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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對鎖式由螺絲緊迫, 可選擇軟性膜片.
型號: DS160 (S)
隔膜外徑: 60mm
結構: SS304; 螺絲對鎖式
膜片: SS316L / PTFE
填充油體: 矽油
壓力範圍: 1 to 60 bar
流體溫度: +80°C 

應用: 對鎖式由螺絲緊迫, 可選擇軟性膜片.
型號: DS190 (S)
隔膜外徑: 90mm
結構: SS304; 螺絲對鎖式
膜片: SS316L / PTFE
填充油體: 矽油
壓力範圍: 0.4 to 60 bar
流體溫度: +80°C

應用: 對鎖式由螺絲緊迫, 可選擇軟性膜片.
型號: DS1130 (S)
隔膜外徑: 130mm
結構: SS304; 螺絲對鎖式
膜片: SS316L / PTFE
填充油體: 矽油
壓力範圍: 0.16 to 60 bar
流體溫度: +80°C

應用: 對鎖式由螺絲緊迫, 可選擇軟性膜片.
型號: DS1150 (S)
隔膜外徑: 150mm
結構: SS304; 螺絲對鎖式
膜片: SS316L / PTFE
填充油體: 矽油
壓力範圍: 0.1 to 60 bar
流體溫度: +80°C

對鎖式牙口隔膜
(一般型)

對鎖式牙口隔膜
(一般型)

對鎖式牙口隔膜
(微壓型)

對鎖式牙口隔膜
(微壓型)

DS160 (S) DS190 (S)

DS1150 (S)DS1130 (S)



應用: 對鎖式由螺絲緊迫, 可選擇軟性膜片.
      隔膜採連桿帶動, 可感測微小變化, 
      專用於偵測微壓.
型號: DDS1160 (S)
隔膜外徑: 160mm
結構: SS304; 螺絲對鎖式
膜片: SS316L / PTFE
填充油體: 無 (連桿帶動)
壓力範圍: 0.04 to 25 bar
流體溫度: +60°C

應用: 全焊式由焊料焊牢, 僅能選擇金屬膜片.
型號: DS170 (W)
隔膜外徑: 70 mm
結構: SS304; 全焊接式
膜片: SS316L
填充油體: 矽油
壓力範圍: 1 to 60 bar
流體溫度: +80°C

應用: 全焊式由焊料焊牢, 僅能選擇金屬膜片.
型號: DS150H (W)
隔膜外徑: 49 mm
結構: SS304; 全焊接式
膜片: SS316L
填充油體: 矽油
壓力範圍: 61 to 600 bar
流體溫度: +80°C

應用: 有易沖洗、不易藏汙等特點.
型號: DS132H
隔膜外徑: 最小17mm 最大40mm
結構: SS304; 齊平膜
膜片: SS316L
填充油體: 矽油
壓力範圍: 1 to 1000 bar
流體溫度: +80°C

對鎖式牙口隔膜
(乾式)

全焊接式隔膜
(一般型)

全焊接式隔膜
(高壓)

齊平膜牙口隔膜
(高壓型)

DDS1160 (S) DS170 (W)

DS132HDS150H (W)



應用: 全焊式由焊料焊牢, 僅能選擇金屬膜片.
型號: DS148 (W)
隔膜外徑: 48 mm
結構: SS304; 全焊接式
膜片: SS316L
填充油體: 矽油
壓力範圍: 2 to 60 bar
流體溫度: +80°C
接續尺寸: 8 x 22mm 管牙

應用: 全焊式由焊料焊牢, 僅能選擇金屬膜片.
      數位壓力錶專用.
型號: DS135 (W)
隔膜外徑: 35 mm
結構: SS304; 全焊接式
膜片: SS316L
填充油體: 矽油
壓力範圍: 1 to 60 bar
流體溫度: +80°C

應用: 氯乙烯一體成形, 適用低結晶性等, 並能抗強酸
      及強鹼.
型號: FCRP
隔膜外徑: 35 mm
結構: 氯乙烯; 一體成形
膜片: PTFE
填充油體: 矽油
壓力範圍: 1 to 10 bar
流體溫度: 10 to 40°C
面徑: 2.5＂
精度: 1.5%

應用: PP一體成形, 適用低結晶性等介質, 並能抗
      強酸及強鹼.
型號: PDSPL-S
面徑: 2.5＂
結構: PP; 一體成形
膜片: Viton
填充油體: 矽油
壓力範圍: 1 to 15 bar
流體溫度: 10 to 40°C
精度: 1.5%

全焊接式隔膜
(經濟)

全焊接式隔膜
(數位)

一體式牙口隔膜
(特材型)

一體成型抗蝕
隔膜壓力錶 (PP型)

DS148 (W) DS135 (W)

PDSPL-SFCRP



應用: PFTE一體成形, 適用低結晶性等, 並能抗
      強酸及強鹼.
型號: DSPLA
結構: PFTE; 一體成形
膜片: PFTE
填充油體: 矽油
壓力範圍: 1 to 10 bar
流體溫度: 10 to 60°C
面徑: 2.5＂
精度: 1.5%

應用: 對鎖式由螺絲緊迫, 可選擇軟性膜片.
型號: DS160 (S)
隔膜外徑: 60mm
結構: PTFE / SS304; 螺絲對鎖式
膜片: SS316L / PTFE
填充油體: 矽油
壓力範圍: 1 to 15 bar
流體溫度: +80°C

應用: 對鎖式由螺絲緊迫, 可選擇軟性膜片.
型號: DS180 (S)
隔膜外徑: 70mm
結構: PP; 螺絲對鎖式
膜片: SS316L / PTFE
填充油體: 矽油
壓力範圍: 1 to 10 bar
流體溫度: +60°C

應用: 全焊式由焊料焊牢, 僅能選擇金屬膜片. 
      流體溫度可達100°C. 隔膜採連桿帶動, 
      可感測微小變化, 專用於偵測微壓. 
      適用絕對壓力測量.
型號: SUSD-ABS
隔膜外徑: 75mm / 130 mm
結構: SS304; 全焊接式
填充油體: 無 (連桿帶動)
壓力範圍: 0.06 to 25 bar
流體溫度: +100°C

一體成型抗蝕
隔膜壓力錶 (PTFE型)

對鎖式牙口隔膜
(特材型)

對鎖式牙口隔膜
(經濟型)

全焊接式隔膜
(絕壓型)

DSPLA DS160 (S)

SUSD-ABSDS180 (S)



應用: 小型簡易隔膜, 由Viton作為膜片.
型號: DS122
隔膜外徑: 25mm
結構: SS304; 簡易型
膜片: Viton (耐高溫、抗酸鹼)
填充油體: 矽油
壓力範圍: 2 to 25 bar
流體溫度: +80°C

特小型牙口隔膜
(經濟型)

DS122



應用: 全焊式由焊料焊牢, 僅能選擇金屬膜片. 
       符合低壓或微壓量測需求.
型號: DS200-HP(W)
結構: 全焊接設計、工字型法蘭
膜片: SS316L
填充油體: 甘油 / 矽油
壓力範圍: 1 to 100 bar
環境溫度: 10 to 60°C
流體溫度: +80°C 

應用: 對鎖式由螺絲緊迫, 可選擇軟性膜片. 
       符合低壓或微壓量測需求.
型號: DS200-GP(S)
結構: 螺絲對鎖式、工字型法蘭
膜片: SS316L / PTFE
填充油體: 甘油 / 矽油
壓力範圍: 0.6 to 100 bar
環境溫度: 10 to 60°C
流體溫度: +80°C 

應用: 對鎖式由螺絲緊迫, 可選擇軟性膜片. 
       清理方便, 僅需移除下層隔膜座.
型號: DS250
結構: 螺絲對鎖式、單法蘭
膜片: SS316L / PTFE
填充油體: 甘油 / 矽油
壓力範圍: 1 to 60 bar
環境溫度: 10 to 60°C
流體溫度: +80°C 

應用: 對鎖式由螺絲緊迫, 可選擇軟性膜片. 
       清理方便, 僅需移除下層隔膜座.
型號: DS250-FC
結構: 螺絲對鎖式、單法蘭
膜片: SS316L / PTFE
填充油體: 甘油 / 矽油
壓力範圍: 0 to 250 bar
環境溫度: 10 to 60°C
流體溫度: +80°C 

全焊接式隔膜
(工字型)

對鎖式隔膜 
(工字型)

單法蘭隔膜 
(經濟型)

單法蘭隔膜
(齊平膜型)

DS200-HP(W) DS200-GP(S)

DS250-FCDS250



應用: 清理方便, 僅需移除下層隔膜座.
型號: DS300
結構: 全焊接式、單法蘭
膜片: SS316L / PTFE
填充油體: 甘油 / 矽油
壓力範圍: 1 to 60 bar
環境溫度: 10 to 60°C
流體溫度: +80°C 

應用: 對鎖式由螺絲緊迫, 可選擇軟性膜片.
      清理方便, 僅需移除下層
隔膜座.
型號: DS250-1
結構: 螺絲對鎖式、單法蘭
膜片: SS316L / PTFE
填充油體: 甘油 / 矽油
壓力範圍: 1 to 60 bar
環境溫度: 10 to 60°C
流體溫度: +80°C 

應用: 將成型的PTFE厚膜片貼在SS316L底部, 
       保護膜片不被侵蝕. 
適用於真空量程.
型號: DS300-TL
結構: 全焊接式、單法蘭
膜片: SS316L+PTFE Lining
壓力範圍: 1 to 60 bar
環境溫度: 10 to 60°C
流體溫度: +80°C 

應用: 將粉末狀的PTFE吸附在SS316L底部, 
       經過高溫特殊處理, 粉末變成薄膜. 
      抗蝕能力稍差於Lining.
型號: DS300-TC
結構: 全焊接式、單法蘭
膜片: SS316L+PTFE Coating
壓力範圍: 1 to 60 bar
環境溫度: 10 to 60°C
流體溫度: +80°C 

單法蘭隔膜 (一般型) 雙法蘭隔膜 
(一般型)

單法蘭隔膜
(鐵氟龍一般型)

單法蘭隔膜
(鐵氟龍特殊型)

DS300 DS250-1

DS300-TCDS300-TL



應用: 附加隔測導管, 專用於高溫、高黏度等介質測量.
型號: DS-R129
結構: 全焊接設計、隔測型、單法蘭
膜片: SS316L
填充油體: 甘油 / 矽油
壓力範圍: 0.6 to 60 bar
流體溫度: -40°C to 350°C

應用: 大內腔設計, 傳導性佳, 適合測量低壓.
      可符合廣泛需求. 專為大流量、
      小型接續管路環境設計.
型號: DS289
結構: 全焊接式、法蘭式、內凹式
膜片: SS316L
填充油體: 甘油 / 矽油
壓力範圍: 0.02 to 60 bar
流體溫度: +80°C 

應用: 適合用於厚牆或單獨儲槽管線等環境.
型號: DS300L
結構: 全焊接式、延伸型、單法蘭
膜片: SS316L
填充油體: 甘油 / 矽油
壓力範圍: 0.6 to 60 bar
流體溫度: +80°C 

單法蘭隔膜 (隔測型) 大流量隔膜(內凹型)

單法蘭隔膜
(延伸型)

DS-R129 DS289

DS300L



應用: 適用藥品廠、乳品廠、飲料廠之均質機設備。
型號: DS350
結構: 全焊接設計、齊平膜型
膜片: SS316L (醫療級)
填充油體: 植物油 (符合衛生標準)
壓力範圍: 100 to 600 bar
環境溫度: 10 to 60°C
流體溫度: +100°C / +200°C / +400°C

應用: 適用藥品廠、乳品廠、飲料廠之均質機設備。
型號: DS360
結構: 全焊接設計、感測棒牙口型
膜片: SS316L (醫療級)
填充油體: 植物油 (符合衛生標準)
壓力範圍: 100 to 600 bar
環境溫度: 10 to 60°C
流體溫度: +100°C 

應用: 適用藥品廠、飲料廠、食品業、生物化學
      等食品級機械。
型號: DS400-F
結構: 全焊接設計、內牙式
膜片: SS316L (醫療級)
填充油體: 植物油 (符合衛生標準)
壓力範圍: 1 to 40 bar
環境溫度: 10 to 60°C
流體溫度: +60°C 

應用: 適用藥品廠、飲料廠、食品業、生物化學
      等食品級機械。
型號: DS400-M&F
結構: 全焊接設計、外牙式
膜片: SS316L (醫療級)
填充油體: 植物油 (符合衛生標準)
壓力範圍: 1 to 40 bar
環境溫度: 10 to 60°C
流體溫度: +60°C 

均質機用隔膜 
(齊平膜型)

均質機用隔膜
(感測棒牙口型)

衛生級隔膜
(內牙式)

衛生級隔膜
(外牙式)

DS350 DS360

DS400-F DS400-M&F



應用:  分為基本型與整組型(附夾具)。
       適用藥品廠、飲料廠、食品業、生物化學等
       食品級機械。
型號: DS500
結構: 全焊接設計、夾接式
膜片: SS316L (醫療級)
填充油體: 植物油 (符合衛生標準)
壓力範圍: 1 to 40 bar
環境溫度: 10 to 60°C
流體溫度: +60°C 

衛生級隔膜
(夾接式)

DS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