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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PC

MP-SC

特殊材質壓力錶
(一般安全型)

外殼不鏽鋼微壓錶

應用：適用於環境惡劣與振動、壓力波動較大的場所，
具安全背板設計，可選配耐震機芯。
型號：SFPC
面徑：4.5＂
壓力範圍：-1…0 to 20 bar；0…0.6 to 1600 bar
感測元件：不鏽鋼304
精度：1.0%
接續部：不鏽鋼304
外殼：酚醛樹脂
鏡面：安全玻璃 / 壓克力

應用：適用於微小壓力測量。
型號：MP-SC
面徑：2＂，2.5＂，3＂，4＂，6＂
壓力範圍：0…300 to 6000 mmAq；
-6000…0 mmAq；±150 to ±3000 mmAq
感測元件：銅合金
精度：3.0% / 2.0%
接續部：銅合金
鏡面：PC / 玻璃 / 安全玻璃

MP-SUS

HPPG-SUS

全不鏽鋼微壓錶

全不鏽鋼高壓錶
(內卡型)

應用：適用於帶腐蝕性的微小壓力測量，防護與精度更
佳。
型號：MP-SUS
面徑：4＂，6＂
壓力範圍：0…160 to 6000 mmAq；-6000…0 mmAq；
±80 to ±3000 mmAq
感測元件：不鏽鋼316
精度：3.0% / 1.6%
接續部：不鏽鋼316
鏡面：安全玻璃

應用：適用於超高壓測量、環境振動與壓力波動
較大的場所。
型號：HPPG-SUS
面徑：4＂，6＂
壓力範圍：0…400 to 4000 bar
感測元件：不鏽鋼316
精度：1.0%
接續部：不鏽鋼316；焊接處理
鏡面：安全玻璃

SF-SC

SF-SUS

安全型外殼不鏽鋼壓力錶
(內卡式)

安全型全不鏽鋼防爆孔壓力錶

應用：適用於環境振動與壓力波動較大的場所，可
選配抗震機芯。
型號：SF-SC
面徑：4＂，6＂
壓力範圍：0…1 to 350 bar；-1…0 bar；
-1…0 to 20 bar
感測元件：銅合金
精度：3.0%
接續部：銅合金
鏡面：安全玻璃

應用：適用具腐蝕性，環境振動與壓力波動較大的場
所，可選配抗震機芯。
型號：SF-SUS
面徑：4＂，6＂
壓力範圍：0…0.6 to 1000 bar；-1…0 bar
-1…0 to 20 bar
感測元件：不鏽鋼316 / Monel 400
精度：1.0%
接續部：不鏽鋼316
鏡面：安全玻璃

SFBO-SUS

SP-EPG

安全型全不鏽鋼壓力錶
(防爆檔板型)

乾式黑鐵殼／塑殼耐震壓力錶

應用：當錶殼內部壓力達到定值時，背板彈出示警
，適用嚴格檢視過壓的需求。
型號：SFBO-SUS
面徑：4＂，6＂
壓力範圍：0…0.6 to 1000 bar；-1…0 bar；
-1…0 to 20 bar
感測元件：不鏽鋼304 / Monel 400
精度：1.0%
接續部：不鏽鋼304
鏡面：安全玻璃

應用：膜片式感壓，適用於環境振動與壓力波動較
大的場所，不需充油即有耐摔、耐震、耐瞬間壓等
特性。
型號：SP-EPG
面徑：1.5＂, 2＂ ,2.5＂ ,3.5＂
壓力範圍：0…1 to 28 bar；-1…0 to 20 bar；
-1…0 bar / -76…0 cmHg
感測元件：鈹銅
精度：2.5% / 1.6% / 1.0%
接續部：銅合金
鏡面：PC / 玻璃 / 壓克力

SPG-SUS

ZSC-4.5

蒸氣用全不鏽鋼壓力錶

4.5／5吋可零調外殼不鏽鋼壓力錶

應用：適用測量鍋爐或水槽內的蒸氣壓力，可精確測出
蒸氣壓力值。
型號：SPG-SUS
面徑：4＂
壓力範圍：-1…0 to 1000 bar
感測元件：不鏽鋼304
精度：1.6%
接續部：不鏽鋼304
鏡面：玻璃

應用：可拆卸式上蓋，可現場校正指針，工程用錶
，具有微調指針功能。
型號：ZSC-4.5
面徑：4.5＂
壓力範圍：0…2 to 28 bar
感測元件：銅合金
精度：2.5% / 1.6%
接續部：銅合金
鏡面：PC

F-SC

AM-SUS

外殼不鏽鋼指針冷媒錶

全不鏽鋼氨用冷媒錶

應用：適用各種冷凍系統壓力測量，如空調、冷媒填充
設備等。
型號：F-SC
面徑：2.5＂
壓力範圍：-76 cmHg …0… 250 to 500 psi；
0…500 to 800 psi
感測元件：青銅(高壓) / 磷青銅(低壓)
精度：2.5%
接續部：銅合金
鏡面：PC
冷媒型式：R12 / R22 / R502 / R404A / R410A /
R507 / R134a

應用：專用於測量氨氣、氨液系統的壓力與溫度。
型號：AM-SUS
面徑：2.5＂，3＂，3.5＂，4＂
壓力範圍：-30 inHg …0… 150 to 300 psi
感測元件：不鏽鋼316
精度：1.6% / 1.0%
接續部：不鏽鋼316
適用流體：氨氣 / 氨液
防護等級：IP54 / IP65

ABS

SBG

塑殼壓力錶

小型壓力錶 (巴登管型)

應用：適用於液壓壓縮機，通用機械工程，幫浦和水處
理廠。
型號：ABS
面徑：1.5＂，2＂，2.5＂，3＂，4＂
壓力範圍：-1…0 to 20 bar; 0…1 to 350 bar；
-1…0 bar / -76…0 cmHg
感測元件：不鏽鋼304 / 銅合金
精度：3.0% / 2.5% / 1.6%
接續部：不鏽鋼316 / 銅合金
鏡面：PC

應用：巴登管內機，整體表現與壽命較常規小錶
佳。
型號：SBG
面徑：1＂(25mm)，1＂(25mm，六角型)，
1.1＂(28mm)，1.26＂(32mm)
壓力範圍：0…2 to 28 kg/cm2
感測元件：銅合金
精度：4.0% / 3.0%
接續部：銅合金 / 銅鍍鉻
鏡面：玻璃

PHPG

PR

留點指針壓力錶

壓力記錄器

應用：遺留指針可記錄最大壓力值，對作業中安全監
督能做合理運轉管理。
型號：PHPG
面徑：2.5＂，4＂
安裝型式：直立式(A) / 直立帶邊(B)/
埋入式中心牙(ADC) / 埋入中心牙帶邊(BDC) /
埋入偏心牙帶邊(BDE)
感測元件：不鏽鋼 / 銅
精度：1.6% / 1.0%
接續部：不鏽鋼 / 銅合金
鏡面：PC / 玻璃

應用：紀錄紙旋轉，標準單筆紀錄，也可做雙筆
紀錄。
型號：PR
面徑：8＂，10＂，12＂
壓力範圍：0…5 to 20 kg/cm2
感測元件：銅合金 / 不鏽鋼
精度：1.5%
接續部：銅合金 / 不鏽鋼304
鏡面：強化玻璃
紀錄期間：12小時 / 24小時，7天一回轉

TPG-SUS

LS-SUS

高精度全不鏽鋼壓力錶

大型全不鏽鋼壓力錶

應用：適用於檢校單位的校驗台，以及高精度量測需求
的場合。
型號：TPG-SUS
面徑：6＂，8＂
壓力範圍：0…0.6 to 1000 bar；-1…0 to 20 bar；
-1…0 bar
感測元件：不鏽鋼304 / 50鉻釩鋼
精度：0.4% / 0.25% / 0.16%
接續部：不鏽鋼304
鏡面：PC / 強化玻璃 / 安全玻璃

應用：適用於鍋爐等大型設備，距離觀測人員較
遠的情形。
型號：LS-SUS
面徑：8＂，10＂
壓力範圍：0…0.6 to 1000 bar；-1…0 bar；
-1…0 to 20 bar
感測元件：不鏽鋼316
精度：1.0%
接續部：不鏽鋼316
鏡面：PC / 強化玻璃

HCPG

TMG-SC

高純淨壓力錶

外殼不鏽鋼溫度壓力複合錶

應用：測量純淨氣體的壓力，儀錶與測量氣體接觸的零
件具有很高的潔淨度，適用於半導體、製藥等產業。
型號：HCPG
面徑：1.5＂，2＂
壓力範圍：0…0.6 to 350 bar
感測元件：不鏽鋼316 / 不鏽鋼316L / 不鏽鋼316Ti
(零件均以超音波純水潔淨處理)
精度：2.5% / 1.5%
接續部：不鏽鋼316
鏡面：PC

應用：鍋爐、淨水設備用，壓力溫度一體設計，
節省空間與成本。
型號：TMG-SC
面徑：2＂
壓力範圍：0…1 to 16 bar
溫度範圍：-20℃ to 150℃
感測元件：銅合金
精度：3%-2%-3%(壓力), 2%-1%-2%(溫度)
接續部：不鏽鋼316
鏡面：PC / 玻璃
防護等級：IP65

SUS

CVT

全不鏽鋼壓力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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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適用於具有腐蝕性及一般的場所，可選配耐震機
芯。
型號：SUS
面徑：1.5＂，2＂，2.5＂，3＂，4＂，6＂，8＂，10＂
壓力範圍：0…0.6 to 1000 bar；
-1…0 bar / -76…0 cmHg；-1…0 to 20 bar
感測元件：不鏽鋼316
精度：2.0% / 1.5% / 1.0%
接續部：不鏽鋼316
鏡面：PC / 玻璃 / 安全玻璃

應用：偵測罐頭真空度專用。
型號：CVT
面徑：2.5＂
壓力範圍：-76…0 cmHg
感測元件：銅合金
精度：2.0%
接續部：銅合金
鏡面：PC

AM-EPG

MP-SUS-L

氨用壓力錶
(黑鐵殼型)

充油型全不鏽鋼微壓錶

應用: 專為氨氣及氨液壓力量測設計，適用對非結晶黏
稠的氨介質量測。
型號: AM-EPG
面徑: 3＂，4＂
壓力範圍: -76 cmHg…0 to 20 bar
感測元件: 鐵 / 不鏽鋼
精度: 3.0%
接續部: 鐵鍍鉻
鏡面: 強化玻璃

應用：充油型微壓錶，防護與精度更佳，適用於
帶腐蝕性的微小壓力測量。
型號：MP-SUS-L
面徑：4＂，6＂
壓力範圍：0…300 to 6000 mmAq
填充油體：矽油 / 甘油
感測元件：不鏽鋼316
精度：3.0% / 2.0%
接續部：不鏽鋼
鏡面：PC / 壓克力 / 安全玻璃

SP-SUS

HCP-EPG

乾式全不鏽鋼耐震壓力錶

高CP值電鍍壓力錶
(膜片型)

應用：不鏽鋼防震機芯，具有絕佳的防震效果，不需
充油即有耐摔、耐震、耐瞬間壓等特性。
型號：SP-SUS
面徑：4＂，6＂
壓力範圍：0…0.6 to 400 bar；-1…0 to 20 bar
-1…0 bar / -76…0 cmHg
感測元件：不鏽鋼 304
精度：2.5% / 1.6% / 1.0% / 0.5%
接續部：不鏽鋼304
鏡面：安全玻璃

應用：採用膜片式壓力錶，利用膜片膨脹收縮原理
，採用合金鋼經高溫熱處理，耐瞬間壓力衝擊，
確保壽命與性能。
型號：HCP-EPG
面徑：2＂，2.5＂，3.5＂，4.5＂
壓力範圍：0…30 inHg to 400 psi
感測元件：熱處理合金鋼
精度：3%-2%-3%
接續部：銅合金
鏡面：玻璃 / 壓克力

ZSC-4

LS-SC

4吋可零調外殼不鏽鋼壓力錶

大型外殼不鏽鋼壓力錶

應用：可拆卸式上蓋，可微調校正指針，適用一般工
程等需要現場校正指針的場合。
型號：ZSC-4
面徑：4＂
壓力範圍：0…1 to 28 bar
感測元件：銅合金
精度：2.5% / 1.6%
接續部：銅合金
鏡面：強化玻璃 / 安全玻璃

應用：適用於鍋爐等大型設備，距離觀測人員較遠
的情形。
型號：LS-SC
面徑：8＂，10＂
壓力範圍：0…0.6 to 1000 bar；-1…0 bar
-1…0 to 20 bar
感測元件：銅合金 / 不鏽鋼304
精度：1.6%
接續部：銅合金
鏡面：PC / 強化玻璃

MDB

MDD

全不鏽鋼雙巴登管差壓錶

全不鏽鋼膜片式差壓錶

應用：適用於暖氣、通風、空調系統差壓之測量。
型號：MDB
面徑：4＂，6＂
差壓範圍：0…1 to 60 bar
感測元件：不鏽鋼316
精度：2.5% / 1.6%
接續部：不鏽鋼304
鏡面：PC / 壓克力 / 安全玻璃
最大靜壓：1*全刻劃

應用：適用於單側壓力400bar以內的差壓測量。
型號：MDD
面徑：4＂，6＂
差壓範圍：0…0.25 to 25 bar
感測元件：不鏽鋼316
精度：2.5% / 1.6%
接續部：不鏽鋼304
鏡面：一般玻璃 / 安全玻璃
最大靜壓：≤100bar / 200bar / 400bar

LDPG-LTHP

MDX

低溫液位差壓計

全不鏽鋼波紋管式差壓錶

應用：適用於製冷行業的低溫設備、過濾設備監測、泵
浦監控、密閉壓力儲罐等場所。
型號：LDPG-LTHP
面徑：150mm，101mm
差壓範圍：0…10 to 100 kPa
感測元件：NBR / 不鏽鋼316 / 65Mn
精度：2.5% / 1.6%
接續部：不鏽鋼316
鏡面：玻璃
最大靜壓：5 MPa

應用：採用波紋管式感測元件，適合用於測量
同一或不同壓力源的液體、氣體及蒸汽等介質
壓差。
型號：MDX
面徑：4＂，6＂
差壓範圍：0…0.1 to 50 bar
感測元件：不鏽鋼316
精度：3.0% / 2.0%
接續部：不鏽鋼316
鏡面：PC / 安全玻璃 / 強化玻璃
最大靜壓：≤100bar / 200bar / 400bar

MDB-DPDB-SUS

MDH-90EXC

全不鏽鋼雙針管單／雙面版壓力錶

膜片／活塞式差壓錶

應用：採用雙巴登管式壓力感測元件及雙指針雙面
版設計，可同時顯示兩個不同壓力源的讀值。
型號：MDB-DPDB-SUS
面徑：4＂，6＂
壓力範圍：0…6 to 600 bar
感測元件：不鏽鋼304
精度：1.6%
接續部：不鏽鋼304
鏡面：PC / 一般玻璃

應用：適用於測量無磁性懸浮粒子的流體，如過濾
器、水泵、管道和冷卻系統。
面徑：2.5＂，3＂，4＂，4.5＂，6＂
差壓範圍：0…9 to 100 psi
感測元件：磁簧式活塞 / 膜片
精度：3.0% / 2.0%
接續部：不鏽鋼316 / 鋁合金
鏡面：安全玻璃
最大靜壓：≤100bar / 200bar / 400bar

MDI-SDDB

SF6-DS

全不鏽鋼單膜片雙波紋管差壓錶

全不鏽鋼密度開關

應用：採用單膜片雙波紋管式感測元件，適合用於
測量同一或不同壓力源的非結晶凝固、與接續部材
質兼容的液體、氣體及蒸汽等介質的壓差。
型號：MDI-SDDB
面徑：4＂，6＂
差壓範圍：0…50 to 5000 kPa
感測元件：不鏽鋼304
精度：2.5% / 1.6%
接續部：不鏽鋼304 / 不鏽鋼316
鏡面：PC / 一般玻璃
最大靜壓：40 bar

應用：適用嚴格監測密度之環境。
型號：SF6-DS
面徑：4＂
壓力範圍：-1 to 6…9 bar
感測元件：不鏽鋼316
精度：2.5% / 1.5%
鏡面：安全玻璃
最大電壓：380 VAC / 220 VDC
防護等級：IP65
洩漏率: ≤1x10-5 (mbar/s)

ECM

ECS

磁簧式接點壓力錶

滑動式接點壓力錶

應用：以蜂鳴器響鈴警告，亦可加入指示燈閃動或繼
電器加以控制，以對壓力作業中安全監視能適當運轉
管理。
型號：ECM
面徑：3＂，4＂，6＂
壓力範圍：0…0.6 to 1600 bar；
-1…0 bar / -76…0 cmHg；-1…0 to 20 bar
感測元件：不鏽鋼316
精度：2.5% / 1.6% / 1.0%
鏡面：壓克力
接點型式：SPST (常閉 / 常開)

應用：滑動式接點，以蜂鳴器響鈴警告，亦可加入
指示燈閃動或繼電器加以控制，以對壓力作業中安
全監視能適當運轉管理。
型號：ECS
面徑：3＂，4＂，6＂
壓力範圍：0…0.6 to 1600 bar；
-1…0 bar / -76…0 cmHg；-1…0 to 20 bar
感測元件：不鏽鋼316
精度：2.5% / 1.6% / 1.0%
鏡面：壓克力
接點型式：SPST (常閉 / 常開)

ECI-LP

MSPS

防爆感應式接點壓力錶
(微壓膜片型)

全不鏽鋼接點壓力錶
(微動開關型)

應用：採用膜片作為量測元件，透過儀表指標的觸點
與設定指針的觸點相接通(斷開)控制系統中電路的開
關，以達自動控制和報警功能。
型號：ECI-LP
面徑：4＂, 6＂
壓力範圍：0…400 to 10000 mmH2O；
-1…0 to 10000 mmH2O；-1…0 bar / -76…0 cmHg
感測元件：不鏽鋼316
精度：2.5% / 1.6% / 1.0%
鏡面：安全玻璃
防爆等級：Exib II CT6

應用：採微動開關，具較佳的指示精度、設定點
精度與重複性誤差，適用各種壓力測量、警報系
統、工業用特殊油體生產線等。
型號：MSPS
面徑：4＂，6＂
壓力範圍：0…1000 bar；-1…0 bar；
-1…0 to 20 bar
感測元件：不鏽鋼304 / 不鏽鋼316
精度：1.5% / 1.0%
鏡面：安全玻璃
接點開關類型：SPDT＊1 / SPDT＊2 /
DPDT＊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