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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過程控制、航空、汽車、醫療設備、HVAC等領域。
型號: AT303
壓力範圍: -0~0.1bar…6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絕壓、密封壓
供電電源: 24V 
輸出訊號: 4~20mA / 1 ~ 5V / 0 ~ 5V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度: 0.5% / 1%
防護等級: IP65
選項: 本安防爆Exia II CT6

應用: 適用於腐蝕性氣體、液體、蒸氣的測量，
      常見於化學工業、電鍍、環保。
型號: AT310
壓力範圍: 6bar, 10bar, 16bar, 25bar, 40bar
壓力類型: 表壓
供電電源: 24V / 12V
輸出訊號: 4~20mA / 1 ~ 5V / 0 ~ 5V / 0.5~4.5V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度: 0.5%
防護等級: IP65

應用: 一般型傳送器，適用鍋爐、注塑、重工、
      化工、管網等。
型號: AT400
壓力範圍: -1bar…0~0.2bar…10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絕壓、密封壓
供電電源: 24V / 12V
輸出訊號: 4~20mA / 1 ~5V / 0 ~ 5V /
          0.5 ~ 4.5V / 0 ~ 10V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度: 0.5% / 0.3%
防護等級: IP65
選項: 本安防爆Exia II CT6

應用: 4~20mA+HART協定以及RS485輸出，
      可與其他設備溝通。流程工業、流體壓力
      、進行精密測量。
型號: AT380
壓力範圍: -1bar~0~0.1bar…10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絕壓、密封壓
供電電源: 24V / 12V
輸出訊號: 4~20mA + HART協定 / RS485
          RS485-MODBUS 協定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度: 0.5% / 0.3% / 0.1%
防護等級: IP65

經濟型壓力傳送器 陶瓷經濟壓力傳送器

工業用防爆壓力傳送器 智慧型壓力傳送器

AT303 AT310

AT400 AT380



應用: 適用於純淨、乾燥、無腐蝕性的氣體。
      具有靈敏度高、精度高、動作響應快等特點。
型號: AT320
壓力範圍: -1bar…0~0.2bar…6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絕壓、密封壓
供電電源: 24V / 12V / 5V (比例輸出)
輸出訊號: 4~20mA / 1 ~ 5V / 0 ~ 5V / 0.5~4.5V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度: 0.5%
防護等級: IP65

應用: 小體積設計，適用於空間受限的場所。
型號: AT321
壓力範圍: -1bar…0~0.1bar…10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絕壓、密封壓
供電電源: 24V / 12V / 5V (比例輸出)
輸出訊號: 4~20mA / 1 ~ 5V / 0 ~ 5V / 0.5~4.5V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度: 0.5%
防護等級: IP65

壓縮機專用壓力傳送器 小巧型壓力傳送器

AT320 AT321



應用: 適用高溫介質，蒸氣和熱能交換的領域設備配套。
型號: AT300T
壓力範圍: -1bar…0~0.35bar…10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絕壓、密封壓
供電電源: 24V / 12V
輸出訊號: 4~20mA / 1 ~ 5V / 0 ~ 5V
介質溫度: -20 ~ 150°C / -20 ~ 300°C
精度: 0.5% / 0.3%
防護等級: IP65
選項: 本安防爆Exia II CT6

應用: 適用高溫介質，蒸氣和熱能交換的領域設備配套。
      發電、機械製造、石油化工、冶金製造。
型號: AT400T
壓力範圍: -1bar…0~0.2bar…10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絕壓、密封壓
供電電源: 24V / 12V
輸出訊號: 4~20mA / 1 ~5V / 0 ~ 5V / 
          0.5 ~ 4.5V / 0 ~ 10V
介質溫度: -40 ~ 300°C
精度: 0.5% / 0.3%
防護等級: IP65

應用: 卡箍接合，適用於黏稠、易堵塞、
      衛生要求高方便清洗的場合。適用高溫介質，
      蒸氣和熱能交換的領域設備配套。
型號: AT350K
壓力範圍: 0~0.7bar…1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絕壓、密封壓
供電電源: 24V / 12V
輸出訊號: 4~20mA / 1 ~5V / 0 ~ 5V
介質溫度: -40°C ~ 150°C
精度: 0.5%
防護等級: IP65

應用: 卡箍接合，適用於黏稠、易堵塞、
      衛生要求高方便清洗的場合。
型號: AT350J
壓力範圍: 0~0.2bar…250bar
壓力類型: 表壓、絕壓、密封壓
供電電源: 24V / 12V
輸出訊號: 4~20mA / 1 ~5V / 0 ~ 5V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度: 0.5%
防護等級: IP65

高溫型壓力傳送器 衛生卡箍型壓力傳送器

高溫壓力傳送器 衛生卡箍型壓力傳送器 (高溫款)

AT300T AT350J

AT400T AT350K



應用: 適用於黏稠、易堵塞、衛生要求高方便清洗的場合。
型　　號: AT350
壓力範圍: 0~0.2bar…250bar
壓力類型: 表壓、絕壓、密封壓
供電電源: 24V / 12V
輸出訊號: 4~20mA / 1 ~5V / 0 ~ 5V
介質溫度: -40 ~ 85°C / -40°C ~ 150°C
精度: 0.5% 
防護等級: IP65

應用: 法蘭尺寸可客製，防腐膜片材質可選。
      適用於城市汙水、工業廢水、工業廢液。
型號: AT400F
壓力範圍: -1bar…0~0.2bar…10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絕壓、密封壓
供電電源: 24V / 12V
輸出訊號: 4~20mA / 1 ~5V / 0 ~ 5V /
          0.5 ~ 4.5V / 0 ~ 10V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度: 0.5% / 0.3%
防護等級: IP65
選項: 本安防爆Exia II CT6

應用: 法蘭尺寸可客製，防腐膜片材質可選。
      適用於城市汙水、工業廢水、工業廢液。
型號: AT450
壓力範圍: 0~0.2bar…1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絕壓、密封壓
供電電源: 24V
輸出訊號: 4~20mA
介質溫度: -40 ~ 150°C
精度: 0.5%
防護等級: IP65

應用: 重型設備配套、高壓力、高負載、高衝擊、
      頻繁過載的領域。適用於黏稠、易堵塞、
      衛生要求高方便清洗的場合。
型號: AT340
壓力範圍: -1bar~0~0.1bar…15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
供電電源: 24V
輸出訊號: 4~20mA / 1 ~ 5V / 0 ~ 5V / 0 ~ 10V
介質溫度: -40 ~ 85°C / -40 ~ 120°C
精度: 0.5%
防護等級: IP65

法蘭壓力傳送器 法蘭平膜壓力傳送器
(高溫款)

衛生型齊平膜壓力傳送器 高壓型壓力傳送器
(齊平膜)

AT350

AT400F AT450

AT340



應用: 本安防爆型，Exia II CT6，氣動、液壓、
      CNC輸送管網的壓力檢測及控制。
型號: AT302
壓力範圍: -1bar…0~0.1bar…10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絕壓、密封壓
供電電源: 24V / 12V
輸出訊號: 4~20mA / 1 ~ 5V / 0 ~ 5V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度: 0.5% / 0.3%
防護等級: IP65
防爆等級: 本安防爆Exia II CT6

應用: 適用溫度變化劇烈，需要高穩定性場合。
      全溫區補償(-20~120°C)，確保精度不受溫度影響。
型號: CS-PT1270
壓力範圍: 0~2bar…60bar
壓力類型: 表壓
供電電源: 24V / 12V
輸出訊號: 4~20mA / 1 ~ 5V / 
          0.5 ~ 4.5V
介質溫度: -40 ~ 125°C
補償溫度: -20 ~ 120°C
精度: 0.5%
防護等級: IP65

應用: 防水型設計，IP68，可確保在水下正常工作。
型號: AT300Y
壓力範圍: -1bar…0~0.1bar…10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絕壓、密封壓
供電電源: 24V / 12V
輸出訊號: 4~20mA / 1 ~ 5V / 0 ~ 5V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度: 0.5% 
防護等級: IP68
選項: 本安防爆Exia II CT4

應用: 重型設備配套、高壓力、高負載、高衝擊、
      頻繁過載的領域。
型號: AT330
壓力範圍: 0~400bar…60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
供電電源: 24V
輸出訊號: 4~20mA / 1 ~ 5V / 0 ~ 5V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度: 0.5%
防護等級: IP65

極限溫度補償壓力傳送器 沉水式壓力傳送器

AT-PT1270 AT300Y

高壓型壓力傳送器

AT330
防爆型壓力傳送器

AT302



應用: 隔爆型，Exd II BT6，氣動、液壓、
       CNC輸送管網的壓力檢測及控制。
型號: AT301
壓力範圍: -1bar…0~0.1bar…10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絕壓、密封壓
供電電源: 24V / 12V
輸出訊號: 4~20mA / 1 ~ 5V / 0 ~ 5V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度: 0.5% 
防護等級: IP68
隔爆等級: 隔爆Exd II BT6

應用: 隔爆型，Exia II BT6，氣動、液壓、
      CNC輸送管網的壓力檢測及控制。
型號: AT401
壓力範圍: -1bar…0~0.2bar…10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絕壓、密封壓
供電電源: 24V / 12V
輸出訊號: 4~20mA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度: 0.5% / 0.3%
防護等級: IP65
防爆等級: 本安防爆Exia II BT6

應用: 鍋爐送風、井下通風等電力、煤炭行業壓力過
      程控制領域。
型號: AT460
壓力範圍: 0~1kPa…250kPa
壓力類型: 差壓
供電電源: 24V
輸出訊號: 4~20mA
介質溫度: -10 ~ 60°C
精度: 
2kPa以下: 3%
2kPa ~ 0.1bar: 1%
0.1bar ~ 2.5bar: 0.5%

應　　用: 設備配套、科學實驗、精密儀器、給水排水。
型　　號: AT610
壓力範圍: 0~0.2bar…25bar
靜    壓: 200bar
壓力類型: 差壓
供電電源: 24V / 12V
輸出訊號: 4~20mA / 1 ~ 5V / 0 ~ 5V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　　度: 0.5%
防護等級: IP65
靜壓影響: ±0.5% F.S. (@1MPa)
選    項: 現場顯示

隔爆型壓力傳送器

隔爆壓力傳送器

差壓傳送器

AT301

AT401

AT610

風壓傳送器

AT460



應　　用: 多種出線選擇，適用自動化設備和生產線。
型　　號: AT131-A
相對壓力: -1bar…0~5kPa…1000bar
絕對壓力: 0…20kpa to 35bar
壓力類型: 表壓、密封壓、絕對壓力
輸出訊號: 4~20mA
精　　度: 0.5% / 0.2%
防護等級: IP65 / IP66 / IP67
選　　項: 顯示模塊、本安防爆Exia II CT4 

應　　用: 適合微壓監測。多種出線選擇，
適用自動化設備和生產線。
型　　號: AT131-D
相對壓力: -1bar…0~2kPa…1000bar
絕對壓力: 0…20kpa to 6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密封壓、絕對壓力
輸出訊號: 4~20mA
精　　度: 0.5% / 0.2%
防護等級: IP65 / IP66 / IP67
選    項: 顯示模塊、本安防爆Exia II CT4

應　　用: 適合高壓監測。多種出線選擇，
          適用自動化設備和生產線。
型　　號: AT131-C
相對壓力: -1bar…0~250kPa…1000bar
絕對壓力: 0…250kpa to 10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密封壓、絕對壓力
輸出訊號: 4~20mA
精　　度: 0.5% / 0.2%
防護等級: IP65 / IP66 / IP67
選    項: 顯示模塊、本安防爆Exia II CT4

應　　用: 適合無瞬間加壓、強酸鹼場合。
          多種出線選擇，適用自動化設備和生產線。
型　　號: AT131-B
相對壓力: -1bar…0~5kPa…70bar
絕對壓力: 0…5kpa to 100kpa
壓力類型: 表壓、密封壓、絕對壓力
輸出訊號: 4~20mA
精　　度: 0.5% / 0.2%
防護等級: IP65 / IP66 / IP67
選　　項: 顯示模塊、本安防爆Exia II CT4

壓阻式壓力傳送器 陶瓷電容式壓力傳送器

AT131-A AT131-B

應變式壓力傳送器

AT131-C AT131-D
藍寶石壓力傳送器



應　　用: 適合無瞬間加壓、強酸鹼場合。
多種出線選擇，適用自動化設備和生產線。
型　　號: AT131-E
相對壓力: -1bar…0~5kPa…70bar
絕對壓力: 0…5kpa to 100kpa
壓力類型: 表壓、密封壓、絕對壓力
輸出訊號: 4~20mA
精　　度: 1% / 0.5%
防護等級: IP65 / IP66 / IP67
選    項: 顯示模塊、本安防爆Exia II CT4

應　　用: 支援2組PNP開關輸出，適合用於輸出訊號為
          4-20mA 的傳送器現場顯示讀數。
型　　號: AT-LCD11
電纜接續: DIN43650 / 航空插頭
顯示範圍: -19999 ~ 99999
顯　　示: LCD顯示; 雙排5位/8位, 8段/16段帶背光
現場操作: 三按鍵, 全部參數均可修改
輸入訊號: 4~20mA
供應電源: 8V DC
精　　度: 0.1%, ±1 digit(位)

顯示模塊

AT-LCD11

陶瓷壓阻防腐壓力傳送器

AT131-E



應　　用:　防護等級較高，適用一般壓力測量。
型　　號:　AT305X
壓力範圍:　-1bar…0~5kpa…10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密封壓
供電電源:　10.5 to 55VDC
輸出訊號:　4~20mA / 4~20mA + HART協定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　　度:　0.2% / 0.1%
防護等級:　IP67
選    項:　顯示模塊、本安防爆Exia II CT4

應　　用:　防護等級較高，適用絕對壓力
測量需求之環境。
型　　號:　AT305X
壓力範圍:　0~10kpa…350bar (abs)
壓力類型:　絕壓
供電電源:　10.5 to 55VDC
輸出訊號:　4~20mA / 4~20mA + HART協定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　　度:　0.2% / 0.1%
防護等級:　IP67
選    項:　顯示模塊、本安防爆Exia II CT4

一般壓力傳送器

AT305X
絕對壓力傳送器

AT305X

應　　用: 防護等級較高，設備配套、科學實
驗、精密儀器、給水排水。
型　　號:　AT858
壓力範圍:　0~250pa…100bar
壓力類型:　差壓
供電電源:　10.5 to 55VDC
輸出訊號:　4~20mA / 4~20mA + HART協定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　　度:　0.2% / 0.1%
選    項:　顯示模塊、本安防爆Exia II CT4

差壓傳送器

AT858



應　　用: 防護等級較高，防腐膜片材質可選。
適用於城市汙水、工業廢水、工業廢液。
型　　號:　AT858
壓力範圍:　0~10kpa…100bar
壓力類型:　表壓
供電電源:　10.5 to 55VDC
輸出訊號:　4~20mA / 4~20mA + HART協定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　　度:　0.2% / 0.1%
選    項: 　顯示模塊、本安防爆Exia II CT4

應　　用: 防護等級較高，適用絕對壓力需
求之環境。
型　　號:　AT858
壓力範圍:　0~10kpa…100bar (abs)
壓力類型:　絕壓
供電電源:　10.5 to 55VDC
輸出訊號:　4~20mA / 4~20mA + HART協定
介質溫度:　-20 ~ 85°C
精　　度:　0.2% / 0.1%
選    項:　顯示模塊、本安防爆Exia II CT4

法蘭壓力傳送器

AT858

法蘭絕對壓力傳送器

AT8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