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錄 索 引

溫濕度 傳送器

流量 傳送器

氣體 傳送器

溫度 傳送器

訊號 顯示器

轉換器 監控器

EYC-TECH與量測中心合作建立 溫濕度校正實驗室 .........................................................................................................................................................1

精密度誤差介紹 根據IEC 61298檢測標準 ........................................................................................................................................................................................2

EYC採用工業級電容式濕度傳感器 展現優異穩定效能 .............................................................................................................................................3

工業級多功能溫濕度傳送器   THS84/ THS85 .................................................................................................................................................................. 4-5

測棒型風速傳送器   FTS07 ......................................................................................................................................................................................................................................6

測棒型溫濕度傳送器   THS07  ...........................................................................................................................................................................................................................6

訊號監控器   SW02/ SF02  ..........................................................................................................................................................................................................................................7

  THS03/ THS23/ THS04/ THS24 .....................................................................................................................................................................................................8

輕工業級  THS33/ THS34/ THS35/ THS13 .......................................................................................................................................................................................9

工業級  THS64/ THS74/ THS65/ THS75 ............................................................................................................................................................................................10

風速傳送器  FTS04/ FTS64/ FTS15/ FTS65 ...............................................................................................................................................................................11

平均風速測管  AFMT (+差壓傳送器 699 SERIES) ...........................................................................................................................................................12

轉子式流量計  FSE ............................................................................................................................................................................................................................................................12

液位傳送器  L051/ L052 ..........................................................................................................................................................................................................................................12

氣體傳送器  GM03/ GM04 ........................................................................................................................................................................................................................13

氣體傳送器  GS03/ GS04 ..........................................................................................................................................................................................................................13

TP01/ TD71/ TP02 ...................................................................................................................................................................................................................................................................14

TD72/ TP04/ TD04 ..................................................................................................................................................................................................................................................................15

SD05/ SD07........................................................................................................................................................................................................................................................................................16

訊號轉換器  S021/ S022/ SBA/ SNA/ SB3A/ SN3A/ SBV/ SNV/ SB3V/ SN3V ....................................................................17

訊號監控器  SW02 .............................................................................................................................................................................................................................................................17

新 產 品



1

EYC-TECH與量測中心合作建立
溫濕度校正實驗室（ISO/IEC 17025)
設備MBW: 2500濕度產生器+473冷鏡面露點儀

濕度計校準和維修服務

經ISO / IEC17025認證

參考SCS125瑞士校準服務實驗室標準

霜點 / 露點: -60⋯70 °C

溫度: -40⋯300 °C

相對濕度: 5⋯100%RH

極低的校正不確定性

快速重複性測試

適用於檢校各項溫濕度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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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密度誤差介紹, 根據IEC 61298檢測標準

線性誤差(linearity error)－實測曲線與理想直線之間的偏差
遲滯性誤差(hysteresis error)－在相同的工作條件下，上行曲線下行曲線值之間的最大誤差

重複性誤差(repeatability error)－在相同的工作條件下，對同一個輸入值在短時間內多次
  連續測量輸出所獲得的值之間的誤差

溫度誤差(temperature error)－包含熱零點漂移和熱靈敏度漂移

線性與遲滯性誤差示意圖

重複性誤差示意圖
Input

Output

Input

Output

（遲滯）

（線性）

熱零點漂移示意圖
Input

Output

熱零敏度漂移示意圖
Input

Output

系統誤差 調整誤差 顯示誤差 標準件不確定性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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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牌Sensor (下圖): 測試表現線性呈現非常不穩定的狀況.呈現明顯落差。

EYC採用工業級電容式濕度傳感器
展現優異穩定效能

EYC溫濕度傳送器系列精度表現經高

溫(+160℃熱機油)與低溫(–195℃液氮) 

重覆至少10次的嚴峻冷熱衝擊環境測

試，相較他牌仍能保持高度穩定性。

熱衝擊試驗後的線性漂移報告

EYC 濕度Sensor(下圖): 線性仍是呈現穩定的表現，精度誤差低

+160℃熱機油 –195℃液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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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S84 / THS85工業級
                       多功能溫濕度傳送器

  特  性

▪ 溫度補償及線性修正功能。
▪ 電腦規劃輸出物理量及線性校正。
▪ RS485通訊介面，MODBUS RTU通訊協定。
▪ 金屬快速連接座、可重覆安裝。
▪ 體積小、外型精美堅固、易於安裝。
▪ 工業級感測元件、精確度高、長期穩定性佳。  

  應 用

▪ 工業製程監控/空氣調節/環境通風控制
  大樓/廠房/無塵室/實驗室/氣象站環境監控

  儲藏室/保鮮箱/農業/食品工業監控

  醫院/製藥工業/紡織工業溫濕度量測

物理量  Min  THS84 Max.  THS85 Max.  unit 

濕度 0 100 100 %RH

溫度 -80 80 200 ℃

露點 -40 60 60 ℃

霜點 -40 0 0 ℃

濕球溫度 0 80 100 ℃

水蒸氣分壓 0 500 1100 mbar

混合比 0 999 999 g/kg

絕對濕度 0 300 700 g/m3

比焓 0 1000 2800 kJ/kg

濕度/溫度工作範圍

量測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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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S84 / THS85工業級
                       多功能溫濕度傳送器

▪ 輸入訊號種類 : Capacitive Humidity Sensor & PT100Ω 
▪建議工作範圍-

-

-

溫度 : -40~+80℃(THS84) ; -40~180℃(THS85) ; 
濕度 : 0~100% (THS8X-H) ; 

露點 : -40~+60℃(THS8X-D)
▪ 輸出訊號 : 0~20mA/4~20mA/0~1VDC/0~5VDC/0~10VDC
▪ 訊號連接方式 : 三線式迴路
▪ 通訊格式 : RS232C ; RS485(選購)
▪ 線性精度 : 溫度: ±0.3℃±0.002℃xtactual 
  濕度(30%~70%) : ±1.5%RH(at+25℃)±(0.02%RH/℃)
  濕度(0%~100%) : ±2%RH(at+25℃)±(0.02%RH/℃)
  露點 : ±2℃(at+25℃)±(0.02%F.S /℃)
▪ 本體溫度影響(at+25℃) : 0.02%F.S./℃
▪ 負載阻抗 : 電流輸出 max. 500Ω / 電壓輸出 min. 10KΩ
▪ 輸出校準(ZERO&SPAN)調整範圍 : 軟體規劃；按鍵調整
▪ 反應時間t90(溫度在+25℃ ; 風速≧1m/s):＜30S(燒結濾頭) ;
                                                          ＜20S(金屬網濾頭）
▪ 顯示器種類 : LCD Module加背光, 雙排顯示
▪ 顯示範圍 : 依訂購範圍, 小數點一位 ; 顯示字體高度 5.56mm
▪ 量測介質 : 空氣
▪ 本體工作環境溫度 : -20~+60℃
▪ 本體工作環境濕度 : 0~95%(無結露）
▪ 本體含顯示器工作環境溫度 : 0~60℃
▪ 測棒工作環境溫度 : -40~+80℃(THS84) ;
                   -40~+180℃(THS85) ; 
                   -40~+60℃(THS8X-D) 露點
▪ 儲存溫度 : -25~+60℃
▪ 測棒耐壓 : 10bar
▪ 工作電源 : 8~35VDC & 10~30VAC
▪ 消耗電流 : DC 24V: 60mA / DC 12V: 120mA
 AC 24V: 140mA / AC 12V: 230mA
▪ 電氣連接 : M12連接座(訊號)+3P端子台(RS485)
▪ 產品安裝方式: 金屬快速連接座
▪ 防護等級 : 本體:IP65(測棒:IP20)
▪ 電氣防護 : ■逆向保護  ■過電壓   ■短路
▪ 外殼材質 : PC防火級
▪ 測棒材質 : 不鏽鋼(SUS304)
▪ 導線材質 : 鐵氟龍
▪ 選購配件 : 金屬快速連接座/ 金屬法蘭固定座/戶外型防水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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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S07 測棒型風速傳送器

THS07 測棒型溫濕度傳送器

  規  格

▪ 輸入訊號種類 : Capacitive Humidity Sensor & Pt 100 
▪ 量測範圍 : 溫度: Pt100  ;  濕度 : 0 ~ 100 %
▪ 極端工作範圍 : 溫度 : 0 ~ 50℃ ; 濕度 : 5 ~ 95 %
▪ 建議工作範圍 : 溫度 : 15 ~ 35℃ ; 濕度 : 20 ~ 80 %
▪ 輸出訊號 : 溫度：Pt100  ;  濕度 : 0~10V
▪ 訊號連接方式 : 溫度 : 三線式 ; 濕度 : 三線式迴路
▪ 精度 : 溫度 ±0.3℃+0.002℃xtactual ; 
              濕度: ±3%RH (30~70%) of F.S., at +25℃; 
                         ±5%RH (20%~80%) of F.S., at +15~35℃
▪ 量測介質 : 空氣
▪ 工作電源 : 24VDC ±20%
▪ 產品安裝方式 : 管路式法蘭基座安裝
▪ 防護等級 : IP24
▪ 電氣防護 : ■逆向保護■過電壓■短路

  特  性

▪ 體積小、外型精美堅固、易於安裝。
  價格經濟、性價比高。

  優良感測元件、精確度高、長期穩定性佳。

 
  應 用

▪ HVAC製程監控/空氣調節/環境通風控制/大樓/廠房/無塵室/
  實驗室環境監控儲藏室/保鮮箱/農業/食品工業監控

  機台設備溫濕度監控

  規  格

▪ 量測範圍 : 1 m/s ; 10 m/s ; 20 m/s
▪ 輸出訊號 : 0 ~ 10 VDC(三線式)
▪ 精  度 : ±5 % of F.S.  (at 25℃ ; RH45% )
▪ 量測介質種類 : 空氣
▪ 建議工作溫度 : 15 ~ 35 ℃
▪ 工作電源 : 24 VDC ±20 %
▪ 產品安裝方式 : 管路式法蘭安裝基座
▪ 防護等級 :  IP 20
▪ 電氣防護 : ■過電壓  ■逆向 

  特  性

▪ 三種範圍選訂 : 1m/s ;10m/s ;20m/s
▪ 高穩定性及重覆性
▪ 低安裝角度誤差
 
  應 用

▪ HVAC空氣製程監控
▪ 無塵室及環境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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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02 / SF02 訊號監控器
可搭配各式傳送器或流量計使用

 規 格 表

  特  性

▪ 尺寸小，DIN盤內鋁軌式安裝
▪ 具電源指示燈及動作點指示燈
▪ 具輸入訊號範圍指示燈灯
▪ 繼電器輸出：SPDT
 
  應 用

▪ DC/PULSE 訊號動作/警報監控
▪ 傳感器警報點監控

型號 SF02 SW02
輸入訊號種類 NPN / PNP 0-10V；4-20mA

輸入頻率範圍 500 Hz X

輸出訊號 Relay SPDT

指示燈號
紅 x 1 : 電源指示
黃 x 1 : 動作點指示
綠 x 4 : 訊號範圍指示

範圍調整 VR Setpoint

環境溫度 -10~60℃

環境濕度 0~95% RH (非結露)

儲存溫度 -20~70℃

工作電源 24VDC ±20%

繼電器接點容量 額定負載   1A/30VDC, 300mA/100VDC, 500mA/125VAC

最大電壓 220VDC 或 250VAC
最大容量 60WDC 或 125VA AC
電氣連接 端子螺絲

 應 用 範 例

SD07 顯示器

SW02 訊號監控器
流量計

O/P: NPN 或 PNP
SF02 訊號監控器

FTS07 風速傳送器
O/P: 0-10V

THS07 溫濕度傳送器
O/P: 0-1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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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濕度 傳送器

溫濕度傳送器-HVAC

THS03 THS23 THS04 THS24

安裝型式 室內型 風管型

訊號連接方式 三線式 二線式 三線式 二線式

量測範圍 溫度: 0~50℃; 濕度: 0~100%

溫度補償 X

建議工作範圍 溫度: 15~35℃; 濕度: 20~80%

露點範圍 X

加LCD顯示器 O X O X

輸入訊號種類 Capacitive Humidity Sensor & PT 100 Ω

輸出訊號 4~20mA 或 0~10V 4~20mA 4~20mA 或 0~10V 4~20mA

溫度精度 ±0.3℃+0.002℃xtactual

濕度精度  ±3% RH (20~80%)

溫度影響 0.2% RH/℃

ZERO & SPAN
調整範圍 零點和滿量程的10%

負載阻抗
4~20mA≦500Ω; 

0~10V≧10KΩ
≦500Ω

4~20mA≦500Ω;  

0~10V≧10KΩ
≦500Ω

反應時間 ＜20S, at +25℃

工作電源 24VDC±10% 24VDC±15% 24VDC±10% 24VDC±15%

量測介質溫度 0~50℃ 0~50℃ 0~50℃ 0~50℃

保護等級 IP54 (Sensor: IP20)

外殼材質 PC 防火級

測棒材質 PC 防火級

測棒耐壓 X

導線材質和長度 X

標準濾頭 PC

特點
高技術感測元件, 精美堅固, 性價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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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濕度 傳送器溫濕度 傳送器

溫濕度/露點傳送器-輕工業級 戶外型溫濕度傳送器

THS33 THS34 THS35 THS13

適用領域 輕工業級

安裝型式 型外戶型離分型管風型內室

訊號連接方式 三線式

量測範圍 溫度: -40~80℃, OPTION ; 濕度: 0~100% 溫度: -40~60℃ ; 濕度: 0~100%

溫度補償 有

建議工作範圍
溫度 : 0~50℃ 
濕度 : 15~90%

溫度 : -40~80℃ 
濕度 : 15~90%

露點範圍 -40~60℃ XNOITPO ,pd 

加LCD顯示器 O

輸入訊號種類 Capacitive Humidity Sensor & PT 100 Ω

輸出訊號 4~20mA 或 0~10V

溫度精度 ±0.3℃+0.002℃xtactual

濕度精度 ±2% RH

溫度影響 ±0.05% RH/℃

ZERO & SPAN
調整範圍 零點和滿量程的10%

負載阻抗 4~20mA≦500Ω; 0~10V≧10KΩ

反應時間 ＜20S, at +25℃

工作電源 24VDC±10%

工作環境溫度 本體: 0~50℃; 測棒: -40~80℃

工作環境濕度 0~95% RH (非結露)

保護等級 IP65 (Sensor: IP20)

外殼材質 PC防火級

測棒材質 PC防火級

測棒耐壓 X

導線材質和長度 5 :CVPX 米 X

標準濾頭 PC

選配 鋁軌式固定座, 戶外型防水罩, 金屬快速連接座, 燒結或不銹鋼濾頭 X

特點
高技術感測元件, 精美堅固, 佳候氣耐償補度溫具 , 容易安裝, 性價比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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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濕度 傳送器溫濕度 傳送器

溫濕度/露點傳送器-工業級

THS64 THS74 THS65 THS75

適用領域 工業級

安裝型式 風管型 分離型

訊號連接方式 三線式

量測範圍
溫度: -40~120℃

濕度: 0~100%

溫度: -40~180℃

濕度: 0~100%

溫度: -40~120℃

濕度: 0~100%

溫度: -40~180℃

濕度: 0~100%

溫度補償 有

建議工作範圍 溫度: -40~80℃ 溫度: -40~120℃ 溫度: -40~180℃

露點範圍 -40~60℃ dp, OPTION

加LCD顯示器 O

輸入訊號種類 Capacitive Humidity Sensor & PT 100 Ω

輸出訊號 4~20mA 或 0~10V

溫度精度 ±0.3℃+0.002℃xtactual

濕度精度 ±2% RH

溫度影響 ±0.05% RH/℃

ZERO & SPAN
調整範圍 零點和滿量程的10%

負載阻抗 4~20mA≦500Ω; 0~10V≧10KΩ

反應時間 ＜20S, at +25℃

工作電源 24VDC±10%

工作環境溫度
本體: 0~50℃

測棒: -40~80℃

本體: 0~50℃

測棒: -40~120℃

本體: 0~50℃

測棒: -40~180℃

工作環境濕度 0~100% RH (非結露)

保護等級  IP 65 (測棒: IP20）

外殼材質 PC防火級

測棒材質 SUS304

測棒耐壓 10bar

導線材質和長度 X TEFLON: 5米

標準濾頭 燒結濾頭

選配 金屬快速連接座, 塑膠法蘭固定座, 金屬法蘭固定座, 戶外型防水罩, 金屬濾頭

特點 精美堅固, 耐壓10bar,

可浸濕輕微抗腐蝕 

精美堅固, 耐壓10bar,

抗腐蝕能力佳  

精美堅固, 耐壓10bar,

可浸濕輕微抗腐蝕

精美堅固, 耐壓10bar,

抗腐蝕能力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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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傳送器

量測介質 空氣

安裝型式 風管型 分離型

訊號連接方式 三線式

流量範圍 0~20m/s 0~60m/s 0~20m/s 0~60m/s

溫度補償 有

加LCD顯示器 O

輸出訊號 4~20mA 或 0~10V

線性精度 ±3% of F.S.+0.2m/s

安裝角度影響 <3%的量測值(當安裝角度<10度)

ZERO & SPAN
調整範圍 零點和滿量程的10% X 零點和滿量程的10% X

負載阻抗 輸出訊號4~20mA≦500Ω; 輸出訊號0~10V≧10KΩ

反應時間 1秒到達最終值的 90% 3秒到達最終值的 90% 1秒到達最終值的 90% 3秒到達最終值的 90%

工作電源 24VDC±10% 24VDC±10% 24VDC±10% 24VDC±10%

工作範圍 6%~100% of F.S.

量測介質溫度 0~50℃ 0~80℃ 0~50℃ 0~120℃

工作環境濕度 非結露

保護等級 IP54 IP65 IP54 IP65

外殼材質 PC防火級

測棒材質 PC防火級 SUS304 PC防火級 SUS304

測棒耐壓 X 10bar X 10bar

導線材質和長度 X PVC: 5米 TEFLON: 5米

測頭材質 SUS304

選配 金屬法蘭 鋁軌式固定座 / 金屬法蘭

特點 高穩定性和重覆性佳, 

低角度安裝誤差, 可浸濕, 

輕微抗腐蝕

標準體積流量檢測, 

耐壓10bar,可浸濕, 輕微抗腐蝕

高穩定性和重覆性佳, 

低角度安裝誤差, 可浸濕, 

輕微抗腐蝕

標準體積流量檢測, 

耐壓10bar,可浸濕, 輕微抗腐蝕

風速傳送器

FTS04 FTS64 FTS15 FTS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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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傳送器

平均風速測管 轉子式流量計 液位傳送器

AFMT (+差壓傳送器 699 SERIES) 250L/150LESF

量測介質 體液氣空

安裝型式 風管型
焊接短管, 金屬三通管座, 塑膠三通管座,

PP/PVC5鞍座/法蘭式接續 (OPTION金屬材質)
沉水型

訊號連接方式 式線二式線三式線三或式線二

流量範圍 配合開根號差壓傳送器 001~5.2( RAB01~52.0s/m6~3.0 米)

溫度補償 是 XX

加LCD顯示器 是 XX

輸出訊號 4~20mA 或 NPNV01~0 方波 4~20mA

線性精度 ±1% ±0.5%全流量值 (經K值校正後) @V≧0.5m/s ±0.5% of F.S.

安裝角度影響 XXX

ZERO & SPAN
調整範圍 XX

L051: 零點和滿量程的 ±10% ; 
L052: 電腦校正

負載阻抗

三線式: 0~10V>10k Ohm, 
0~20mA或4~20mA<500Ohm
二線式: 4~20mA< supply voltage- 

8V/0.02A (Ohm)

X
≦(工作電壓-10V)/

0.02A-0.15Ωx 線長(M) (Ohm)

反應時間 XX ≦5ms

工作電源
三線式: 13.5~33 VDC/24VAC±15%; 

二線式: 8.0~33 VDC
<10μA@5VDC或 12~30 VDC
直接入力匹配PLC/IPC

10~30VDC

工作流量/
壓力範圍 RAB01~52.0s/m6~3.0X

量測介質溫度 AFMT: Max.250℃; 699: 0~70 ℃
CPVC本體Max85℃;

PTFE & SUS316L 本體Max100℃
PVC線材:  0~50℃ / PTFE線材: -20~+80℃

工作環境濕度 非結露 XX

保護等級 86PI86PI45PI :996

外殼材質 Ø22 :250L   Ø72 :150L    613SUSL613SUS ,EFTP ,CVPC613SUS :TMFA ;CP :996

測棒材質 AFMT: SUS316 (長度 XL613SUS ,EFTP ,CVPC50~1000mm)

測棒耐壓 AFMT: 10bar
PVC/CPVC管路系統 Max 10bar@20℃水;

CS/SUS管路系統 Max 16bar
依量測範圍而定, 約1.4~5倍

導線材質和長度 X
PVC材質包覆,  三線式AWG#22隔離導線 ;
M12 x 4 Pins 歐規接頭 ; 工程塑膠/鋁合金/

SUS316 圓頭工業級接線盒
PVC, PTFE

測頭材質 X 轉子-6瓣, ECTFE氟式塑膠 SUS316

選配 X 法蘭式接續 (OPTION金屬材質 X)

特點 測風速需配合差壓傳送器, 
AFMT測管多個位置壓力偵測孔, 

可改善擾流問題

SUS和抗侵蝕性材質設計, 低耗能, 穩定性高
和高解析磁石轉子, 雙向檢測, 方便操作, 
容易維護, 可連接PLC/工業電腦IPC

SUS316外殼, 外徑22Ø或27Ø, 
外型緊實堅固, 易於安裝, 價格經濟, 
長期穩定性高, 導線材質 PVC 或 PT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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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 傳送器

CO氣體傳送器 CO2氣體傳送器

GM03 GM04 GS03 GS04

量測介質 CO CO2

安裝型式 掛壁型 風管型 室內型 風管型

訊號連接方式 三線式 三線式

感應器種類 電化學一氧化碳感應器 NDIR 紅外線非分散式感應器

量測介質 不具侵蝕性氣體 (HVAC系統) 不具侵蝕性氣體 (HVAC系統)

量測範圍 0~500ppm 0~10000ppm

加LCD顯示器 是 X X

輸出訊號 4~20mA 或 0~10V 4~20mA 或 0~10V

線性精度 ±3% of F.S. (最佳零點) ±30ppm ±3% of measured value (量測值)

ZERO & SPAN
調整範圍 零點和滿量程的10% 零點和滿量程的10%

負載阻抗
輸出訊號4~20mA≦500Ω;

輸出訊號0~10V≧10KΩ

輸出訊號4~20mA≦500Ω;

輸出訊號0~10V≧10KΩ

反應時間 T90為60sec 20sec <15min. diffusion time

工作電源 24VDC±10% 24VDC±10%

量測介質溫度 0~50℃ 0~50℃

工作環境溫度 0~50℃ 0~50℃

工作環境濕度 5~95% RH (非結露) 0~95%RH (非結露)

保護等級 本體IP: 65 ; Sensor: IP20 IP54 IP64

外殼材質 PC防火級 PC防火級

測棒材質 POM X 含風壓套管和PVC導管

測棒耐壓 X X

選配 鋁軌式固定座 鋁軌式固定座

特點
高重複性及低氣體干擾性, 外露式測棒, 

靈敏度佳, 長期穩定性高及輸出線性佳.

CO2 濃度高時可經過通風調節系統控制室內和室外空氣,

讓CO2 值控制在最合適的環境,

適用於各建築物的空氣偵測和農業應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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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 傳送器

溫度傳送器

20PT17DT10PT

量測介質 液體、氣體

安裝型式 型軌鋁頭圓大

訊號連接方式 式線二式位數式線二

溫度範圍 0~1200℃, OPTION-50~200℃, OPTION -50~200℃, OPTION

輸入訊號 PT100Ω(三線式 001TPK epyt elpuocomrehT) Ω (三線式)

輸出訊號 4~20mA (二線式)

精度 ±0.1% of F.S. ±0.2% of F.S.

ZERO 調整範圍 ±10%

SPAN 調整範圍 ± X%01 ±10%

負載阻抗 ≦(supply voltage-8V) / 0.02A Ω

反應時間 <250ms

工作電源 CDV 03~01CDV 03~01CDV 03~01

工作環境溫度 -20~60℃ 0~50℃ -20~60℃

工作環境濕度 0~95% RH (非結露 ( HR %59~5) 非結露 ( HR %59~0) 非結露)

保護等級 外殼: IP30 ; 端子: IP10

外殼材質 ABS

連接牙規格 X

選配 X 鋁軌式固定座

特點 高品質, 抗干擾佳, 小積體高比價性 , 減少盤內安裝空間, 抗干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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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度 傳送器

溫度傳送器

40DT40PT27DT

量測介質 液體、氣體

安裝型式 型路管型軌鋁

訊號連接方式 式位數式線二式位數

溫度範圍 -50~200℃, OPTION0~1200℃, OPTION

輸入訊號 001TPK epyt elpuocomrehT Ω (三線式 0001TP) Ω (三線式)

輸出訊號 4~20mA (二線式)

精度 ±0.2% of F.S. ±0.5% of F.S.

ZERO 調整範圍 ±10%

SPAN 調整範圍 X ±10% 電腦校正

負載阻抗 ≦(supply voltage-10V) / 0.02A Ω ≦(supply voltage-8V) / 0.02A Ω

反應時間 <250ms

工作電源 CDV 03~01

工作環境溫度 0~50℃ -20~80℃

工作環境濕度 5~95% RH (非結露) ( HR %001 非結露)

保護等級 外殼: IP30 ; 端子 76PI56PI01PI :

外殼材質 403SUSSBA

連接牙規格 X  TP"4/1 或 1/2"PT (活動) 外牙

選配 X 管套

特點 體積小, 減少盤內安裝空間, 抗干擾佳 堅固一體化, 防冷凝散熱設計, 測溫重覆性和抗干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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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號 顯示器

訊號顯示器

SD05 SD07

適用領域 適合各種物理量傳送器使用

安裝型式 整合型 掛壁型

訊號連接方式/
工作電源 4~20mA 二線式迴路電源 三線式迴路電源, 24VDC±10%

輸入訊號 4~20mA 0~20mA, 4~20mA, 0~5V, 1~5V, 0~10V

顯示器 LED LCD

參數設定 按鍵規劃 出廠設定

顯示範圍 -1999~+9999 -1999~+9999

小數點規劃 可任意規劃 0-3位, 出廠設定

顯示方式 4位數, 單排 有背光, 單或雙排 (出廠設定)

顯示字高 9.2mm 5.56mm

顯示精度 0.2%F.S. ±0.2%

負載阻抗 X
輸出訊號4~20mA≦500Ω;

輸出訊號0~10V≧10KΩ

電氣連接
DIN43650 (可旋轉330°) 或

M12快速接頭 (可旋轉210°)
6P端子台 或 M12電纜固定頭

工作環境溫度 -20~+75℃ 0~50℃

電氣防護 逆向保護 逆向保護/過電壓保護

保護等級 IP65

外殼材質 ABS+PC PC防火級

特點 顯示角度可旋轉和可變換方向, 不需另加電源, 

適合各類二線式傳送器於現場整合安裝顯示, 

規劃簡單, 穩定性高

因應多種物理量單位顯示, 對應值可正或反向規劃, 

安裝不需孔, 適合各類三線式傳送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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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器 監控器

訊號轉換器 訊號監控器

S021/S022 SBA/SNA/
SB3A/SN3A 

SBV/SNV/
SB3V/SN3V SW02

適用領域 類比訊號 AC交流電流 AC交流電壓
配合各種物理量

傳送器監控使用

安裝型式 鋁軌式

訊號連接方式 一組或二組輸出
單電流/單電流二組輸出/

單電流三組輸出/三相電流

單電壓/單電壓二組輸出/

單電壓三組輸出/三相電壓
輸入類比訊號, 輸出Relay

輸入訊號 0~10V 或 4~20mA AC 0~1A/0~5A/0~10A AC 0~150V/0~300V/0~600V 0~10V 或 4~20mA

輸出訊號 0~10V 或 4~20mA
DC 0~10mA/0~20mA/4~20mA/

0~5V/1~5V/0~10V/其他
Relay SPDT

供應電源 24VDC±15%
AC 110/220V, AC/DC 85~265V, DC24V/48V, 

自激式 (無電源), 其他
24VDC±20%

精度 ±0.1%F.S. 0.2% 或 0.5% X

輸入範圍 0~10V 或 4~20mA
常態電流5A, 不飽和範圍0~7.5A;

常態電流1A, 不飽和範圍0~1.5A

常態電壓110V, 有效範圍AC 

55~150V; 常態電壓220V,

有效範圍AC 160~300V;

0~10V 或 4~20mA

負載阻抗 (電流)
輸入最大Nom. 25Ω;                                     

輸出最小600Ω/24VDC
電流輸出4~20mA≦500Ω 輸入阻抗<10Ω

負載阻抗 (電壓)
輸入最大Nom. 10MΩ;                        

輸出最小10KΩ/24VDC
電壓輸出0~10mA(最大) 輸入阻抗≧1MΩ

保護 短路, 逆向過載 輸出開路或短路無損害, 可抗Surge, EMI, RFI 短路, 逆向

隔離能力 X AC2600V/Min, 輸入/輸出/電源/外殼之間 X

調整範圍 SPAN/ZERO ±10% X

反應速度 400ms(10~90%) ≦400ms X

漣波 X 0~99% & 0.5%P-P 或 Option X

長期穩定性 有 年漂移度≦0.2% 有

環境溫濕度 0~65℃, <90%RH 非結露 -10~+65℃, 20~95%RH 非結露 -10~60℃, 0~95%RH 非結露

儲存溫濕度 -20~75℃, <90%RH 非結露 -20~+75℃, 20~95%RH 非結露 -20~70℃

保護等級 外殼IP30; 端子IP10 IP50 外殼IP30; 端子IP10

外殼材質 ABS ABS

特點 尺寸小, DIN鋁軌式安裝, 

具有工作電源指示LED燈, 

EMC和EMI抗干擾設計, 適用於中

央監控及PLC輸出信號之整合

ABS外殼,適合軌道固定及壁掛式,安裝容易, 長期穩定性佳, 

高過載電流或電壓連續, 藏式SPAN及ZERO調整鈕, 

適用於中央監控及PLC輸出信號之整合

尺寸小, DIN鋁軌式安裝, 

具有工作電指示, 動作點和輸入

訊號範圍指示燈, 適用於DC訊號

動作和配合傳送器警報點監控



電話: 886-2-8221-8851

傳真: 886-2-8221-2492

地址: 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117號5樓     

郵遞區號:23556  

website: www.eyc-tech.com

e-mail: sales@eyc-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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