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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適用於微小壓力測量, 1%精度優於3-5%指針式微壓錶.
適用流體: 無腐蝕性之乾淨氣體
型號: DMPG-A2.5
面徑: 2.5＂
壓力範圍: -300 … +300 mmWC ; -5000 … +5000 mmWC
壓力單位: psi, mBar, mmWC, inWC
顯示: 33 x 15 mm ;4位數LCD; 黃色LED背光
數值更新頻率: 1次/秒 (不可調)
精度: 1%, 0.5% (@22±3°C)
供電: 3V電池(壽命2年)
IP等級: 54

應用: 結構緊湊的鋁合金外殼, 經過振動及衝擊測試, 
      適用惡劣、潮濕環境, 提供0.5%的精度表現.
適用流體: 無腐蝕性之乾淨氣體, 
          與不鏽鋼304兼容之液體及氣體
型號: DPG-A3.0 / DPG-3.0
面徑: 3＂
壓力範圍: 760mmHg …0 / 760 mmHg …0.3 to 300bar
壓力單位: MPa, bar, kg/cm2,psi, inHg, mmHg, mbar
顯示: 30 x 14.5 mm ;4位數LCD; 黃色LED背光
數值更新頻率: 2次/秒 (不可調)
精度: 0.5%, 0.25% (@22°C)
供電: 9V電池(壽命1年)
IP等級: 65

應用: 小型壓力錶, 經過振動及衝擊測試, 符合小巧、
      簡易和成本低的需求.
適用流體: 無腐蝕性之乾淨氣體
型號: DPG-A60
面徑: 1.2＂
壓力範圍: -1 … 0 bar; 0 …10 bar
壓力單位: psi, bar, mmHg, kPa, kg/cm2, MPa
顯示: 25 x 15 mm ;3.5位數LCD; (選項: LED背光)
數值更新頻率: 2次/秒 (不可調)
精度: 2% (0 to 50°C)
供電: CR 2032電池(壽命1年)
IP等級: 65

應用: 適用於室內環境,
      提供0.5%的精度與最高1000bar的範圍.
適用流體: 與不鏽鋼304兼容之液體及氣體
型號: DPG-S2.5
面徑: 2.5＂
壓力範圍: -1 …1000 bar
壓力單位: psi, mH2O, mmHg, mbar, kPa, MPa, atm
顯示: 46 x 15 mm ;4、5位數LCD; 藍色LED背光
數值更新頻率: 3次/秒 (不可調)
精度: 0.5% (0 to 50°C)
供電: 3V x2電池(壽命2年)
IP等級: 54

數位微壓錶 鋁合金數位壓力錶

數位壓力錶小型數位壓力錶

DMPG-A2.5

DPG-A60

DPG-A3.0
DPG-3.0

DPG-S2.5



應用: 外殼採用不鏽鋼304包覆, 適用有腐蝕性環境.
      提供多種精度選擇, 以及最高1000bar的範圍.
適用流體: 與不鏽鋼316L兼容之液體及氣體
型號: DPG-KS4.0
面徑: 4＂
壓力範圍: -1 …1000 bar
壓力單位: kg/cm2, bar, MPa, Pa, mmH2O, KPa, 
          psi, mH2O
顯示: 46 x 15 mm ;4位數LCD
數值更新頻率: 5次/秒 (不可調)
精度: 0.2% / 0.25% / 0.4% / 1%
供電: 3V x2電池(壽命1年)
IP等級: 54

應用: 專門用於校正其他壓力儀器的校正儀. 6位數顯示, 
      可調整數值更新頻率,多種壓力單位,省略其餘功能, 
      將功耗與成本降到最低.
適用流體: 無腐蝕性之乾淨氣體 
          與不鏽鋼316L兼容之液體及氣體
型號: AT803
面徑: 3.5＂
壓力範圍: 760mmHg …0; 0 … 160 mbar to 2500 bar
壓力單位: mmH2O, mmHg, inH2O, Pa, kPa, MPa, 
          psi, bar, mbar
顯示: 58 x 29 mm ;5、6位數LCD; 藍色LED背光
數值更新頻率: 3次/秒 (可調: 最慢1次/10秒)
精度: 0.02%, 0.05%, 0.1%, 0.2%
供電: 外部供電: 回充式鋰電池
IP等級: 64

應用: 專門用於校正其他壓力儀器的校正儀. 
      5位數顯示, 壓力百分比提示,多種壓力單位, 
      省略其餘功能, 將功耗與成本降到最低.
適用流體: 無腐蝕性之乾淨氣體, 
          與不鏽鋼316L兼容之液體及氣體
型號: DPG-HRS
面徑: 4＂
壓力範圍: 760mmHg …0; 0 … 400 mbar to 700 bar
壓力單位: Pa, kPa, MPa, psi, bar, mbar, 
          kgf/cm2 ,mmH2O , mmHg
顯示: 66 x 47mm ;5位數LCD; 藍色LED背光
數值更新頻率: 3次/秒 (不可調)
精度: 0.05%, 0.1%, 0.2%, 0.5%
供電: 外部供電: 回充式鋰電池 
IP等級: 64

全不鏽鋼數位壓力錶 高精度數位壓力錶

高精度數位壓力錶

DPG-KS4.0 DPG-HRS

AT803

應用: 專門用於校正其他壓力儀器的校正儀. 4位數顯示, 
      可調整數值更新頻率,多種壓力單位，具自動峰值紀錄
      功能.
適用流體: 無腐蝕性之乾淨氣體 
          與不鏽鋼材質兼容之液體及氣體
型號: AT805
面徑: 4.3＂
壓力範圍: 760mmHg …0; 0 … 160 mbar to 2500 bar
壓力單位: mmH2O, mmHg, inH2O, Pa, kPa, MPa, 
          psi, bar, mbar
顯示: 58 x 29 mm ;4位數LCD; 藍色LED背光
數值更新頻率: 3次/秒 (可調: 最慢1次/10秒)
精度: 0.1%, 0.2%, 0.5%
供電: 回充式鋰電池
IP等級: 65

高精度數位壓力錶

AT805



應用: 專門用於校正其他壓力儀器的校正儀. 6位數顯示, 
      壓力百分比提示,可調整數值更新頻率, 多種壓力單位, 
      即時顯示管路溫度.
適用流體: 無腐蝕性之乾淨氣體 
          與不鏽鋼316L兼容之液體及氣體
型號: AT211SH
面徑: 4.7＂
壓力範圍: 760mmHg …0; 0 … 160 mbar to 2500 bar
壓力單位: Pa, kPa, Mpa, mmHg, kgf/cm2, cmH2O, mmH2O, 
          psi, mbar, bar
顯示: 6位數LCD; 藍色LED背光
數值更新頻率: 3次/秒 (可調: 最快10次/秒)
精度: 0.05%, 0.1%, 0.2%, 0.5%
供電: 外部供電: 回充式鋰電池 
IP等級: 64

應用: 專門用於校正其他壓力儀器的校正儀. 
      5位數顯示, 壓力百分比提示、
      過壓警報、穩定指數, 可調整數值更新頻率, 
      多種壓力單位, 即時顯示管路溫度.
適用流體: 無腐蝕性之乾淨氣體  
          與不鏽鋼316L兼容之液體及氣體
型號: AT211H
面徑: 4.4＂
壓力範圍: 760mmHg …0; 0 … 160 mbar to 1000 bar
壓力單位: kg/cm2, mmHg, psi, kPa, MPa, mbar,
          mmH2O, inHg, inH2O
顯示: 67 x 33 mm ;5位數LCD; 藍色LED背光
數值更新頻率: 3次/秒 (可調: 最快10次/秒)
精度: 0.02%, 0.05%, 0.1%, 0.2%
供電: 9V電池(壽命1年) / 外部供電: 回充式鋰電池 
IP等級: 64
可偵測管路溫度: ±2°C
百分比扇形顯示 / 過壓警報 / 穩定指數

應用: 專門用於校正其他壓力儀器的校正儀. 6位數顯示, 

      壓力百分比提示, 可調整數值更新頻率, 多種壓力單位, 

      即時顯示管路溫度.

適用流體: 無腐蝕性之乾淨氣體

          與不鏽鋼316L兼容之液體及氣體

型號: H4.5RS

面徑: 95 x 115 mm

壓力範圍: 760mmHg …0; 0 … 400 mbar to 2500 bar

壓力單位: Pa, kPa, MPa, psi, bar, mbar, kgf/cm2 ,

          mmH2O , mmHg

顯示: 66 x 47mm ;6位數LCD; 藍色LED背光

數值更新頻率: 3次/秒 (可調: 最慢10次/秒)

精度: 0.025%, 0.05%, 0.1%

供電: 外部供電: 回充式鋰電池 

IP等級: 64

可偵測管路溫度: ±2°C

應用: 外殼採用不鏽鋼304包覆, 適用有腐蝕性環境. 

最低0.1bar以及最高1000bar. 經過振動及衝擊測試,

適用惡劣、潮濕環境, 提供0.5%的精度表現.

適用流體: 與不鏽鋼304兼容之液體及氣體

型號: APM4760

面徑: 3＂

壓力範圍: 760mmHg …0 / 760 mmHg …0.1 to 1000bar

壓力單位: MPa, bar, psi, kPa, mH2O

顯示: 30 (H) x 20 (W   ) mm ;4位數LCD 

數值更新頻率: 2次/秒 (不可調)

精度: 0.5%, 0.25% (@22°C)

供電: 3.6V電池(壽命1年) / 外部供電

IP等級: 65

選項: 4-20mA / RS485輸出、絕對壓力、齊平膜

高精度方形數位壓力錶 高精度數位壓力錶

高精度數位壓力錶 多功能數位壓力錶

H4.5RS AT211H

AT211SH APM4760



應用: 適用真空製冷系統的裝配與維護作業的數位
複合錶。能同時測量壓力與溫度。
適用流體: 無腐蝕性的冷媒、水、醇類。
不適用含氨的冷媒。
型號: ATG-1
面徑: 210 x 130 x 75mm
使用冷媒: 40多種
壓力範圍: 0...50bar
壓力單位: psi, bar, kPa, MPa
溫度範圍: -50 ~ +150°C
溫度單位: °C, °F
顯示: 40 x 25 mm ;4位數LCD; LED背光
數值更新頻率: 1次/秒 (不可調)
壓力精度: 0.75% (@22°C)
溫度精度: ±2K
供電: 1.5V x 4電池

應用: 適用真空製冷系統的裝配與維護作業的數位
複合錶。能測量壓力以及顯示對應溫度。
適用流體: 無腐蝕性的冷媒、水、醇類。
不適用含氨的冷媒。
型號: ATG-S1
面徑: 3.5＂(93mm)
使用冷媒: 9種
壓力範圍: -29.5...0 inHg; 0...50bar
壓力單位: inHg; psi, bar, kPa, MPa, kg/cm2
顯示:  mm ;4位數LCD; LED背光
數值更新頻率: 1次/秒 (不可調)
壓力精度: 0.5% (@22°C)
供電: 9V電池

多功能數位冷媒錶

數位冷媒錶

ATG-1

ATG-S1



應用: 適用真空製冷系統的裝配與維護作業的數位複合錶。
能同時測量壓力與溫度。
適用流體: 無腐蝕性的冷媒、水、醇類。不適用含氨的冷媒。
型號: AT2013
面徑: 210 x 130 x 75mm
使用冷媒: 40多種
壓力範圍: -30inHg...0; 0...435 to 725psi
壓力單位: kg/cm2, inHg, mmHg, bar, psi, kPa, Micron
溫度範圍: -40 ~ +95°C
溫度單位: °C, °F
顯示: 40 x 25 mm ;4位數LCD; LED背光
數值更新頻率: 1次/秒 (不可調)
壓力精度: 0.5% (@22°C)
溫度精度: ±2K
供電: 9V電池

應用: 適用真空製冷系統的裝配與維護作業的數位複合錶。
      能測量壓力以及顯示對應溫度。
適用流體: 無腐蝕性的冷媒、水、醇類。
          不適用含氨的冷媒。
型號: AT118A / AT118B
面徑: 80mm
使用冷媒: 56種
壓力範圍: -29.5...0 inHg; 0...250psi
壓力單位: kg/cm2, inHg, mmHg, bar, psi, kPa, Micron
顯示: 47 x 22 mm ;3位數LCD
數值更新頻率: 1次/秒 (不可調)
壓力精度: 0.5% (@22°C)
供電: 9V電池

多功能數位冷媒錶

數位冷媒錶

AT2013

AT118A
AT118B



應用: 適用真空製冷系統的裝配與維護作業的數位複合錶。
      能測量壓力以及顯示對應溫度。
適用流體: 無腐蝕性的冷媒、水、醇類。
          不適用含氨的冷媒。
型號: AT116
面徑: 80mm
使用冷媒: 56種
壓力範圍: -29.5...0 inHg
壓力單位: Torr, bar, psi, kPa, kg/cm2, mmHg, inHg
顯示: 47 x 22 mm ;3位數LCD
數值更新頻率: 1次/秒 (不可調)
壓力精度: 1%
供電: 9V電池 (18個月)

數位真空冷媒錶

AT116



應用: 2組開關輸出, 滿足直立或埋入需求, 
4種開關模式, 可設定壓力或溫度動作點.
適用流體: 與不鏽鋼304L兼容的液體及氣體
型號: DPS-A1.0(氣體)/DPS-1.0(液體)
面徑: 1＂
壓力範圍: DPS-1.0 : 0...1 to 250 bar
          DPS-A1.0:-760mmHg...0...1 to 10 bar
壓力單位: psi, bar, kg/cm2, MPa
          cmHg, inHg, KPa, atm
顯示: 19 x 8 mm ;4位數LCD; 7色LED背光
數值更新頻率: 1次/秒 (不可調)
精度: 1%
類比訊號: 4~20mA; 開關訊號: NPN/PNP
IP等級: 54

應用: 1組開關輸出, 遲滯模式, 漸進式開啟.
適用流體: 與不鏽鋼304L兼容的液體及氣體
型號: DPS-A3.0MD(氣體) / DPS-3.0MD(液體)
面徑: 3＂
壓力範圍: 760mmHg...0 to 5 to 5000psi
壓力單位: DPS-A3.0MD:-inHg, mmHg, mbar
          DPS-3.0MD : MPa, bar, kg/cm2, psi
顯示: 30 x 14.5 mm ;4位數LCD; 黃色LED背光
數值更新頻率: 2次/秒 (不可調)
精度: 0.25%(@22°C), 0.5%
類比訊號: 4~20mA; 開關訊號: NPN/PNP
IP等級: 65

數位壓力開關

數位壓力開關

DPS-1.0

DPS-3.0MD
DPS-A3.0MD

DPS-A1.0



應用: 2組開關輸出, 4種開關模式.
適用流體: 與不鏽鋼316兼容的液體及氣體
型號: DPS-2.5SPD3
面徑: 2.5＂
壓力範圍: -760mmHg...0 to 2 to 50bar; 
          0...2 to 250bar
壓力單位: bar, kg/cm2, kPa, MPa, psi, 
          mmHg, inHg
顯示: 35.5 x 18 mm ;4位數LED
數值更新頻率: 0.1~9.9秒/次 (可調)
精度: 0.25%(@22°C), 0.5%
類比訊號: 4~20mA; 開關訊號: NPN/PNP
IP等級: 65
選項: 內建relay x2

應用: 1組開關輸出, 內建繼電器.
適用流體: 與不鏽鋼316兼容的液體及氣體
型號: DPS-KS3.0
面徑: 3＂
壓力範圍: -760mmHg...0; to 1 to 1000bar
壓力單位: MPa, kg/cm2, psi
顯示: 40 x 17 mm ;4位數LED
數值更新頻率: 2秒/次 (不可調)
精度: 0.5%
開關訊號: Relay x1
IP等級: 54

數位壓力開關(液體用)

數位壓力開關(液體用)

DPS-KS3.0

DPS-2.5SPD3



應用: 外殼採用不鏽鋼304包覆, 適用有腐蝕性環境.
      精度1°C, 數值更新頻率1秒/次, 綜合表現良好, 
      可替代傳統指針式溫度計.
適用流體: 與不鏽鋼304L兼容之液體及氣體
型號: DTG-K系列
面徑: 3＂,4＂
溫度範圍: -50 …200°C
溫度單位: °C / °F
感測元件: PT100
顯示: 46 x 21 mm (3＂) / 59.5 x 28 mm(4＂) ;4位數LCD
數值更新頻率: 1次/秒 (不可調)
精度: 1°C
供電: 1.5V 電池(壽命1年)
IP等級: 54

數位溫度計

DTG-K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