50mm 光學零
件安裝在保護套上，可與螺絲直接固定在滑行裝置上，使用內置比例
尺輕鬆滑動和定位，可快速準確的測量圖像和物件的距離。

LED 排列
LM-60337-----5000元 
尺寸：Φ100*340mm 
●這是一個互動式設
備，以證明不同的顏色
回應不同的波長，因
為每個LED生成其視覺
光譜。

太陽爐
LM-50230---------6980 元
●用此弧面聚光太陽能爐表現太
陽的非凡能量。利用其反射鏡，
該爐可以產生極高溫度來加熱放
置在銅製容器的材料。反射弧面
直徑約 30.5 公分

角度測量器
LM-50858--------1500 元 
尺寸：250*160*25mm 重量：0.3kg 
●使用我們一體成型且耐用的測
角器可以輕鬆地計算任何物體的
高度。只需瞄準，並扣動扳機，
就可查看傾斜角度。

太陽能電池演示
LM-50820--------2950 元 
尺寸：Φ100*140mm 重量：0.3kg
●本組實驗器可演示太能能電池
實驗。

光譜管圓形放電裝置
ST-CAR-------詢價
    此裝置擁有專利設計且安全供
電，提供了一個簡單的觀察氣體放
電，此系統將不會放出高壓電，並
可同時保存八支光譜管，光譜管內
的氣體將永久在塑膠管中不會外
洩，也因為不是透過玻璃之電極，
故此其與過去之設計完全不同，電
源座將會一次放電一個光譜管(光譜
管為單獨分開販售)
氫(ST-H) 氮(ST-N) 氦(ST-HE)
氖(ST-NE) 二氧化碳(ST-CO2)
空氣(ST-AIR) 氬(ST-AR)
水蒸氣(ST-H2O)



沃爾特 ( 靜電 ) 冰雹 
LM-35333 --------1200 元
尺 寸：Φ95*310mm 重 量：0.75kg 
由於靜電荷的存在，我們透明籠內
的小球在范德格拉夫發生器附近大
幅跳動。他們還可以證明庫侖定律
並說明一種煙霧控制方法。該設備
由一個球形端子吸引電荷，大量供
應微小的聚苯乙烯球，在堅固的底
座上放置透明籠子。

兩用式驗電器
LM-52028---------1600 元 
尺寸：160*50*200mm 重量：0.45kg 
金箔，帶 4mm 插座的大型鋁製外
殼，用鐵氟龍的接地端子和金箔支
撐。莫爾文型驗電器配有一個刻度，
用於測量引入靜電時金箔的偏轉。

法拉第筒
LM-55042-----920/ 個 
演示電荷無法存在於可導電的籠子
內，以此可演示避雷針原理。

萊頓瓶
LM-55013--------990/ 個
  此可拆式萊頓瓶，可保留電荷約
一小時，以此證明電荷儲存在絕緣
的電介質而非金屬表面，當充電後
雖導電體離開，電荷仍可測量到，
器材包含：鋁杯、聚苯乙烯之電介
質及球形端子，使用者可使用凡得
格拉夫充電。

雅格天梯
LM-55208----8200 元
尺 寸：Φ170*500mm 
重量：1kg 該儀器是
由一對長的金屬電極
組成，高 350mm，連
接到高壓電源。電極
完全封閉在一個長 
410mm* 直 徑 55mm 
的透明PC管，並且在
塑膠外殼的變壓器底
座具有一個開 / 關
按鈕啟動電弧的形
成。在 DC15V 上操
作，其中包括配接
器。

傾角針
LM-50859-------1860 元 
尺寸：200*145*200mm 重量：0.4kg 
傾角針可用於檢測 3 維磁場，測
量地球磁場的垂直分量。它也可以
作為一個普通的指南針和電磁學演
示。高度靈敏的旋轉羅盤安裝在紅
色軸承之間的水平桿上。此外，該
框架裝有香蕉插座，用來電氣化。

靜電演示套組 ( 經濟型 ) 
LM-09201 ---------1980 元
通過摩擦發電，儲存並傳輸它。包
含：帶有電荷板和手柄的電盤；有
貼標籤的 6 個摩擦桿；醋酸纖維和
聚乙烯布；氖燈；帶掛鉤的導電球；
髓球。

靜電風車
LM-35331-------800/ 台 
  利用起電機等儀器使風車含有大
量靜電荷，而帶電導體尖端處會累
積較多電荷之特性，使風車尖端處
過多電荷開始傳導給附近的空氣，
讓尖端與周圍空氣因同性電荷互相
排斥，風車因此轉動。
1. 圓形絕緣底座直徑 93mm
2. 導體支架 150mm
3. 三角葉扇半徑 180mm

靜電旋轉器
LM-35335--------520 元
尺寸：Φ6*100mm 來自范德格拉夫
一種無形的電風和我們的靜態微調
器。由於尖頭物體的電荷密度比范
德格拉夫的球體集中得多，所以在
其附近時，微調器將快速旋轉。由
一個金屬底座和在圓錐上。

靜電演示套組
LM-09101-------- 2880 元
給老師使用，充電驗電器，顯示靜
電吸引力，複製法拉第的冰桶實
驗！該套件包含家庭或學校靜電研
究所需的一切。包括：2 個帶驗瓶
器的驗電器；2 個球和圓盤端子；
法拉第籠；貼有標籤的 6個摩擦桿；
帶有電荷板和手柄的電盤；氖燈；
冰桶；醋酸纖維和聚乙烯布；電荷
轉移球；導電球；髓球；安裝點。

變壓器原理說明器
LM-09511 ---------9800 元
尺寸：180*180*120mm 重量：2.5kg 
整組附有線圈支架 *1 個、線圈 300 
匝、線圈 600 匝、線圈 1200 匝各
一個。

電磁鐵 ( 歐美貨 )
LM-50336--------3500 元
重量 1.8Kg 卻可拉起 91 公斤的神奇
電磁鐵，僅需 2 顆 1.5V 的 1 號電池
即可驅動，核心精密安裝，可產生

龐大磁吸力，尺寸：Φ80*H215mm



可變金屬板電容器
LM-50872--------4900 元 

尺寸：200*200*350mm 重量：2.2kg 
我們的電容器可研究 Q = CV 關係。
當板間距離減小時，電容增大。

可變感應線圈
LM-50339--------9900 元 
尺 寸：280*115*150mm/ 重 量：5kg 
磁性的學習和電力如何產生磁場的
概念

靜電驗電器
LM-52029--------1380 元
尺寸：160*50*200mm 重量：0.45kg
  驗電器金屬葉片類型。顯示兩個
相似帶電物體如何排斥。這款經典
設備採用玻璃側面鋁製外殼。鋁製
的葉子掛在掛鉤上以獲得最大的靈

敏度。

數位安培伏特錶
LM-50880--------6500 元 
尺寸：180*120*40mm 重量：0.7kg
1. 測量範圍：最大 7A 最大 25V
2. 計時時間：16.6 小時
3. 誤差小於 5％
4. 自動選擇顯示

從 1.00mA 到 6.99A
從 1.00mV 到 24.9V

5. 電力顯示 : 瓦或焦耳 ( 高達 10.5
毫焦耳 )

磁極探測棒
LM-50860------950 元
尺寸：115*30*6mm
能容易、方便地顯示磁

場的 3維特性

駐波實驗組
UD390-DM200------29800元
●利用強力磁鐵將實驗器固定於教
室的鋼製黑板上，一邊進行演示及
書寫的同時，一邊改變演示頻率及
重量的有效實驗。●因有附三種不
同種類的重量，能作正數比的駐
波。●電源為2顆乾電池，易於安
裝。

基礎光學實驗組
D-9003-------6000元

●本組包含：
紅光雷射指示筆5mW*1支(可選購綠
光)、單狹縫片0.05、0.1mm、雙狹
縫片縫寬0.1mm縫距0.5mm、雙狹縫
片縫寬0.05mm縫距0.25mm、濾色片
(紅、藍、綠)各1、光柵片300/530 
各1、光具座2個、繞射刻度尺1
支、精緻橡屏1片

電流實驗入門組
MV-AR20------370 元
本組可進行電磁鐵及簡易馬達等多
項實驗，探討電流方向與電磁鐵極
性、電壓與電磁鐵強度、線圈匝數
與電磁鐵強度的關係。DIY 設計，
讓學生自己動手組裝 100 匝線圈及
簡易馬達，更能理解其中的原理。
零件齊全，只須再準備兩顆 1 號電
池即可。內附中文操作說明。

電流實驗基礎組
MV-AR21-------500 元
本組可進行電磁鐵及馬達等多項實
驗，探討電流方向與電磁鐵極性、
電壓與電磁鐵強度、電壓與馬達轉
速等關係。DIY 設計，讓學生自己
動手組裝 100 匝線圈及馬達，更能
理解其中的原理。零件齊全，只須
再準備兩顆 1 號電池，就可以開始
作實驗。內附中文操作說明。

精密型表面張力計
IT-514-------88000 元
●本系列採用Du Nouy測定法，為
精密型，吊桿左側的標準白金環浸
入待測液體內，藉由中央細桿與游
絲將白金環緩慢拉起，指針會記錄
白金環脫離液面時的瞬間最大拉力
值，呈現在刻度盤面，此即為表面
張力，操作方便、再現性高、讀值
清晰準確。附有木製收納盒、白金
環、培養皿。
●測量範圍：0-180度
●精度：0.1dyne



高壓電源器(陰極射線管用)
UD516-TD500------21000元
●由4個AA電池驅動，能簡單準備克
魯克斯管的磁場實驗。●因有將專
用引線固定，無須擔心會遺失。

DIY 集音器
MV-AR13------1080 元
DIY 設計，以紙板為主體，組裝簡
單有趣，更能提昇學生的學習興
趣。藉由拋物面反射鏡收集聲音，
並且聚集於焦點而使聲音放大。趕
快動手做出專屬自己的集音器，探
索在你生活週遭以及大自然中美妙
的聲音。組裝後尺寸：180*110*210 
mm。內附中文操作說明。

電動馬達演示模型
MV-AR10------1380 元
DIY 設計，讓學生自己動手組裝，更
能理解馬達的構造和運轉原理。只
須要再準備 3V~6V 的直流電源，就
可以讓馬達動起來。除了磁鐵，你
也可以利用內附的電磁感應圈來產
生磁場。迷你輕巧，底座可當收納
盒，收納盒尺寸：104*132*42mm。
內附中文操作說明。

三原色 LED 光源組
MV-AR04------730 元
整組包含紅、藍、綠共三支光源，
超亮度 LED，超經濟的價格。附狹
縫蓋，可發射出線形光束；瘦長的
外殼，可作平行排列；貼附有磁鐵，
方便在黑板或白板操作。透過這三
支光源，可以進行光的反射、光的
折射及光的三原色等實驗。 
每支的尺寸：120*35*20mm。 

六件物體密度實驗
MV-AR14---------540 元
這組含有鐵、樹脂及木頭三種物質，
每種物質皆包含兩個尺寸。其中一
個重量相同、而體積不同；另一個
則是體積相同、而重量不同。利用
這六件物質塊，可以比較不同物質
的密度，讓學生了解密度、體積與
質量三者之間的關係。附收納盒

光學演示實驗組
UD418-DP2KS--------20000元
●使用自然光(高顯色性)的大功率
LED為光源，能在桌上進行簡易的光
線傳導及光譜實驗的光源裝置。●
因光源是使用自然光(高顯色性)作
為光源，若使用稜鏡可分光成7色。
●因為是高功率高亮度的LED，反射
及折射的實驗也能很清晰。●也可
以使用狹縫鏡支架來進行太陽光的
實驗。●實驗套件裡附有學習「光
線傳導」的相關產品。

弦波動實驗組
UD390-TM100------27500元
●於馬達軸上安裝偏心凸輪讓弦產
生駐波，檢查當下的條件(長度、張
力、振動頻率)。●大型駐波為1波
長50公分至數米、振幅100~300毫
米，具有高演示效果的實驗裝置。
●因高扭矩的交流馬達旋轉偏心滑
輪，能取得弦穩定的振動。

斜面實驗器
UD369-DK60A-------39800元
●能使用斜坡試驗平衡力及摩擦。
●斜面角度能使用獨立支架(約30
度)或鐵架(30度以上)隨意設定。 
●獨立支架可以横向停止並由原有
支架固定。●刻度板可拆卸，方便
收納。●使用滑車零件時，能透過
懸掛重物試驗平衡。●使用彈簧秤
支架時，可以不須手持彈簧秤也能
穩定測試。

電子積木 (288 種 )
CM-1662------2500 元 (3 入 / 組 )
●利用積木組合的方式，將各種不
同功能的電子積木配件，組合成各
種不同的電路，亦可自創連接成一
電路通路。應用手控、磁控、光控、
聲控、電控…等控制方式，可組成
288 種變化的電路方式，且具電路
符號教學，與配件一一對應，寓教
於樂。附：中文 (有標示注音解說 )
圖解操作說明書，圖文並茂，精美
盒裝。

真空落下實驗器
UD372-SG------23800元
●可以在減壓或常壓下測
試金屬片、羽毛等的墜落
實驗。●由於旋塞附有噴
嘴，可以試驗減壓及噴水
實驗。●根據玻璃管內的
壓力能改變紙張、羽毛等
的落下速度。●可以使用

排氣板了解內部壓力。



LED燈箱(歐美製 ) 
CAL-13694-------19800 元

●白光或藍光 ( 波長 470nm) 下分析
凝膠。憑藉強大的持久雙 LED，燈
箱發出白光或藍光，在凝膠染色和
觀察過程中為您提供更多選擇。在
白光模式下，盒子發出安全光，非
常適合可視化用 Carolina BLU ™ 染
色的凝膠。使用附帶過濾器的藍光
設置為紫外線提供了一種更安全的
替代方案，用於觀察用 GelGreen ™
染色的凝膠。耐用的模塑聚合物外

殼和緊湊的外形，便於存放。

比色計(手持式)
HH-DR90-------96800 元
堅固，防水的手持式儀器。可進行
多參數水質檢測。內建 90 種檢測方
法。

1. 波長範圍：420，520，560，610nm
2. 操作波長 :依據檢測方法自動選擇
3. 操作模式 : 濃度、吸光度、穿透度
4. 量測單位 :μg/L、mg/L、g/L、
ABS、%T
5. 儲存 500 筆測值 ( 依據 GLP: 結
果、日期、時間、樣品 ID、使用者
ID)
6. 顯 示 : 大型 LCD 同時顯示讀
值、分析項目及單位，具背光功能
設計
7. 內建校正曲線 , 並提供各方法之
準確度、干擾、樣品存取等應用資
料
8. 可自設 10 種檢測方法
9. 具三種不同化學形式濃度值轉換
功能
10. 具電力指示及省電自動關機功
能
11. 具試劑空白調整及標準液調整
功能
12.USB 埠，可用來數據下載及韌體
更新
13. 符合 IP67 防水等級

智慧型行動光譜儀
LTNT---------- 詢價
智慧型光譜儀能與智慧行動裝置完
美地結合使用。使用者只需將無線
裝置置於光源下，即可透過裝置的
無線量測功能與專用 APP，快速地
在行動裝置上呈現該光源的光色資
訊（CCT、CRI、照度、光譜）
1. 波長範圍：380~780 nm
2. 照度範圍：5~50,000lux( 可量測範圍 )
3. 光學解析度：10nm
4.APP 支 援 (IOS 及 Android) 並 具
繁體中文介面、光色測量、光譜圖、
相關色溫…等

手持式紫外線燈 4W
B-UV25--------15500 元
1. 具長 / 短波 (254/365nm) 可供選
擇，功率 :4W
2. 具選擇開關 , 可切換長 / 短波之
燈源
3. 尺寸 :L198xW71xH53mm

數位式分光光度計(美製) 
CAL-3303-------88000 元

  該數字分光光度計不復雜 - 旋轉
旋鈕設置波長，按 1按鈕空白標準，
儀器準備就緒。單位顯示吸光度和
透光率％。按模式按鈕在 2 之間切
換 2. 設置易於閱讀的 LED 顯示屏和
耐用的外殼，輕鬆擦拭乾淨。機身
上附光譜顏色對照表
1.波長範圍 /精度 :335~1000nm/±2nm
2. 光學範圍 :0-100％ T;0-2 A/±2.0％ T
3. 尺寸 :410*190*310mm

智慧型裝置多功能測量儀
S-SAM1-------12980 元
●只需下載免費 APP，將您的智慧
型手機或平板電腦變成多功能測量
儀器！
搭配專用的感應器探頭，可測量並
記錄，支援 ios 系統及 (Android 系
統即將上市 )，可在智慧型裝置上
即時顯示 pH、電壓、ORP、導電度、
溫度等
1. 將本裝置插入智慧型裝置 ( 如手
機或平板 ) 之 3.5mm 耳機插孔，必
須搭配專用之感應器 ( 另外選購 )
即可開始使用。
2. 支援 1、2、3 或多點校正，可記
錄量測時間以及量測結果。
●測量儀專用感應器配件：
PH 計感應器 (T-AM2000)4980 元
3 合 1 PH 感應器 (T-AM2900)9980 元
PH 感應器尖頭 (T-AM1750)7980 元
電導度計感應器 (T-AM1500)8680 元

ORP 感應器 (T-AM5500)7800 元

攜帶式數位電子顯微鏡 ( 歐美製 )
CAL-91758--------12000 元
超便攜式數位顯微鏡，內置 300 萬
像素鏡頭，可拍攝具有 2048*1536
像素照片。
1. 內建 2.5＂LCD 屏幕
2. 放大倍率範圍 1X-3.6X 到 54X
3. 數位變焦：4X
4. 可調節 6個 LED 環形照明
5. 內置：128MB 附 2GB 的 SD 卡
6. 尺寸約：9.7*6.3*10.6cm



新型桌上型 PH計
JCPH-6175-------21500 元
  採用 LCD 大顯示面板 (0.1mV 高解
析度 ) 及三合一電極，具有自動緩
衝液識別、內建緩衝液溫度係數、
可儲存校正資料，開機即可使用，
本產品通過 RoHS 認証
1. 測量範圍：PH：-0.00 ～ 14.00

mV：-1999.9 ～ +1999.9mv
Temp：0.0 ～ 100.0℃

2. 精準度：PH：±0.01/mV：±0.4 mV
Temp：±0.2 ℃

3. 溫度補償：自動 /手動 0-100℃
4. 校正：提供 1-3 點校正
5. LCD 尺寸 210*160mm
6. 電源：電池或整流器
7. 配 件： 三 合 一 電 極 (PH/MV/
TEMP)、萬用支架

桌上型 PH計 ( 防水型 )
JCPH-6177-------21500 元
  採用 LCD 大顯示面板 ( 附有背
光 )，具可同時顯示 PH 及溫度、低
電量提示，本產品通過 CE 認証
1. 測量範圍：PH：-2.00 ～ 16.00

mV：-1999.9 ～ +1999.9mv
Temp：0.0 ～ 100.0℃

2. 精準度：PH：±0.01PH
mV：±0.4 mV
Temp：±0.2 ℃

3. 溫度補償：自動 /手動 0-100℃
4. 校正：3點校正
5. 電源：電池或整流器
6. 配件：3 合 1 電極 (PH/MV/TEMP)、
萬用支架

蠕動幫浦 (智慧型 )
DG-10LV-------35800 元
  採用彩色 4.3 吋觸控式螢幕，顯
示流量 / 轉速，可對於流量或分配
液量進行校正，確保實驗時精準度，
具有斷電記憶功能。
1. 流量範圍：0.05-380ml/min
2. 轉速範圍：0.1-100rpm
3. 調速方式：薄膜按鍵觸控
4.顯示方式：4.3 吋彩色液晶顯示幕
5. 配件：單通道泵頭 *1 個
6. 電源：AC-110V

抽氣幫浦 (手動式 )
DG-K399--------10500 元
  採用 HDPE 材質，重量輕巧攜帶
方便，每次抽氣 15ml，真空度可達
625mmHg，吸氣管適用管內徑 6mm 之
管材。
真空度：625mm-Hg( 附有壓力錶 )

廢液吸取機
RK-LF100-------22800 元
  本機廢液抽吸、真空過濾兩用，
體積小可放入無菌操作台內使用。
●整組包含：吸取機、手持操作器、
單爪退 tip 接頭、八爪退 tip 接頭、
抽氣血清瓶蓋
1. 最大真空度 : 500 mmHg
2. 最大流速 : 4.0 L/min
3. 馬達 : 直流無刷馬達
4. 接管尺寸：5mm

超純水系統製造機
LAB-012-------- 詢價
整組包含：純水製造器、蒸餾水製
造器、安裝定位
1. 純水製造器規格
產能：＞ 7公升 /H
過濾裝置：3 組濾芯 ( 深層濾芯
*2、活性碳濾芯 *1)、純化離子管
芯 *1、低壓逆滲透膜。
控制系統：具有滿水自動關機
儲存槽：12L
2. 蒸餾水製造器
產能：4L/H
純度：PH5.0-6.5/ 導電度 1-2us/cm
安全裝置：過熱保護 / 停水 / 滿水
位自動斷電裝置
附件：20L 儲水槽

多功能 PH餘氯測試筆
JQ-XT172-------9900 元
●台灣製造，符合國際 DPD
檢驗方式。首創二合一測試
功能，平面式電極可測試微
量及半固體樣品。大螢幕顯
示可同時顯示溫度及測量值
1. 測試範圍：
-2~16.00ph/0~3.50ppm/0~100℃
2. 解析度：
0.01ph/0.01ppm/0.1℃
3. 校正三點式
4. 自動溫度補償 0~90℃
5. 電源：AAA 電池 *4

桌上型酸鹼度計
JQ-BP11-------20500 元
台灣製造符合 GLP 規範，自動判別
電極測量狀態的穩定功能，大型液
晶顯示幕附背光，可儲存校正資訊。
1. 測量範圍：PH：-2.00 ～ 16.00

mV：±2000mV
Temp：0.0 ～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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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溫度補償：自動補償 0～ 100℃
4. 校正：提供微電腦自動 3點校正
5. 內建 1000 組記憶存取功能，並
自動記錄最大最小值
6. 電源：AC100-240V 或 9V 變壓器DNA真空純化機

RK-WV200-------25500 元
●利用真空動能取代傳統離心法，
以簡化處理質體 DNA/RNA/ 病毒核
酸…等。只需接上真空裝置即可快
速連續分離、純化樣品。
●機身材質說明：
過濾座 :鋁製陽極處理
墊片 :橡膠
O型墊片 :橡膠
離心管轉置版 :PC
魯爾接頭 :矽膠
魯爾接頭孔塞 :矽膠
使用軟管內徑 :8MM
機身尺寸：230*125*100mm
※不含抽氣幫浦，需另購



顯微鏡手機拍攝架
MTB-001-------1180 元
1. 金屬烤漆支架內貼有保護海綿，
 貼合手機防止手機滑動。
2. 適用目鏡直徑 26-28mm

望遠鏡拍攝架
SPP-281-------980 元
●材質 ABS 及鋁合金製成。可固定
於雙筒、單筒、天文望遠鏡之目鏡
上利用手機拍攝照片或影片。
適用目鏡尺寸：25~48mm
適用手機尺寸：寬度 52-100mm

試管瀝水架 (61 支 )
IH033---------300 元
材質：PP 塑膠製
尺寸：170*95*45mm
適用內徑 7mm 以上試管，倒立放置
試管瀝水

桌上型 USB 電子顯微鏡
P-M12-------17200 元
台灣製造，可連接桌上 / 筆記型電
腦，USB2.0 隨插即用
1. 採用 500 萬畫素 1/4" CMOS 感測器
2. 具有拍照、錄影、量測功能
3. 放大倍率 1~80X 到 250X
4. 對焦距離：12-140mm
5. 內建具有 LED 光源，亮度可調
6. 提供 10 種語言介面供使用者選擇

 一氧化碳吹氣儀
PBM-200-------25000 元
●產品具有 CE 認證，採用直接吹氣
式量測 CO 值，可設定吹氣者年齡。
1. 量測範圍 :0~100ppm
2. 精確度 : ±5%
3. 解析度 : 1ppm
4. 測值顯示 : LCD 顯示
5.LED 指示燈 : 7 階 ( 綠 / 黃 / 紅 )

攜帶式行動顯微鏡 ( 教育版 )
MV-E021-------3400 元
●可利用手機 / 平板電腦作為顯微
鏡觀察使用，輕鬆的觀察組織細胞
結構。並可自行下載 APP 軟體，軟
體內有測量、手動對焦功能。
●整組包含：載台 ( 附光源 )、鏡
頭夾 ( 附光學鏡頭 )、圓形玻片、
水銀電池、貼紙紀錄簿
●光學規格：
解析度：光學鏡頭解析度最高可達 
1 微米
放大倍率：視野範圍與傳統桌上型
顯微鏡 200 倍光學顯微鏡相仿。

土壤酸鹼度計
PPH-707-------3800 元
1.PH 範圍：3-8 PH
2.PH 精度：±0.2PH

3. 水分測量範圍：0-8 等級

餘氯檢測組
EP-007------1280 元
●測量範圍：0~10ppm 附有餘氯測
定液 1小瓶
●使用簡單攜帶方便

磁場電磁波測試器
PTM-19------6500 元
● 2.4 英吋彩色 TFT
液晶顯示、同時可測
量 3 種磁場，具有鎖
定 (HOLD) 資料功能。
● 低 頻 電 磁 波：
0.02~2000 毫 高 斯
/0.02~200 微泰斯拉
● 交 流 電 場：50V/
m~2000V/m
● 高 頻 電 磁 波：
0.02µW/m2~554mW/m2

微電腦控制防潮箱
DP-001(1450L)------53800 元

1. 濕度顯示值 0.1% ～ 99.9%RH( 可
設定濕度值 )
2. 溫度顯示：0~50℃ ( 箱內溫度 )
●台灣製造，另有其他容量款式

熔點測定儀 ( 新型 ) 
MPD-02---------38500 元

1. 顯示：四位數 LED
2. 顯示分辨率：0.1
3. 溫度範圍：室溫到 300℃
4. 溫度準確度：±0.1℃
5. 樣本數量：2個
6. 功率：75W
7. 尺寸：160 x 220 x 170mm
8. 重量：1.8kg

9. 具有讀數和溫度鎖定及校正



加熱板 (小 )
JK-30110----------6800 元
1. 顯示：刻度
2. 溫度調整：旋鈕式
3. 加熱板材質：陶瓷
4. 加熱板尺寸：150*150mm
5. 加熱溫度範圍：400℃
6. 工作環境溫度：5℃ ~40℃
7. 工作環境濕度：80%
8. 電壓 /功率：110V/600W

加熱板
JK-30106--------8200 元
1. 顯示方式：刻度式
2. 溫度調整：旋鈕式
3. 加熱板材質：陶瓷
4. 加熱板尺寸：150*150mm
5. 加熱溫度範圍：380℃
6. 工作環境溫度：5℃ ~40℃
7. 工作環境濕度：80%
8. 電壓 /功率：110V/500W
9. 選配件：溫度探針支架及溫度

探針 PT100±0.2℃

電磁加熱攪拌機 (小 )
JK-30109---------9000 元
1. 顯示：刻度
2. 溫度 /轉速調整：旋鈕式
3. 轉數：0~1600RPM
4. 最大攪拌量：2L
5. 加熱板材質：陶瓷
6. 加熱板尺寸：150*150mm
7. 加熱溫度範圍：400℃
8. 工作環境溫度：5℃ ~40℃
9. 電壓 /功率：110V/600W

電磁加熱攪拌機 (數字顯示 )
JK-30101----------12500 元
1. 顯示：LCD 數字
2. 溫度調整：上、下按鍵式
3. 轉數調整：旋鈕式
4. 轉數：200~1500RPM
5. 最大攪拌量：20L
6. 加熱板材質：陶瓷
7. 加熱板尺寸：150*150mm
8. 加熱溫度範圍：380℃
9. 工作環境溫度：5℃ ~40℃
10. 工作環境濕度：80%
11. 電壓 /功率：110V/500W
12. 選配件：溫度探針支架及溫度

探針 PT100±0.2℃

電磁加熱攪拌機
JK-30104----------9500 元
1. 顯示方式：刻度式
2. 溫度調整：旋鈕式
3. 轉數調整：旋鈕式
4. 轉數：0~1600RPM
5. 最大攪拌量：20L
6. 加熱板材質：陶瓷
7. 加熱板尺寸：150*150mm
8. 加熱溫度範圍：380℃
9. 工作環境溫度：5℃ ~40℃
10. 工作環境濕度：80%
11. 電壓 /功率：110V/500W
12. 選配件：溫度探針支架及溫度

探針 PT100±0.2℃

新型電磁加熱攪拌機
SW-SP7100---------18800 元
●專利技術以及磁耦合設計,提
供穩定攪拌功能以及低速攪拌
平穩設計
1.數位化顯示溫度以及轉速
2.白色陶瓷加熱盤面18*18cm
3.加熱溫度:0~550℃
4.轉速範圍:50-1500rpm

菌落計數器
RK-330---------26500 元
1. 顯示螢幕：4 面 LED 顯示螢幕
2. 放大倍數：2~3 倍
3.適用培養皿：60mm/90~150mm(可調整)
4. 多功能面板：Yes
5. 歸零鍵：Yes
6. 倒退計數鍵：Yes
7. 記憶體 : 100 組
8. 燈源：LED 燈 ( 可調整亮度 )
9. 壓力敏感度調整：可調整
10. 計數聲響調整：可調整
11. 輸出：USB
12.尺寸 (LxWxH)：350x300x370mm
13. 選配：專用軟體和電腦連接線

藍光觀測台 (電泳觀察用 )
SBMS-20A--------20000 元
●特殊網狀膜設計，藍光效果更好，
均勻度更佳
● 6分鐘自動斷電設計，節能省電
●適合中小型尺寸膠體輕薄好攜帶
● 470nm 藍光 LED，市面上安全染
劑的最佳搭配
1.藍光波長 /尺寸：470nm/15*15cm
2. 機身尺寸：200x200x13.5mm

電泳裝置 (藍光式 )
SBME-150-------55000 元
●電泳裝置整組包含：電泳電源器、
電泳槽、藍光 LED 燈以及濾片，能
滿足大多數電泳電源的需求。採用
藍光 LED 讓使用者在跑膠的同時立
即觀測 DNA/RNA 鏈變化。
●電源器規格：
電壓 /電流 10-150V/10-300mA
計時器：1-999MIN( 附蜂鳴警報器 )
藍光波長：470nm
濾片尺寸：175*265*35mm( 琥珀色 )
電泳槽尺寸：265*175*90mm
膠體尺寸：150*70mm(70 個樣本 )



新型防水測試筆

PH/ORP/Conductivity(EC)/TDS

型號 PXC-1 PXC-2 PXC-3 PXC-4 PXC-5 PXC-6 PXC-7 PXC-8
參數 酸鹼度 酸鹼度 氧化還原電位 電導度 電導度 電導度 TDS TDS
測量範圍 0~14.0 0~14.00 ±1999mV 0-19990us/cm 0-1999us/cm 19.99ms/cm 0-19990ppm 0-1999ppm
精確度 ±0.1 ±0.01 ±1% ±1% ±1% ±1% ±1% ±1%
解析度 0.1ph 0.01ph 1mV 10us/cm 1us/cm 0.01ms/cm 10ppm 1ppm

自動溫度補償 N Y N/A Y Y Y Y Y
電源 鋰電池 (CR2032)*2 個
售價 2200 元 2980 元 4000 元 2300 元 2300 元 2300 元 2300 元 2300 元

電極(可更換) 1000 元 1800 元 2400 元 1300 元 1300 元 1300 元 1300 元 1300 元

    台灣製造，ABS 塑膠外殼具有 IP57 防水等級，測量反應迅速，精準穩定。大型顯示螢幕
方便讀取數值。可更換電極達到持續使用環保目的。附有塑膠硬盒，方便攜帶。

微電腦酸鹼測試筆
JQ-XT11(PH)-------3800 元
JQ-XT11R(ORP)-----4500 元
台灣製造，內建微電腦計
算，測量精準快速。採用平
面式電極，可測量微量液體
及半固體樣品。可同時顯示
測試數值及溫度。具有 IP54
防水功能、資料鎖定、記
憶最大最小值、電池電量顯
示、自動關機 (10min)

1. 測量範圍：-2-16.00ph/0.01ph
ORP：±2000mV( 氧化還原 )

2. 測量溫度：0-100° C
3. 精確度：±0.01ph/±2%FS/0.1° C
4. 自動溫度補償 90° C
5. 三點式校正：PH4/7/10
6. 電源：CR2032*2 個
7. 配件：收納盒、說明書、標準液

多功能四合一測試筆
JQ-XT31-------4000 元
台灣製造，可測量電導度 /
總固體溶解量/鹽度/溫度。
採用鍍鉑黑電極，可測量多
元待測品。可同時顯示測試
數值及溫度。具有 IP54 防
水、資料鎖定、記憶最大最
小值、電量顯示、自動關機
(10min)、 內 建 Auto range
功能自動轉換數值單位

1. 測量範圍 :
0-2000us/2.00-20.00ms
0-1300ppm/1.30-13.00ppt
0-1000ppm/1.00-12.00ppt       

2. 測量溫度：0-90° C/±0.2° C
3. 精確度：±2%FS
4. 自動溫度補償 50° C
5. 三點式校正
6. 電源：CR2032*2 個
7. 配件：收納盒、說明書、標準液

多功能四合一測試筆
JQ-XT131-------7200 元
JQ-XT131M------8500 元
台灣製造，可測量酸鹼值 /
導電度 /總固體溶解量 /鹽
度 / 溫度。採用鍍鉑黑電
極，可測量多元待測品。
可同時顯示測試數值及溫
度。具有 IP54 防水、電量
顯示、自動關機 (10min)、
內建 Auto range 功能自動
轉換數值單位 ( 導電度 )。
可儲存150組記憶值(131M)

1. 測量範圍 :
-2-16.00ph
±2000mV
0-1999us/2.00-100.0ms
0-1319ppm/1.32-66.0ppt
0-999ppm/1.0-50.0ppt      

2. 測量溫度：0-110° C/±0.2° C
3. 精確度：0.01PH/±2%FS/0.1° C
4. 自動溫度補償 (PH/ 電導度 )
5. 電源：CR2032*2 個
6. 配件：收納盒、說明書、標準液

●另有各式塑膠電極 / 玻璃電
極 / 三合一電極 / 耐用電極 /
平面式電極 / 耐強酸鹼電極 /
ORP 電極，歡迎來電洽詢



火花計時器
B1005----------2400元

1.交流AC 110V60Hz低壓火花放電計時器。
2.頻率可調20Hz、60Hz、120Hz。
3.軌跡大小兩段可調。

4.附C型夾，紙帶、重錘各一。

交流打點計時器
B1041----------1800元
1.塑鋼製底座，採線圈及磁鐵吸附式。

2.使用電源：AC110V，附開關。

單頻火花計時器
B1048---------1850元
※本組採用高壓脈衝打點，連續打點
清晰可見
1.電壓：AC110V
2.附件：紀錄紙帶、C型夾、重錘

紀錄紙帶
B1005-1(15mm)----100元/卷
B1005-4(12mm)----120元/卷
B021(放電式)-----350元/卷

打點計時器
IA1018---------850元

IA1018-1(附電池座)------1050元

1.壓克力底座，利用雙線圈產生磁力
2.使用電源:DC3～4.5V
3.附一卷紙帶。

4.附電池座及開關(IA1018-1)。

迴轉打點計時器
IA1019-----3100元
1.壓克力底座，利
用馬達迴轉打
點。使用AC110V
電源。

2.附紙帶1卷。

透明打點計時器(日製)
UCD-2062----------7500 元
透明樹酯外殼，可清楚看清內部構
造，摩擦很小，可得鮮明的記錄點。

1. 打點頻率：60Hz、20/16.67ms
記錄紙寬度 15mm

2. 主體：透明 ABS 樹脂開模外殼，可透視
內部構造讓學生了解打點原理

3. 配件：垂直固定棒、L型固定棒、
紀錄紙、複寫紙

小型速度測量器 ( 具記憶功能 ) 
JKS1321------------2200元
使用非常方便的速度測量儀器，具備新的
功能 ! 由通過實體內側 2 處的紅外線感應
器部分的時間差，可顯示速度  ‧  重疊時
間 ‧ 累計重疊時間，若使用  2  台可計算出
加速度

1. 測量單位為 cm/s，m/s，km/h
2. 可記憶儲存 5次的測量值
3. 速度：0～999.9cm/s，0～99.99m/s，

0～99.99km/h
4. 重疊 (累計 )時間：0～99.99sec
5. 電源：4號電池 *2 個
6. 大小 /重量：60×60×50mm/55g

光電計時器(三段式)
B1045----------8000元
1.四位數字紅色LED顯示。
2.具自我測試、光電偵測、自由落體功能

3.附紅外線感應ㄇ型光電管*2支。

光電計時器(五段式)
B1046----------12000元
1.LED五位數顯示具自動歸零
2.光電管對焦顯示燈號
3.附件：ㄇ型光電管2支
4.五種功能：自我偵測、光電偵測、
記次計時、截面積測試、自由落體
電磁鐵

光電計時器(九段式)
B1047----------19800元
外殼：ABS一體射出成型，尺寸約
165*125*110mm
九大功能：
1.手動計時 2.瞬間計時 3.時差計時
4.自由落體測試(初速等於零) 5.自由
落體測試(初速不等於零) 6.計次計時
7.瞬時速度測量 8.平均速度測量 9.多
組多段瞬時計時
【規格】
1.四位數數位顯示器，精度為0.1、

0.01、0.001、0.0001秒四種，其選擇
時基，機器會自動選則最 佳解析度與
最適度的時基，不需設定。

2.內部石英晶體基礎時基為0.1µS。
3.機器工作環境溫度為-25℃～100℃。
4.儀器消耗能量：電源AC110V，500mW(0.5W)
5.測試時間範圍：0～999秒。
6.測試距離：1mm～999mm。
7.計次計時的次數為：1次～9999次。
8.4組光電管顯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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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計時器
LM-57320---------15500 元 
紀錄多達20個資料點，帶有兩個光
電閘。可以測量兩個光電閘之間的
時間間隔，測量通過一個光電閘所
需的時間，測量釋放球的加速度， 
確定重力加速度(帶有柵欄)，確定彈
性和非彈性碰撞時間，計算週期，
確定旋轉物體的頻率，確定鐘擺的
週期，並計算出精確的時間。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多軌式)
B1003----------19800元
1.H型鋁軌道，一面平台，另一面含6條強化軌道，確保台面不變形，尺寸

：1200*135*30mm，傾斜角度0-10度可調整。側面有印刷0-110cm之刻度尺。
2.鋁製力學台車(一體成型)2台，尺寸：150x70x30mm，凹槽車輪外徑：24mm有

效降低摩擦力，重量500g±1%。上附250g±1%砝碼2個。
3.一端附有發進彈簧3段切換，另一端附有紙帶固定夾。
4.100g砝碼盤1個、100g砝碼2個、50g砝碼1個。
5.附擊槌1支、L型檔板1個、桌邊滑輪1個。

※可選購各式計時器，請參考頁數B1

力的合成與分解實驗組
B1001-------12500元
B1002--------9500元(不附電木鋼體)

2.力桌腳架附水平調整螺絲3個。

4.電木鋼體1個(可實驗鋼體靜平衡)。
5.插栓6個，鋼球6個，小圓環1個，
棉線1捲，中心柱1個。

6.桌邊滑輪4支、精密水平儀1個。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實驗器(單軌式) 
B1004----------9600元

1.可調整水平並具有碰撞緩衝器及啟動前固定裝置，精密滑輪組之鋁質軌道1
具經陽極處理全長135cm。

2.精密之力學台車：鋁質製、附紙帶固定夾及槽碼固定片，車輪內裝精密軸承
4個重約350g。

3.砝碼組：100克掛鈎砝碼盤1個，100公克銅製槽碼4個，500公克槽碼2個。
4.電鈴計時器1只。

※備註：可另選購各式計時器。請參考頁數B1

自由落體實驗器
B1006(三段式計時器)------15000元
B1007(五段式計時器)------19000元
B1008(九段式計時器)------25000元
1.不銹鋼支架，底座附水平平整螺絲
2.附光電管及座、電磁鐵及連接線
3.測試鋼球3個。

※光電計時器規格請參考頁數B1

自由落體實驗器
(軌道式)
B1042-------9000元
1.採用鋁合金一體

成型開模軌道上
附塑膠蓋，尺寸
1200*40*40mm。

2.軌道上附可升降電
磁鐵座、水平鉛錘
線1組及可升降鋁質
光電管座2個，軌道
上具有刻度尺。

3.底座採鋁合金一體
成型開模底座雙邊
附塑膠蓋，尺寸：

400*40*40mm，底座上附調整水平螺絲
4支。
4.鋼球大小各2個，鋼球承接器1個。

※可選配光電計時器(請參考頁數B1)

直線運動定律實驗器
B1039----------7500元
1.鋁製軌道，長870mm，附刻度尺及水
平儀，滑車起動器及計時器固定座
，固定式滑輪組1組。

2.滑車附車輪4只，砝碼固定座1支，
圓形砝碼片50g*6個及紙帶夾。

3.火花放電計時器：(1)每秒60點。

(2)普通紙帶*1，C型夾，300g砝碼。

力的合成與分解實驗(收納式) 
B1049---------10000元

1.刻度圓盤：PVC發泡板制，直徑34cm
，厚度1.5cm，360度。附中心柱1支
及塑膠中心圈1個

2.支撐腳：3支，可拆卸，便於收藏
3.低阻力塑膠滑輪：3個
4.槽碼掛鉤：3個，銅製，每個重50g
5.槽碼：3組，銅製，一組8個(5g*2、

10g*2、20g*2、50g*2)，重170g

6.軔質細線：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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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鋁質桌面雕刻刻度0～360。

3.50公克  碼*4、50g圓型槽碼16個。



楊氏係數用望眼鏡(附刻度盤)
H1002----------16000元
實驗室望遠鏡：
(A)望遠鏡：單筒，十字對準線，焦距

可調約8倍。
(B)望遠鏡架：附刻度盤可仰角微調

90ﾟ～0ﾟ～90ﾟ

楊氏係數用望眼鏡
H1001--------35000元
1.實驗室望遠鏡：
(a)望遠鏡：單筒，十字對準線，焦距

可調。
(b)望遠鏡架*1個。
(c)望遠鏡底座附水平調整螺絲3支，

支柱1支。
(d)米尺80cm及水平垂直兩用固定夾，

附微調裝置。

轉動貫量實驗
B1014----------21000元

1.A型底座1具附水平調整螺絲。
2.旋轉台鋁質4爪*1座。
3.砝碼組：500g*1，200g*1，100g*2，50g*1

，20g*2，10g*1，50g掛鉤砝碼盤*1。
4.游標測徑器：50cm壓克力尺附刀型
讀表具2個。

5.桌邊滑輪：塑鋼附承軸，可上下伸縮1支。
6.金屬圓環:直徑25cm*1個。
7.金屬盤:直徑25cm*1個
8.圓柱棒:直徑2〞長約25cm、16cm各1支
9.長方形棒:長約87cm，高約2cm*1支

10.細線1捲。

動量守恆實驗器(碰撞儀)
B1013----------8500元
1.三角型底座及碰撞儀支架1具。
2.鋁製曲度尺，弧度125cm左右各20ﾟ
之刻畫。

3.碰撞鋼球兩個直徑50mm及44mm。
4.鋁質輕型跨碼2個沖壓成型。

楊氏係數-Searle
B1016----16000元
1.楊氏係數測定裝置：

a.固定座：上有三
孔，可固定於牆上
上附螺絲孔，裝置
夾線螺絲，尺寸長
18*寬10*高8cm。

b.Searle器：電鍍
銅架1組，做限度的
移動，銅架上有夾
線孔及砝碼鉤環，

楊氏係數之測定-橫樑彎曲法
B1015----------45500元
1.楊氏係數測定台：
(a)鐵台及支架，上有一對120ﾟ的刀

口，台上附有砝碼架。
(b)光槓桿1個及吊鉤1個。
(c)砝碼掛鉤1個，槽碼7個，每個200

克。
(d)待測金屬片1組，不銹鋼、黃銅及

鋁片各1支，
2.實驗室望遠鏡：
(a)望遠鏡：單筒，十字對準線，焦距

可調。
(b)望遠鏡架*1組。
(c)望遠鏡座：底座附水平調整螺絲及

支柱1支。
(d)米尺80cm及水平垂直兩用固定夾，

附微調裝置。

單擺實驗
B1024--------9500元
1.單擺裝置：
(a)A字底座。
(b)不銹鋼棒支柱*1
(c)C型橫桿*1支

2.鐵球：直徑5cm，附
螺絲。

3.銅球：直徑5cm，附
螺絲。

4.塑膠球：直徑5cm，
附螺絲。

5.鐵球：直徑2.5cm，附螺絲。

6.韌質細線：1卷。

固體比重測定
B1034----------9500元
1.四桿天平1台，秤量311克，精度0.01克。
2.待測物：銅、鐵、鋁及石腊各1個。
3.燒杯1個，溫度計*1支。

※可另購：物理天平或電子天平

測微球徑計1個，測量範圍：20mm及水
平儀1支。
c.夾線螺絲4只。
d.砝碼鉤2個。
e.1KG砝碼5個附槽。
2.待測物鋼線110cm、銅線110cm。

楊氏係數之測定-光槓桿法
B1017----------48000元

1.楊氏係數測定座：含底座，支柱二
支，長170cm，附固定座及金屬線夾
頭。

2.光槓桿：圓型反射玻璃鏡嵌入，附
金屬線夾頭1支。

3.測微裝置：球徑計式，範圍0～10mm。
4.實驗室望遠鏡：
(a)望遠鏡：單筒，十字對準線，焦距
   可調。
(b)望遠鏡架*1個。
(c)望遠鏡底座附水平調整螺絲3支，
   支柱1支。
(d)米尺80cm及水平垂直兩用固定夾，
   附微調裝置。
5.砝碼掛鉤及勾槽砝碼*1組
6.待測物:銅線及鋼線長110cm各一條
7.卷尺*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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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二維空間碰撞實驗(大型)
B1019---------8600元

1.壓克力底座尺寸為350*135*560mm，
上印刷角度刻劃線。

2.斜面持板上印刷發射球垂直高度。
3.發射球固定器1個。
4.被撞球支持器：可調節高低與碰撞
角度，可直向與斜向碰撞，中心具
有細孔裝置繫線鉛直錘，並有紅色
刻劃線指示碰撞角度

5.水平調整裝置，具有水平儀，附四
支水平調整螺絲。

6.鐵球及玻璃球各二個，直徑均為16mm架
高支架一台，可將碰撞儀架高36mm。

7.具有防彈性能的桌面用落球承接板
370x520x20mm。

8.八開方格紙10張，四開複寫紙2張，

中文操作說明書一份。

精密二維空間碰撞實驗(小型)
B1020----------5200元
1.壓克力底座尺寸:195*120*10mm附4
支水平調整螺絲。

2.軌道上裝電磁鐵含開關1個，使用電
源DC6V1個。

3.支球管、金屬管製成供置靶球用可
調整，作平拋實驗時可將支管翻下
，附鉛錘1個。

4.入射鋼球∮16mm 2個。
5.靶球玻璃小球∮16mm 2個。

6.附圓型水平儀1個。

虎克定律實驗
B1023-------18000元
1.三角烤漆底座，支柱

高85cm，上貼50cm米尺
可同時掛3條彈簧，底
座上附砝碼放置架。

2.砝碼掛鉤：50克，
附一支刻度指示針。

3.砝碼1組：銅製，
500克*1、200克*1、
100克*2、50克*1、20
克*2、10克*1。

4.彈簧：線徑0.8mm直徑10mm長80mm、
160mm各1。

5.彈簧：線徑0.5mm直徑10mm長80mm、
160mm各1。

物理擺
B1028----------12000元
1.物理擺裝置：
(a)A字底座，鑄鐵烤漆，重約4公斤。
(b)不繡鋼棒，長75cm，直徑19mm。
(c)十字型雙管夾座1個。
(d)擺專用刀口1個。

2.擺環1個，鐵製電鍍，外徑19cm，內
徑13cm，厚3cm。

角動量實驗
B1031----------16000元

1.陀螺儀1個，外覆軟質輪胎，並可旋
轉直徑14英寸，附把手。

2.旋轉台1個，外徑12英寸，可靈活轉
動。

3.附支架1個、尼龍繩1條。

摩擦係數之測定
B1025----------33000元

1.斜面及固定座：
(a)斜面：木製長85cm*寬12cm*厚

1.0cm。正面的兩旁貼米尺，上附
量角器及電磁鐵。

(b)固定底座：上有支柱支撐斜面並
有角度微調裝置，附四支水平調整
螺絲。

2.待側木塊：尺寸:12cm*6cm*3cm。
3.光電計時器(九段式)：

外殼：尺寸165*125*100mm。
九大功能：(1)手動計時 (2)瞬間計時
(3)時差計時 (4)自由落體測試(初速
等於零) (5)自由落體測試(初速不等
於零) (6)計次計時 (7)瞬時速度測量
(8)平均速度測量 (9)多組多段瞬時計
時(兩段碰撞時間記憶)各項功能均附
有多組記憶能力。

4.光電管管4支，附接線。

電動式摩擦係數實驗器
B1026----------17600元
1.摩擦實驗台：
(a)實驗平台：長650mm。
(b)驅動馬達：10 RPM，110V60Hz。
(c)量力表：0～2N，精度0.1N。
(d)轉動軸：小轉軸直徑7.5mm，大轉

軸直徑15mm。
2.鋁製載物平台：165*115*3mm。
3.鋁製摩擦平台：148*90*6mm，反面貼絨布
4.PVC摩擦平板：148*90*6mm。
5.摩擦物體：鋁製，重1N。
6.摩擦物體：銅製，重1N，反面貼絨布

7.砝碼：重1N，8個。

迴轉儀實驗器
B1032----------26000元

1.迴轉台：採用直徑380mm*8mm

2個，座椅直徑380mm、高480mm。

鐵板，中心柱內裝低摩擦力培林

2.迴轉車輪：超輕合金直徑570mm

，外露軟質輪胎附把手2支，中

心裝有低摩擦力培林2個。

3.啞鈴1對。

立式轉動現象實驗 ( 歐美貨 ) 
LM-11603----------12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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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式迴轉台：低摩擦式Φ380mm上
貼止滑片
陀螺儀車輪：採用20＂實心橡膠輪內
附有低摩擦力滾珠培林，兩側裝有塑
膠把手，可利用繩子懸掛實驗。
附啞鈴1對

1.

2.

3.



氣墊軌道
B1018----------39000元
1.氣墊軌道：長150cm鋁製一體成型，上佈四排1.2m/m小孔，附水平調整鈕。
2.鋁製滑走體：一體成型長14cm及7cm各2個。
3.高壓送風幫浦：110V60Hz附4個可移動輪子及高壓送風軟管。
4.光電控制計時器五種功能1台。
5.ㄇ字型光電管2支，光電管固定支柱2組。
6.槽碼20克5個，掛碼盤20克1個。
7.配件:碰撞彈片5片、簡諧運動彈簧3種*6、光電偵測桿*2、陰陽片2組、固定片4個。

※選購:光電計時器(九段式)規格參考第頁。  

強力靜音送風機
B1018-1----------25000元
●風量可調，附蛇行送風管

經驗方程式實驗
B1029----------17000元
1.實驗裝置：
(a)A字底座，上附水平調整螺絲。
(b)不銹鋼棒，長75cm，直徑19mm。
(c)十字型雙管夾座1個。
(d)擺動用刀口1個。
2.擺環1組5個，厚3mm，寬20mm，直徑
為4cm、8cm、15cm、30cm及45cm。

3.移動式測徑器1個:測量範圍0～50cm

4.附碼錶一個。

向心力實驗
B1030----------69000元
1.向心力實驗裝置：
(a)整組尺寸長40cm*寬32cm*高50cm，

上附水平調整氣泡，附三支水平調整
螺絲。另有0～1kg機械式拉力計，轉
盤齒輪轉速比為15：1。

(b)待測圓形滾輪重為100g、150g及
200g，20g鉤片*1

(c)旋轉半徑:50～100mm。
(d)底座下裝有馬達，其轉速約為3000rpm
2.馬達轉速控制器：數位顯示轉速
表，馬達轉速輸出齒輪比之選擇，

馬達轉速設定及真正馬達轉速選擇

複擺實驗
B1037---------45800元
1.複擺：
( a )整具為銅或鋼製，
長 110cm ， 寬 5 c m ， 厚
0.5cm，兩端有指示針及
長100cm精度1mm刻度，兩
端各裝一刀口作為支點
用，底端有固定圓錘，另
有一組可移動的錘，作為
改變重心之用。
(b)固定座，可固定於牆
上，其上有可放刀口之裝
置。
( c )平衡座，可置於桌
上，複擺放置其上求重心
位置。
(d)保存木箱。

黏滯係數之測定-毛細管法
B1035----------19000元
1.黏滯係數測定裝置：
(a)三角底座2個。
(b)支柱兩支:長75cm及50cm。
(c)液體壓力計，長30cm附底座

(e)溢流槽附支柄2個。
(f)燒杯3個
(g)毛細管2支，長約15cm。
(h)橡皮管數條。

(i)碼錶1個。

黏滯係數之測定-滾筒式
B1036----------19000元
1.黏滯係數儀：鋁製底座，待測液
容器及滑輪組固定於底座上，容
器高於18cm直徑7cm，容器內有
一鼓軸，鼓軸上有綁線轉輪、鼓
輪及轉軸兩端均附於摩擦力極小
之支點軸承，鼓軸與容器之固定
架上有一制動彈簧鍵以固定轉軸
，容器外壁上裝置加熱用電熱絲
及電源插座，附電源線1條。

2.電子式溫度計1支
3.20克砝碼托盤*1，10克砝碼*10
4.機油(1L)*1瓶
5.韌質細線1卷。

兩度空間碰撞實驗
B1040-------3200元
1.壓克力曲型軌道附

刻度，底座上有可移
動球座。

2.配件：C型夾1個、
鉛錘1個、鋼球3個、
玻璃球3個、韌質細線

10m長1卷。

力學能的轉換與守恆
B1012----------3800元
1.白色壓克力底座：長50*寬16*高2cm。
2.圓弧軌道：曲率半徑60cm，雙邊印
有角度各為20度。

3.滾動鋼珠2只：直徑19mm。
4.單擺支柱上附橫桿1支。

5.金屬擺球：直徑25mm，懸吊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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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0  C，1/10刻度溫度計2支。。



靜力學實驗
B1038----------58000元
1.靜力學實驗架：
(a)整組織架高80cm，寬54cm。
(b)透明壓克力方格示教板，長55cm，

寬45cm，板上雕刻凹痕線，方格大小
5cm*5cm。

(c)周圍兩支平行不繡鋼桿，長桿4
支，短桿4支，滑座8個。

(d)底座附調整螺絲高度水平螺絲4
支，附水平調整氣泡儀。

2.靜力學實驗配件：(1)拉力、壓力
雙用途量表*1(2)導向滑輪*2(3)旋轉
軸*2(04)力矩盤*1(5)拉、壓雙用途
力桿*1(6)拉、壓雙用途力桿*1(7)平
衡中心環*1(8)連接力線(短)*3(9)連
接力線(長)*3(10)量角器*1(11)長連
桿臂*1(12)短連桿臂*1(13)雙向接
桿*2(14)單向鉤*2(15)雙向鉤*2(16)
砝碼組*1組(17)固緊螺桿*2(18)彈簧
(軟)*3(19)彈簧(硬)*3(20)單輪定滑
輪*2(21)雙輪滑輪組*2(22)連接細線
*1(23)斜面裝置*1(24)滑車*1(25)滑

塊*1(26)整理盒*1

共振擺綜合實驗組
PB1001----------11000 元
本組實驗可實驗 ( 共振擺、蛇擺、耦
合擺 )三種實驗。
1. 實驗台：
(1) 鋁擠型底座，兩端附鋁製腳架兩端

附塞，尺寸 45*21*4cm。
(2) 上有ㄇ型吊架，具六個吊掛裝置，

可懸吊固定單擺。
(3) 內建四個擺桿固定孔，附調整螺絲

可調整固定桿長。
2. 實驗組件：
(1)鐵球 25mm六個不同擺長(蛇擺用)
(2) 鐵球 25mm 兩個相同擺長，附擺線

150cm 長 ( 耦合擺用 )。
(3) 塑膠球 ( 藍、綠 ) 各兩個，銅棒直

徑2.5mm長度50cm、40cm各兩支。
(4) 鋁製小圓筒上附調整螺絲及掛勾，

可調整擺長。

(5) 壓克力片，尺寸：長 25cm* 寬 3cm。

蛇擺實驗器
B1043( 大型 )---------12000 元
B1044( 小型 )----------9000 元
1. 採用厚度 10mm 透明壓克力台座

大型尺寸：540*150*350mm
小型尺寸：380*150*250mm

2. 上附鋁合金吊球橫桿 *1
3. 大型：鋼球直徑 25mm 附線 15 個，

小型：鋼球直徑 25mm 附線 9個。

4. 附壓克力推板一支。

大型力學能轉換實驗器
B1010----------5200元
1.金屬支架1組：A型底座，上附不鏽
鋼支桿長120cm，上端為鋁合金製成
掛勾架，長45cm*1。

2.500g及1000g重物各1個。
3.20g槽碼9個及20g掛碼盤1個。
4.單定滑輪*3、雙滑輪組*2、彈簧秤
200g及1000g各1、米尺*1、懸掛棉
質細線1捲。

力學能轉換器實驗器
B1011----------3600元
1.鋁合金底座長50cm1個，支柱長60cm
2支，鋁製掛勾橫桿1支。

2.500g及1000g重物各1個。
3.20g槽碼9個及20g掛碼盤1個。
4.單定滑輪*3、雙滑輪組*2、彈簧秤

200g*1、米尺*1、懸掛棉質細線1捲

拋體運動實驗器
B1041-------4200元
1.木製平台及金屬製底座。
2.平台左方友直列刻度尺，用於紀錄
鋼球落下縱座標。

3.U型斜槽固定架(角度可調整)，可作
碰撞及拋射實驗。

4.白紙固定夾。

拋體運動實驗儀(木製)
B1022----------3000元
1.可調整左、右、高、低之基座1台

50*50cm，附水平儀及紙張固定夾。
2.可調整發射方向之俯仰角有槽斜面

發射台1具，固定於平板基座上。

3.鋼球1個，紙及複寫紙各2張。

拋體運動實驗儀(鋁製)
B1021----------7500元
1.底座一體成型28.5*35cm附水平儀及
可粗微調高低傾斜度之腳架。附紙
張固定夾*2。

2.發射儀可上下移動附固定鈕。
3.方格紙1本、複寫紙*3張、鋼球25mm*1

力學實驗彈簧
IA1030-----40元(條)

1.尺寸：直徑10mm*長100mm。

簡易力的平衡實驗組
IA1001-------------600元
●本組包含三支彈簧秤、分度盤、一

個金屬環。
B6

物
理
實
驗
設
備

力
學



桌角用定滑輪
高級塑膠成型圓輪，直徑65mm。

IA1025-1-----240元
※附萬能桌角金屬螺旋式，固定裝置

桌面定滑輪
IA1025-2-----140元
※附桌面金屬片式固定裝置

塑膠滑輪
IA1023(單滑輪)----------45元
IA1024(雙滑輪)----------70元
1.塑膠成型圓輪，大輪直徑65mm，
小輪直徑50mm。

2.附金屬固定勾。

小型力學台車
IA1028(木製)--------250元

IA022(塑膠製)-------260元

彈簧秤
IA1031----------220元
稱量500公克
IA1032----------220元
稱量1000公克
IA1033----------250元

稱量3000公克

彈簧秤(教學用)
IA1034----------140元
稱量250公克
IA1035----------140元
稱量500公克
IA1036----------160元

稱量1000公克

帶指針彈簧組
IA1029----------280元

●本組包含0.5N、1N、2N、3N及5N精
密彈簧各一條，下端均帶有紅色指

針，可方便觀察。

齒輪聯動實驗器
IA1013------1320元
●金屬台座，尺寸：
160*160*20mm。
●大齒輪24齒、中齒
輪18齒、小齒輪12齒。
●附推動手把。

齒輪與輪軸的綜合實驗器
IA1039-------1650元
說明齒輪與輪軸作動方式，附500g彈

簧秤1支、20g鉤碼3個

小型輪軸實驗器
IA1011(立式)------600元
IA1011-1(磁吸式)--880元
※力的方向大小變換實驗
1.有大、中、小三層輪軸
盤，附底座或磁性吸盤

2.配件：20克砝碼*6

3.附繩。

綜合滑輪實驗裝置
IA1012----------1780元
1.組合：鋁質滑輪掛鉤，橫桿580mm1
支，鐵製支柱570mm2支，塑膠一體
成型收納盒(可當本實驗基座)。

2.單滑輪4個，雙滑輪2個，砝碼20g*8個

力的測量
IA1005--------600元    
1.金屬底座，60cm鐵棒
固定夾1個。

2.附45cm長刻度尺1支
3.帶勾砝碼20g*6個，
彈簧*1條

4.可另選購10g、50g、

100g砝碼。

帶鉤砝碼
IA1026(20g*10個)---------300元
IA1027(10g*10個)---------250元
IA1026-2(單鉤50g)---------80元
IA1026-5(單鉤100g)-------100元
IA1026-3(單鉤200g)-------150元
IA1026-4(單鉤500g)-------200元
IA1026-6(單鉤1kg)--------320元

力的平衡說明裝置
IA1002------------2850元
1.磁性白板尺寸600*600mm附刻度尺及
動滑輪2個

2.20克砝碼12個，固定架1組。

力的合成說明裝置
IA1003--------------2650元
1.磁性精美印刷角度尺白板。
2.組合：磁性白板尺寸600*600mm。
3.配件：彈簧秤500g 2支，彈簧1條。

伽利略實驗
IA1037----------3600元
驗證鋼球的機械能守恆定律
1.木製塑膠軌道2種，鋼球2個，
尺寸：900*100*150mm

※可配合小型速度測定器使用

不脫落砝碼組
IA1044-1(220g)-----500元
IA1044-2(1KG)------880元
1.220g:50g含掛鉤1個
  50g*2個、20g*2個
  10g*2個、5g*2個
2.1KG:100g鉤碼盤*1、100g
  槽碼*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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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力觀察
IA1004--------1900元
1.摩擦力實驗用平面600*150*10mm
2.摩擦力木塊附鉤*1
3.桌邊滑輪*1、彈簧秤1KG*1及細線一捲

4.20g槽碼10個及20g鉤碼盤1支

三種槓桿原理實驗器
IA1006----------3800元
※分別作三種槓桿原理之操作實驗，
配合印刷說明板實驗，理論之驗證更
明顯。
1.金屬台座1台，附印刷說明板。
2.支柱1支及掛鉤軌道1支。
3.鋁製平衡尺1支。
4.彈簧秤250克*1、20g鉤碼*10。

槓桿原理實驗器
IA1007----------1200元
※用槓桿原理來探討平衡的實驗
1.組合：鋁質平衡桿(兩端附螺絲可調
平衡)、附標尺、收納盒(可當本實
驗器基座)。

2.尺寸：65*80*660mm，U型支柱一支

3.配件：20g砝碼*8。

大型衝突球實驗
IA1008(大型)----------9500元
IA1009(中型)----------6600元
IA1010(小型)-----------350元
大型：金屬支架尺寸：26*30*21cm
中型：金屬支架尺寸：23*14*28cm
小型：金屬支架尺寸：18.5*15.3*18.5cm
1.大型：鋼球直徑32mm*7個，中型：
鋼球直徑25mm*5個，小型：鋼球直
徑22mm*5個，尼龍線可調整角度以
求最佳效果。

牛頓第三運動定律實驗器
IA1015----------2700元
1.金屬製軌道附刻度尺，600*75mm。

2.作用台車及彈簧反作用台車各一台

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IA1014----------2400元
1.鋁製滑走台(附停止裝置)600*7.5mm
上附兩個定滑輪。

2.鋁製滑車*1台。
3.兩端有擋球板。

4.砝碼及鋼球各一個。

自由落體管實驗器(雙管式) 
IA1020----------3800元

1.真空管1支，非真空管1支。

2.選購：木製保管箱

彈道擺錘衝擊器
IA013---------3500元

鋼球擺錘的非彈性碰撞的能量守恆和
動量的規律用於根據指針的上升高度
和質量的數據計算槍射出的球的速度

物理小車
JMS3606-------------300 元
車體塑膠製，輪子鋁合金製，行進滑順平
直。長 13.5cm，寬 7.5cm，高 3.5cm

拋射運動實驗組
LM-55131---------8800元
1.準確、安全又易於使用的裝置。
2.可示範斜拋運動實驗，僅需操作裝
置末端連接的發射快門線即可輕鬆
擊發鋼球。

3.主體18公分具有三段式發射力道調
整，並有印刷角度及鉛錘線

4.底座尺寸：15*15*H10CM，具鎖定裝
置可提供固定的斜拋角度。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新型)
IA1102--------4500元
1.鋁製軌道長120cm一側有計時器固定
座，另一側有緩衝器及活動式滑輪，
上附角度調整棒附底座

2.塑膠力學台車(鋁製車輪)2台，上附
紙帶固定夾及掛勾

3.配件:棉線、100g勾碼盤*1、50克槽
碼*4

衝擊擺
LM-50236---------9200 元
尺寸：250*160*400mm 重量：2kg 一
個經典的物理實驗，用簡單的方法來
觀察動能和位能之間的關係，結合動
量守恆定律和能量守恆定律來確定砲
彈的砲口速度。需要通過擺錘和距離
測量來確定本產品是由耐用的金屬底
座和碳纖維管製成的；高質量的軸承
。它由一支彈簧槍組成，可以水平
發射球和一個能接住球的塊狀物。自
由擺動的擺錘移動到最大高度，其中
指標描繪出其最高的提升點。通過測
量這個高度並使用機械能守恆來確定
擺錘加發射體的動能。彈簧槍固定在
底座上，可以以 3 種速度得到發射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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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擺實驗
B1027----------17000元
1.扭擺裝置：
(a)固定架可固定牆上，附夾線螺絲1個
(b)扭架，放置擺環，附夾線螺絲。
(c)擺環1個，外直徑為19cm，內直徑
   13cm，厚3cm，表面電鍍光滑。
2.鋼線2條:線徑0.7mm*長110cm。

3.銅線2條:線徑0.7mm*長110cm。

摩擦力的觀察與測定
JKP-4001----------28000 元
可測試各種不同材質相互間之最大靜
摩擦力，動態摩擦力，以及摩擦力與
重量 -面積之關係
1. 摩擦實驗台

(a)實驗底座為厚度3mm鋁製成型黑
色處理，尺寸560*135*35mm

(b)微動裝置：轉輪直徑62mm，每圈
位移1mm，總位移距離為120mm

(c)位移方式：雙桿雙軸承加上螺旋
轉軸帶動式

(d)測定計：LCD液晶數位顯示，載
台140*140mm

2. 承載平台：14580*11mm 鋁製黑色處理
3. 量 力 表：0～2N， 精 度 0.02N*1，

0～5N，精度 0.05N*1
4. 量力表置放台：鋁製黑色處理

225*145*13mm，支桿(∮16*300mm)
雙輪 (培林 )式升降

5. 摩擦物固定扣板：不鏽鋼二片
6.待測摩擦物體：鋁二面，PVC二面，

絨布二面，細砂紙二面，110*80mm
7. 加重砝碼：20g*5 只，100g*5 只

平衡陀螺儀
LM-11850---------4900元 
尺寸：500*120*200mm 重量：1.5kg 
該裝置的圓形框架具有準確的中心
輪和可調整的砝碼，使它可以完美
的呈現出向心力和離心力。

磁吸式單擺實驗器
P-1052-------------1000 元
大型可吸附在黑板上

1.磁性吸盤 *1
2. 大型量角器 *1
3. 金屬球 *3

水平垂直拋體實驗器
JK188----------5800元

  這是一個獨特水平/垂直運動實驗器
具，一個軌道垂直安裝於面板上，使
用台車作為自由落體物件，軌道角度
容易調整，將筆安裝於台車背面，當
台車墜落時，可將行徑路線畫於面板
之上，筆的填充墨水可用一般墨水，
圖紙以磁條固定，方便更換，台車可

加重，研究重力加速度之數據等等。

等質量觀察組
IA1021----------350元
包括銅、鋁、尼龍、PVC及聚乙烯，等
五個相同直徑及相同質量的圓柱體。
其密度的比較，很容易由其高度觀察

出來，密度越低者其高度越高。

等體積圓柱體組
IA1022----------350元
包括紅銅、黃銅、鋁、鐵等四個同直

徑、等高但質量不同的圓柱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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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張力之測定
B1033---------32000元
1.表面張力計：
(a)扭力架，Du Nouy式，最大測量
   範圍為180達因，最小讀數：0.5
   達因，附刻度盤及指針。
(b)張力拉環1個，銀線環，直徑約
   19mm，線徑約0.6mm。
(c)扭力架保護木箱1個。
2.玻璃皿，圓型盛待測液體用，直
徑9cm。

3.酒精1瓶。
4.甘油1瓶。

慣性天平
BC-106-------- 詢價
1.慣性天平*1台

(a)A 字型底座重 4 公斤，頂端寬
80mm 底部兩端中心距離 360mm，邊緣
寬 35mm，厚度 25mm
(b) 擺動支柱高 160mm，底寬 90mm頂
底長 210mm 頂座兩端附 4 支夾架
螺絲用於鎖緊彈簧片
(c) 擺動彈簧片：長 350mm，寬
38mm，連接 U 型載物台。
(d) 載物台：長 190* 寬 50mm，並附有
中心指標。

2.滑輪組*1組

(a)A 字底座，重約 3 公斤，附 3
只水平調整螺絲
(b) 不鏽鋼支柱，長 75cm，直徑19mm
(c)十字接頭：接孔徑分別為19mm及 
12mm，附螺絲 2 只
(d)附柄鋁滑輪1只，柄長15cm，直徑
約 1cm

3. 槽碼組 *1 組，含槽碼掛勾 1 個

4. 軔質細線 10m 長 *1 卷



比熱與溶熱測定裝置
C1001----------3800元
1.量熱器：木製外箱，內附保麗龍、

銅杯1個、電木蓋、攪拌器及溫度
計孔。

2.電氣加熱鍋1個AC110V。
3.試樣金屬銅、不鏽鋼、鋁，各1個。
4.溫度計100℃及50℃各1支。

5.細線1卷。

固體比熱實驗
C1002----------21000元

1.量熱器：木製外箱，內附保麗龍、
銅杯1個、電木蓋、攪拌器及溫度計

孔。

2.雙層熱物器及支架：
(a)熱物器為銅製具有保溫布套，進氣

及排氣口，附橡皮塞及60cm塑膠通
氣管1條。

(b)支架含A型底座、支柱、托盤及固
定叉架。

3.不銹鋼蒸氣鍋1個，內有電熱管，外
附水位指示。附電源線及60cm長塑
膠通氣管。

4.溫度計1支，100℃，1/1刻度。
5.溫度計1支，50℃，1/10刻度。
6.待測金屬：銅、鋁及不鏽鋼各1個
7.細線1卷。

熱功當量實驗
C1003----------19500元
1.量熱器：木製外箱，內附保麗龍、
銅杯1個、電木蓋、攪拌器及溫度計
孔。

2.電源供應器(5A30V) *1台。
3.溫度計1支，50℃，1/10刻度。
4.量筒1個，200c.c。

5.槍型連接線2條。

線膨脹係數之測
定-光槓桿
C1005------34000元

1.線膨脹係數裝置：
(a)底座，直型護管

彈簧夾座。
(b)銅製蒸氣護管，

附進、出氣口及溫
度測量口。

(c)橡皮塞*3個
(d)光槓桿及支座。
2.待測金屬棒組：

銅、鋁及不繡鋼各1
支

3.不銹鋼蒸氣鍋1個，內有電熱管，外
附水位指示。附電源線及60cm長塑
膠通氣管

5.實驗室望遠鏡：
(a)望遠鏡：單筒，十字對準線，焦距
   可調。
(b)望遠鏡架*1個。
(c)望遠鏡底座附水平調整螺絲3支，
   支柱1支。
(d)米尺80cm及水平垂直兩用固定夾，

   附微調裝置。

牛頓冷卻定律
C1006----------18000元
1.輻射卡計：
(a)不鏽鋼製冷卻圓筒，直徑24cm，高24cm
(b)電木蓋1個，其上固定2個銅製輻射
   空間管。
(c)輻射管3支(2支原色、一支鍍黑)。
(d)溫度計50℃*3支，附橡皮塞。
2.加熱裝置：蒸氣鍋附蓋1個。
3.方格紙1本。

4.酒精1瓶。

毛細管現象
C1007---------950元
1.壓克力盛水盤*1個:300×100×40mm
2.玻璃片200*150*5mm*2片，1片上貼
  有刻度。
3.金屬薄片3片。
4.金屬細棒3支，10m長。
5.強力彈性夾2個。

線膨脹係數之測定
C1004----------21000元
1.線膨脹係數裝置：
(a)鐵板底座，長80cm，上附M型護管夾
(b)蒸氣管，直徑25mm*長570mm，附進
  、出氣口及溫度測量口。
(c)支座及測微表，精度可測至0.01mm
2.待測金屬棒：銅、鋁及不繡鋼各1支
3.不銹鋼蒸氣鍋1個，內有電熱管，外
附水位指示。附電源線及60cm長塑
膠通氣管。

4.溫度計1支，100℃，1/1刻度。

絕熱杯
IH1028---------290元
1.保溫盒尺寸：13*12*12cm
2.內附鋁杯及溫度計各一

球型膨脹實驗器
IE1010--------480元
1.測試金屬球加熱後
，膨脹之情形。

2.銅球直徑29mm一支

環狀孔徑28mm/30mm

直接加熱式傳導儀
IE1005----------500元
含4支不同材質的金屬棒，將小蠟塊置
於金屬棒的末端，直接燃燒黃銅接座
部，由蠟塊融化的速度，即可得知其

導熱性的差異。

壓縮點火器
ID041-----450元
本實驗器是利用空氣被壓縮
後溫度提升產生現象

輻射熱觀察
MV052-------950元
本實驗器內附葉片當
大 陽 光 或 燈 泡 照 射
時，葉片即會轉動。

間接式熱傳導
SH104-------550元
本實驗器上附不銹鋼鍋及六種不同材
質試棒

B10

物
理
實
驗
設
備

熱
學4.溫度計1支，100 C，1/1刻度。。



內燃機引擎模型(歐美貨)
JK298---------3800元
產品介紹：
手搖式，可演示內燃機基本工作情
形，並由內部隱藏燈號指示進氣、
點火、排氣等順序。
1.主體：金屬製引擎汽缸剖面
2.尺寸：H30*W17*12CM(含底座)

四行程汽柴油引擎剖面模型
JK290(汽油)---------12600元
JK291(柴油)---------12600元
產品說明：
非常適合物理與生活科技課程，台
坐上安裝四行程汽油(柴油)引擎模
型展示汽油(柴油)內燃機運作的基
本原理，由鑄造金屬製成，底座為
木頭支撐，在底座上貼有說明銘板
印有四行程汽油(柴油)引擎解剖圖
並標記各部件之名稱，手搖操作，
有小燈模擬火星塞作用。

空氣炮火箭筒
TAS002-------1380元

火箭筒類型的空氣炮。隨者拉動後面
抓住握柄，空氣炮會大力蹦出。大小
約 260mm*270mm，重約 560 克

熱能斯特林發動機
CAL-53555-------13500元
    首先觀察熱量轉換為機械能和電
能。斯特林發動機使用外部熱源產生
溫差，產生能量，移動活塞和飛輪，
使發動機運轉。輕鬆查看引擎的所有
工作部件。質量建設意味著這種模式
將持續多種用途。無需組裝。

克魯克斯輻射計(大型)
TB-001----------1750元
  用吹風機吹輻射計或者是用冰水澆
淋，觀察輻射計葉片轉動的方向。輻
射計內金屬葉片的黑色面，吸收了輻
射熱能使溫度升高，造成附近氣體分
子平均動能升高，而銀色面則反射輻
射能，溫度不變，附近氣體分子平均
動能不變；又當 氣體分子由平面完
全彈性碰撞時，其動量變化為2倍入
射動量，故由黑面端反彈的分子，其
動量變化大於白面端，即黑面端受力
較白面端大，致使葉片順時針旋轉， 
當不再接受輻射熱而逐漸冷卻時，葉
片則反向旋轉。

喝水鳥
MV-511-------400元
根據熱機原理製作的一種科學玩具由
兩個玻璃球組合而成。沒有外加動
力，就會不停的擺動。他用了簡單的
科學原理及基本的機械結構，就可以
讓他一再的運作，再看似無規則卻又
似乎有規律的點頭，彷彿無止盡的重
複，都會讓你持續盯著她，讚嘆世間
竟有如此的天才，能巧妙的化繁為
簡，並將它做得如此優雅與簡單。

液晶熱像顯示板(日貨)
JKP2627----------4500元
變色溫度30-45℃，A4尺寸附貼紙

金屬導熱比較
KS-30211--------1200元
●實驗板上具有4種金屬(銅，黃銅，
鋁，鐵)，觀察四種材料導熱情形。將
金屬材料放置熱水中，觀察4種材料導
熱情形

熱的輻射實驗器
JKP1202----------950元
1.台座上附燈泡兩端固定有白色及黑

色測試管
2.附件：橡皮塞溫度計2支
3.20*15*3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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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熱比較器
LM-50853---------3500 元
尺寸：200*145*120mm 重量：0.3kg 
●一個巧妙設計的設備，用來展示

熱量吸收和輻射。使用12V啟動
燈泡並製成圖表。內含兩個鍋
(直徑90mm)，一個黑色和一個
銀色。一個10W/12V的燈顯示不
同的溫度增加。您需要兩個溫度
計，但不包含在內。



大型波義耳定律實驗儀
P1001-----------10500元
1.底座具附水平調整螺絲。
2.鋁製一體成型之示範用台
座上附鋼尺1支。

3.可上下移動壓克力製玻璃
管座2個。

4.有刻度及無刻度玻璃各1
支附活塞。

5.高壓橡皮管附夾長150cm1
條。

6.壓克力製數據讀取窗附磁

性座可吸附於鋼尺上。

波義耳定律實驗儀
P1002--------7000元
1.底座具附水平調整螺

絲。
2.鋁製一體成型之示範用
台座上附米尺1支。

3.可上下移動壓克力製玻
璃管座2個。

4.有刻度及無刻度玻璃各
1支附活塞。

5.高壓真空用厚質橡皮管

附夾長100cm1條。

波義耳查理定律
(鋁板式)
P1003-------23000元
1.波查定律裝置：
(a)A字型底座附水平調

整螺絲。
(b)鋁製面板，長100cm*

寬10cm
(c)米尺1米長*1支固定

在面板上。
(d)兩支玻璃管置於面板上，一支可上

下移動。
(e)球型玻璃管1個，接管一個。
(f)橡皮管1條，長120cm。
2.不銹鋼蒸氣鍋1個，內有電熱管，外
附水位指示。附電源線及60cm長塑
膠通氣管。

3.不鏽鋼升降台20cm*20cm。

4.溫度計100℃1支

氣壓計式波以耳定律實驗器
P1004(大型)----------13800元
P1005(小型)----------9800元
●大型尺寸：520*100*190mm。
●小型尺寸：330*100*190mm。
※大型容量筒長30cm上附刻度
※小型容量筒長12cm上附刻度
1.採用旋轉式定位，可前後連續旋轉
兩邊用鋁製固定座固定容量筒

2.微調式活塞採用微調前進式螺桿活
塞頭配合加壓唧筒採全密式附雙重
抗高壓墊圈，可自行調整實驗體積

3.壓力計固定在銅製三方口上，一邊
裝上排氣閥另一方接壓力筒，壓

伯努利定律實驗(大型)
P1009----------31000元
1.空氣導管：銅製長100cm，小管部
份約20cm，大管約60cm，分在小管
兩側，其餘為接頭部份。有4個量壓
口，小管1個，大管3個。

2.壓力計4支，玻璃管彎成U字型，長
18cm，裝水測定管中氣體與大氣的
壓力表。

3.支架2組，A字座附支附及銅導管夾
4.高壓送風幫浦1台、送風軟管1條、

接頭1個。

伯努利定律實驗組(小型) 
P1010----------12000元

1.玻璃導管：大管60cm,小管10cm，
大管分在小管兩側,其餘為接頭部
分,有3個量壓口,小管1個,大管2個

2.氣壓現象顯示器:玻璃管成山字型，
長18cm有1座，裝水測定管中氣體與
大氣的壓力差。

3.底座：550*80*40mm，擠型鋁一體成
型，兩端以ABS塑膠套收邊。

4.高壓送風幫浦：

(1)電源：110V60HZ  (2)送風管1條

氣體溫度測量儀 ( 歐美貨 )( 波
義耳定律實驗器 )
P-5488M----------9600 元
使用此儀器有助於了解波義耳定律，
壓力、溫度和氣體體積之間的關係是
不變的。採用螺旋式設計氣密管內並
增加溫度感應器，使用者只要旋轉調
整就可使實驗透過壓力表ㄧ目瞭然並
了解加壓過程的溫度變化
1.160*120*200mm( 旋轉調整桿最低時 )
2. 精密加壓唧筒採耐壓塑膠玻璃管

製，全管內徑一致，推進器具雙層防
漏墊圈，兩端置有高壓防漏設計，直
徑30mm，印刷加壓刻度

3. 微調式活塞使用微調前進式螺桿活
塞頭配合加壓唧筒採全密式， 可自
行調整實驗體積

4. 氣壓計直徑 6cm，固定於旋鈕式排
氣閥上，測量範圍：-10-30N/cm

5. 氣壓計表下有大型液晶溫度顯示表
可馬上作溫度變化比對

6. 固定機座上有 ON/OFF 開關控制溫
度感應器

氣壓計式波以耳定律實驗器
P-1231-----------9800 元
採用直式設計，使用者只要在側邊調整就
可使實驗透過壓力表一目瞭然。本實驗器
不需要用水銀或其他電力只需用手壓縮空
氣，即可得到極佳的實驗效果，本實驗器
可加壓至 4大氣壓 (atm)
1. 壓克力空氣柱直徑 6cm
2. 德製高精密壓力錶頭直徑 10cm

連通管
IE1013------580元
玻 璃 製 含 木 製 底
座，五種不同管型

玻璃連通。

物體密度實驗組
IE1004----------460元
1.銅、鐵、鋁、木頭及塑膠鐵五種不

同密度的物質塊。

悶熄蠟燭實驗筒
IE1011----------1100元
1.玻璃筒規格如下：250ml、500ml、

750ml、1000ml、15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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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計直徑60mm，面板刻度76～0～1kg/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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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壓觀測器
IE1002----------1600元
1.壓克力管上附薄膜及通氣孔。
2.壓克力水槽1個。

3.水壓觀測器1個上印有刻度。

阿基米德實驗(大型)
IE1007--------550元
1.容量：100ml。
2.直徑：55mm，高53mm，

每25cc有一個紅色環線

阿基米得原理
示範器
IE1008-------350元
1.測試液體浮力。
2.金屬圓柱體*1。

3.透明塑膠外筒*1。

簡易型打氣筒
IE1014-1(32cm)-----------140元

IE1014-2(17.5cm)----------50元

帕斯卡原理實驗
IE1003-----1400元
1.本組裝置玻璃注

射筒，不需要注入
液體，即可明顯的
實驗帕斯卡原理

2.玻璃注射筒，分
別為5cc及20cc

3.壓克力固定架，另附10枚金屬片及
矽膠管*1條。

液體上壓觀察器
IE1009------580元
1.玻璃水槽尺寸：

直徑10cm*高15cm。
2.玻璃圓筒尺寸：

直徑3cm*高15cm。
3.附塑膠片，夾架

等。

簡易壓力錶式波以耳定律實驗
P1006---------3200元
1.布當壓力計範圍：0-2kg/cm 。
2.附洩氣開關，50ml注射筒附連接管
3.壓克力座尺寸：27*13*5cm。

空氣對流實驗箱
IE1006--------600元
1.箱內中央有隔板，
隔板上有空氣對流孔

2.尺寸:110*140*240mm

氣體法則實驗器
P1008----------9000元
1.金屬製集氣筒及壓力計固定座。
2.壓克力集氣筒:34*140mm
3.有效容積：約100ml，附體積刻度。
4.壓力棒：氣密調整式。
5.壓力計：500g/cm²，附橡膠管。

6.附補充用栓子及塑膠墊。

馬德堡半球實驗
器(矽膠)
IA1016------300元
1.材質採用高級矽膠
一體成型

2.直徑95mm高100mm

馬德堡半球
IA1017----------1300元
金屬製，半圓形，直徑110mm*高110mm

球體*2，活拴一組，固定鐵架1組。

風洞模型實驗器
LM50336------5900 元
  全開模製作，以相對簡單的方式展
示飛機飛行空氣力學原理，可清楚演
示伯努利定律與基礎飛行概念。機翼
模型內建於透明壓克力管內，機翼中
央有垂直桿貫穿，垂直桿下方穿出壓
克力管。測量時將垂直桿凸出之部分
至於微量天平 ( 另購 ) 秤盤上，當風
扇開始作動時，機翼會產生一定的升
力造成微量天平測得知秤量減少，由
減少重量多寡得知升力大小。

尺寸：約26CM*20CM*12CM

小型真空幫浦
MV-4505--------3500 元
  高品質台灣製造幫浦，採用無油式
吸排兩用，也可以當成打氣幫浦。尺
寸 :145*125*100mm 重量僅有 1.6kg。
真空度可以達 500mm-Hg，無論是利用
在任何需要抽真空實驗上都非常適合。

液壓碟式煞車系統模型
KS-18021-------11600 元

  演示應用在交通工具上的液壓碟式
煞車系統，讓學生了解其作用原理。
1. 利用馬達帶動小輪，小輪則與碟盤

相連
2. 煞車踏板下有油壓渠，油壓渠內部

空氣則模擬充當煞車油。
3. 當馬達啟動並連動碟盤轉動時，按

壓踏板使其將空氣推向卡鉗，進而
將活塞向碟盤推擠造成煞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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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導體實驗組(歐美製)
CA-56541--------11600元
本組可展示銅氧化物超導體懸浮效果
(需自備液態氮及容器)。
包含：超導體*1、稀土磁鐵*1、無磁
性鑷子*1、英文說明書*1



折射率測定實驗
D1017----------950元
1.半圓水槽：半徑6cm*高3cm。
2.壓克力磚：7*4*2cm。
3.角度盤白色:直徑28cm，上印有角度
及長度。

4.珠針*10支，瓶裝。
5.量角器、不銹鋼尺、圓規各1。

折射率的測定實驗器
D1015----------4800元
1.壓克力半圓水槽:直徑120mm,高30mm
2.圓形角度盤:直徑280mm，上印有0～360

度，刻度0～110mm，共四個像限
3.玻璃磚*1、壓克力磚*1。
4.半圓玻璃透鏡:直徑50mm*高25mm。
5.半圓形壓克力透鏡:直徑50mm*高25mm

6.紅光雷射光源DC3V:附開關

折射率測定
D1003--------1600元
1.半圓壓克力水槽:半徑6cm*高3cm。
2.長方型玻璃磚*1、長方型壓克力磚*1
3.保麗龍板1片、直尺1支、珠針8支、
方格紙1本

大型示範用雷射光學水槽
D1016----------3500元
1.大型附磁鐵可吸於黑板上製圓形水
槽直徑30cm，內印有360度刻度盤。

2.紅光雷射光源DC 3V，便於觀察光線
由空氣進入水中，或由中進入空氣

的折射。

面鏡反射實驗
D1002----------7400元
1.光學台：兩個底座，上面固定兩支
不鏽鋼桿及1支米尺100cm。

2.光具滑座*4。
3.光源：100W燈泡附柄燈座1個。
4.帶柄凹面鏡直徑75mm1支。
5.帶柄凸面鏡直徑75mm1支。
6.帶柄平面鏡直徑75mm1支。

7.白色像屏1支。

面鏡與薄鏡鏡成像實驗
D1001----------8500元
1.光學台：兩個底座，上面固定兩支
不鏽鋼桿及1支米尺100cm

2.光具滑座4具
3.光源：100W燈泡附柄燈座1個。
4.帶柄十字矢孔1支，
5.帶柄白屏幕大小各1個。
6.帶柄凹、凸透鏡各1個，直徑75mm。
7.帶柄凹、凸、平面鏡1個，直徑75mm
8.帶柄孔徑光檻1個。

9.濾色片(紅、綠及藍色)各1片。

投影式三原色實驗 ( 歐美貨 )
D1021-----------7500 元
   一個緊湊有效的光的三原色燈投影
機，使用三個低電壓，高功率 LED 燈
易於看到紅、綠、藍燈混合成一個白
色畫面，投影機的光束角度可調整，
以不同的方式重疊三個彩色圖像，每
個 LED 的強度可以個別調整並具有調
焦功能，在黑暗的房間也可以使用
1. 一體成型三原色燈放置架：上有 3

個三原色燈孔可調整角度，底部具
3個亮度調整鈕，附 2個活動式支
架，尺寸：17*15*22cm

2. 投影白幕：附有 2個活動式支架。
尺寸：16.5*6*18cm

3. 三原色燈：含紅、綠、藍 3支內有
安裝鏡片可調焦，每支直徑 3.5cm
具連接插孔

4. 附電源變壓器和連接導線 3條及使
用說明

光的干涉與繞射(氦氖雷射)
D1007----------30000元
1.光學實驗平台：長100cm，兩旁貼有
  刻度，平台上貼有磁性片1台。
2.光具座：兩旁附刻度指針*2個
3.繞射刻度尺：精美印刷壓克力上印
有刻度範圍為20～0～20cm，再0刻度
處有一繞射小孔。

4.單狹縫片0.05mm/0.10mm各1片。
5.雙狹縫片：縫寬0.05mm縫距0.25mm
，縫寬0.10mm縫距0.50mm各一片

6.紅光氦氖雷射:功率2MW，波長：632.8nm

光的干涉與繞射(二極體雷射)
D1008-1(紅光)----------14000元

D1008-2(綠光)----------16000元

1.光學實驗平台：長100cm，兩旁貼有
刻度，平台上貼有磁性片1台。

2.光具座：兩旁附刻度指針*2個
3.繞射刻度尺：精美印刷壓克力上印
有刻度範圍為20～0～20cm，再0刻度
處有一繞射小孔。

4.單狹縫片0.05mm/0.10mm各1片。
5.雙狹縫片：縫寬0.05mm縫距0.25mm

，縫寬0.10mm縫距0.50mm各一片

6.紅光雷射功率5MW，波長：635nm1台

7.綠光雷射功率5MW，波長：532nm1台

基礎分光計 ( 歐美貨 )
JKM1928-----------------24000 元
以堅固金屬製造，可調式直準儀望遠
鏡與立式裬鏡，本產品是一個高品質
的光學系統並有清楚蝕刻刻度，顯眼
易讀。測量範圍達 50A，光源位於直準
儀管內，並對焦於可調式望遠鏡，內
有刻度，讓數據讀取更容易
1.600 條衍射光柵、光柵固定器
2. 稜鏡 3*2.5cm、稜鏡罩
3. 使用說明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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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干涉與繞射實驗組
D1018----------11000元
1.採用一米長開模一體成型凹槽金屬

2.綠光雷射1台採開模一體成型箱體內

3.軌道凹槽上附2個開模一體成型可移
移動並固定

軌道上附刻度尺，讓實驗的直線性誤
差減少。

建綠光雷射可直接在軌道凹槽上前後

動的固定座。
4.吸附式繞射刻度尺屏1支。
5.搭配吸附式狹縫光柵片組如下：

A.單雙狹縫片：在同一狹縫片有單狹
縫：0.075/0.15/0.4mm三種及一種雙
狹縫：2條各0.1mm，縫寬0.4mm。

B.孔徑光欄：在同一片框中具雙排
(白底、黑底)、6圓孔設計(孔徑各為
1mm、1.5mm、2mm)。

C.雙狹縫片：三種狹縫片在同一片，間距
均為0.3mm，縫寬：0.1/0.15/0.2mm三種。

D.光柵片500條(美製)

雷射解析幾何光學實驗組 ( 歐美貨 ) 
P-0714M--------9800 元
可實驗各種雷射光的折射、反射現
象，可選擇發射1、3、5道雷射光束，
配有瞬時安全開關

1. 刻度盤面為軟性材質，底部為吸附式磁
性板，印刷Φ20cm的圓形刻度盤及貫穿
刻度盤的刻度尺(長38cm)，刻度尺可供
判讀曲率及觀察折反射現象

2. 光源：採開模一體成型 85*50×*25mm 側邊具
雷射射出孔上有開關及雷射光束選擇鍵

3. 光學配件：

(2)

(1)一個曲率可調之鏡子裝在2個端
子長 8cm 可供觀察光的折射
半圓柱體長 8cm，雙凸透鏡長 8cm；
雙凹透鏡長 8cm，梯形磚邊長 9cm

(3) 直角等腰三角稜鏡邊長 5cm
(4) 長方形柱體長 7.5cm*2.5cm
(5) 折射率測量用半圓水槽

4. 光學配件的底部均磨砂處理可顯示
光通過的路徑

5. 附使用說明與收藏盒

光電效應 ( 歐美貨 )
D2342---------46800元
利用光電效應說明光有粒子的特性並
由截止電位與光波頻率的關係，求出
planck 常數
1. 主體內藏光電管燈組：12Volt，25

to 30Watt
2.濾光：428nm(藍)/460nm(綠)/492n

m( 黃 )/530nm( 橙 )/590nm( 紅 )
3.光柵組：孔徑5mm/7mm/10mm/14mm/20mm
4.數字顯示錶頭

光譜管  
D4679-------11500 元

1.
2. 氫、氧、氦、氮、氖
3. 每支長約 250mm

光 譜 管 放 電 裝 置
D3813-----22000 元
金屬烤漆高壓放電本體
主機約可產生10～20萬
V 高壓，上下有圓形光
譜管座內附彈簧只要
將光譜管裝下打開開關
就可點亮光譜管
電源：110V
尺寸：12*9.5*37cm

螢光燈 
可鑑別礦物和衣服含螢光物質的顯象

型號 JC004 P-D1219

尺寸 160*55*23mm 357*100*37mm

重量 250g 900g

電源 3號電池 *4 AC110v

價格 990 元 2600 元

新型透鏡成像裝置
ID1070---------6800元
1.鋁合金軌道長1米上印有刻度
2.採用三色LED光源，紅光4個、藍光1
個、綠光2個、黃光2個

3.配件：成像白屏15*15CM、圓孔黑
屏、4個滑塊；5個透鏡直徑50mm
（3個凸透鏡焦距：100mm、150mm、
200mm，2個凹透鏡焦距：-150mm、

-200mm）

光譜管電源器 
D1020-------13000元

1.採用塑膠外殼，有效防
止漏電

2.輸出電壓：3～8KV
3.內附伸縮電極夾

4.電源AC110V，亮度可微調

光譜管(美製)
D1022(10支組)------18000元 
D1022-1(單支)-------2200元

●整組10支包含高亮度光譜管
(氬、二氧化碳、氦、氖、氧、氫、

氙、氮、氪、汞)

汞燈
D1019----------8500元
1.汞燈電源控制器：180*135*80mm，

AC110V 60HZ，附電源開關。
2.汞燈電源，尺寸：80*80*225mm及接
線，下方附風扇及接線。

3.支架一組總重約3Kg。

浦朗克常數測定器(光電效應)
G1002----------36000元
1.面板上印有內部線路圖，附檢流計

歸零調整鈕光度控制鈕，檢流計切換
開關及濾光色片座。

2.伏特計0～3V(測度0.1V)檢流計
0～100µA(測度2µA)

3.

4.內附光源35W燈炮1個。

5.直流增幅器，內附保護迴路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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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0A 、4750A 、4250A 、4050A 。。 。 。 。
濾光色片六片波長5820A 、 5350A 、。 。

五支1組(盒裝)，可單獨購買



半導體雷射用光纖 ( 日貨 )
JKD1103-02---------------1700 元
JK4103( 台製筆型光纖用雷射 )--1800 元
7 條直徑 1* 長 500mm 的特殊透明塑料
組合，可直接旋在半導體雷射光源上
觀察 (雷射筆另購 )

光纖原理說明器 
UD429-DP23---------5860 元
2種一組，用石英和透射率良好的塑料製
作。是能簡單地說明光纖原理的教材

1.S 字形 1個，直線形 1個

 簡易分光計 ( 歐美製 ) 
JKD1828-------2800 元

1.縫寬 1mm、刻度 350～750nm

2. 光柵數 540 條
3. 尺寸：190*100*22mm

直視分光器 ( 美製 )
P-26055-------2800 元
透過分光器可檢視任何發光體，如白
熾燈、鈉燈、水銀燈、月亮、恆星等
的光譜，並測出所含有的元素，塑膠
製，繞射光柵式設計
1. 尺寸：310*185*40mm
2.可測波長：350nm～750nm
3.能量強度：1.7eV～3.4eV

哈哈鏡
IC1020-----5500元
站在哈哈鏡前能讓你
的身體產生戲劇化的
變化金屬鏡面，外框
以木質固定。

光的干涉與繞射(雷射移動尺)
D1009-1(紅光)----------8000元
D1009-2(綠光)----------9500元
※紅光雷射，波長650nm(台製雷射模組)
※綠光雷射，波長532nm(台製雷射模組)
(a)電源及外殼:AC110V，具有獨立開
關及指示燈尺寸：125mmx100mmx135mm
(b)移動尺架：以支板連結在機箱上，
框槽內吸附光刻片及狹縫片具有齒輪
式移動裝置，可上下調距30mm，左右
調距60mm。
2.單狹縫(0.1、0.15、0.2)
3.雙狹縫(0.1、0.15、0.2)間距0.3mm
4.圓形孔(0.2、0.3、0.5、1.0)
5.方格片兩種裝於一片上
6.光柵片1000line/mm(美製)*1
7.具有單，雙，三及四狹縫，兩組光
柵，及正方，圓，長方形之光刻片

8.白色刻度尺屏*1、L形尺屏吸附台*1

光的干涉與繞射實驗組(強光源)
D1006----------14000元
1.光學台：兩個底座，上面固定兩支
不鏽鋼桿及1支米尺100cm。

2.光具滑座*4。
3.強光源，AC110V輸出亮度50W
4.帶柄狹縫片夾*3、刻度像屏*1。
5.單狹縫片縫寬0.5mm及0.1mm各1片
6.雙狹縫片縫寬0.05mm，縫距0.25mm
及縫寬0.1mm，縫距0.5mm各一片。

7.濾色片(紅、綠、藍)各1片

光度測定實驗
D1004-----------------14000元
D1005(數位照度計)-----16000元
1.光學台：兩個底座，上面固定兩支
不鏽鋼桿及1支米尺100cm。

2.光具滑座*2。
3.帶柄光源附100W燈泡*1個
4.帶柄接光器1個。
5.照度比較器1台
6.待測燈泡20W、40W及60W各1個。
7.耳機連接線1條。
●數位照度計：數字顯示(LCD)，測試
範圍：0～5000Lux，分為三段，附光感

應器

雷射光學示範儀
D1013----------80000元

A.實驗項目：
(1)光的傳播(2)平面鏡反射(3)潛望鏡
原理(4)球面鏡的反射、折射(5)照相
機原理(6)放大鏡(7)望遠鏡(8)顯微鏡
(9)眼睛的矯正(10)光的干涉(11)狹縫
繞射(12)光柵及孔之繞射(13)菲涅爾
繞射(14)雷射光、偏振光實驗(15)傅
利葉成像及球面像差(16)稜鏡轉像特
性(17)晶體雙折射(18)全息(19)雷射
掃瞄(20)色散和光譜
B.主要元件：(1)紅光雷射:波長635nm
輸出功率>30mw2.輸出功率>30mw(2)平
面鏡(3)雷射電源供應器(以上皆安裝
在儀器底座)(4)柱面擴束器(5)分束器
(6)實驗屏(7)刻度盤
※附實驗手冊一本

※附雷射功率測量值及光譜分析數值

牛頓環
H1008----------7000元
1.干涉觀察，曲率半徑測定。

2.直徑85mm，曲率半徑約30m。

雷射光學鏡片
IC013(5mm)---------350元(10片)

IC014(7mm)---------400元(10片)

採用高清透光光學鏡片，可以做手機
顯微鏡...等

照相機原理說明器
IC1003----------860元
1.特製伸縮型木製暗箱。
2.外箱尺寸：100*100*150mm。

3.內附凸透鏡片及多孔照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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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光學實驗
D1011----------44000元
可實驗狹縫干射、光柵繞射、透鏡(面鏡)成像、稜鏡折射、反射定律...等
1.光學平台(100cm)  13.半圓柱體(壓克力) 25.凹透鏡(-100mm)
2.精緻光具座4具 14.半圓柱體(玻璃) 26.凹透鏡(-150mm)
3.精緻光源 15.壓克力磚 27.正三角稜鏡
4.精緻角度盤 16.玻璃磚 28.直角等腰稜鏡
5.角度盤座 17.凹面鏡(+50mm) 29.單狹縫片(0.05mm)
6.精緻矢形孔 18.凹面鏡(+80mm) 30.單狹縫片(0.1mm)
7.繞射刻度尺 19.凸面鏡(-50mm) 31.雙狹縫片1片(縫寬0.05mm)
8.精緻像屏 20.凸面鏡(-80mm) 32.雙狹縫片1片(縫寬0.1mm)
9.三面反射柱形體 21.凸透鏡(+75mm) 33.光柵1個
10.平行光鏡 22.凸透鏡(+100mm) 34.濾色片(紅、藍、綠)*1
11.單縫片 23.凸透鏡(+150mm) 35.三稜鏡座1個

12.五縫片 24.凹透鏡(-75mm) 36.紅光二極體雷射5mW*1台

高中光學實驗
D1010----------30000元
1.光學平台 12.凸透鏡(+100mm)
2.精緻光具座4個 13.凸透鏡(+150mm)
3.精緻光源 14.凹透鏡(-100mm)
4.精緻矢形孔 15.凹透鏡(-150mm)
5.繞射刻度尺 16.單狹縫片(0.05mm)
6.精緻像屏 17.單狹縫片(0.1mm)
7.平行光鏡 18.雙狹縫片(0.05mm)
8.凹面鏡(+50mm) 19.雙狹縫片(0.1mm)
9.凹面鏡(+80mm) 20.濾色片紅、綠、藍
10.凸面鏡(-50mm)21.平面鏡：1個。

11.凸面鏡(-80mm)22.紅光雷射5mW

二極體雷射 ( 塑膠 )
H1013( 紅光 )----------2500 元
H1014( 綠光 )----------3500 元
1. 紅光二極體雷射 5MW 波長 635nm。
2. 綠光二極體雷射 5MW 波長 532nm。
3. 塑膠一體成型機殼。

4. 電源 4號電池 2個，附開關 1個

二極體雷射(移動尺)
H1005(紅光)----------6000元
H1006(綠光)----------7000元
1.紅光635nm(綠光532nm)雷射1台
2.電源及外殼:AC110V，具有獨立開關
及指示燈尺寸：125mmx100mmx135mm

3.移動尺架：以支板連結在機箱上，
框槽內吸附光刻片及狹縫片具有齒
輪式移動裝置，可上下調距30mm，

左右調距60mm。

透鏡成像實驗組
IC1021----------3200元
1.光學台軌道長95cm，上附90cm刻度
尺及滑走固定座4個。

2.雙凸透鏡直徑40mm焦距100mm1個。
3.雙凸透鏡直徑30mm焦距50mm1個。
4.雙凹透鏡直徑30mm焦距-75mm1個。
5.成像白屏105*80mm1片。
6.LED光源6V3W前附透鏡可聚焦。

透鏡成像實驗裝置
IC1001----------1800元
1.軌道100cm長附刻度尺，V字型台座
附可調整水平螺絲。

2.配件：滑動架2支、蠟燭架1個、蠟
燭1盒、光屏、凹透鏡、凸透鏡各一
個。

手提箱式透鏡成像實驗裝置
P-1087---------1200 元
1. 鋁製 60cm 附刻度滑台
2. 附蠟燭台、透鏡台、影屏台、凸、凹

透鏡、蠟燭附精美提箱可保管所有物件

進階幾何光學實驗組(歐美製)
PBB230---------詢價

   本組光學系統提供了強大的可靠
性，提供所有需要的學生練習和對光
線和波動光學的實驗課程的精度。實
驗使用的是白色光的鹵素燈以傳統方
式進行，其中可以通過可調狹縫被投
影到觀察特定的干擾。所有的光學元
件安裝在塑膠片和安裝在光學時可以
很容易精確調節到光的光路
內容配件：
1.精緻光源(12V/20W)附變壓器
2.光學軌道及滑塊固定座*6個

3.夾片座*2個

4.凸透鏡(f=+50*2、+100*2、+150*2、
+300、+500mm)

5.凹透鏡(f=-100、-500mm)
6.濾色片(紅藍綠黃)
7.白色像屏*1、透明屏幕*1
8.數字＂1＂成像片
9.孔徑光欄(d=1mm、d=6mm)
10.風景幻燈片
11.單狹縫片(b=0.5mm)

12.三條狹縫片(b:3*1mm)

13.透明刻度片(15mm/0.1mm)

14.原廠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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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極體雷射
H1003(紅光)-----4500元
H1004(綠光)-----5500元
1.鐵製烤漆外殼，電
源AC110V附保險絲
及開關

2.紅光(綠光)二極體
雷射5MW，波長
635nm(532nm)。

3.尺寸：115*75*80mm。

雷射光源
H1011(紅光)----------6000元
H1012(綠光)----------8500元
1.紅光雷射5MW波長635nm
綠光雷射5MW波長532mm。

2.鋁製外殼內附雷射模組，直徑3.5mm
長90mm下附有支柱

3.電源DC 3V電源器1個。

光的三原色光原盒實驗器
IC1005----------4200元
1.機箱鐵製，尺寸：180*125*100mm。
2.使用電源AC110V內裝鹵素燈泡35W及
散熱電風扇1個。

3.兩側邊板具有反光鏡可以打開及閉合
4.壓克力濾光片紅、藍、綠三色各一
片，尺寸：3*70*55mm。

光的三原色
IC10221---------1800元
可演示光的三原色，LED光源亮度可調
1.屏幕尺寸：85*85mm

      本公司提供最多種規格各式狹縫片、光柵片、孔徑片，使老師更精確的做出
各項光學實驗中的差異性，也歡迎提出各式規格訂製。每片狹縫片、光柵片、
孔徑片皆有用精密儀器測量測試過保證台灣製造生產，效果品質有保證。

型  號 名     稱 規     格 單  價

PC-01 單狹縫片 縫寬 0.05mm 420 元

PC-40 單狹縫片 縫寬 0.07mm 420 元

PC-02 單狹縫片 縫寬 0.1mm 420 元

PC-38 單狹縫片 縫寬 0.15mm 420 元

PC-42 單狹縫片 縫寬 0.14mm 420 元

PC-43 單狹縫片 縫寬 0.15mm 420 元

PC-03 單狹縫片 縫寬 0.2mm 420 元

PC-04 單狹縫片 縫寬 0.25mm 420 元

PC-05 單狹縫片 縫寬 0.4mm 420 元

PC-41 單狹縫片 縫寬 0.8mm 420 元

PC-501 單狹縫片 縫寬 1.6mm 420 元

PC-06 雙狹縫片 縫寬 0.05mm   間距 0.25mm 450 元

PC-07 雙狹縫片 縫寬 0.1mm    間距 0.25mm 450 元

PC-08 雙狹縫片 縫寬 0.1mm    間距 0.3mm 450 元

PC-09 雙狹縫片 縫寬 0.1mm    間距 0.5mm 450 元

PC-10 雙狹縫片 縫寬 0.15mm   間距 0.25mm 450 元

PC-11 雙狹縫片 縫寬 0.15mm   間距 0.3mm 450 元

PC-12 雙狹縫片 縫寬 0.15mm   間距 0.5mm 450 元

PC-13 雙狹縫片 縫寬 0.15mm   間距 0.75mm 450 元

PC-14 雙狹縫片 縫寬 0.15mm   間距 1.0mm 450 元

PC-15 雙狹縫片 縫寬 0.2mm    間距 0.3mm 450 元

PC-16 單狹縫片組 0.1/0.15/0.2mm  三種在同一片 450 元

PC-502 單狹縫片組 0.05/0.1/0.2mm  三種在同一片 450 元

PC-17 雙狹縫片組 0.1/0.15/0.2mm  間距 0.3mm 三種在同一片 600 元

PC-503 雙狹縫片組 0.25/0.3/0.45mm 間距 0.15mm 三種在同一片 600 元

PC-18 單雙狹縫片組 單狹縫三種 0.075/0.15/0.4mm 雙狹縫 0.1mm 間距 0.4mm 350 元

PC-19 孔徑光欄 6孔雙排 (三排黑底、三排白底 ) 1/1.5/2.0mm 600 元

PC-20 孔徑光欄 6孔雙排 (三排黑底、三排白底 ) 0.1/0.5/1.0mm 600 元

PC-21 孔徑光欄 4孔單排 (白底 )0.2/0.3/0.5/1.0mm 600 元

PC-22 光柵片 可用來觀察衍射角度和干涉，100 條 750 元

PC-44 光柵片 可用來觀察衍射角度和干涉，300 條 800 元

PC-23 光柵片 可用來觀察衍射角度和干涉，530 條 850 元

PC-35 光柵片 可用來觀察衍射角度和干涉，500 條 850 元

PC-36 光柵片 可用來觀察衍射角度和干涉，1000 條 900 元

PC-24 光柵片 三種在同一片上，100/300/600 條 ( 美製 ) 1500 元

PC-28 光柵片 平行方向：1000 條 /mm，尺寸：150*300mm，可自行裁切 1800 元

PC-29 光柵片 平行方向：500 條 /mm，尺寸：150*300mm，可自行裁切 1800 元

PC-25 光刻片 具有單、雙、三及四狹縫，兩組光柵，及正方、圓、長方形 1200 元

PC-26 方格片 兩組光柵片在同一片上 600 元

PC-27 衍射板

A.雙狹縫寬0.04間距0.25mm、B.雙狹縫寬0.04間距0.125mm、
C. 單狹縫 0.16mm、D. 單狹縫 0.08mm、E. 單狹縫 0.04mm、F. 圓
孔組 ( 直徑 0.06mm)、G. 隨機排列圓孔 ( 直徑 0.06mm)、H. 十
字孔 ( 寬 0.04mm)、I.10 狹縫縫寬 0.06mm 縫距 0.25mm、J. 雙
狹縫縫寬 0.08mm 間距 0.25mm，共 10 種在同一片上。

1800 元

PC-31 單狹縫片組 單狹縫片組 (0.1/0.2/0.4/0.8/1.6mm) 五種在同一片上 1600 元

PC-32 雙狹縫片組 縫寬 0.10/0.15/0.20mm 間距為 0.30mm 三種在同一片 850 元

PC-33 多狹縫片組 縫寬 0.15mm/ 間距 0.25mm 五種多狹縫為 2/3/4/5/40 條 850 元

PC-34 雙狹縫片組 縫寬 0.15mm 間距分別為 0.25/0.5/0.75/1.0mm 四種在同一片 850 元

PC-37 三格狹縫片
縫寬 0.25/0.125/0.063mm 間距 0.5/0.25/0.125 三種
線數於 1mm 內有 2/4/8 條

850 元

PC-39 單雙狹縫片組 單狹縫 0.1/0.05mm 雙狹縫0.05/0.25mm 0.1/0.5mm四種在同一片 800 元

凹、凸透鏡實驗裝置
IC1010(凸透鏡)--------440元(個) 
IC1011(凹透鏡)--------430元(個)
1.鏡片直徑90mm，金屬外框附伸縮式三腳

鐵架。

凹、凸、平面鏡實驗裝置
IC1012(凸面鏡)----------420元
IC1013(凹面鏡)----------420元
IC1014(平面鏡)----------420元

紅光氦氖雷射
H1007----------15000元
1.使用AC110V、60HZ。
2.功率2MW，波長632.8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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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用光學實驗器
IC1002----------3000元
1.尺寸：400*150*80mm，金屬台座。
2.配件：壓克力製三稜鏡，凹、凸透
鏡，45度角壓克力磚，半圓壓克力
磚。單縫、三縫鐵片、凹凸兩用不
鏽鋼片，平面鏡各一

3.附塑膠製鏡片保管盒。

精緻光學實驗箱
IC1004----------4450元
1.直線雷射光源：波長635nm，1mW
2.電源：DC4.5V，附開關。
3.雷射光源固定台可左右移動光源投
射位置

4.刻度圓盤：直徑160mm (迴轉式可調
整任何角度)附件包含：凹透鏡、凸
透鏡、直角三菱鏡：30*30*42mm、
凹凸面鏡：f：-100mm、平面鏡：

55*20mm。

光學水槽
IC1008----------5200元
1.壓克力圓形水槽Φ25cm，印有360度
刻度盤。

2.附有以刻度盤中心為軸可移動式雷
射直束光源，便於觀察光線由空氣
進入水中或由水中進入空氣時的折
射情形。

3.紅光雷射直束光源，電源DC4.5V。

日光燈原理
IC1006----------1500元

1.麗光板底座，尺寸：430*225mm

上附線路圖。

2.裝有日光燈10W1支、安定器1

個及啟動器1個。

六種透鏡組
IC1015-----480元
1.六種圓形透鏡，

直徑50mm，有平
凸、雙凹、凹凸、
雙凸、平凹及凸
凹，附保管盒

手動七巧盤實驗器
IC1007-------1560元
1.手搖回轉式，直徑

215mm七色盤一片，回

轉台一台，高420mm。

三稜鏡
IC1009--------390元
1.玻璃製，長約5公分，

附圓型底座。

放大鏡
IC1016----------110元
直徑50mm，附柄。 
IC1017----------135元
直徑65mm，附柄。 
IC1018----------155元
直徑75mm，附柄。 
IC1019----------200元
直徑90mm，附柄。

電漿球
IC1022(6")---------1250元
直徑15cm
IC1023(8")---------1450元
直徑20cm
其他規格歡迎來電洽詢

電磁波光譜圖(歐美貨)
JK381---------2000元
  全彩色對照各種不同波長與頻率的
電磁波，無線電波、放射光譜、吸收
光譜等，尺寸：61*84CM。

紫外線感測珠
TAS001---------1500 元
  平時為白色，當接觸紫外線數秒
後，顏色會轉為紅‧黃‧橙‧藍‧
紫等顏色。放置在紫外線照射不到的
地方，感測珠又會變回白色
1. 感測珠：240 個全部重約 50g 隨機混合
2. 大小：約 (外 )8*( 內 )3*( 厚 )6mm
3. 材質：聚乙烯
4. 使用次數：約 50000 次以上

光的反射折射實驗(日貨)
JKD1631----------12600元
  白、綠、紅三色光線平行光源一個
附L型實驗光學平台(白色樹脂)
1.半圓形透鏡Φ60mm附紙刻度圓盤*1
2.雙凸透鏡f=50mm*1個
3.梯形磚70*40*20mm*1個
4.反射實驗鏡80*65*22mm*1個
5.使用電源：3V(乾電池*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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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射光學盒
LM-06016---------4400 元
●經濟型的基本射線光學盒，光學盒上

面的電池盒有一個 1W的LED燈與AA電
池*3，提供了連續一小時的冷卻光
束。插槽允許其他配件,如濾光片和
狹縫片被引入到光路。



同步水波槽實驗
E1001----------11000元
1.水平式水槽：金屬製
2.閃平光源：(a)遮光次數為50～60次/
秒 (b)燈泡：12V 100W

3.反射投影屏：
(a)正面投影式大面積投影屏：毛玻璃

製，可貼透明投影片，利用頻率同步
時，波成固定影像，方便記錄波的入
射角，反射角折射角及相對波之變化

(b)反射玻璃
(c)隱藏式電源裝置：AC110V
(d)金屬殼，尺寸：320*265*275mm

4.起波振盪器：
(a)振動強度可微調
(b)動態振動頻率10～50次/秒，可微

調，25～30次/秒(波形為靜止狀)
5.水波實驗用附件：直線波產生器、
單點波源產生器、雙點波源產生器

數位式水波槽實驗組
E1011----------24000元
1.水波槽支架:48x48x42cm，腳架具可
調水平橡膠腳墊。

2.水波槽:46x46x3.5cm，透明壓克力
製。

3.光源：鹵素燈12V/75W附開關。
4.起波器:直線起波器長度375mm，附

點波源三支。
5.電源調節控制器:具有指示燈，內建

AC110V及DC9V電源輸出插孔，控制旋
鈕可調整起波器頻率。

6.整合組裝架:光源及起波器組合用雙
桿支架，大型A字台組合底座，長不
銹鋼套桿二支，雙孔滑座二個，長度
40cm吊桿二支。

7.阻波條塊16cm二支，6cm一支，3cm
一支,弧形反射板一支,淺水板一塊。

8.同步計頻儀:轉動頻率1.0～22.2Hz，
LED數位頻率顯示，三面均具有數位顯
示窗，方便實驗者觀察數據。

9.60度弧形開口同步頻率片一個。

低周波驅動裝置
BC01----------15000元
  聲音實驗需要一個固定頻率的振動
裝置，弦音計、孔特管、和阻尼振盪
皆需要一個準確的正弦波裝置，本裝
置提供上述實驗一個正弦波驅動、低
周波擴幅器的組合，顯示板於低頻率
時自動*10以提高準確度。
1.中央頻率：高頻：5KHZ、中頻：500HZ、

低頻：50HZ。

2.頻率顯示：四位數液晶顯示。
3.準確度：±0.1%。
4.訊號：0～5V正方形波。
5.尺寸：9.5*26*22cm。

※可搭配電動驅動裝置

都卜勒效果說明器 ( 日貨 )
P-C8381---------18800 元
根據表示音源使之移動中心的小波形，成
為偏心圓狀態，可從橡膠皮帶的波形來理
解勒都卜勒效應的原理，含 8 個光標和波
浪形的橡膠皮帶連接可移動左面或右面表
現 (波紋 )的大中小 4種
1. 材質：氯乙烯，白色
2. 尺寸：400*400*45mm

LED投影式水波槽(歐美貨)
PPS2211---------78000元
   採用最新的高亮度LED，同時裝有
閃光燈功能，非一般傳統式高溫鹵素
燈還需配頻率轉盤，採用最新白色LED
燈裝有閃光燈功能，與振盪起源的振
動器完全同步，可在任何時間都可看
到靜止狀態的投影，附數字型可調整
頻率同步/不同步振動電流產生器。
1.水槽：310*360*30mm，內建導水裝置
2.影幕：300*300mm
3.電源：12V變壓器
4.附件：振動器，數字型同步振動電
流產生器，反射、折射，繞射板，
振動器固定台，軟水劑

5.配有定常波實驗旋線、圓形震動
板、方形震動板等，各一個可配合

振動器實驗弦定常波實驗

新型LED投影水波槽
E1012----------29800元

   利用頻率控制盒來調整震動頻率及
震幅，控制盒上具有LED顯示器，可清
楚了解頻率的設定。
1.控制頻率範圍：40～100Hz，可至小

數點下兩位微調頻率
2.LED光源採用鵝頸式設計，自可行調
整LED光的高低及角度，使實驗更加便
利及多元化。

3.振盪器頻率可固定66.5Hz與LED閃頻
同步。

4.水槽具有導水孔，做完實驗可直接
將水洩出。

5.投影屏幕尺寸：320*300mm

6.水槽尺寸：380*325*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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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水波槽
LM-70335--------10000 元 
尺寸：265*185*195mm 重量：2.2kg 
●帶閃光燈和頻率計的水波槽投
影。桌上型模型，水槽被強烈的
光源照亮，並與波形產生器同步
以説明學生觀察在工作組表的波
形模式。工作範圍表 60 至 100Hz



小型低周波發振器 ( 日貨 )
JK631----------18980 元
可做為聲音實驗的音源，可廣泛使用
於各種物理實驗如氣柱共鳴、弦定長
波、分子運動等
1.內建揚聲器、附周波數頻率記憶功能
2.振盪頻率：5～200kHz可調
3. 揚聲器輸出：40Hz～30kHz( 最大

1W、具 15 段式調整 )
4. 信號輸出：揚聲器增幅輸出端插孔

3.5 單聲道插孔
5. 電源：3號電池 3顆
6. 尺寸：76*135*27mm

麥路得實驗
E1006----------26500元
1.音叉組：鐵製底座，音叉座高54mm
。音叉鋼製電鍍  附振動銀接點及
傳送波形鋼片。線圈線徑為1mm繞於
支座之鐵心。振動銀接點及支柱，
固定於底座上。外接端子2個。

2.滑輪1組。
3.銅製砝碼組1組，砝碼盤重50克，砝
碼200克1個，100克2個，50克1個，
20克2個及10克1個

4.直流電源供應器：30V5A雙*1台。
5.槍型連接線2條。

6.韌質細線1卷。

梅爾得實驗
E1005---------21000元
1.麥路得實驗裝置：底座架上置音叉
，線圈及振動接點，附刻度米尺可
垂直或水平置於支架上，滑輪座在
米尺上移動，砝碼盤及細線。

2.砝碼1組200g，分別為0.5克～100克
3.直流電源供應器：30V5A*1

4.連接線導線2條。

駐波實驗裝置
E1008----------17500元
1.可吸附於黑板上作示範講解。
2.觀察紀錄板，上貼有刻度米尺1支，
尺寸：120*30cm。

3.發波振動器，頻率可調整，含二定
滑輪、三個滑輪。

4.移動式滑輪單滑輪板、雙滑輪板各1
5.兩種不同密度的線各1.5M長。
6.四個重錘(10g*3、5g*1)可配合弦作
簡諧振動。

7.磁性黑板固定架兩組。

繩波實驗裝置
E1009----------35000元
1.數位音頻發生器：
(a)電源AC110V，面板有印刷功能選擇

鈕、頻率選擇旋鈕、音頻調整鈕、聲
頻調整鈕。

(b)頻率顯示：四位數字LED顯示，

、高頻5KHZ500HZ
頻率範圍分三段：低頻50HZ、中頻

(c)準確度：±0.1%，訊號0 ～5V正弦
波。

(d)尺寸：95*260*220mm。
2 . 駐 波 驅 動 裝 置 ， 外 殼 尺 寸

120*120*100mm，頻率0～1KHZ，振幅

0～5mm，裝有保護裝置。
3.駐波紀錄板底座尺寸：1200*120*25mm

上 裝 觀 察 用 磁 性 紀 錄 板 尺 寸
1050*175mm，上貼有刻度尺。

4.移動式滑輪1個，兩種不同粗細的弦
線，長1.5M各1條。

5.重鎚20g雙鉤砝碼*2個，10g雙鉤砝

碼*3個，5g雙鉤砝碼*1個。

共鳴空氣柱實驗儀
E1002--------6900元
1.A型底座，上附支柱1
支長120cm。

2.共鳴管夾，及底座各1支
3.盛水槽1L，及水槽固
定支柱各1個。

4.共鳴管長100cm附刻度
5.音叉(512Hz)。
6.未知頻率音叉1支。
7.擊錘1支及橡皮管100cm

開管閉管空氣柱共振實驗器
E1010----------35000元
1.數位音頻發生器：

50HZ、中頻

(a)電源AC110V，面板有印刷功能選擇
   鈕、頻率選擇旋鈕、音頻調整鈕、
   聲頻調整鈕。
(b)頻率顯示：四位數字LED顯示，
   頻率範圍分三段：低頻
   500HZ、高頻5KHZ。
(c)準確度：±0.1%，訊號0 ～5V正弦波
(d)尺寸：95*260*220mm。

2.音頻發聲器1台。
3.底座，尺寸：1200*120*25mm，上附音
頻發聲器及開管閉管壓克力空氣管
固定座2個，壓克力管1支。

4.連接導線1條。

氣柱共鳴實驗─電子式
E1003----------14500元
1.共鳴管壓克力製，上附有0～320mm之
  刻度
2.共鳴管支架：白色壓克力底座，尺
寸為450*100*30mm，裝置圓孔型管
夾2個及喇叭盒1個。

3.耳機連接線1條。
4.聲波發生器1台：
(a)頻率及音量可微調。
(b)頻率範圍：300～4000Hz，以LED四
   位數字顯示。

(c)尺寸:180*125*110mm

標準音叉組
H1009(8件組)----------2950元
H1010(13件組)---------7000元
1.一體成形，不同頻率8、13支1組。
2.包含：256Hz、266.6Hz、288Hz、 

300Hz、320Hz、341.3Hz、355.5Hz 、
384Hz、400Hz、426.6Hz、444.4Hz、
480Hz、512Hz

3.附木槌及保管箱。

氣柱共鳴實驗-音源式
E1004----------4000元
1.共鳴管支架:尺寸450mm*100mm*30mm，上附
圓孔形管夾二個及音源座ㄧ個。

2.電子式音源：頻率範圍2000～2500Hz
之固定音源一個。

3.壓克力共鳴管外徑40mm*長度330mm

上附0mm～320mm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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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叉頻率測定器
IB1009---------11000 元
1. 四位數 LED 數字顯示器
2. 高、低頻兩段式切換，LED 顯示
3.低頻：10～9999Hz，誤差 ±1Hz
4.高頻：10～99.99KHz
5. 蜂巢式信號接受板，共有 76 孔
6. 尺寸：約 160*130*75mm
7. 重量：約 1.2kg

共鳴音叉組
IB1001(二支組)---------1100元
IB1002(三支組)---------1800元
1.三支組：兩支共鳴一支未知頻率音

叉，擊錘一支

2.兩支組：兩支共鳴音叉，擊錘一支

弦音計
IB1006----------1500元
木製，尺寸：60*10*6cm，上面板具刻

度。具有粗細兩條鋼弦及調音裝置。

單音叉
IB1003--------330元
1.(單音叉)組合：手持式

單音叉一支，橡皮槌一支

(木柄)。

真空抽氣盤
IB1005----3200元
1.抽氣圓盤：直徑
200mm。

2.配件：金屬製活
栓一組。

孔特管實驗
E1007----------12000元
1.孔特管實驗裝置：底座長100cm，上

附固定支架、100cm長玻璃管及橡皮
塞，待測鋁棒及銅棒各一支。

2.木屑1瓶。

3.松香1瓶。

新型真空鈴
IB1004-------1100元
●整套包含壓克力罩
(連底座)，相接處附
矽膠墊。頂部附銅製
氣閥開關及洩氣閥各
1，並附一個電子鬧鐘。
●洩氣閥的構造可以在真空抽氣機的
抽氣過程中，方便讓你操作容器內的

真空狀態。

橫波動實驗用彈簧
IB1007----------400元

●長180cm，適合橫波演示。

縱波動實驗彈簧
IB1008----------800元
●大型扁形狀彈簧，可供疏密波(縱

波)的表演用，直徑60mm，長130mm。

彈簧震動實驗裝置
BC04---------24800元
   由彈簧振盪展示波型理論的實驗裝
置，藉著振盪器連接彈簧，觀察不同
震動強度所產生的波型變化。
1.振動器：振盪頻率0.5至5000HZ
2.音訊產生器：輸出0.1至200KZ
3.電源110V/60HZ
附件：示範彈簧、桌邊滑輪、棉線

簡易都卜勒演示器
JK300---------850元
  使用者僅需抓緊繩索並且以迴旋甩
動裝置，即可讓觀察者體驗到都卜勒

效應現象。

振動產生器
E1013-----9800元
本組可搭配低周波
驅動裝置做繩波、
各式物質波實驗

B22

物
理
實
驗
設
備

聲
學

橫波、縱波演示器 ( 歐美製 ) 
LM-50857----------7200 元
用手搖迴轉操作演示橫波、縱波

1. 主體：塑膠製
2. 24 個迴轉圓環
3. 24 支橫波演示棒
4. 8 支 L 型縱波演示棒
5. 上下皆有橫桿，上有演示棒插
孔共 24 孔

6. 尺寸：500*120*300mm

音頻產生器
E-9001-------17000元
1.數位式音頻產生器：
A.音訊頻率範圍：0.1Hz~200KHz，
具有揚聲器接孔(附開關及調整鈕)
B.具有四種音訊頻率模式100 Hz，1 
kHz，10 kHz和100 kHz(按鍵式快速
切換)
C.上附有無段式快速調整頻率旋鈕
D.可產生方形波及正旋波

可調頻率單音叉 ( 歐美製 )
LM-14017----------1100 元
1. 鋁製具雕刻英文刻劃
2. 可 調 整 7 種 頻 率：128Hz、
144Hz、160Hz、170.7Hz、192Hz、
213.3Hz、240Hz



等位線與電場實驗
F1001----------6400元
1.電場形成盤:28cm*20cm*8cm，雙層
式下可放方格紙

2.銅製圓形金屬電極組*2個
3.探針壓克力製可在盤上移動附金屬
探針附線2支。

4.直流電源供應器上附±50µA安培計。
5.連接導線4條。

6.方格紙1本。

等位線與電場分佈實驗
(碳質量板式)
F1036----------5500元
1.碳質導電板1台，硬質膠板上之低電
阻導電碳板印有極高導電性之銀粉
電極，尺寸：270*180*30mm。

2.繪圖紙板10張。
3.檢流計1台：±50uA。
4.電池槽(3V)*1個。

5.連接導線4條。

熱電電動勢實驗
F1013--------24000元
1.電位計:測試範圍：-1mV～+5mV。
2.加熱裝置：不鏽鋼加熱鍋附電源

線，電木蓋，攪拌器，橡皮塞及橡皮
管。

3.熱電偶線：1M長，1條。

4.酒精溫度計2支0～50℃，1/10及1/1刻度。

電力線分佈-電木製
F1002----------16500元
1.電力線分佈型成盤電木製，8個電
阻質相同電阻串聯，上附圓形端子
插孔。

2.直流穩壓電源供應器：固定輸出
DC6V附微安培計(±50µA)鐵質烤漆外
殼1台。

3.碳質畫板1組(6片)分別為(二圓點電
場、二平行直線電場、一直線一圓
點電場，一ㄇ一圓電場、一T一直電
場、半圓弧一直電場)，導電性良好
的銀膠電極，每片均不同形狀。印
刷電極(XY軸均以數字表示，上附
195點跡，每點跡距離10mm)

4.U型探針(壓克力製)*1支。

5.連接導線4條。

電力線分佈-箱型
F1003----------18000元
1.壓克力製面板，上附檢流計1個可有
粗調微調選擇，另有DC6V電源裝置1組

2.八個相同電阻(100Ω)串聯而成為電
阻組，面板上附4支碳質畫板支桿。

3.碳質畫板1組(6片)分別為(二圓點電
場、二平行直線電場、一直線一圓
點電場，一ㄇ一圓電場、一T一直電
場、半圓弧一直電場)，導電性良好
的銀膠電極，每片均不同形狀。印
刷電極(XY軸均以數字表示，上附
195點跡，每點跡距離10mm)

4.U型壓克力製探針1支。

5.連接導線6條。

電力線分佈實驗
F1004----------38000元
1.電場畫盤裝置：
(a)電木底座尺寸為280mm*350mm*10mm
  ，底座上置X軸及Y軸(可移動)，
  X、Y軸附讀尺。
(b)Y軸上付可橫向移動之探針，探針
  前端並為可伸縮及具彈性。
(c)參考點測試探針，上附九組尖端探
  針，並可伸縮及具彈性。

2.碳質畫板1組(6片)分別為(二圓點電
場、二平行直線電場、一直線一圓
點電場，一ㄇ一圓電場、一T一直電
場、半圓弧一直電場)，導電性良好
的銀膠電極，每片均不同形狀。印
刷電極(XY軸均以數字表示，上附
195點跡，每點跡距離10mm)

3.電源供應器1台，15V3A。
4.檢流計1個，±50µA，附台座。
5.槍型連接線4條。

電磁感應
F1012----------5200元
1.感應線圈組：
(A)原線圈：銅線纏繞200圈，附接線
   端子紅、黑各一
(B)附線圈：細銅線纏繞1500圈，固定
   於底座上並有三個接線端子，分別
   為500、1000及1500圈
(C)電鍍鐵棒一支，附手持電木帽

2.強力磁鐵棒*1支、連接導線4條
3.檢流計：±50uA、銅棒*1支

4.單刀投擲開關1個

克希荷夫定律實驗
F1005----------18000元

2.連接導線10條。

數位式克希荷夫實驗
F1006----------23000元

1.壓克力製面板及保護外箱，直流電
源兩組8V及5V各1組，數位直流安培
表及伏特表裝置於面板上。

2.待測電阻組3組，每組有6種電阻可
供選擇，分別為470Ω、560Ω、
680Ω、750Ω 、820Ω及1KΩ。

3.連接導線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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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裝置：壓克力面板及保護外箱  
，直流電源兩組8V及5V，安培表0
～25mA配線及接線端子，待測電阻  
組3組，每組有六種可供選擇，分別  
為470Ω、560Ω、680Ω、750Ω、  
820Ω及1000Ω。

1.



交流串聯共振實驗
F1007----------22000元
1.交流串聯共振裝置：

 1KΩ；電感為30、50及70mH三種；

(a)信號產生器，範圍：400Hz～10kHz
   附粗調及微調兩段調整。
(b)交流電壓表0～10V。
(c)交串電路，電阻為100Ω、560Ω及

   電容為0.033、0.047、0.068、
   0.075及0.1µF。

2.槍型連接線4條。

數位式交流串聯共振實驗
F1008----------25000元
1.交流串聯共振裝置：
(a)信號產生器，範圍：0.3Hz～10kHz
   附粗調及微調兩段調整。
(c)數位交流電壓表。
(d)串聯電路，電阻為280Ω，電感為
   22、50及68mH三種；電容為0.1、
   0.047及0.01µF

2.槍型連接線2條。

電晶體特性實驗
F1025----------28000元
1.電晶體實驗裝置：
(a)儀表面板及保護外殼。
(b)信號產生器1KHz。
(c)兩組獨立電源。
(d)電晶體插座。
(e)直流電表：200µA/直流電表：50mA
(f)交流伏特計：0～10V。
(g)內部完整配線及外接端子。

2.待測電晶體NPN*5個、PNP*5個。

3.耳機1個、槍型連接線12條。

變壓器原理實驗
F1028----------38000元
1.變壓器實驗器：壓克力面板及外箱
2.交流伏特計1個。
3.交流電流計1個。
4.三用電表1台。

5.連接導線2條。

電容充電實驗
F1026----------27000元
1.電容充放電實驗裝置：
(a)壓克力面板及保護外殼。
(b)測試儀錶及線路均安裝箱上附數

位電流表，電容器電壓表，時間數
位錶。

(c)充放電電流:±15µA，可任意調整。
(d)充放電電壓：最大15V。
(e)電流表：±15µA。
(f)待測電容範圍：0.01µf ～10µf。
(g)電源：AC110V，60Hz。  

2.電容組：1000uF、2200uF、3300uF
、4700uF、6800uF、10000uF各1個

RC迴路實驗
F1027----------24000元
1.RC迴路實驗：壓克力面板附保護箱
，上面印有實驗迴路，配線接線及
測試端子，電阻有1MΩ，2MΩ及10M
，電容為10µf及20µf，電源輸入端
，充電切換開關。

2.直流電源供應器30V3A*1台
3.數字式三用電表1台。
4.連接線2條。

電磁波實驗儀(赫茲天線)
G1001----------31000元
1.鋁擠型底座上附壓克力軌道及鋼尺

1支
2.滑走台座4個。
3.微波發射器-輸入電壓6～12V交直流

電壓均可頻率:10450MHZ,波長28.7mm
4.檢波器裝於∮13mm透明壓克力絕緣

棒上，具有接線端子，不需使用電源
不必經過放大作用即可從微安培計讀
出接收訊號

5.微安培計-10～0～+50µA*1台
6.接收機反射罩:鋁質拋物線反射罩。
7.金屬反射板：200*200mm鋁質電鍍
8.偏振分析板:上鍍半行金屬條的玻璃

纖維板，圓型可迴轉直徑約205mm。

9.連接線4條。

感應電動勢實驗
F1011----------9000元
1.感應線圈組：
(a)原線圈：200圈，附接線端子。
(b)副線圈：1500圈，固定於底座上，
  並有三個接線端子，可分別使用
  500、1000及1500圈。

(c)電鍍鐵棒1支，附手持木頭帽。
2.磁鐵棒1支，銅棒1支。
3.檢流計1台，±50µA，附台座。

4.槍型連接線4條。

磁距測定實驗
F1030----------24000元
1.振動磁力計：鋁製底座上置磁力及
磁鐵吊鉤架，底座附水平調整螺絲
及擋風壓克力罩。

2.偏角磁力計：木製測試台長120*寬
6*厚3cm刻度尺兩邊100cm，附水平
調整鈕，測試滑座台中央放置磁針
盤及磁針。

3.圓型磁鐵棒：直徑1cm*長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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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質量荷茲比(真空管式)
F1024----------5500元
1.電子管專用電源器1台，AC110V電源
直流固定輸出DC100V及200V2段式，
交流固定輸出AC6.3V。

2.電子管1支，附壓克力底座及連接導
線3條

3.電子管測量尺圓形透明壓克力製，

附圖形及手把1支。

載流導線的磁效應
A1007----------5000元

1.鋁製刻度盤1組
2.串並聯電池組3個
3.安培計 0～5A一個
4.單刀開關一個
5.銅線1條150cm
6.大型可變電阻5A20Ω一個
7.指北針一個、導線4條

基本電表使用
F1032----------17000元
1.三用電表 (數位型) 1台。
2.直流電源供應器：30V3A雙電表附超
載及短路保護裝置。

3.十進電阻箱：範圍：0～11110歐姆，
四段旋鈕，最小1歐姆。

4.直流電流表：DC 200mA附台座。

5.直流電壓表：DC 10V附台座。

磁滯曲線實驗
F1031----------27000元
1.磁滯測試台：
(a)木製長100*寬9*高3cm，附線圈組

  水平調整螺絲。
(b)上置磁針盤及磁針，刻度板360ﾟ精

  滑動之溝槽、壓克力米尺*1支、及

  度為1°
2.磁化線圈：長16cm，中空外徑7cm，
線徑1.2mm。

3.補助線圈：長16cm，中空外徑7cm，
線徑 1.2mm。

4.換向器1個。
5.直流電源器:15V3A，*1台。
6.待測物:軟鐵棒及鋼鐵棒直徑1cm*長
15cm各一支。

7.槍型連接線4條。

電子電荷質量比實驗
F1021(日製管)------80000元
F1049(台製管)------55000元
1.電子荷質比管裝置：。機上管

球座，交直流電源輸入及控制面
板。線圈2個1組，固定在底箱
上。附觀測之遮光黑布罩。

2.e/m管球(日製)，玻璃製，直
徑13cm，並封入柵極片及玻璃棒
刻度尺。

3.e/m管球(台製)直徑155mm*高
度240mm。

4.高壓電源供應器：直流雙電表
附保護裝置DC500V/150mA可調、
AC 6.3V*2組。

5.直流電源供應器:50V3A*1台。
6.連接導線*6條。

電子荷與質量比實驗裝置
F1022(指針式電錶)--------16800元
F1023(數位式電錶)--------24800元
1.電子束管直徑155mm*高240mm
2.測徑器0-20cm，每0.1cm有一刻度。
3.加速極電壓0-250V，連續可調。
4.荷姆霍茲線圈電流方向分順時、段

路、逆時三檔，有信號燈指示電流
方向，線圈電流幅值數位式錶頭
0～10A連續可調。

5.附加偏向板電壓分上正、段路、下
正三檔，數位式錶頭0～500V連續可
調並具有參考刻度。

6.使用電源：AC110V，60Hz。

電子荷質比儀(日製球管)
BC1002----------90000元
1.日製電子管直徑130mm，氦氣裝填於
管內，電子管內藏玻璃雕刻刻度尺
，可正確直讀電子軌道的直徑，具
200-500V加速電壓功能具銜接加熱
陰極與陽極加速。

2.荷姆茲線圈：直徑300mm，130圈，2
個一組，電磁力場：7.8mT/A。

3.數位式電源供應器：數位顯示高壓
0～300VDC可調式線圈電流數字顯示
0～3A可調式

4.兩個三位數LED分別顯示電壓電流。
5.電子管可直接插入數位式電源供應
器的上座，連成整組實驗方便操作
也方便收藏管理。

6.遮光黑色布幕罩。

載流導線的磁效應
F1010----------3200元
1.磁場實驗台：中層印刷同心圓及360

度方位，整體尺寸為290mm*110mm*330mm。
具有兩種繞線方式及多種磁針擺放位
置。

2.精密透明磁針1個：每2度有一條刻
畫線

3.直徑35mm磁針4個。

4.銅絲軟導線700cm*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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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刀開關
F1009-4---120元
台灣製，可以利
用刀閘使電源開
啟或關閉



惠斯登電橋-電阻的測定實驗器
F1009----------12000元
1.電橋：裝有100cm壓克力米尺及每米
  8Ω之鎳鉻電阻線及接線端子，附滑
  動探針1支。
2.檢流計1台，±50uA附台座
3.十進電阻箱1台，範圍0～1110Ω。
4.待測電阻組：Aψ0.28mm銅線10M，
Bψ0.14mm銅線10M，Cψ0.28mm銅線
20M，Dψ0.14mm銅線20M，Eψ0.14mm
鎳鉻線10M附底座。

5.六段式直流電源供應器：1台。
6.單刀投擲開關1具。

7.連接導線8條。

電阻溫度係數實驗
F1014----------35000元
1.箱型惠斯登電橋：
(a)測量範圍：0.001～1，111，000歐
  姆。倍率分為0.001，0.01，0.1，
  1，10，100及1000等七段。

(b)檢流計：±50µA。
(c)微動開關2個。

2.定溫加熱裝置：
(a)不鏽鋼加熱鍋，附加熱器。
(b)電源AC110V附電源線。

3.待測電阻組：銅線、電熱線、熱敏
電阻，每種均固定於電木管或蓋上
，附橡皮塞。

4.溫度計1支，100℃。

5.槍型連接線2條。

惠斯登電橋(精密型)
BC1009----------21000元
1.電橋：裝有100cm壓克力米尺及每米8Ω之鎳鉻電阻線及接線端子，附滑動探

針1支。
2.檢流計1台，±50uA附台座、精密電阻箱1台，範圍1～11.111MΩ
3.數位液晶顯示電流計：測量範圍0～2/20/200mA、5A四段式
4.數位液晶顯示伏特計：測量範圍0～2/20/200mV、5V四段式
4.待測電阻組：Aψ0.28mm銅線10M，Bψ0.14mm銅線10M，Cψ0.28mm銅線20M，

Dψ0.14mm銅線20M，Eψ0.14mm鎳鉻線10M附底座。
5.精密型電源供應器：空載電壓±3%、滿載電壓±3%，附測試報告。
6.單刀投擲開關*1個。

7.連接導線8條。

待測電阻組
F1041----------3500元
1.待測電阻組

A―ψ0.28mm銅線10m，B―ψ0.14mm
銅線10m，C―ψ0.28mm銅線20mm，
D―ψ0.14mm銅線20m，E―ψ0.14mm
鎳、鉻線10m，裝置於鋁質烤漆底座

上，下覆保護底板。

十進電阻箱
F1037(3旋鈕)----------2500元
F1038(4旋鈕)----------3000元
1.範圍0～1110Ω，精度1%，三組旋鈕
2.範圍0～11110Ω，精度1%，四組旋鈕

二極體與三極體實驗
F1033----------5000元
1.面板上印有電阻及電子零件記號。
2.附件含開關、導線、電晶體半導體
PNP紅色、藍色半導體(LED)電容器
、半導體和光電阻、電阻、蜂鳴器
、 9V乾電池。

二極體及三極體實驗組
F1034----------11500元
1.直流電源供應器5A50V*1台。
2.二極體1N4001*3個。
3.發光二極體∮5mm紅、黃、綠各3個
4.電晶體NPN CS9013、PNP CS9012各2個
5.三用電錶指針式1個。
6.可變電阻2kΩ、10kΩ、100kΩ各1個
7.電阻220Ω、1kΩ、10kΩ、22kΩ、
100kΩ各2個。

8.麵包板1片。
9.安培計、伏特計各1個。

10.連接線數條。

精密電阻箱
F1049--------3000元
●採用高品質塑膠外殼，上附明顯藍
色面板印刷字體清晰，可依照實驗需
求自行調整電阻值
1.測量範圍:1～11.111MΩ

地磁測定實驗
F1029----------20500元
1.正切電流計：線圈直徑20cm，置於

鋁製底座上，附兩只水平調整螺絲
，線圈匝數為102圈(0～34～-102)機
械式繞圈，線圈中央放置磁針盤及
磁針，上附三個接線端子。

2.地磁測定控制盤：壓克力儀表板上
置250mA表及50歐姆可變電阻，電壓
換向開關及輸出端子，附一圓孔。

3.整流器：AC110V輸出1.5V。

4.槍型連接線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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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流的磁效應
F1016----------19000元
1.電流天平：電流迴路PCB附兩支桿，
底座為壓克力製附角柱(四支點)，
壓克力製印刷水平指示刻劃。

2.空心螺線管：(500匝)1個。
3.直流電源供應器：30V5A、30V3A各1
4.微量砝碼10片，1mg。

5.槍型連接線4條。

大型范氏起電機
F1042-------15200元
利用球體電刷和橡膠圈迴轉，感應作
用起電的一種儀器。
1.尺寸300*200*600mm
球體Φ300mm。

2.導電球Φ60mm。

3.附支架導電球1支。

電流磁效應
F1017----------15800元
1.空心螺線管：內徑38mm長度約16cm

之螺線管，線圈用線徑1.2mm漆包線
繞成，匝數約500圈，附接線端2個。

2.電流天平，上有電流迴路附柄支桿
及調整水平裝置1支。

3.具有兩組獨立功能之電源供應器1組
DC.9V、另一組DC.18V固定輸出，耐流
足5安培傾斜面板上附2個5A之安培計1
台。

4.滑動電阻5A20Ω2支。
5.電流天平底座壓克力製上裝電流天

平支架及印刷之水平刻劃1台。

6.導線8條。

精密電流天平
F1018----------8000元
1.基座:310*160*10mm±10%，上有線管
，砝碼盒，砝碼夾槽，水平刻劃板
，防風罩導引槽及接線端子四個。

2.空心螺線管：內徑41mm，長度160mm
，繞有1.2mm粗漆包線600匝，邊側
具有弧形黃金點柱2只。

3.防風罩：120*90*90mm±10%1個。
4.圓形7mg砝碼：上印刷有重量標示，
20個附盒裝

5.尖夾子一個固定裝於基座上。
6.電流天平：中央具有水平調節裝置
，二支導電支柱，附碗狀砝碼皿。

7.附雙插導線4條。

精密電流天平-固定輸出電源器
F1020----------19500元
1.基座:310*160*10mm±10%，上有線管
，砝碼盒，砝碼夾槽，水平刻劃板
，防風罩導引槽及接線端子四個。

2.空心螺線管：內徑41mm，長度160mm
，繞有1.2mm粗漆包線600匝，邊側
具有弧形黃金點柱2只。

3.防風罩：120*90*90mm±10%1個。
4.圓形7mg砝碼：上印刷有重量標示，
20個附盒裝

5.尖夾子一個固定裝於基座上。
6.電流天平：中央具有水平調節裝置
，二支導電支柱，附碗狀砝碼皿。

7.電源供應器:DC18V5A/DC9V5A，附安
培計5A二個。

8.滑動電阻5A20Ω二支。

9.連接導線6條。

精密電流天平-雙電源器
F1019----------20000元
1.基座:310*160*10mm±10%，上有線管
，砝碼盒，砝碼夾槽，水平刻劃板
，防風罩導引槽及接線端子四個。

2.空心螺線管：內徑41mm，長度160mm
，繞有1.2mm粗漆包線600匝，邊側
具有弧形黃金點柱2只。

3.防風罩：120*90*90mm±10%1個。
4.圓形7mg砝碼：上印刷有重量標示，
20個附盒裝

5.尖夾子一個固定裝於基座上。
6.電流天平：中央具有水平調節裝置
，二支導電支柱，附碗狀砝碼皿。

7.數字型直流電源供應器5A30V*2台。
8.導線4條。

特斯拉線圈 ( 歐美貨 ) 
PC8820---------16000 元

不須電線即可傳輸電力，手握燈泡靠
近線圈即會發亮！線圈所產生的高頻
高壓電會漂浮在皮膚周圍而非進入身
體，所以不會造成電擊危險，內附：
1. 振動器
2. 電容器 *2
3. 專用導線
4. 主線圈與副線圈
5. 可調是火星蓋
6. 安全裝置
7. 兩種尺寸的天線盤
8. 霓虹燈泡
9. 放電電極
10. 漆包線
11. 冷卻風扇
12. 保險絲
13. 電源：110V
14. 中文實驗手冊可作 19 種實驗

電磁鐵 ( 歐美貨 )
JK505---------3800 元
重量只有 1.6 公斤，卻可拉起 91 公斤的
神奇電磁鐵，僅須使用 4 顆 1.5V 的 2 號
電池即可驅動，核心安裝精密度高，可產
生龐大的磁吸力。尺寸：Φ75*W260mm，
附實驗說明

大型凡格拉夫起電機
F1048----------15000元
   本組採用電動及手動兩種啟動功
能，電動裝置附可調速馬達，手動附
手搖轉盤，以配合不同實驗所需，可
自行選擇。底座採用特殊絕緣材質，
上附接地端子，連接導電球放電使
用。
1.不鏽鋼一體成型高壓蓄電球直徑280mm
，上附有固定座

2.導電球直徑90mm，附絕緣手把
3.燈泡附獨立開關使內部乾燥，利用

燈泡開啟後產生熱能效果更佳

4.配件:導電羽、靜電旋轉器、導電燈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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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偉氏起電機
F1046( 大 )--------12000 元
F1047( 小 )---------7200 元
1. 大型：特殊絕緣板直徑 40cm 上貼有

2. 小型：特殊絕緣板直徑 31cm 上貼有

3. 附來頓瓶 *2 個、導電刷 *2 支、金

鋁箔 17 片及銅箔 17 片

鋁箔 13 片及銅箔 13 片

屬電極 *2 支、手動握把 *1 個

感應起電機
ID1015----------------2950元
1.起電盤：直徑270mm，附底座支製台
2.金屬支架及手搖式轉軸。
3.來頓瓶：二個一組。
4.放電叉附絕緣手柄，二支ㄧ組。
5.U型集電杆：二支ㄧ組。
6.電刷杆附感應電刷：二支ㄧ組。
7.火花放電距離：
(1)溫度20℃相對濕度65%時，火花放

電距離約55mm以上。  
(2)溫度5～30℃相對濕度小於80%時，

火花放電距離，約30mm以上。

感應線圈
F1039----------12000元
可連接克魯克斯管、光譜管使用
1.最大放電火花距離100mm。
2.輸出電壓：10KV～60KV。
3.消耗功率不大於50w。
4.具電源指示燈及正負極換向開關。
5.放電強度：無段調節。

6.電源：AC110V。

陰極射線管實驗組
F1040----------17000元
●內包含4種陰極射線管：移動式迴轉
車陰極射線管、十字板陰極射線管、
磁效應陰極射線管、偏向極板陰極射

線管。

新型感應線圈
F1045----------9500 元
這個非常高的電壓的功率源可以在各
種涉及光譜管，陰極射線管，電子閃
光器實驗…. 等
使用電源：DC 6～ 12V
產生電壓：10～ 50KV

高斯加速器實驗組
ID083---------1000 元

非常強的磁力釹磁鐵的鋼球和鐵球的
組套，最適合作高斯加速實驗
1. 釹磁鐵形狀：球形
2. 尺寸：釹磁鐵：3個Φ10mm

鐵球：5個∮Φ10mm

溫差發電實驗器
F1050--------3600元
1.本組利用半導體特殊

2.操作簡易將儀器分別

3.本組不附杯子，可自

材料具有高熱電勢可做
出小型溫差發電實驗

放入冷水及溫水中，一
分鐘後風葉即可轉動

行利用燒杯或其他容器
實驗

霍爾效應實驗
F1049----------詢價
1.數位直流電源器：30V3A*1台
2.N型鍺晶體板*1個(英國製)
3.ㄩ型底座上附磁鐵可調間距*1個
4.數字式三用電錶*2台(含導線)
5.數位高斯計*1台(波蘭製)
6.連接導線：7條
7.附保管箱及實驗手冊

數位式磁場計(高斯計)歐美製
F1051----------62000 元

1. 顯示幕：4½ LCD 顯示幕
2.測量範圍：±19.99 9毫托斯拉(mT)/

解析度1微托斯拉(uT)、±199.99
毫托斯拉(mT)/解析度10微托斯拉
(uT)、±1999.9毫托斯拉mT/解析度
100微托斯拉(uT)

3. 測量模式：直流場跟交流場
4. 直流精確度：±0.5%
5. 交流精確度：±2%
6. 範圍選擇：手動 /自動
7. 具有 USB 介面，類比輸出介面及數

位輸出介面，可連接電腦和軟體
8. 配件：探針壹支

變壓器原理實驗 ( 歐美製 )
BC463---------19800 元
●電磁鐵：增加磁場強度的方法有增

加電流、增加鐵心以及增加線圈
●感應：將磁鐵通過線圈，可產生感

應電力
●變壓器：將線圈裝在 U 型鐵架上，

可展示感應及變壓器理論。搭配電源
供應器，可討論進一步變壓器理論

1.U 型鐵製線圈底座，中心附有銅製中

2.線圈 200 匝藍色一體成形外殼，上

3.線圈 400 匝黃色一體成形外殼，上

4.線圈 800 匝灰色一體成形外殼，上

心柱，尺寸83*19*101mm

附接線端子，線徑0.9mm、最大安培數：
2A、直流電阻歐姆：0.7歐姆

附接線端子，線徑0.65mm、最大安培
數：1A、直流電阻歐姆：2.3歐姆

附接線端子，線徑0.45mm、最大安培
數：0.5A、直流電阻歐姆：9.5歐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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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聯燈泡電路實驗器
ID1001----------1600元
1.一體成型手提箱，電路板採用白色
塑膠板，印刷電路線圖。

2.裝有電池座2個、2.5V燈泡及燈泡座

2個、開關1個、接線端子5個。

並聯燈泡電路實驗器
ID1002----------1600元
1.一體成型手提箱，電路板採用白色

2.裝有電池座2個、2.5V燈泡及燈泡座
塑膠板，印刷電路線圖。

2個、開關1個、接線端子9個。

燈泡串並聯實驗器
ID1003----------1600元

1.一體成型手提箱，電路板採用白色

2.裝有電池座3個、2.5V燈泡及燈泡座
塑膠板，印刷電路線圖。

6個、接線端子12個。

電池串並聯實驗器
ID1004----------1600元
1.一體成型手提箱，電路板採用白色
塑膠板，印刷電路線圖。

2.裝有電池座6個、2.5V燈泡及燈泡座

1個、接線端子14個。

電壓與亮度比較實驗器
ID1005----------2200元
1.一體成型手提箱，電路板採用白色
塑膠板，印刷電路線圖。

2.裝有電池座6個、2.5V燈泡及燈泡座

3個，開關3個、接線端子18個。

電壓與電流關係實驗器
ID1006----------2850元
1.一體成型手提箱，電路板採用白色
塑膠板，印刷電路線圖。

2.電流錶及電壓錶各一個。
3.裝有電池座4個、開關1個、接線端

子14個

電壓的測量實驗器
ID1007----------2500元

1.一體成型手提箱，電路板採用白色
塑膠板，印刷電路線圖。

2.電壓錶1個。
3.裝有電池座3個、2.5V燈泡及燈泡座

1個、開關1個、接線端子10個。

電流的熱效應實驗器
ID1008----------2500元
1.一體成型手提箱，電路板採用白色

2.電流錶1個、開關1個、2.5V燈泡及

3.裝有電池座1個、保險絲及座1組、

塑膠板，印刷電路線圖。

燈泡座1個，電動馬達1個。

接線端子8個。

電流的測量實驗器
ID1009----------2900元
1.一體成型手提箱，電路板採用白色
塑膠板，印刷電路線圖。

2.電流錶三個。
3.裝有電池座1個、開關1個、接線端

子9個。

電磁鐵磁力強弱比較實驗器
ID1010----------2500元
1.一體成型手提箱，電路板採用白色
塑膠板，印刷電路線圖。

2.裝有三重線圈、電池座3個、接線端

子10個

歐姆定律實驗器
ID1011----------2650元

1.一體成型手提箱，電路板採用白色
塑膠板，印刷電路線圖。

2.電流錶一個、電壓錶一個。
3.裝有開關1個、接線端子20個。

感應電流實驗器
ID1012----------2400元
1.一體成型手提箱，電路板採用白色
塑膠板，印刷電路線圖。

2.具ㄧ重線圈、±50uA錶及接線端子

3.附棒型磁鐵1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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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應電流實驗器
ID1059----------2200元
1.一體成型塑膠手提箱，電路板採用
高級塑膠板，印刷電路線圖。

2.具一重線圈、二重線圈及檢流計和
接線端子。

3.附強力合金磁鐵棒1支。

電動機原理
ID1064----------4000 元
1. 電機固定器採用圓形框架，內附兩

個磁鐵，底座為工字型穩定性高。
2. 電樞為方形多匝線圈，軸心有一手

搖柄，可作為電機用，電壓6V～12V
3. 尺寸：270*165*210mm。

直流電動機
ID1065----------800 元
1.固定支架一個，內含2個強力磁鐵。
2.中心軸及線圈一組，電源DC3V～6V。

3. 尺寸：120*50*85mm。

感應電流實驗組
ID1016----------2300元
1.壓克力製線軸上繞漆包線0.5mm300
匝附接線端子2個1組。

2.壓克力製線軸上繞漆包線0.5mm600
匝附接線端子2個1組。

3.檢流計±50UA1台。
4.強力磁棒10*150mm1支。

5.導線2條。

直流電動機原理
ID1022----1800元
裝有強力磁鐵(N及S
極)、線圈及軸、電
池座及電源開關，
模擬電動機原理如
何由電產生磁場，
和磁鐵間產生互斥

作用，因而使馬達軸旋轉。

水果電池
ID1017--------900元
可利用各式水果(檸檬、橘子、馬鈴
薯...等)在把鋅片和銅片電極插入水果
中，即可產生微弱電量，使液晶時鐘驅

動。本組不含水果、銅片、鋅片。

電動機工作原理實驗器
ID1021----------4500元
1.轉軸：立式，電樞為矩形多匣線圈
，左右內側設有指示燈和指示箭頭
(顯示線圈中電流的方向)，燈光的
控制由固定於電樞下端的燈光開關
和左右燈控制開關完成，轉軸上部
裝有銅環，轉軸並可自由拆卸。

2.電機固定器：永久磁鐵式，其結構
包含框架、框架蓋板及永久磁鐵等
組件(可任意拆卸使用)。

3.底座：盒型，支撐電機固定器及軸
使用，並兼器材存放盒。

4.性能：
(1)演示直流電動機：啟動電壓7.5V，
  調速性能12V～6V。
(2)演示交、直流發電機：輸出電流能
  使負載板上紅、綠發光二極管發光

5.尺寸：195*70*205mm。

投影用電動機
ID1020-----1000元
電樞：直徑0.8mm/3匣
透明壓克力製，附
磁鐵。

電源：DC1.5～3V。

交直流發電機
ID1018----------4400元
1.(發電機原理)手搖式發電，米色合
  板面台
2.裝有可分解強力磁鐵、線圈、小燈

泡接線端子、導線及插頭等。

交直流發電機說明裝置
ID1019----------4500元
1.手搖發電式，白色合板台面，裝有
強力磁鐵、線圈、接線端子、導線
及插頭等。

2.另有小燈泡和小風扇及一具0～5V的
  伏特計可同時模擬交直流發電的原
  理。

3.尺寸：330*225*250mm。

大型可變電阻
ID1040-------1900元

1.滑動式5A20歐姆

透明手搖發電機
ID1023----------330元
1.透明塑膠製，可清楚觀察發電機及
齒輪的應用。

2.含輸出端子可輸出近1A直流電。

3.附小燈泡，可以所產生的電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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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培右手定則實驗器
ID1013----------1800元
1.壓克力製台座，附同心圓刻度。
2.裝置有電池座與電流方向切換開關1
只，中間透明壓克力製台面可放4只
小羅盤。

3.尺寸：180*180*255mm。

安培右手定律(有刻度)
ID1014--------2300元
1.全透明壓克力台座，底板及中層白
色，中層上還印有分度盤。具線圈
及電池座，附羅盤4個。

2.尺寸：25.5*25*32cm

立體磁力線觀察示範器
ID1024----------3000元
1.六片式磁力線構成一立體空間可做
棒磁鐵之立體磁力線直徑177*高
205mm。

2.六片式磁力線構成一立體空間可作
U型磁鐵之立體磁力線直徑177*高

205mm。

立體磁力線觀察器
ID1025-------1500元
1.方型油封磁場分佈儀1個，內部鐵粉

及液油；尺寸：80*80*80mm。

鐵粉演示磁場實驗盤
ID1029----------900元
1.透明壓克力盤，尺寸200*200*10mm

2.附件：扁形磁鐵1支，U型磁鐵1個

鐵粉演示磁場實驗盤
ID1030----------850元
1.透明壓克力盤，尺寸230*80*20mm

2.附件：扁形磁鐵1支，U型磁鐵1個

磁力線演示儀
ID1072----------1600元
1.透明壓壓克力製，內附磁棒槽，可
觀察立體及平面磁力線分布。

2.尺寸：130*65*132mm

磁針式磁場和磁力線顯示儀
ID1028----------6500元
1.透明壓克力製共三層。
2.尺寸：16*16*4.7cm，內裝小指北針
81支，每支指北針皆以不鏽鋼針頂
住其中心點以減少摩擦，故每支指
北針都非常靈敏，可清楚的顯示磁
力線圖像及N/S極的方向。

3.U型磁鐵及棒磁鐵。

液油式用磁力線觀察器
ID1026----------900元
1.透明壓克力製平面液油式磁力線觀
察器尺寸170*137*10mm。

※選購品：棒型磁鐵、U型磁鐵。

二重線圈組
ID1033----------1400元
1.兩個匝數不同的線圈，直徑分別為

26mm及36mm，長度均為13.5cm，其
上均有兩個接線端子。

2.附圓磁棒一支。

本組可實驗電磁原理中的楞次定律。

雙線圈組
ID1034----------1200元
1.兩個壓克力線圈繞漆包線分別為300
及600匝的線圈，高度均為9cm，其下

方均有兩個接線端子。

螺絲線圈實驗器
ID1035----------2850元
1.壓克力製，三層式。
2.內有20個密閉式透明羅盤針。
3.螺管線圈1組。

4.尺寸：200*125*1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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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力線分佈
觀察用鐵粉
ID1027-------80元
1 . 鐵 粉 塑 膠 瓶 裝

100g一瓶
※注意：不要灑太
厚、太多。少量的
灑佈，才能得到完

美的磁力線線型。

充磁機(台製)
ID1032------9200元
1.磁石入口尺寸：
直徑26*80mm。附
著磁，消磁開關。

2.漆包線：直徑0.6mm
，繞線2000回。

3.電源：AC100V，

50/60HZ，約5A。

充消磁器
ID1031--------4000元
1.工作電壓：AC 110V
2.磁場強度：0～2*10
4安/米，無段調整。

3.充磁電流：大於6A。
4.具充磁/消磁功能。
5.儀器面板：
(1)包含充磁/消磁指示及電源指示

(2)電源開關及充磁/消磁選擇開關

線圈多寡與指針偏轉實驗器
ID1036----------2600元
1.壓克力台尺寸：直徑12cm圓形線，
中間密封。

2.透明壓克力製固定羅盤，線圈可變
共4組(1、5、10、20圈)。

3.附電池組(1.5V)。

4.接線端子6個。

電流和磁場的交互
作用實驗器
ID1039------1800元
1.白色合板面台，尺
寸：300*200*10mm

2.裝有U型磁鐵1個，
開關1個，線圈1卷
，接線端子2個，附
有導線及插頭1組。

密閉式單匝圓形線圈磁場實驗器
ID1037-------2400元
1.透明壓克力製，內裝鐵粉，永不脫

落，裝有單匝式線圈1組。
2.尺寸：193*205*35mm

3.可配合OHP使用。

密閉式螺管線圈說明器
ID1038-------3900元
1.透明壓克力製，內裝鐵粉，永不脫
落，螺管線圈1組。

2.尺寸：235*180*34mm

3.可配合OHP使用。

驗電瓶
ID1051--------380元
※靜電發生用驗電瓶。

1蓋瓶，個1瓶璃玻●
個，附感應板之導電柱1

支。

愣次定律實驗器
ID1041----------600元
1.鋁製，ψ50mm兩鋁圈(一封閉、一開
口)中間有一支點。

2.塑膠成型台ψ70mm*105mm。
3.全台尺寸：204*70*115mm。

4.附強力和金磁鐵棒。

電磁鐵
ID1052--------580元

U型鐵心，直徑12mm 外管繞線圈組成。

伏特計ID1046----------780元
3V、15V、30V，三段式。

安培計ID1047----------780元
5A、50mA、500mA，三段式。

檢流計ID1048----------780元
±50uA，一段式。
1.高級塑膠一體成型斜面台。
2.尺寸：100*100*110m/m。
3.台面上裝有80*80mm電錶及端子。

※另有其他規格可訂製

發電機基本原理實驗器
ID1058----------4500元
1.透明壓克力製，尺寸60*60*60mm。
2.線圈：2500匝，附紅色、黃色LED各1
3.棒形強力磁鐵：鋁鎳合金製，直徑

10*50mm1支。

可串聯式電池槽
ID1049----------450元
●適用於1號乾電池1～5個，可隨意串
聯，提供1.5V～9V電源，塑膠製附二接
線端子，其中一端為移動式，另一端

固定。乾電池另購。

串接式電池盒(台製)
ID1050(10個裝)----------1200元
1.ABS樹脂製硬質外殼。
2.串聯時用鈕釦式相互連接。
3.並聯時以銅製彈性接觸片插嵌。
4.適用1號乾電池。

5.乾電池另購。

物理實驗用磁針
ID1053-----120元

磁針長140mm附塑膠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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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強釹鐵錋磁鐵
ID1045-1(直徑30mm*高3mm)-----65元
ID1045-2(直徑24mm*高3mm)-----50元
ID1045-3(直徑15mm*高5mm)-----30元
ID1045-4(直徑12.5mm*高4mm)---20元
ID1045-5(直徑10mm*高10mm)----35元
ID1045-6(直徑5mm*高5mm)------20元 
※磁性強的一類磁鐵。(使用時請注意
會夾手)

瓦時計與家庭電路安全
F1043---------7200元
1.瓦時計，五位數字顯示，AC 110V單

相3000KWH無熔絲開關、開關、插座、
燈座、配線。

2.尺寸：35*27*23cm。

強力U型磁鐵(大、中、小)
ID1060-1(大)----------800元
ID1060-2(中)----------300元
ID1060-3(小)----------250元
●大：高105*寬34*厚20mm
●中：高80*寬20*厚10mm
●小：高65*寬14*厚10mm

強力棒狀磁鐵(大、小)
ID1061-1(大)----------250元
ID1061-2(小)----------180元
1.大：方扁型，長170*20.5*9mm
2.小：方扁型，長115*15*9mm

小燈附座
ID1062-----130元
鋁製ㄇ型底座，接
點均焊接固定，更
換燈泡時不易損

壞，附端子。

U型磁鐵(鋼製)
ID1042-1(60mm)----------120元
ID1042-2(85mm)----------140元
ID1042-3(110mm)---------160元

1.鋼製，寬度均為54mm，厚度為6mm。

棒型磁鐵(鋼製)
ID1044-1圓棒型---70元
圓棒型Φ1 0 *長150mm
ID1044-2扁平型---80元
扁平型長*150*寬25*厚6mm
ID1044-3方型-----80元

方型長150*寬10*厚10mm

強力棒型磁鐵組
ID1043-1(150*10mm)兩支1組---900元
ID1043-2(150*8mm)兩支1組----540元
ID1043-3(50*10mm)單支-------180元

手搖發電器
ID1063----------450元
1.透明塑膠壓克力管長8cm*直徑1.5cm

，中間繞線圈，上方有紅色LED*2個
2.附有鐵錋磁鐵2個10*8mm，兩端附橡

皮塞。

漆包線
ID1066(1kg)---1000元

ID1067(500g)---550元
●直徑0.5mm
另有各式規格來電洽詢

電池座
ID1068-1(1號單顆)----------20元
ID1068-2(1號雙顆)----------30元
ID1068-3(1號四顆)----------45元
ID1069-1(3號單顆)----------15元
ID1069-2(3號雙顆)----------18元
ID1069-3(3號四顆)----------30元

●1號、3號電池座均有附線

裸銅線
ID067(1kg)--------1500元
ID082(500g)--------850元
●線徑1mm
另有0.8mm/0.5mm，請來電洽詢

小燈泡
ID002-1(2.5V)-----7元/個
ID002(2.5V)------600元/100個
ID020(3.8V)------600元/100個
ID007(4.8V)------10元/個

直流小馬達
ID021-------35元

小風扇葉片
ID022-------30元

鱷魚夾導線
IH1070-1-----60元
每組兩條(紅、黑)

各一，長約50cm。

香蕉插導線
IH1070-2-----70元
每組紅黑各一條，
導線長約50cm，兩

端皆為香蕉插。

槍型導線
IH1070-3----210元
每組紅黑各一條，
導線長約60cm，兩

端皆為槍型插。

實驗用電阻/LED
●各式實驗用電阻及LED
●規格眾多歡迎來電洽詢

B33

物
理
實
驗
設
備

電
學



交直流電源器(電子式)
Q1001-1(3A)-----------5400元
Q1001-2(5A)-----------5800元
Q1001-3(10A)----------7700元
1.具有交、直流輸出端子各1組。
2.電壓輸出為：DC/AC0～30V無段調整
3.電流輸出為：0-3A、5A、10A。
4.使用電壓為：AC 110V/60HZ，具保

險絲裝置。
5.外部尺寸：31*16*11cm

類比式電源供應器
Q1004～1(3A)---4000元
Q1004～2(5A)---5000元
1.輸出電壓：DC 0～50V
2.輸出電流：DC 0～3A/5A
3.240*120*195mm。

交直流電源器(6KV) 
F1044----------7200元
1.交流輸出：兩組6.3V，具過載保護

2.直流輸出：兩組3KV，可串聯至6KV

3.附指針式電壓表

4.尺寸：320*145*100mm

直流電源供應器 ( 單電源 ) 
Q1009-1(3A)----------5500元
Q1009-2(5A)----------6000元
Q1009-3(10A)---------8500元

1.輸出電壓：DC 0～30V(可調)。
2.輸出電流：DC 0～3A/5A/10A。
3.顯示錶頭：3位數字0.5〞LED

顯示，精準度±1%。
4.工作電壓：AC 110V。
5.尺寸：130*155*180mm。

6.附件：電源線、中文說明書

高低壓直流電源供應器
Q1007----------13500元
1.使用電源110V60Hz。
2.低壓直流電源3A，0～15V可調，附電
  壓及電流錶各一。
3.高壓直流電源器150mA，0～500V可調
  ，附電壓錶ㄧ個。另有一組6.3V交

  流，固定輸出

直流電源供應器
Q1008----------8800元
1.鐵製外殼，尺寸：350*170*145mm，
具有兩組獨立連續可調電源。

2.直流電源輸出1組DC 5A 0～18V連續
  可調，附安培錶5A1個。另一組DC 
  5A 0～9V連續可調，附安培錶5A1個

3.可配合精密電流天平實驗上使用。

穩定型直流電源供應器
Q1002-----------1450元
1.電壓調整：六段式(1.5V、3V、

4.5V、6V、9V、12V)。
2.輸出電流：全波整流附濾波線路直

流輸出最大2安培。

3.電源開關附電源指示燈。

精密型直流電源供應器
Q1005----------1600元
本組電源供應器提供穩定準確的電
源，可以完全取代掉電池(更為環
保)。廢電池內具有許多重金屬及對環
境污染最大的汞及鎘…等金屬，如果
沒有妥善處理將會對於環境及我們的
下一代造成影響，所以本公司研發出
精密型電源器，可以完全取代電池
1個(1.5V)、2個(3V)…等。
A.電壓調整：六段式(1.5V、3V、4.5V
、6V、9V、12V)。

B.精密度:空載電壓±3%、滿載電壓±5%
C.輸出電流：直流輸出最大2安培。
D.附過載保護斷電線路及過載顯示指
  示燈。

E.電源開關附LED指示燈。

直流電源供應器  
Q1010-1(3A)----------11000元
Q1010-2(5A)----------14500元
Q1010-3(10A)---------18200元

1.輸出電壓：DC 0～30V。
2.電流:DC(0～3A)*2+固定(5V/1A)*1
電流:DC(0～5A)*2+固定(5V/1A)*1
電流:DC(0～10A)*2

3.顯示錶頭：3位數字0.5〞LED顯示，
精準度±1%。

4.工作電壓：AC110V
5.尺寸：(3A)(5A) 360*160*260mm、

(10A)400*160*260mm。
6.附件：香蕉頭對鱷魚夾測試線1組、

電源線1條。

數位型交直流電源供應器
Q1011----------14000元
1.交直流兩用電源供應器。
2.數位液晶錶頭顯示數位電壓和數位
電流共4個

3.輸出電壓：AC/DC 0～30V。
4.輸出電流：AC/DC 0～10A。
5.可同時顯示交直流的電壓/電流。
6.使用電源：AC110V，具有電壓自動

跳檔電流過載保護。

7.尺寸：340*160*140mm。

限流直流電源供應器
Q1012----------11000元
1.輸出電壓：數位液晶錶頭0～12V。
2.輸出電流：數位液晶錶頭0～10A。
3.穩定度：Input±10%/Output less than ±5mV 。
4.輸出電壓 0～100% less than 15mV。
5.內裝有強制冷卻風扇。
6.紋波：less than 3mV p.p。
7.電流限制旋鈕(Current)可限制電流
大小保護過負載。

8.電源：110V/ 220V ±10%,50/60Hz

9 .尺寸：250*225*1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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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數位交直流電源供應器
BC05---------35000元
1.DC電壓/DC電流:DC 0～20V/5A
2.AC電壓/AC電流:AC 0～20V/5A
3.交流頻率範圍:1～999 Hz(連續可調)
4.數字顯示器：

採用數位式電壓表/電流表/頻率表
5.電源穩定率:ACV ±10% ＜0.2%
6.負載穩定率: AC/DC MODE＜3.5%
7.機身方便攜帶式提把/限流功能/具
穩定化迴路/DDS 頻率合成IC,準確/
機器存放時可橫放堆疊(最多3台)或
垂直放置

8.保護裝置：過載保護/過電流保護
（警示燈顯示，報警聲提醒）/短路
保護/過溫保護

9.平放尺寸:W22*H13.5*21.2cm含把手
10.重量:約3kg
11.附件：中文使用說明書
可選配：頻率展示雙色LED彈簧搖棒

雙通道示波器
PL-212-------16000元
1.頻寬：DC (0-20MHz)
2.高度靈敏：靈敏度為1mV/每格
3.CRT：6英寸大螢幕便於觀察測量波
形，螢幕中有紅色刻度規劃線便於測
量測得的波形。

4.直流補償：當輸入波形是一個大幅
度波形時，它可以實行監測

5.ALT觸發：兩通道同時輸入不同頻率
的波形時，用這個功能可穩定得到兩
個波形。

6.電視信號同步同能：設有TV同步分
離線路穩定地接收TV信號

7.雙通/雙蹤X-Y操作：當設定在X-Y
位置時，可作x-y示波器，CH1為水準
軸，CH2為垂直軸。

8.觸發方式：自動、常態、電視場、
電視行

9.垂直方式：交替、斷續、相加
10.輸入AC電壓110V
11.附件：電源線、中文說明書

三用電表(桌上型)
G8342--------27000元
1.50,000位數, VFD雙色顯示幕
2.雙量測/雙顯示
3.量測速度可選擇,直流電壓最高可達
40讀值/每秒

4.直流電壓準確度: 0.02%
5.可選擇自動/手動換檔
6.True RMS (交流或交流+直流)
7.11種量測功能如下：直流/交流電壓
  、電阻、直流/交流電流、交流+直
  流電流、短路蜂鳴、二極體測試、
  電容、頻率、溫度
8.Max./Min.,REL,MX+B,1/X,Ref%,

Compare,Hold,dB,dBm
9.標準介面USB device可與電腦連線
10.具溫度量測功能
11.具USB儲存功能
12.尺寸：265*107*302mm

訊號產生器 
G-8216--------14300元
1.頻率範圍：0.3Hz to 3MHz(共7檔)
2.振幅：﹥10Vp-p(加50Ω負載)
3.波形：正弦波/三角波/方波/Ramp/

TTL/CMOS輸出
4.二段固定衰減器 (-20dB x 2) 以及
可調式衰減器

5.週期控制：80%:20%:80% to 1MHz連
續可調

6.電源：AV110V/50/60HZ
7.附件：電源線、操作手冊、測試線
8.尺寸：250*90*290mm

數字型三用電表
DA-93B---------500元
●直流電壓: 2V/20V/200V/600V
●交流電壓: 200V/600V
●直流電流: 2mA/20mA/200mA/10A
●電阻: 200/2K/20K/200K/2MΩ
●導通蜂鳴
●二極體及晶體測試
●體積: 152x78x35 mm

六段式整流器
ID018---------350元
●此款利用室內AC110插頭即可輸出
3V/4.5V/6V/7.5V/9V/12V(共六種)前
端附鱷魚夾頭

多功能自動換檔三用電表
DA-98--------1500元
●這是一款自動換檔進位的
三用電表，只要選擇好需量
測的項目，在測量值內機器
會自動進位換檔
●直流電壓: 400m～1000V
●交流電壓: 400m～400V
●交直流電流: 400uA～10A
●電阻: 400～40MΩ
●附外殼保護套

液晶型電壓表
LT-101---------2000元
測量範圍:0～00mV/2V/20V/200V四段

液晶型電流表
LT-103---------2000元

測量範圍:0～2mA/20mA/200mA/5A四段

專業型UPS不斷電系統
ID074(8小時)---------53000元
   採用全密閉式免加水免保養電池，
可以解決長時間停電問題，停電時會
立即啟動，來電時轉換成自動充電。
待機完全無噪音。

●外觀樣式及停電工作時間可依實際
需求訂製，照片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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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定容量:3500VA
輸入/輸出電壓:110V/110V
電池電壓:24V
停電工作時間:約8～12小時
LCD液晶顯示:電池容量、負載容量
智慧充電設定:5A/10A/20A/30四段
式
保護裝置:過載、短路、高低電壓、
電池低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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