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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辅助

型号 品牌型号 尺寸 (mm) 最大束径 (mm) 拉力标准 (Kg) 单位
D7819 K-300I 3.6×300 76 18 包

D7822 K-370H 7.6×370 102 55 包

 ●材料：尼龙 66，UL 耐热等级 94V-2

 ●颜色：原色、黑色

 ●包装规格：100 根 /包

扎线带 经济型扎线带

 ● 采用UL 认可尼龙66料制成，防火等级94V-2, 耐酸、耐腐蚀、绝缘性良好，
不易老化，承受力强

 ●经济型首选

型号 规格 (mm) 材质 颜色 单位
M9103 2.5×120 尼龙 本色 包 (100 根 )

尼龙自锁扎线带 - 限次性

 ● 采用UL 认可尼龙66料制成，防火等级94V-2, 耐酸、耐腐蚀、绝缘性良好，
不易老化，承受力强

 ● 多种颜色多种规格可供使用

型号 规格 (mm) 材质 颜色 单位

M9098 2.5×100 尼龙 黑、红、随机搭配 包 (100 根 )

M9100 4.8×180 尼龙 绿色、随机搭配色 包 (100 根 )

/ 扎线带 / 手电筒 /

扎线带

手电筒

照明灯

工业电扇

线缆标签及特殊标签

工具柜 / 工具车 / 工具箱包

扳手 /  螺丝批 / 钳工工具

工具刀

麻花钻 / 卷尺 / 游标卡尺

电器测量 / 工业温湿度计

风速计 / 环境测量仪

气体检测

工作台

高强度铝合金 LED 手电筒

型号 品牌型号 LED功率 光通量 点亮时间 所配电池(不含) 单位
D8829 96-262-23 0.25W 8 LM 20 h 2节AA/5号电池 个

 ●采用高品质白光 LED 颗粒为光源，亮度高、显色性好，寿命长达 5 万小
时以上

 ●高级航空铝合金材料的外壳，强度高、抗冲击，能承受 1m高处跌落的冲
击而无损坏

 ●表面经阳极氧化处理，色泽均匀、精致美观

 ●优化的光学结构设计，照射光斑亮度一致，显色均匀

 ●高级 PC 材料精制而成的镜片，具有高透光性、抗破裂及良好的耐热性

 ●开关能达到反复按压 1 万次的寿命

 ●防水等级 IPX4，通过多方向雨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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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工业照明，保安巡警，野外探险

 ●采用美国 CREE-1W ，超亮 LED 光源，亮
度达到 140lm

 ●带有专业敲击头，便于紧急情况下敲碎玻璃
脱险

 ●配置高性能锂电充电电池，充满电后可连续
工作 8 小时以上

 ●防尘防溅水设计

 ●有效照射距离超过 300 米

高性能强光充电式手电筒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F0739 90738 高性能强光充电式手电筒 个

 使用指南

 ●向上旋开中部绿色铝环，即可充电，不充电时向下旋紧

 ●轻触开关 1 次，75% 亮度，再按下不放开，亮度 100%，松开恢复省电模式

 ●连续快速轻触开关 2 次，频闪 SOS 模式，轻触既灭灯

 注意事项

 ●首次充电应大于 6 小时

 ●在温度较高场所充电或长时间放电时，表面略有升温，属正常现象

型号 品牌型号 电源规格 灯泡规格 单位
B0222 90731A 1节7号电池 1LED 个
B0223 90732A 2节5号电池 3LED 个
B0224 90734A 2节1号电池 12LED 个
B0225 90741A 3节7号电池 15LED+1激光 个
B0226 90742A 3节1号电池 16LED 个

铝合金手电筒

*正常使用的情况下，电器部分一年保用

 ● 采用 LED 光源，亮度可达 8LM/照度可
达 12000MCD，寿命长达 50000小时

 ● 防尘防溅水设计，符合 IP52 标准，使
用更安全

 ●符合 QB/T 2198-96 行业标准

 ●采用美国 Cree 的超亮白光 LED 颗粒为光源，亮度高、显色性好，寿命长
达 5 万小时以上

 ●高级航空铝合金材料的外壳，强度高、抗冲击，最多能承受 100kg的压力

 ●表面经阳极氧化处理，色泽均匀、精致美观

 ●高级 PC 材料精制而成的镜片，具有高透光性、抗破裂及良好的耐热性

LED 超亮铝合金手电筒

型号 品牌型号 LED功率 光通量 最大照射距离 点亮时间 所配电池(不含) 单位

D8825 95-151-1-23 1W 70 LM 125 m 4 h 2节AA/5号电池 个

D8826 95-152-1-23 3W 100/40 LM 125 m 4/9 h 3节AAA/7号电池 个

D8827 95-153-1-23 3W 120 LM 268 m 43 h 3节D/1号电池 个

D8828 95-154-1-23 3W 120/60 LM 178 m 1.7/4.5 h 1节充电电池 个

 ●开关能达到反复按压 1 万次的寿命

 ●D8826：头部可前后调节，配合光学透镜调焦，照射光斑大小可调，且显
色均匀；有全亮 /半亮模式，一键切换

 ●D8828：使用高性能可充电电池，充放电性能好，使用寿命长；有全亮 /
半亮模式，一键切换

D8828 D8825 D8826 D8827

型号 品牌型号 所配电池 单位
B0231 95-144-23 钮扣电池 个

五彩迷你手电筒

 ●头部在 0-90°范围内可调，方便使用。

 ●内含三粒纽扣电池，1 个 LED。

 ●手动扳开三角，筒尾带钥匙扣。

可选颜色

绿 紫 粉红 蓝 黑

/ 手电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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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LED 充电式防水手电筒

 ●充电时间：5 小时，放电时间：1.5 ～ 2 小时

 ●防水防油性能好，可在较恶劣的环境下工作

 ●可以吸附在金属物上，或悬挂固定照明

 ●可扣于皮带上，野外方便携带

 ● 环保型可充电式镍氢电池，超长的电池寿命，无
镍镉电池的记忆效应

 ●红绿充电状态指示灯，方便显示充电状态

 ●橡胶喷涂工艺，手感舒适

型号 品牌型号 L1(mm) L2(mm) 规格 单位

B0227 90704 57 210 包含220V充电器
及12V充电器 个

B0228 90705 57 210 包含220V充电器 个

*本品属易耗品，不属于世达终身保用范围

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B0209 三角架手电筒 小型369™ 三脚架手电筒 个

B0210 三角架手电筒 中型369™ 三脚架手电筒 个

 ●新型节能发光二极管手电筒，超强省电功能

 ●LED 超强白色亮光

 ●10,0000 小时寿命

 ●低电量显示灯

 ●4 种电量开关转换（高档，中档，低档 )

三角架手电筒

26LED 折叠式充电手电筒

 ●充电时间：5 小时，放电时间：1.5 ～ 2 小时

 ●使用方便灵活，可三个角度自由调节

 ●轻松吸附在金属物上，并可悬挂 , 工作更方便

 ● 正常使用为 21LED，节能使用时可用 5LED

 ●密封设计防止灰尘进入手电筒

 ●小巧，携带方便

 ● 环保型可充电式镍氢电池，超长的电池寿命，
无镍镉电池的记忆效应

 ●橡胶喷涂工艺，手感舒适

*本品属易耗品，不属于世达终身保用范围

型号 品牌型号 L(mm) 规格 单位

B0229 90706 220 包含220V充电器及车用12V充电
器 个

B0230 90707 220 包含220V充电器 个

手提式充电聚光灯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电容量 单位
F0737 90708 手提式充电聚光灯 镍氢电池 2500MAH 个

 ●采用高品质 LED 光源，节能环保

 ●采用镍氢电池，品质优良，无记忆无普通电池自放电弱点，使用更加安全
可靠

 ●有三档开关，分别有强光，工作光及闪频供选择，并有双开关设计功能

 ●产品防尘防水设计，可达到 IP65 标准

 ●底部设计有支架，可提供各个角度安防使用，并配有荧光条背带，适合于
矿区及夜晚使用

/ 手电筒 / 

接头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紧凑的外壳，高强度的光线非常适合于小型机器的整合式安装，带有封闭
灯头的坚固结构可提供有效地防护，防止在磨光、刻字或锯床时受到飞屑
的损伤 。光线无频闪，适合工作场合

 ●有聚光灯和泛光灯两类

 ●适合机器的永久整合安装 

 ●可通过接头实现多种用途

 ●磁性底座可灵活使用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额定功率 工作电压 光通量 频率 光束角度 防护等级 单位
D7832 AD17-JX-J-001 接头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3*1W 100-240V AC/DC 240Lm 50/60Hz 10° IP65 个
D7833 AD17-JX-J-002 接头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3*1W 100-240V AC/DC 240Lm 50/60Hz 40° IP65 个
D7834 AD17-JX-J-003 接头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3*1W 24V AC/DC 240Lm 50/60Hz 10° IP65 个
D7835 AD17-JX-J-004 接头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3*1W 24V AC/DC 240Lm 50/60Hz 40° IP65 个
D7836 AD17-JX-J-005 接头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3*3W 100-240V AC/DC 550Lm 50/60Hz 10° IP65 个
D7837 AD17-JX-J-006 接头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3*3W 100-240V AC/DC 550Lm 50/60Hz 40° IP65 个
D7838 AD17-JX-J-007 接头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3*3W 24V AC/DC 550Lm 50/60Hz 10° IP65 个
D7839 AD17-JX-J-008 接头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3*3W 24V AC/DC 550Lm 50/60Hz 40° IP65 个



工业辅助

CJ302 021-6100 6580800 988 0332/400 820 5338 更多产品信息详见 /www.seton.com.cn

臂式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臂式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适用于大型机器设备，可以提供更
大范围的照明区域，3 个 LED 灯珠提供了理想的照明质量，灵活
的灯臂和稳定的中间接头保证了快速和精准的定位，灯具底座的
附加接头使之更具灵活性。3 个 LED 灯珠提供高度集中的光线

 ●在照射方向上不产生热量，有利于工作

 ●最大工作范围达到 800mm

 ●蝶形弹簧手柄可灵活操作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额定功率 工作电压 光通量 频率 光束角度 防护等级 单位

D7840 AD17-JX-B-001 臂式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3*1W 100-240V AC/DC 240Lm 50/60Hz 10° IP65 个

D7841 AD17-JX-B-002 臂式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3*1W 100-240V AC/DC 240Lm 50/60Hz 40° IP65 个

D7842 AD17-JX-B-003 臂式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3*1W 24V AC/DC 240Lm 50/60Hz 10° IP65 个

D7843 AD17-JX-B-004 臂式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3*1W 24V AC/DC 240Lm 50/60Hz 40° IP65 个

D7844 AD17-JX-B-005 臂式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3*3W 100-240V AC/DC 550Lm 50/60Hz 10° IP65 个

D7845 AD17-JX-B-006 臂式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3*3W 100-240V AC/DC 550Lm 50/60Hz 40° IP65 个

D7846 AD17-JX-B-007 臂式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3*3W 24V AC/DC 550Lm 50/60Hz 10° IP65 个

D7847 AD17-JX-B-008 臂式安装 LED 机械工作照明灯 3*3W 24V AC/DC 550Lm 50/60Hz 40° IP65 个

型号 描述 规格
(mm/inch) 

尺寸 A/B/C/D/E/F
（mm）

额定电压
(V) 档位 功率

(W)
转速
(RPM)

风量
(m3/min)

噪音
(dB) 型式 重量

(Kg) 单位

D1506 调速强力落地式
电风扇 -30” 750/30” 810/750/360/300/1020/610 220

一 175 1100 214 58

密网 22.9 台二 195 1250 270 70

三 240 1400 302 73

D1507 调速强力落地式
电风扇 -26” 650/26” 710/650/360/300/1020/610 220

一 142 1100 143 55

密网 21.8 台二 160 1250 174 60

三 187 1400 220 68

D1508 调速强力落地式
电风扇 -20” 500/20” 550/500/360/300/790/550 220

一 97 1100 95 48

密网 18.0 台二 106 1250 116 50

三 130 1400 130 55

强力落地式电风扇

型号 描述 规格
(mm/inch) 

尺寸 A/B/C/D/E/F
（mm）

额定电压
(V)

功率
(W)

转速
(RPM)

风量
(m3/min)

重量
(Kg)

噪音
(dB) 单位

D1503 强力落地式电风扇 -30” 750/30” 810/750/360/300/1020/610 380 240 1400 302 23.1 73 台

D1504 强力落地式电风扇 -26” 650/26” 710/650/360/300/1020/610 380 187 1400 220 20.8 68 台

D1505 强力落地式电风扇 -20” 500/20” 550/500/360/300/790/550 380 130 1400 130 17.2 55 台

 ●优化的风叶结构

 ●风量大、噪音低

 ●电机运行寿命长

 ●有三档调速、疏密网罩、二 /三叶风叶供选择

 ●适合于工矿企业、车间、仓库等场所作防暑降
温、通风换气、改善环境

 ●20"、26"、30" 三 种 规 格，20" 为 两 叶， 
26"、30"为三叶

 ●风量：7800-18000m3/h
D1506/D1507/D1508D1503/D1504/D1505

/ 照明灯 / 工业电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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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电扇

型号 描述 规格
(mm/inch) 

尺寸 A/B/C/G/H/K
（mm）

重量
(Kg)

额定电压
（V） 档位 功率（W） 转速

(RPM)
风量

(m3/min)
噪音
(dB) 单位

D1512 商用落地式
风扇 -18” 450/18” 450/510/273/---/155/760/505/1380 9.5 200

一 60 950 57 48
台二 70 1250 69 50

三 90 1400 84 55

D1513 商用落地式
风扇 -20” 500/20” 500/560/273/---/155/760/505/1380 10 200

一 87 950 65 50
台二 95 1250 78 53

三 120 1400 96 58

D1514 壁扇 -18” 450/18” 450/510/273/174/---/---/---/--- 7.2 200
一 60 950 57 48

台二 70 1250 69 50
三 90 1400 84 55

D1515 壁扇 -20” 500/20” 500/560/273/174/---/---/---/--- 7.5 200
一 87 950 65 50

台二 95 1250 78 53
三 120 1400 96 58

 流线型风叶设计，低噪音，风量大，送风柔和

 俯仰送风角度可调，送风面积大

 三档风速选择，送风高度可调 

 外观新颖，色调高   雅，工艺精良

 微电机控制摇头机构，经久耐用；全金属底座

 电机超温自动保护，使用寿命长，更安全

 是家居、办公室、宾馆、商场等场所通风纳凉理想之选

 风量：57-96m3/min
挂墙式

落地式

台地式风扇

型号 描述 规格
(mm/inch) 

尺寸 A/B/C/G/H/K
（mm）

重量
(Kg)

额定电压
（V） 档位 功率（W） 转速

(RPM)
风量

(m3/min)
噪音
(dB) 单位

D1500 商用台地式两用风扇 -12” 300/12” 390/200/360/405 4.6 220
一 31 950 27 ≤ 50

台二 35 1150 33 ≤ 52
三 50 1400 41 ≤ 54

D1501 商用台地式两用风扇 -16” 400/16” 500/195/450/490 7.8 200
一 67 950 48 ≤ 55

台二 80 1150 58 ≤ 64
三 110 1400 72 ≤ 60

D1502 商用台地式两用风扇 -20” 500/20” 620/225/560/590 10 220
一 110 950 65 ≤ 61

台二 150 1150 78 ≤ 63
三 190 1400 96 ≤ 65

D1500 D1501/D1502

 采用 CAD 优化设计，运行稳定持久

 电机内置过载保护器，使用安全

 铝制风叶，风力强劲

 时尚外观，美观大方，色泽持久

 三档调速，俯仰角度可调，使用方便

 是家居、办公室、宾馆、商场等场所通风纳凉理想之选

 风量：2460-5760m3/h

强力壁式电风扇

型号 描述 型式 规格
(mm/inch)

尺寸 A/B/C/G/H/K
（mm）

额定电压
(V)

重量
(Kg)

功率
(W)

转速
(RPM)

风量
(m3/min)

噪音
(dB) 单位

D1509 挂墙式强力壁式电风扇 -30” 密网 750/30” 810/750/360/250/125/13 380 16.5 240 1400 302 73 台

D1510 挂墙式强力壁式电风扇 -26” 密网 650/26” 710/650/360/250/125/13 380 14.2 187 1400 220 68 台

D1511 挂墙式强力壁式电风扇 -20” 密网 500/20” 550/500/360/250/125/13 380 12.1 130 1400 130 55 台

 优化的风叶结构，风量大

 电机运行寿命长、噪音小

 有三档调速、疏密网罩、二 /三叶风叶可供选择

 适合于工厂矿企业车间、仓库等场所作防暑降温、通风换气、改善环境

 20”、26”、30”三种规格，20”为两叶，26”、30”为三叶

 风量：7800-18000m3/h
挂壁式（密网）

/ 工业电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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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叶轮直径 (mm/inch) 尺寸 A/B/C/D/E/F/H(mm) 额定电压 (V) 频率 (Hz) 功率 (W) 转速 (rpm) 风量 (m³/h) 噪音 (dB) 重量 (kg) 单位
D8570 FBD30-4 百叶窗式换气扇 -12" 300/12" 376/349/300/11/334/54/200 220 50 45 1400 1080 58 5 台
D8571 FBD35-4 百叶窗式换气扇 -14" 350/14" 453/415/350/12/398/60/220 220 50 75 1400 2280 65 6.1 台
D8572 FBD40-4 百叶窗式换气扇 -16" 400/16" 480/438/400/12/424/48/267 220 50 145 1400 2880 67 9.2 台

百叶窗式换气扇

 ●百叶窗设计，更好防护风雨侵入

 ●结构优良，精工制造，开合自如

 ●静电喷涂防护，外观靓丽，经久耐
用

 ●电机优化设计，温升低，耗电小，
噪音低、寿命长

 ●适用于工厂、居室、办公楼、酒楼
及娱乐场所等作通风换气之用

 ●12"、14"、16" 3 种规格

 ●风量：780 － 8700 m3/h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叶轮直径 (mm/inch) 尺寸 A/B/C/D/E/Fmm) 额定电压 (V) 频率 (Hz) 功率 (W) 转速 (rpm) 风量 (m³/h) 噪音 (dB) 重量 (kg) 单位
D8573 FAD30-4 加网换气扇 -12" 300/12" 335/302/316/300/155/12 220 50 45 1400 1080 58 3.8 台
D8574 FAD40-4 加网换气扇 -16" 400/16" 480/378/420/400/220/12 220 50 145 1400 2880 67 7.7 台
D8575 FAD50-4 加网换气扇 -20" 500/20" 600/479/520/500/270/15 220 50 350 1400 5700 70 13 台

加网换气扇  ●加网结构，适合特殊安装防护，
更安全

 ●风网设计、制造优良，静电喷涂
防护，经久耐用

 ●电机优化设计，温升低，耗电小，
噪音低、寿命长

 ●适用于工厂、居室、办公楼、酒
楼及娱乐场所等作通风换气之用

 ●12"、16"、20"3种规格

 ●风量：780 － 8700 m3/h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叶轮直径 (mm/inch) 尺寸 A/B/C/H(mm) 额定电压 (V) 档位 功率 (W) 转速 (rpm) 风量 (m³/min) 噪音 (dB) 重量 (kg) 单位

D8557 HVF-65 可移动式圆筒
风扇 -26" 650/26" 810/290/740/830 220

一 142 750 143 55
24.5 台二 160 850 174 60

三 187 910 220 65

D8558 HVF-75 可移动式圆筒
风扇 -30" 750/30" 910/290/840/920 220

一 175 750 214 58
28.4 台二 195 850 270 67

三 240 910 302 68

可移动式圆筒风扇

 ●脚轮设计，可移动使用方便
 ●宽叶型设计，风量柔和，感觉舒适
 ●三档调速功能，吹风角度可随意调节（大于 360度）
 ●电机内置热保护器，密网防护罩，使用安全
 ●是工厂、矿山、修车库及其它公共场所通风纳凉的
理想风扇
 ●有 26″、30″两种规格供选择
 ●风量：143-302 m3/min

/ 工业电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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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叶轮直径 (mm/inch) 尺寸 A/B/C/D/E/F/H(mm) 额定电压 (V) 频率 (Hz) 功率 (W) 转速 (rpm) 风量 (m³/h) 噪音 (dB) 重量 (kg) 单位
D8566 TAD30-4 圆筒形工业换气扇 -12" 300/12" 385/360/300/272/7 220 50 45 1400 1080 61 5.6 台
D8567 TAD40-4 圆筒形工业换气扇 -16" 400/16" 485/460/400/272/7 220 50 145 1400 2880 68 8.7 台
D8568 TAD50-4 圆筒形工业换气扇 -20" 500/20" 590/560/500/272/7 220 50 350 1400 5700 72 13 台
D8569 TAD60-4 圆筒形工业换气扇 -24" 600/24" 685/670/600/272/7 220 50 600 1400 8700 78 15.7 台

圆筒形工业换气扇

 电机采用冲压外壳、低噪音滚动轴承、电机
运行寿命长

 结构零件采用优质薄钢板冲压而成

 刚性好、重量轻、美观大方、易于安装

 CAD 优化设计

 广泛用于仓库、车间及娱乐场所通风换气

 12"、16"、20"、24" 4 种规格 

 风量：840 － 8700 m3/h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叶轮直径 (mm/inch) 尺寸 L*H*B(mm) 额定电压 (V) 功率 (KW) 转速 (rpm) 风量 (m³/h) 噪音 (dB) 单位

D8576 GLF-5.6# 豪华型方角扇 -22" 560/22" 750×750×400 380 0.45 960 8000 65 台
D8577 GLF-8# 豪华型方角扇 -32" 800/32" 900×900×400 380 0.37 450 16000 59 台
D8578 GLF-9.5# 豪华型方角扇 -38" 950/38" 1060×1060×400 380 0.75 450 32000 60 台
D8579 GLF-11.2# 豪华型方角扇 -45" 1120/45" 1220×1220×400 380 0.75 450 37000 63 台
D8580 GLF-12.5# 豪华型方角扇 -50" 1250/50" 1380×1380×400 380 1.1 450 44500 65 台

豪华型方角扇
 百叶窗随着风机开关自动打开关闭，达到防尘、
防水、美观的效果
 风叶采用优质铝板压形而成，具有重量轻、造
型美观大方、档次高、防锈等优点
 百叶采用优质镀锌钢板精制而成，具有自动启
用、防风、防雨等优点
 叶托采用高强度铝合金压铸制成，具有重量轻、
强度高、组装快捷及防锈等优点
 噪音低、风量大、耗电少、安装方便
 适用于不含易燃、易爆及腐蚀性气体之厨房、
仓库，尤其是容易产生废气、热气及通风不良
之场所的通风换气
 GLF(5.6# 、8#、9.5#、11.2#、12.5#)5 种规格

 风量：7000 － 44500 m3/h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叶轮直径 (mm/inch) 尺寸 ΦA/ΦB/L/h/H(mm) 电压 (V) 功率 (W) 转速 (r/min) 风量 (m³/h) 全压 (Pa) 噪声 (dB) 单位

D8559 JGFS4-4 岗位通风机 -16" 380V 400/16" 410/490/350/650/895 380 550 1420 5300 166 ≤ 72 台
D8560 JGFD4-4 岗位通风机 -16" 220V 400/16" 410/490/350/650/895 220 550 1420 5300 166 ≤ 72 台
D8561 JGFS5-4 岗位通风机 -20" 380V 500/20" 510/590/350/650/945 380 750 1420 9300 196 ≤ 74 台
D8562 JGFD5-4 岗位通风机 -20" 220V 500/20" 510/590/350/650/945 220 750 1420 9300 196 ≤ 74 台
D8563 JGFS6-6 岗位通风机 -24" 380V 600/24" 610/710/450/650/1005 380 1100 960 13000 176 ≤ 71 台
D8564 JGFS6-4 岗位通风机 -24" 380V 600/24" 610/710/450/650/1005 380 2200 1420 18700 294 ≤ 75 台
D8565 JGFS7-4 岗位通风机 -28" 380V 700/28" 710/810/450/650/1055 380 3000 1420 24500 315 ≤ 78 台

岗位通风机

 风量大、送风远、噪声低

 适用于工矿企业与民用建筑的通风降温

 风量：5300 － 24500 m3/h

 全压：166 － 315Pa

/ 工业电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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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颜色 标签尺寸 
(W×Hmm) 单位

D8364 BM71-187-175-342 白色 44.83×8.50 卷 /1000张

D8379 BM71C-125-342 白色 5.96×15.24m 卷

D8380 BM71C-187-342 白色 8.50×15.24m 卷

D8381 BM71C-250-342 白色 11.15×15.24m 卷

D8382 BM71C-375-342 白色 16.38×15.24m 卷

D8383 BM71C-500-342 白色 21.61×15.24m 卷

D8384 BM71C-1000-342 白色 42.16×15.24m 卷

B-342 抗褪色系列

标识热缩套管

型号 品牌型号 适用线径 (mm) 高度 (mm) 宽度 (mm) 单位

D8405 3HT-094-2-**-S 0.6-2.0 4.6 50.8 卷 /500张

D8406 2HT-125-2-**-S 1.2-2.8 6.0 50.8 卷 /500张

D8407 2HT-187-2-**-S 1.6-3.8 8.5 50.8 卷 /500张

D8408 2HT-250-2-**-S 2.4-5.5 11.2 50.8 卷 /500张

D8409 2HT-375-2-**-S 3.2-8.1 16.4 50.8 卷 /250张

D8410 2HT-500-2-**-S 4.8-11.4 21.6 50.8 卷 /250张

D8411 2HT-750-2-**-S 6.6-17.8 31.8 50.8 卷 /100张

D8412 2HT-1000-2-**-S 11.4-24.1 42.2 50.8 卷 /100张

D8413 2HT-1500-2-**-S 12.7-36.8 61.8 50.8 卷 /100张

B-345 耐高温系列

 ●专门为高温和低释气等应用环境开发的热缩套管系列产品

 ●具有高耐久性、高可靠性和良好的阻燃性能

 ●可以可靠运用于航空航天、军事和大规模运输系统等有特殊要求的行业。

 ●工作温度：-55℃ ~225℃

 ●最低收缩起始温度 +200° C

 ●颜色：白色、黑色、黄色、蓝色、粉红色 (**代表颜色 )

 ●推荐色带：A2422(R6000- 黑 )；R6800- 白

 ●推荐打印机：BMP71

型号 品牌型号 颜色 适用线径 (mm) 宽度 (mm) 单位

D8385 3:1DPS-3.2x50-B7646-YL 黄色

1.2–3.2

50 卷 /2500张

D8386 3:1DPS-3.2x50-B7646-YL-2S 黄色 25 卷 /5000张

D8387 3:1DPS-3.2x50-B7646-YL-3S 黄色 16.67 卷 /7500张

D8388 3:1DPS-3.2x50-B7646-YL-4S 黄色 12.5 卷 /10000张

D8389 3:1DPS-4.8x50-B7646-YL 黄色

1.5–4.8

50 卷 /2500张

D8390 3:1DPS-4.8x50-B7646-YL-2S 黄色 25 卷 /5000张

D8391 3:1DPS-4.8x50-B7646-YL-3S 黄色 16.67 卷 /7500张

D8392 3:1DPS-4.8x50-B7646-YL-4S 黄色 12.5 卷 /10000张

D8393 3:1DPS-6.4x50-B7646-YL  黄色

1.8–6.4

50 卷 /2500张

D8394 3:1DPS-6.4x50-B7646-YL-2S 黄色 25 卷 /5000张

D8395 3:1DPS-6.4x50-B7646-YL-3S 黄色 16.67 卷 /7500张

D8396 3:1DPS-6.4x50-B7646-YL-4S 黄色 12.5 卷 /10000张

D8397 3:1DPS-9.5x50-B7646-YL 黄色

3.0–9.5

50 卷 /1000张

D8398 3:1DPS-9.5x50-B7646-YL-2S 黄色 25 卷 /2000张

D8399 3:1DPS-9.5x50-B7646-YL-3S 黄色 16.67 卷 /3000张

D8400 3:1DPS-9.5x50-B7646-YL-4S 黄色 12.5 卷 /4000张

D8401 3:1DPS-12.7x50-B7646-YL 黄色

3.8–12.7

50 卷 /500张

D8402 3:1DPS-12.7X50-B7646-YL-2S 黄色 25 卷 /1000张

D8403 3:1DPS-12.7X50-B7646-YL-3S 黄色 16.67 卷 /1500张

D8404 3:1DPS-12.7X50-B7646-YL-4S 黄色 12.5 卷 /2000张

型号 宽度 (mm) 每卷长度 (m)
IP R4900 IP R6002 IP R6602 

83 300
R4900 R6002 R6602

B-7646 抗柴油系列

推荐色带

型号 品牌型号 图表 标签尺寸 单位

D8487 M71FT-1-425 图 2 30×20 卷 /250张
D8488 M71FP-1-425 图 1 30×20 卷 /250张
D8489 M71FP-2-425 图 1 44.45×25.4 卷 /100张

 ●无卤 PP 合成纸材质，良好的抗撕性和优秀的耐化性

 ●多用途旗型线缆标签，适用于光纤等小线径线缆

 ●使用温度：-40°C~100°C

 ●推荐色带：A2420(M71-R4300)

 ●推荐打印机：BMP71

线缆旗型标签

/ 线缆标签及特殊标签 /

 ●材质：辐射交联聚烯烃

 ●3:1 热缩比，工业热转移打印方式

 ●独有的双面打印方式，使用简单，安装方便

 ●使用温度：-55℃ ~135℃

 ●可以有效抵御润滑油、普通燃料油、有机溶剂等侵蚀

 ●推荐打印机：BMP71

 ●材质：辐射交联聚烯烃

 ●抗褪色、阻燃

 ●热缩材料耐久性强，持久美观的外表。

 ●3:1 收缩率。收缩速度快，安装时节省时间
和支出。

 ●使用温度：-55℃ ~135℃

 ●推荐色带：A2420(M71-R4300)

 ●推荐打印机：BM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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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泡聚乙烯基材 +高光泽聚酯面层

 ●优良的耐酒精耐柴油性能，抗UV 耐候，
耐污耐刮耐磨

 ●高粘性，即使用于不平整的表面

 ●使用温度：-40°C~100°C

 ●厚度：0.65mm

 ●颜色：白色

 ●推荐色带：A2422(M71-R6000)

 ●推荐打印机：BMP71

线缆配套铭牌标签

型号 品牌型号 图表 标签尺寸 单位

D8490 M71EP-167-593 W

H

30.5× 38.1 卷 /100张

D8491 M71EP-168-593 30.5×48.26 卷 /100张

D8492 M71EP-169-593

W

H
45.7×45.7 卷 /100张

D8493 M71EP-171-593
W

H

27×12.45 卷 /200张
D8494 M71EP-173-593 50.8×25.4 卷 /100张
D8495 M71EP-174-593 101.6×25.4 卷 /50张
D8496 M71EP-176-593 76.2×25.4 卷 /50张

型号 品牌型号 颜色 标签尺寸 (W×H mm) 单位

D8459 M71-10-437 白色 19.05×6.35 卷 /750张
D8460 M71-29-437 白色 38.1×12.7 卷 /500张

型号 品牌型号 标签尺寸 (Wmm×Lm) 单位
A2359 M71C-500-499 12.7×15.24 卷
A2360 M71C-1000-499 25.4×9.1 卷
A2361 M71C-1900-499 48.3×9.1 卷

B-437 Tedlar® 聚氟乙烯材料 B-499 尼龙布材料

 ●聚氟乙烯薄膜，带永久性丙烯酸胶。用于线缆
和电缆线束标识

 ●防火阻燃性可满足航空和军事的线缆标识需求

 ●工作温度：-65°C~135°C

 ●推荐色带：A2420(M71-R4300)

 ●推荐打印机：BMP71

定长标签
型号 品牌型号 标签尺寸 (W×Hmm) 单位
D8461 M71-7-498 12.7×12.7 卷 /500张
D8462 M71-10-498 6.35×19.05 卷 /750张
D8463 M71-11-498 12.7×19.05 卷 /500张
D8464 M71-16-498 9.53×25.4 卷 /500张
D8465 M71-17-498 25.4×12.7 卷 /500张
D8466 M71-18-498 19.05×25.4 卷 /250张
D8467 M71-19-498 25.4×25.4 卷 /250张
D8468 M71-21-498 25.4×63.5 卷 /100张
D8469 M71-29-498 12.7×38.1 卷 /500张
D8470 M71-30-498 19.05×38.1 卷 /250张
D8471 M71-31-498 25.4×38.1 卷 /250张
D8472 M71-32-498 38.1×38.1 卷 /250张
D8473 M71-33-498 38.1×101.6 卷 /100张

连续标签
型号 品牌型号 标签尺寸 (W×Hmm) 单位

D8478 M71C-240-498 6.1×9.1 卷
D8479 M71C-318-498 8.08×9.1 卷
D8480 M71C-375-498 9.53×15.24 卷
D8481 M71C-500-498 12.7×15.24 卷
D8482 M71C-1000-498 25.4×9.1 卷
D8483 M71C-1900-498 48.31×9.1 卷

B-498 PVC 涂覆布

缠绕式线缆标签

BM71C

BM71

/ 线缆标签及特殊标签 /

型号 品牌型号 高度 (mm) 宽度 (mm) 单位
D8414 M71-12-109 76.20 19.05 卷 /100张
D8415 M71-36-109 28.57 44.45 卷 /250张

型号 品牌型号 颜色 标签尺寸 (W×H mm) 单位
D8417 HCM-60x10-B7643-** 白、黄、红、黑、橙 60.00x10.00 卷 /1000张
D8418 HCM-75x10-B7643-** 白、黄、红、橙 75.00x10.00 卷 /1000张
D8419 HCM-75x15-B7643-** 白、黄、红、橙 75.00x15.00 卷 /1000张
D8420 HCM-75x25-B7643-** 白、黄、红、橙 75.00x25.00 卷 /500张

标识吊牌
B-109 耐斯低温系列 B-7643 无卤阻燃系列

 ●层压聚乙烯材料具有良好的耐久性、抗化学和
抗溶剂性

 ●不含卤素，符合 DIN VDE 0472 part 815 标准

 ●工作温度：-40℃ ~80℃

 ●颜色：白色

 ●推荐色带：A2420(M71-R4300)

 ●推荐打印机：BMP71

 ●热塑性料聚醚 - 聚亚安酯（PUR ）组成，为无
卤材料，适合于热转移和点阵式打印

 ●标识可逐个移开，能进行大批量打印并且在需
要的时候使用各个标识

 ●工作温度：-40℃ ~90℃

 ●推荐色带：A2420(M71-R4300)

 ●推荐打印机：BMP71

 ●电缆和电子元器件标识，永久性粘性，强粘性，无卤素

 ●可在高热，寒冷，油污和灰尘的环境中使用，也可以用
做实验室试管标识。

 ●使用温度：-70°C~90°C

 ●推荐色带：A2420(M71-R4300)

 ●推荐打印机：BMP71

M71

M71C

 ●电缆 /线缆和元器件标识。可重置，能完全移除，可做通用型标识

 ●使用温度：-40°C 到 80°C

 ●推荐色带：M71-R6200

 ●推荐打印机：BMP71



工业辅助

CJ308 021-6100 6580800 988 0332/400 820 5338 更多产品信息详见 /www.seton.com.cn

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材料号 材质 颜色 表面效果 使用温度 产品特性
B-500 PVC 涂覆布 白色 /黄色 哑光  -40 ~100°C 较耐热、耐油、耐脏，高粘性
B-702 PVC 涂覆聚酯材料 白色 高光泽  -40 ~100°C 耐油、耐温和溶剂，高粘性

预印线缆和设备标签

可印制种类多样：

 ●单一数字大数字；

 ●带背景色的单一数字，乙烯 (B-500)

 ●实心文字单一字母－大写字母，单一字母－小写字母

 ●连续数字，覆盖保护膜连续数字 ( 更多定制选择请另询 )

透明标签保护膜

 ●透明聚酯材质 , 耐磨；防潮 , 防水 , 油污及化学物品

 ●工作温度范围：-70℃ — 100℃；更适宜户外使用

型号 规格 (mm)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数量

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或联系当地销售人
员

800-988-0332

V0011

圆形：19.1、25.4、50.8
38.1×19.1
44.5×12.7
50.8×38.1
38.1×19.1
76.2×38.1
76.2×50.8
127×76.2

152.4×101.6

状态检查标签

 ● 可用于任意物料的检查定义，醒目颜色，方便您管理

 ●可以用颜色定义检查时间及状态

 ●乙烯材质带有不留痕背胶

 ●防油、防尘及多种物质

 ●建议客户按照顺序选择

 ●两种颜色供选择

M3709M3714

描述 规格 (mm) 单位

状态检查标签 38.1×15.88 25张/包

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一次性防揭标贴

 ●独特的背胶设计，撕下时将出现“VOID”的镂空字样，以防标贴再次使用

 ●标贴方便易撕，没有背胶残留，不会对镜头有所损伤

 ●应用于不许拍照的场合，适用手机镜头，将标贴贴于镜头处，防止拍照

No Photographing

BRADY

D0800 黏上镜头时 揭下时

型号 规格 (mm) 单位

D0800 20×15mm/张 卷(5000张)

*内容可按客户要求定制，50000张 /卷起定

产品信息聚酯标签

 ●白色聚酯，可抵御户外恶劣环境

 ●耐久性背胶

 ●是产品维修信息的理想标签

 ●适合温度：-40℃ — 82℃

型号 规格 (mm)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文字颜色、文字内容、数量
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或联系当地销售人员
800-988-0332

V0002

47.6×12.7
50.8×19.1
63.5×19.1
50.8×38.1
76.2×25.4
69.9×31.8
76.2×38.1
76.2×50.8

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 线缆标签及特殊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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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超强粘性标签

 ● 超强粘性适用于有粉状涂层的金属表面，织
物表面 , 及低能耗器材等难贴标签的表面

 ●白色聚酯材质 , 有出色的抗化学腐蚀能力

 ●室内外皆宜使用

 ●工作温度范围：-40℃ — 120℃

型号 规格 (mm)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文字内容（如有条形码（Code39
或Code128），号码顺序，起始号码请注明），数量

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或联系当地销售人员

800-988-0332

V0003

25.4×12.7
38.1×19.1
50.8×25.4
69.9×38.1
76.2×25.4
76.2×50.8
76.2×127.0
101.6×152.4

户外专用聚酯标签

 ● 白色聚酯，有效地抵御户外最恶劣的环境

 ●外层覆膜让标签使用更持久且耐磨

 ● 防潮，防水，防油污

 ●适合温度：-40℃ — 82℃

 ●白底黑字

型号 规格 (mm)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文字颜色、文
字内容、数量；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或联系
当地销售人员  800-988-0332V0006

44.5×12.7

50.8×31.8

76.2×38.1

76.2×50.8

银色聚酯材质

 ●耐久性聚乙烯材质 , 
 ●工业行业通用级背胶
 ●亦适合户外的恶劣环境
 ●抗溶剂，耐磨损
 ●适合温度：-40℃ — 82℃

 ●基材颜色：银色

户外专用标签

白色光面聚乙烯材质

 ● 聚乙烯材质外加表面覆膜，确保标签
更经久耐用，省却经常更换的麻烦

 ● 通用耐久性背胶，标签不易掉落，适
合户外的恶劣环境

 ●抗溶剂，耐磨损，耐油污

 ●适合温度：-40℃ — 82℃

 ●基材颜色：白色，黄色

型号 规格 (mm)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材质、尺寸、基材的颜色、文
字颜色、文字内容、数量

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或联系当地销售人员

800-988-0332

V0004(白色
聚乙烯标签)/
V0005(银色
聚酯标签)

44.5×12.7
50.8×31.8
76.2×22.2
76.2×38.1
76.2×50.8

2246

特殊环境标签
 ●能适应恶劣环境，不必去劳神更换标签

 ●聚酯材质，有效地抵御辐射，冰冻及其他
极端环境；有效地抵抗任何化学品，如石
油，汽油，油污等

 ●白底黑字

 ●室内外皆适宜

 ●适合温度：-70℃ — 120℃

型号 规格 (mm)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文字内容、数量

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或联系当地销售人员

800-988-0332
V0007

47.6×12.7
50.8×19.1
63.5×19.1
50.8×31.8
76.2×25.4
69.9×31.8
76.2×38.1
76.2×50.8

易揭不留痕标签

 ●撕除后不会在物品表面留有残胶

 ●需要的时候贴上标签，用完后易于清
除，无需为清除残胶而烦恼

 ●适合需保持干净整洁的物品表面使用

 ●适合室内使用

 ●适合温度：-40℃ — 70℃

 ●白底黑字

型号 规格 (mm)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材质、尺寸、文字内

容，如果有条形码或序列号的，请注明、数量

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或联系当地销售人员

800-988-0332

V0010

50.8×31.8
50.8圆形

76.2×38.1
69.9×44.5
76.2×50.8

实验室标签

 ●是冷冻，液态氮，高压灭菌环境及热汽等
实验室环境下使用的绝佳标签；适合贴于
实验室的小瓶，离心器试管，试验用试管，
载玻片等实验器皿

型号 规格 (mm)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材质、尺寸、文字内容
（如果有条形码或序列号的，请注明）、数量

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或联系当地销售人员

800-988-0332

V0008(高性能
白色聚酯标签)/
V0009(透明光面
聚酯标签)

25.4×12.7

38.1×19.1

50.8×25.4

 ●适应各种溶剂侵蚀，确保标签文字清晰

 ●白色聚酯标签及透明光面聚酯标签

 ●适合温度：-70℃ — 120℃

/ 线缆标签及特殊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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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CE 标记标签

 ●  EC 标记表示该产品符合欧盟有关机械，医
疗设施，电子产品的指令

 ●耐久性背胶，室内外皆宜

 ●适合温度：-30℃ — 80℃

型号 材质 规格 (mm)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年份，参考
号、数量
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或联系当地销售人员
800-988-0332

V0012 白色聚酯 12.7×12.7
V0012 白色聚酯 25.4×25.4

V0026 亚银聚酯 25.4×25.4

WEEE ( 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 ) 标识及线缆标签

 ●缎面聚酯；耐久性背胶，不易脱落

 ● 通过 UL 认证，CSA 测试，符合 RoHS 要求

 ●室内外皆宜

 ●适合温度：-70℃ — 110℃

型号 规格 (mm)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内容要求、数量

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或联系当地销售人员

800-988-0332
V0013

10.2×12.7
15.2×20.3

31.8×88.9

客户定制 RoHS 标签

 ● 缎面聚酯，适用于任何无铅产品 , 设备及原材料

 ●通过 UL 认证，CSA 测试 , 符合 RoHS 要求

 ●可选择任何形状的标签

RoHS – 对于危害物质的限制：遵循2002/95 EC（“RoHS ”）欧盟指令对于在电子类产品中使用某些危害物质或“RoHS ”强制措施新电器及电子产
品不得含有铅，汞，镉，六价铬，多溴联苯PBBS 及多溴二苯醚PBDEs ，从2006年7月1日起执行。

型号 规格 (mm)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文字内容，颜色、数量

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或联系当地销售人员

800-988-0332
V0014

12.7×12.7
19.1×12.7
25.4×12.7
25.4×25.4

19.1mm x 12.7mm
 
 

25.4mm x 12.7mm
 
 

25.4mm x 25.4mm

 ●能抵抗化学品及抗溶剂

 ●室内外皆宜

 ●适合温度：-70℃ — 110℃

小数量——聚乙烯不干胶贴纸

 ●进口广告级专业聚乙烯基材

 ●印制色彩丰富

 ● 耐久性背胶 , 粘着力强，令贴
纸经久耐用

 ●室内外皆适宜

型号 规格 (mm) 单位

V0024

20.0×20.0 以下 个
50.0×50.0 以下 个

100.0×100.0 以下 个
150.0×150.0 以下 个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包括长，宽，高）、底色要求、文字内容，颜色（有图
标的请提供清晰的电子档）、数量

型号 规格 (mm) 单位

V0025

20.0×20.0 以下 个
50.0×50.0 以下 个

100.0×100.0 以下 个
150.0×150.0 以下 个

小数量——透明聚乙烯不干胶贴纸

 ●进口广告级专业聚乙烯基材；印制色彩丰富

 ●耐久性背胶，粘着力强，令贴纸经久耐用

 ●室内外皆适宜

* 以上价格不含设计排版费，设计费另收。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包括长，宽，高）、底色要求、文字内容，颜色（有图
标的请提供清晰的电子档）、数量

 ● 适合各类的用途 , 如促销 , 使用指南及宣传品

 ● 白色亚光表面处理 , 美观实用，耐久性背胶 , 粘着力强 , 不易脱落

型号 平方厘米

V0023

64起
65-129
130-193
194-258

纸质不干胶贴纸

215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

文字内容，颜色、数量

 ●适合室内使用

 ●基材颜色：白色

 ●六种打印颜色

/ 线缆标签及特殊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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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用标签卷
 ● 经久耐用，又抗撕拉，确保长时间不会磨损；一色或二色打印

银色聚酯材质
 ● 金属聚酯材质外加表面覆膜，确保标签更经久耐
用，省却经常需调换的麻烦

 ●工业级耐久性背胶，确保超强粘力，标签不掉落

 ●抗溶剂，耐磨损；亦适合户外的恶劣环境

 ●适合温度：-40℃ — 90℃

 ●基材颜色：银色

白色光面聚乙烯材质
 ●表面覆膜，经久耐用，省却更换的麻烦

 ● 超强耐久性背胶，确保超强粘力，标签不掉落

 ●抗溶剂，耐磨损，耐油污；亦适合户外恶劣环境

 ●适合温度：-40℃ — 82℃

 ●基材颜色：白色

型号 规格 (mm)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打印油墨的颜色、
文字内容、数量

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或联系当地销售人员

800-988-0332

V0017(白
色光面聚
乙烯材质)/
V0018(银色
聚酯材质)

19.1圆形
25.4×25.4
25.4圆形

31.8×22.2
38.1×19.1
50.8×19.1
63.5×19.1
50.8×31.8

50.8×31.8椭圆
76.2×22.2

63.5×31.8椭圆
50.8×50.8
76.2×31.8
76.2×50.8

76.2×50.8椭圆

空白标签卷

 ●可以根据您公司的要求定制不同文字的标签卷；耐久性背胶，不易掉落

 ●二种材质可供室内外使用选择

 纸质，适合室内使用，适合温度：-40℃ — 50℃

 聚乙烯，适合户外使用，适合温度：-40℃ — 80℃

型号 规格 (mm)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材质、尺寸、基材的颜
色、文字内容、数量

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或联系当地销售人员

800-988-0332

V0019(纸

质标签)/

V0020(聚乙

烯标签)

19.1圆形
44.5×12.7
25.4圆形

25.4×25.4
31.8×22.2
38.1×19.1
50.8×19.1
63.5×19.1
38.1圆形

50.8×31.8
50.8×31.8椭圆

76.2×22.2
44.45圆形

63.5×38.1椭圆
50.8圆形

50.8×50.8
76.2×38.1

76.2×38.1椭圆
76.2×50.8

76.2×50.8椭圆
76.2×127.0
101.6×152.4

型号 规格 (mm)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材质、尺寸、基材的
颜色、文字颜色、文字内容（包括起始号
码）、数量

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或联系当地销售人员

800-988-0332

V0021(白

色亚光纸)/

V0022(聚乙

烯标签)

47.6×12.7
50.8×19.1
63.5×19.1
50.8×38.1
76.2×25.4
69.9×38.1
50.8圆形

76.2×38.1
76.2×50.8
127.0×76.2
152.4×101.6

连号标签卷

材料颜色

 ● 便于辨别及寻找公司的设备，机器，了解产品的库存等多种用途

 ●适用于室内

定制理想的标签卷

 ●耐久性背胶，粘贴牢固 , 不易掉落

 ●形状：圆角正方形，长方形，圆形及椭圆形

 ●适合室内外的二种材质可供选择

 亚光纸——室内环境，适合温度：-40℃ — 50℃

 聚乙烯——适合户外环境，适合温度：-40℃ — 80℃

基材颜色选择

型号 规格 (mm)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基材的颜色、打
印油墨的颜色（最多二色）、文字内容、数量
如有疑问请咨询客服或联系当地销售人员
800-988-0332

V0015(纸

质标签)/

V0016(聚乙

烯标签)

19.1圆形
25.4×12.7
25.4圆形

44.5×12.7
31.8×22.2
38.1×19.1
50.8×19.1
63.5×19.1
38.1圆形

50.8×31.8
50.8×31.8椭圆

76.2×22.2
63.5×31.8椭圆

50.8圆形
50.8×50.8
76.2×38.1

76.2×38.1椭圆
76.2×50.8

76.2×50.8椭圆
127.0×76.2
152.4×101.6

/ 线缆标签及特殊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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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为什么您需要固定资产管理标签 ?
 ●有效的视觉管理，以制止固定资产的流失及
被盗用

 ●有效地管理好 IT 部门的资源，设备及其更新

 ●对于需要维修及保修的机器设备起提醒作用

 ●专业的目视化管理产品

固定资产管理标签种类
赛盾为您公司提供所需的适合各类固定资产面板及各类环境下使用的管理标签。

耐用资产管理标签（Duraguard） 防伪标签 常规标签 新一代机械设备标签

美观与质感度 ☆ △ △ ☆
颜色选择 ☆

▲ ▲

△

耐高温 △ △ △ 
（耐高温标签除外） △

耐磨性能 ☆ △ △ △

防伪性能 ☆ ☆ △

▲

可条形码扫描 ☆ ☆ ☆ ☆
基材厚度 ☆ ☆ ☆ △

安装方便度 ☆ ☆ ☆ ☆
价格指数 △ △ △ △

耐用资产管理标签 (DuraGuard) 定制流程 (4 步 )

第四步：提供所需的标签版面要求及文字内容

凡有字体要求, 文字内容都请写明。有Logo或是特殊字体内容，请提供清晰的电子文档

无条形码
型号 规格 (mm)

V0027

31.8×12.7
38.1×12.7
38.1×19.1
44.5×12.7
50.8×12.7
50.8×19.1
50.8×25.4
50.8×31.8
63.5×19.1
63.5×25.4
76.2×25.4
76.2×38.1
69.9×31.8

有条形码
型号 规格 (mm)

V0028

31.8×12.7
38.1×12.7
38.1×19.1
44.5×12.7
50.8×12.7
50.8×19.1
50.8×25.4
50.8×31.8
63.5×19.1
63.5×25.4
76.2×25.4
76.2×38.1
69.9×31.8

 ● 有效地使用固定资产，特别是在各部门之间，
楼层之间流动的机器设备的管理有利于设备的
库存管理

 ● 多层金属化的聚酯材质，外加光面压膜保护层，耐用，方便操作，不易破损，抗溶剂

 ● 通用的背胶尤其适合于电脑，电子，机械等各种设备的干燥表面

 ●各种版式可供选择，有条型码 , 序列码及普通版

 ●适用温度：-4ºC—100ºC；室内，室外皆适合

第一步：选择尺寸

第二步：选择颜色

第三步：提供顺序号及条形码

详见以下价格表

四种颜色可供选择

 ● 有序列号： 
需提供起始号码（1-12个数位的数字），如有前缀及后

缀码的也需要提供

 ● 无序列号： 
不需要序列号及条形码的可以不提供

 ● 条形码： 
Code39：Code128 及 interleaved 2 of 5

/ 线缆标签及特殊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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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防撕条形码资产管理标签
 ● 撕下一点标签，残留部分就会成碎片状，
容易看出有人撕过标签，以防试图损坏
标签及标签被盗用

 ●适合用于机器，设备，家具，文件夹上

 ●不建议在织物表面，计算机或类似的低
能耗物体表面使用

 ●白色乙烯材质，带防撕耐久性防撕背胶

 ●工作温度范围：-40 ºC—80 ºC

Propert
y of BCI  

CORP.

Propert
y of BCI 

CORP.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号码顺序（Code39或Code128），起始号码，文字内

容、数量

防伪条形码资产管理标签
 ● 若试图撕下标签 , 您的固定资产及标签上都会
留下网格状残留花纹，以防标签的再次使用

 ●专为机器，设备，家具等固定资产管理使用

 ●银色亚光聚酯，带有防撕耐久性防伪背胶

 ●工作温度范围：-40 ºC—40 ºC
 ●室内外皆宜使用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号码顺序（Code39或Code128），起始号码，文字内
容、数量

型号 规格 (mm)

V0029

25.4×12.7
38.1×19.1
47.6×12.7
50.8×25.4

定 制 时 请 注 明 ： 型 号 、 尺
寸、号码顺序（Code39或
Code128），起始号码，文字
内容、数量

型号 规格 (mm)

V0030

25.4×12.7
38.1×19.1
47.6×12.7
50.8×25.4

超强粘胶条形码资产管理标签
 ● 超强粘性适用于有粉状涂层的金属，织物及
低能耗器材等难贴标签的表面

 ●白色聚酯材质，有出色的抗化学腐蚀能力

 ●室内外皆宜使用

 ●工作温度范围：-40 ºC—120 ºC
 ●白底黑字

型号 规格 (mm)

V0031

25.4×12.7
38.1×19.1
47.6×12.7
50.8×25.4

条形码资产管理标签

38.1mm x 19.1mm的标签

型号 材质

V0032

白色亚光纸质

光面乙烯材质

白色光面聚酯材质

47.6mm x 19.1mm的标签

型号 材质

V0033

白色亚光纸质

光面乙烯材质

白色光面聚酯材质

47.6mm x 19.1mm的标签

型号 材质

V0034

白色亚光纸质

光面乙烯材质

白色光面聚酯材质

 ●尤其适合有流水码的固定资产管
理及库存管理

 ● 耐久性背胶条形码标签适合绝大
多数的光滑表面使用

 ●卷状标签便于储存、粘贴

PROPERTY OF
BANKER PAUL INC.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材质、号码顺序（Code39或Code128），起始号码，

文字内容、数量

三种材质可供选择

白色亚光纸质标签 — 室内使用
 ●经济实用且耐用

 ●专为每天使用通用条码场合设计

 ●耐潮湿 , 耐磨损，抗污渍能力强

 ●工作温度范围：-40 ºC—50 ºC
 ●适合室内使用

光面乙烯材质标签 — 潮湿环境使用
 ●专为潮湿环境而设计的防潮标签

 ●防水，耐磨及耐水洗

 ●耐潮湿，耐磨损，抗污渍能力强

 ●工作温度范围：-40 ºC—82 ºC
 ●室内外皆宜使用

白色光面聚酯材质标签 — 不平整表面使用

 ●通 过 UL 及 CSA 认 证， 符 合
RoHS 要求

 ●工作温度范围：-70 ºC—110 ºC
 ●适合户外使用

 ● 是高低不平的表面或经常要搬动
的仪器或设备上使用的理想资产
管理标签

 ●耐磨损 , 防雨水及日晒

电脑资产管理标签

 ●电脑机箱专属防盗用显示标签

 ● 特殊的背胶尤其适合贴在台式电脑，手提电脑
及其他低能耗塑料机箱表面

 ●耐久性背胶，若揭下标签，标签即会成碎片状

 ●工作温度范围：-40 ºC — 80 ºC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文字内容或起始号码、文
字打印颜色、数量

型号 规格 (mm)

V0042
50.8×19.1

50.8×25.4

/ 线缆标签及特殊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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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客户要求定制

工业通用条形码资产管理标签定制

MJC

定 制 时 请 注 明 ： 型 号 、 尺 寸 、

条形码，号码顺序（Cod e 3 9 或

Code128），起始号码、文字打印颜

色（黑，蓝，绿或红）、数量

型号 规格 (mm)

V0035

38.1×19.1

50.8×25.4

60.3×19.1

 ●白色亚光聚酯，适合工业及办公室等
通用环境使用

 ●抗化学品且耐磨，适合需搬运等磨损

 ●耐潮湿，耐磨损，抗污渍能力强

 ●通过 UL 及 CSA 认证，符合 RoHS
要求

 ●工作温度范围：-40 ºC—100 ºC
 ●适合室内使用

高温条形码标签

 ● 特殊的聚酰亚安材质是电路板等电子行
业应用的绝佳耐高温标签

 ●工作温度为：-70 ºC—100 ºC，（170ºC
可持续 2 小时，260 ºC 可持续 5 分钟）

 ●标签可印有条形码及肉眼能辩识的数字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

条形码，号码顺序（Code39、

Code128或Interleaved 2 of 

5），起始号码，文字内容、数量

型号 规格 (mm)

V0036

25.4×4.8

22.9×6.4

38.1×6.4

25.4×12.7

 ●光面白底黑字，可按客户要求印制

 ●通过 UL 认证，符合 RoHS 要求

 ●适合室内使用

小型条形码标签
 ● 适合普通尺寸标签无法放置的，空间非
常小的地方使用
 ●能对抗各种溶剂而质量无损
 ● 标签可印有条形码及肉眼能辩识的数字
 ● 通过 UL 及 CSA 认证，符合 RoHS 要
求
 ●工作温度范围：-70 ºC—100 ºC
 ●室内外皆适宜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

条形码，号码顺序（Code39或

Code128或Interleaved 2 of 
5），起始号码，文字内容、数量

型号 规格 (mm)

V0037

16.51×5.1
22.9×6.4
25.4×12.7
31.8×6.4
38.1×6.4

新一代机械设备管理标签
 ● 适用于机械设备，电器柜制作生产线，支架
及接插板

 ●表面光滑有光泽，美观有质感

 ●抗酒精，柴油等抗化学品能力强；耐磨损，
耐刮擦，抗污渍能力强；防水，防潮；有良
好的抗紫外线能力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颜色、文字内容、数量

型号 规格 (mm)

V0043

27×8

28×18

45×15

48×19

100×30

69×150

 ●强粘贴性能，适合粗糙表面使用

 ●工作温度范围：-40 ºC—100 ºC
 ●材料厚度：0.73mm

 ●适合室内使用

防伪资产管理标签
 ● 亚光金属银色聚酯材质，若撕除标
签，残胶会留有“VOID”字样

 ●强力防撕背胶，一旦撕下，不能再
次使用

 ●工作温度范围：-70 ºC — 100 ºC
 ●室内外皆宜使用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文字内
容或起始号码、文字打印颜色、数量

型号 规格 (mm)

V0041

38.1×19.1

50.8×19.1

63.5×19.1

63.5×31.8

75.9×25.4

通用序列号管理标签
 ●能对抗化学品，油污及恶劣气候

 ●耐久耐磨背胶广泛适用于各类表面

 ●通过 UL 及 CSA 认证，符合 RoHS

标准

 ●工作温度范围：-70 ºC—100 ºC

 ●亚光金属质感聚酯和白色光面聚酯
基材选择

金属色 白色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材质、起始号码，文字内容、数量

防撕资产管理标签
 ●是绝佳的防撕固定资产管理标签

 ●轻薄的聚乙烯材质，强力防撕背胶

 ● 材质极为轻薄敏感，如想撕下丝毫，
标签即碎裂成小片状

 ●工作温度范围：-40 ºC—80 ºC

定制时请注明：型号、尺寸、文字内容或起始号码、数量

型号 规格 (mm) 颜色

V0038 38.1×19.1
白色

金属色

V0039 38.1×12.7
白色

金属色

型号 规格 (mm)

V0040

38.1×19.1

50.8×19.1

63.5×19.1

63.5×31.8

75.9×25.4

/ 线缆标签及特殊标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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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柜 / 工具车 / 工具箱包 /

手工工具及检测仪器

工具车

型号 描述 规格 (W*D*H) 抽屉
数量 承重 抽屉配置 单位

F1303 单轨工具车 564*572*700mm 4 80kg 50EA*1、100EA*2、200EA*1mm 辆

F1304 单轨工具车 564*572*850mm 5 80kg 100EA*3、150EA*2mm 辆

F1305 单轨工具车 717*572*850mm 5 80kg 100EA*3、150EA*2mm 辆

F1306 单轨工具车 717*572*1150mm 6 80kg 100EA*3、200EA*2、300EA*1mm 辆

F1307 双轨工具车 564*572*700mm 4 150kg 100VA*3、200VA*2、300VA*1mm 辆

F1308 双轨工具车 564*572*850mm 5 150kg 100VA*3、150VA*2mm 辆

F1309 双轨工具车 717*572*850mm 5 150kg 100VA*3、150VA*2mm 辆

F1310 双轨工具车 717*572*1150mm 6 150kg 100VA*3、200VA*2、300VA*1mm 辆

 ●在工具柜的基础上加装脚轮和顶框，适用于
生产线的组装、维修等工作

 ●配上方向脚轮可灵活移动，轮上的闸可固定
工具车，方便使用

 ●小车顶部有塑胶拉手，防滑台面使工作更加 
方便

 ●全塑一体标签槽，美观，安全

 ●坚固的结构设计和特殊的表面处理，能适应工
厂较复杂的工作环境

 ●装有优质轴承的导轨，保证单个抽屉承受额定
载荷时亦能顺畅开合

 ●抽屉内自由调节的隔板，能使您随意分隔储物
空间

 ●采用国际先进水平锁具，只用一把钥匙就能锁
上所有抽屉，保证物品安全

 ●每个抽屉都可以配备安全的自锁装置，以防抽
屉意外滑出

型号 描述 规格 (W*D*H) 抽屉数量 承重 抽屉配置 单位

F1295 单轨工具柜 564*572*700mm 4 80kg 100EA*2、200EA*2mm 台

F1296 单轨工具柜 564*572*700mm 5 80kg 50EA*2、100EA*1、200EA*2mm 台

F1297 单轨工具柜 717*572*850mm 5 80kg 100EA*1、150EA*3、200EA*1mm 台

F1298 单轨工具柜 717*572*1000mm 6 80kg 100EA*3、150EA*2、300EA*1mm 台

F1299 双轨工具柜 564*572*700mm 4 150kg 100VA*2、200VA*2mm 台

F1300 双轨工具柜 564*572*700mm 5 150kg 100VA*3、150VA*2mm 台

F1301 双轨工具柜 717*572*850mm 5 150kg 100VA*1、150VA*3、200VA*1mm 台

F1302 双轨工具柜 717*572*1000mm 6 150kg 100VA*3、150VA*2、300VA*1mm 台

工具柜

可移动钢制工具车

 ● 带有插销 , 确保移动时抽屉处于关闭状态

 ● 适用于成产现场 , 维修间等场合使用

 ● 移动灵活 , 使用方便 

 ●额定载荷：150kg

 ●颜色：黑色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M9022 ME150 可移动钢制工具车 辆

带抽屉工具车

 ●安全筒式锁装置，更坚固，防盗性能更佳

 ●砂漆表面，抗刮痕，抗溶解，防锈能力强

 ●重型 TPR 双刹脚轮，锁定强劲，耐用，承
重力强，可达 500KG

 ●特殊设计的重型 R 角抽屉把手，拉合方便

 ●双滚珠滑轨设计，有自锁功能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尺寸（mm) 单位
F1206 93-547-23 7 抽屉工具车 676X459X857 个

工具腰包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F0692 95211 4 袋式工具腰包 个

 ●主要承重部位加厚衬垫，防止变形和断裂

 ●腰带长度可调节，适应不同使用者需求

 ●特质加厚防水尼龙布，牢固耐用

 ●加厚镶边，经久耐磨

工具包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L*W*H(MM) 单位
F0703 95184 工具包 17 440*330*300 个

 ●高级防水 600D 涤纶布

 ●防水，经久耐用，携带方便

 ●独特设计，使用方便

 ●不包括包内工具

 ●材料：优质冷轧钢板，经冲压点焊成型

 ●表面粉末喷涂处理

手提工具箱

F2148

搭扣锁紧 提手额载 30Kg

示意图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外形尺寸 (mm) 颜色 净重（kg） 单位
F2148 TBH101 手提工具箱 484*154*165 绿色 2.2 个
F2150 TBC122B 手提工具箱 495*200*290 绿色 5.5 个
F2153 TBD133B 手提工具箱 534*218*287 绿色 8.75 个
F2154 TBP139A 手提工具箱 483*180*178 绿色 3.4 个
F2155 TBP140D 手提工具箱 508*218*241 绿色 5.5 个F2155

F2154

 ●可自由选择配置不同高度的抽屉，充分满足用户的需求

 ●柜体底部垫脚，保护柜体在放置或移动时不受损坏，方便叉车搬运

工业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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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扳手 / 螺丝批 / 钳工工具 /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 L(mm) A(mm) 单位
A1703 87-431-1-23 活动扳手 6 150 19.3 把
A1707 87-435-1-23 活动扳手 15 375 46 把

活动扳手

 ●整体优质高碳钢锻造

 ●钳口经过淬硬、回火处理，夹持强劲

 ●精密螺母，开合自如

 ●通身雾化处理，全面防锈

 ●口径上镭射刻度，便于操作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L(mm) D(mm) 单位

F0775 94-114-23 公制长内六角扳手 4mm 104 24 把

内六角扳手

L

D

 ●采用 S2 高级合金钢制造

 ●硬度达 HRC60 ±2，扭矩比铬钒钢高 20%

 ●细砂丁镍表面处理，美观耐磨

 ●  刀杆采用高性能的铬钒钼合金钢，整体淬火，硬度及韧性均达到最佳状态
更耐用寿命更长，刀头精度高与螺丝配合紧密

 ●并采用软性橡胶 (TPR ）与工程塑料（PP) 双色复合材料，握感舒适

 ●德国原装进口

G 系列双色柄十字型螺丝批

型号 品牌型号 规格（mm） A(mm) B(mm) L(mm) 单位
A2031 57-057-23 45 45 105 325 把

 ● 优质碳钢锻造锤体，强度高

 ● 聚胺脂锤头，软性半透明，恰当的硬度敲击时不会变形、碎裂

 ●锤头可更换，耐敲击、防油、防滑，不可燃

安装锤

 ● 优质高碳钢锻造，加硬钳口处理

 ● 根据人体工学设计的双材料手柄，
使用更舒适

 ● 钳头采用双色处理方式，样式更新颖

 ●超过 ANSI 标准

型号 品牌型号 规格 (") L(mm) A(mm) 单位
A1971 84-412-23 7 180 22.5 把

双色柄斜嘴钳

 ●本品采用 CR-V 铬钒钢锻造

 ● 刃口经特殊高频淬火处理，剪
切力高

 ● 按人体工学设计的专利 TPR
材料手柄，舒适耐用，并可对
Ø1.2mm的电线进行剥线

型号 品牌型号 规格 (") 全长 mm 最大剪切能力 mm 单位
A1952 70123A 6 166±2 铁丝 Ø1.5, 铜丝 Ø2.6 把

专业日式圆腮尖嘴钳

 ●本品采用 CR-V 铬钒钢锻造

 ● 刃口经特殊高频淬火处理，剪切力高

型号 品牌型号 规格 (") 全长 mm 最大剪切能力 mm 单位
A1953 70221A 5 136±2 铁丝 Ø1.2, 铜丝 Ø2.0 把

专业日式斜嘴钳

 ● 按人体工学设计的专利 TPR 材料手柄，舒适耐用，并可对 Ø1.2mm的电
线进行剥线

 ● 符合 ANSI 及 QB ／ T2441.1-1999 标准

 ● 优质高碳钢锻造，加硬钳口处理

 ● 根据人体工学设计的双材料手柄，使用
更舒适

 ● 钳头采用双色处理方式，样式更新颖

 ●超过 ANSI 标准

型号 品牌型号 规格 (") L(mm) A(mm) 单位
A1968 84-402-23 6 165 51.5 把

双色柄尖嘴钳

铝合金管子钳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L（MM) 净重 KG 单位
F0523 70825 铝合金管子钳 14" 350 0.92 把

 ●铝合金手柄的重量只有普通管钳手柄重
量的三分之一

 ●铝合金手柄采用特殊合金元素配方，扭
距大，完全满足您所有工作场合的要求

 ● 最适合于抛光过的管道

 ●使用坚韧耐用的尼龙带来夹紧管道

 ●有两种型号用于塑胶管

 ●聚氨酯涂层的带子可以保护管道表面

带钳

型号 描述 手柄长度 带子长度 带子宽度 普通管夹管能力
（通径）

薄壁管夹管能力
（外径） 单位

A2161 2 型  带钳 113/4" 300mm 24" 600mm 11/8" 30mm 2" 60mm 51/2" 135mm 把

型号 品牌型号 规格 (mm) L(mm) 杆径 (mm) 单位
A1806 63608 #0×80 167 3 把
A1808 63610 #0×150 237 3 把
A1809 63611 #1×80 188 4.5 把

 ●圆腮设计增加了绞线功能

 ●  符合 ANSI 及 QB ／ T2442.3-1999 标准

工业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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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具刀 /

 ● 锌合金刀身，表面烤漆，重心前倾设计，使用更方便、更省力

 ●大内腔设计，体内可存储 5 片梯形刀片

 ● 请选用世达 93434A、93435A 日本进口 SK2 材料刀片，锋利、耐用，使
用寿命延长 30%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B0099 93441 通用实用刀 把

*本品属易耗品，不属于世达终身保用范围

通用实用刀（内附 5 片刀片）

型号 品牌型号 规格 (") 刀片宽度 (mm) 长度 (mm) 单位

B0104 10-189-81 5-5/8 19 144 把

自动回复式通用割刀

 ● 松开按钮，刀片自动缩回壳内，安全可靠，圆头刀刃，安全

 ● 适用于高频率作业和安全性要求高的地方

 ●金属护鞘，塑胶刀身，坚固耐用

 ●刀片可以分段使用，延长寿命

 ● 前端金属鞘可以充分保护刀片，使用安全

 ●10-409-22带卡夹，方便携带

 ●内存一片刀片

型号 品牌型号 规格 (") 刀片宽度 (mm) 长度 (mm) 单位
B0111 10-409-22 5-3/8 9 130 把

9MMDYNAGRIP 割刀

型号 品牌型号 刀片厚度 (mm) L(mm) H(mm) 单位
B0119 11-300T-22 0.55 92 9 10 片 /包

壁纸刀替换刀片

迷你型薄管割刀

 ● 适合于在狭窄的空间操作，用于切割小尺寸的软硬铜管、铝管、黄铜管和
塑料管；旋转滚柱上凹槽设计易于切割喇叭管口

 ● 坚固轻便的刀身，大尺寸的旋钮便于进刀，使切口平整

型号 描述 标配刀片型号 割管能力 单位"（通径） mm（外径）
A2175 101 型薄导切管器 A2174 1/4  - 1

1/8 6 - 28 把
A2176 101 型薄管切管器 A2174 1/8  - 

5/8 3 - 16 把

PVC 管子割刀 42MM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F0655 97304 PVC 管子割刀 42MM 把

 ●最大切割范围：42MM

 ●专用于切割 PVC 管子

 ●热处理不锈钢刀片，可延长工具使用寿命

 ●工作面长度 :70mm

 ●粒度 :150 目

5 件套金刚石锉刀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圆杆直径 X 全长） 单位
F1232 22-326-23 5 件套金刚石锉刀 5 x180mm 套

 ●齿口为高速钢．齿身为优质弹簧钢．经电子束焊接而成，弹性优越。锯齿
强劲、锐利、切割流畅、韧性佳

 ●每 1 件为一销售单位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L 单位
A2037 93406 双金属柔性锯条 18 齿 12″ 把

*本品属易耗品，不属于世达终身保用范围

双金属柔性锯条

工业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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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花钻 / 卷尺 / 游标卡尺 /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F1945 214016 麻花钻 DIN 338 1.6 mm 1.6 mm 个

 ●高速钢磨制，钻头含有重型高速钢，具有更好的中心定位性

麻花钻

型号 品牌型号 尺长 L( 尺带宽 ) 单位

B0127 91341 3.5m 19mm 个

*本品属易耗品，不属于世达终身保
用范围

凯钛系列不锈钢钢卷尺

 ● 尺带采用高级钢材，尼龙披覆耐磨
处理，强力弹簧使尺带伸展自如

 ● 高级不锈钢防护尺壳，强度高，耐
碰撞，包覆软性橡胶握持舒适稳定

 ● 卷尺尺钩有自动归零设置，以确保
无论测量内部或外部均从零开始

 ● 尺带采用高级钢材，尼龙披覆耐磨处
理，强力弹簧使尺带伸展自如

 ●尺壳采用高强度 ABS 塑料

 ● 卷尺尺钩有自动归零设置，以确保无
论测量内部或外部均从零开始

型号 品牌型号 尺长 (m) L( 尺带宽 mm) 单位

B0184 91334 5 19 把

凯锋系列橡塑型钢卷尺

*本品属易耗品，不属于世达终身保用
范围

型号 品牌型号 尺长 (m) L( 尺带宽 mm) 单位
B0189 91363 50 13 把

凯丽系列长纤维卷尺

*本品属易耗品，不属于世达终身保用
范围

 ● 尺带采用高级玻璃纤维，印刷清晰易
读，耐磨损

 ● 玻璃纤维尺带具有绝缘性，可用于电
器工程

 ●尺壳采用高强度 ABS 塑料

型号 品牌型号 尺长 L( 尺带宽 mm) 单位
B0200 91323 7.5m/25FT 25 把

凯锐系列制钢卷尺

*本品属易耗品，不属于世达终身保用范围

 ●尺带上同时标注与英制刻度，应用广泛

 ● 尺带采用高级钢材 . 表面喷涂黄色哑光
漆，强力弹簧使尺带伸展自如

 ●尺弓探用高强度 ABS 塑料

 ● 卷尺尺钩有自动归零设置，以确保无论
测量内部或外部均从零开始

型号 品牌型号 尺长 (m) L( 尺带宽 mm) 单位
B0177 91311 2 13 把

凯锐系列钢卷尺

 ● 尺带采用高级钢材，表面喷涂白色
哑光漆，强力弹簧使尺带伸展自如

 ●尺壳采用高强度 ABS 塑料

 ● 卷尺尺钩有自动归零设置，以确保
无论测量内部或外部均从零开始

*本品属易耗品，不属于世达终身
保用范围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B0175 70115-S 25 片塞尺 - 公制 个

25 片塞尺 - 公制

 ●通用型塞尺，金属壳保护，专门为
汽修行业设计

 ●25 种尺寸，0.04mm-1.00mm

 ●尺寸：0.04-1.00mm

 ●重量：0.125kg

型号 品牌型号 测量范围 (mm) 分度值 (mm) 精度 (mm) 单位
B0207 91521 0-150 0.02 ±0.03 把
B0203 91522 0-200 0.02 ±0.03 把

表盘式游标卡尺

*本品不属于世达终身保用范围

 ●采用不锈钢制造 , 测量读数
方便直观

 ●指示表机芯具有防震性能

 ●具有外圈锁紧装置

B0207

工业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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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器测量 / 工业温湿度计 /

温湿度检测仪

测量功能和测量指标
 ● 测量温度：-20° C 至 60° C；分辨率 0.1° C；
0-45° C 时精确到 ±5° C，其他 ±1° C

 ● 测量相对湿度：5 至 95%；分辨率 1%；准确度
±2.5%RH（10 至 90%RH）

 ●测量湿球温度：-20 至 60° C

 ●测量露点温度：-50 至 60° C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D0275 F971 温湿度检测仪 台

*具体参数请详见网站：www.seton.com.cn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F2908 VR40 多功能带红外测温测电笔 台

 ●笔式造型，外观精致，携带方便 

 ●非接触电压测试器，探测灵敏度可调，带红外测温和
照明功能是供暖和空调系统专业人员确定线圈发热，
或检测电机电流过载，导线连接接线盒等场合温度、
电流监控的理想工具 , 符合美国 FCC 标准

 ●红外测定精度 : ＞ 0° 时，±2° C 或者读数的 
±1%，取最大值；＜ 0° 时，±2.5° C

 ●红外发射率设定： 0.95 固定 ; 红外传感器光谱范围：
8 ~ 14μm;非接触式探测距离：最远距离 6.2mm

多功能带红外测温测电笔

USB 式温湿度记录仪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温度范围 温度精度 湿度范围 湿度精度 单位

F3478 HT20 USB 式温湿度记录仪 -20~+70℃ ±0.4℃ 0~100%RH ±3% 个

 ●其格栅式的设计能够使传感器充分接触被测量环境，反应十分迅速

 ●自动记录存储温湿度值

 ●一体机 USB 接口，无需数据线即可直接连接电脑获取数据

 ●可以设置报警值上限线，在记录过程中，如有超标，仪器屏幕上面会有
三件箭头指示报警

 ●软件操作界面简单，仅有启动、停止保存以及分析三个选项

 ●软件可以导出曲线图、图片、以及数据 Excel 表格形式用于分析

 ●软件界面具有调整功能、可以随意的放大缩小、对于刻度可以设置自己
需要的区间以及图片的大小

 ●LCD 屏幕显示

 ●可自动同步电脑时间

 ●一键导出功能，将数据导成 Excel 文档

 ●支持 GPP, DP, Temp. RH% 功能

 ●数据存储：32000 条

 ●尺寸：132×28×51mm

USB 式温湿度记录仪 ( 带红外非接触测温功能 )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温度范围 温度精度 湿度范围 湿度精度 单位

F3479 HT50 USB 温湿度记录仪（带非接触测温功能） -20~+70℃ ±0.4℃ 0~100%RH ±3% 个

 ●其格栅式的设计能够使传感器充分接触被测量环境，反应十分迅速

 ●自动记录存储温湿度值

 ●一体机 USB 接口，无需数据线即可直接连接电脑获取数据

 ●可以设置报警值上限线，在记录过程中，如有超标，仪器屏幕上面会有
三件箭头指示报警

 ●软件操作界面简单，仅有启动、停止保存以及分析三个选项

 ●软件可以导出曲线图、图片、以及数据 Excel 表格形式用于分析

 ●软件界面具有调整功能、可以随意的放大缩小、对于刻度可以设置自己
需要的区间以及图片的大小

 ●带 LCD 显示屏，红外测温功能，存储数据可导入到电脑分析

 ●距离系数（红外）：D:S=2:1

 ●手持式 ,LCD 显示

 ●数据存储：32000 条

 ●尺寸：125×43×24mm

 ●重量：约 200g

笔式数显温湿度计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温度范围 湿度范围 单位

F3482 ETP117 笔式数显温湿度计 -10~+50℃（分辨率 0.1） 20~90%RH（分辨率 1%） 个

 ●是一款数字式多功能温湿度计，用于测量实时温度和相对湿度，同
时具有华氏 / 摄氏温度切换、记录最高 / 最低温度和相对湿度等功
能，是一款使用方便、设计人性化的产品

 ●工作温度：-10 ~ +50℃

 ●存储温度：-10 ~ +60℃

 ●采样周期：10 秒

 ●尺寸：138×27×19mm

 ●重量：38g（含电池）

 ●适用于食品储运、各种建筑、办公场所、档案管理、温室及各种实验室、
车间等工业、农业、林业及畜牧业的应用等环境的温度湿度测量

工业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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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温湿度计 /

数字多功能数显温湿度计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温度范围 湿度范围 单位

F3480 ETP101 数字多功能数显温湿度计 -10~+50℃ 20~90%RH 个

 ●大屏幕显示

 ●实时温度和相对湿度变化显示

 ●相对湿度及舒适度显示功能

 ●日期，时间显示功能　

 ●１２／２４小时制，带闹钟

 ●摄氏度 / 华氏度转换

 ●温度测量范围：-10 ~ +50℃

 ●温度分辨率显示：0.1℃

 ●温度测量精度：±1℃

 ●湿度测量范围：20 ~ 90%RH

 ●湿度分辨率显示：1%

 ●取样周期：10 秒

 ●尺寸：108×101×23mm

 ●重量：130g

数显多功能温湿度计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温度范围 湿度范围 单位

F3481 ETP110 数显多功能温湿度计（含露点温度，带报警） -10~+60℃（分辨率 0.1） 20~95%RH（分辨率 1%） 个

 ●数字式多功能温湿度计。它具有湿度报警功能，当湿
度超出预设的上限或下限时，仪器将发出报警，仪器
外带有一个温湿度探头，它可被安放在仪器的一侧或
放到所需的待测位置。仪器可挂在墙上，也可放置在
任意平面上。

 ●摄氏度 / 华氏度转换

 ●最大值、最小值

 ●温度，湿度，露点温度

 ●探头测量温度范围：-10 ~ +60℃

 ●露点温度范围：-29 ~ +59℃

 ●精度：温度 /±1℃

 ●湿 度 /±5%（25% ~ 85%RH， 0 ~ 
+50℃范围内），露点 /±2℃ @20 ℃

 ●报警功能　：是

 ●测量时间：约 3 秒 1 次

 ●尺寸：15×114×66mm

 ●重量：145g

防溅水型数显温度计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温度范围 精度 单位

F3487 EM502C 防溅水型数显温度计 -50~+300℃ ±1℃ 个

 ●快速反应刺入式数字显示温度计，大屏幕数字显示，易
于读取， 华氏度 / 摄氏度切换， 最大 / 最小值记忆，

 ●数据保持，自动 / 手动关机，可设置温度报警

 ●适用于食品生产、加工农业、园艺及冷暖空调方面的应
用及空气、液体或柔软介质的测量

 ●温度测量范围：-50 ~ +300℃

 ●精度：-50 ~ 0℃时，±（5% 读数 +15 位）

             0 ~ 199.9℃时，±（1% 读数 +10 位）

             200 ~ 300℃时， ±（2% 读数 +5 位）

 ●刺针长度：160mm

 ●重量：约 155g（含电池）

防水型折叠式刺入式温度计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温度范围 精度 单位

F3491 PT301M 防水型折叠式刺入式温度计 -50~+300℃ ±1℃ 个

 ●快速反应刺入式

 ●大屏幕数字显示，易于读取

 ●最大 / 最小值记忆

 ●带数据保持功能

 ●Reset 自动复位

 ●适用于食品生产、加工，农业，冷藏食品、
厨房、超市等液体、柔软介质中心温度快
速检测

 ●温度测量范围：-50 ~ +300℃

 ●精度：±1℃

 ●探针长度：1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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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型快速反应数显式温度计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温度范围 精度 单位

F3489 DWS350SSQ 专业型快速反应数显式温度计 , 防水型 -40~+232℃ ±1℃ 个

 ●坚固的不锈钢结构，坚固耐用

 ●带校准按钮

 ●防水，防污型

 ●最大／最小值记录保持

 ●快速响应

 ●温度测量范围：-40 ~ +232℃

 ●精度：±1℃

 ●刺针长度：76mm

 ●电池：LR44 × 1 节（标配）

快速反应数显式温度计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温度范围 精度 单位

F3490 DPT301FC 快速反应数显式温度计 -40~+150℃ ±1℃ 个

 ●快速反应刺入式数字显示温度计

 ●大屏幕数字显示，易于读取

 ●不锈钢探头

 ●华氏度 / 摄氏度转换

 ●温度测量量程 : -40~150℃ (-40~302 ℉ )

 ●温度测量精度 : ±1° C(±1.8 ℉ )

 ●探针长度 : 115 m

 ●电池类型 : LR44 （1 节）

 ●质保期 : 1 年

高温专业型刺入式温度计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温度范围 精度 单位

F3488 DT310LAB 高温专业型刺入式温度计 -50~+150℃ ±1℃ 个

 ●快速反应刺入式数字显示温度计

 ●数字显示，易于读取

 ●华氏度 / 摄氏度转换

 ●不锈钢探头

 ●适用于液体、松软物体、食品、厨房、超级市场、
餐饮、园艺及冷暖空调方面等的温度快速测量。

 ●温度测量范围：-50 ~ +150℃

 ●精 度：±1℃ -30 ~ 120 ℃ 时， 
其他温度，±2℃

 ●刺针长度：213mm

 ●响应时间：1 秒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温度范围 湿度范围 单位

F3483 A600FC 高温型指针式温湿度计（银色） 0~+120℃（分辨率 0.1） 0~100%RH 个

F3484 B600FC 高温型指针式温湿度计（金色） 0~+120℃（分辨率 0.1） 0~100%RH 个

 ●双金属感应片温湿度测量仪，不锈钢外壳，方便挂在墙上，广泛用于医疗机构、科研
实验室、档案资料室、机房、厂房车间、仓库等对环境温湿度有严格要求的场所

 ●安装方法：壁挂式

 ●尺寸：140mm( 直径 )×28mm( 厚 )

 ●重量：312g

高温型指针式温湿度计

 ●适用于液体、半固体、松软物体、食品、厨房、超市、餐饮等领域的中心温度
快速检测。

/ 工业温湿度计 / 工业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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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测量风速 0.4 至 25.00 米 /秒 ,0.01 米 /
秒分辨率 , 精度 ±2%

 ● 测量风温 0 至 50° C,0.1° C 分辨率 ,
精度 ±0.8° C

 ● 测量风量 0.01 至 99.99 立方米 /秒 , 面
积 0 至 9.999 平方米 , 分辨率 0.001

 ●质保期限 1 年

叶轮式风速计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D0258 F925 叶轮式风速计 台

*具体参数请详见网站：www.seton.com.cn

 ● 光学（非接触）测量转速：1 至 99999转 /分

 ●接触测量转速：1 至 19999转 /分

 ●光学传感距离：500mm

典型应用
 ● 无需停机，即可通过转速的变化来判断电机、
轴承等工作是否有异常

转速计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D0259 F931 转速计 台

* 具体参数请详见网站：www.seton.com.cn

激光测距仪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D0261 F416D 激光测距仪 台

 ●采用最先进的测距技术 ,快捷、准确、耐用、易用，对准后就能测量。设计简单，使用方便，
一键式操作，测量速度快减少估算错误 , 节省时间和金钱

 ●采用最先进的激光测距技术

 ●一键式操作 , 按动按钮即可开始测量

 ●采用高光亮激光 , 容易瞄准

 ●自动断电 , 电池使用时间更长

*具体参数请详见网站：www.seton.com.cn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温度范围 精度 单位

F3485 FT80H 冰箱冷库悬挂式湿度计 -40~+27℃ ±1℃ 个

 ●可以悬挂在冰箱内检测冰箱内部温度，广泛用于家庭和冷库及工业制冷工
业，可永久挂在冷冻设备内任何位置。

 ●温度测量范围：-40 ~ +27℃

 ●精度：±1℃

 ●尺寸：32 × 121 × 19mm

 ●重量：53g

冰箱冷库悬挂式湿度计

/ 工业温湿度计 / 测距仪 / 风速计 /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温度范围 精度 单位

F3486 FT80R 冰箱冷库指针式湿度计 -29~+27℃ ±1℃ 个

 ●采用进口双金属材料制作的用于冰箱和制冷箱的温度计（-29 至 
27° C），SS304 不锈钢外壳材料，清洁安全，广泛用于家庭 , 餐饮，冷
库和制冷工业。

 ●精度：±1℃

 ●尺寸：直径 51mm

 ●重量：45g

冰箱冷库悬挂式湿度计

工业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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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F2853 RHMG650 多功能环境测量仪 185 × 72 × 36mm 台

 ●带接触式和非接触式测量功能

 ●测量参数 : 环境温度，相对湿度，绝对湿度，利用接触式探针测相对湿度，露点，大气压力，蒸汽压，用于
环境舒适度测量、设施维修和暖通空调系统等监测的理想工具。

 ● 精度 : 温度 / 2°C（±3.6°F） 湿度 /11 ~90% 相对湿度，±2.5%；余湿度，±3% 相对湿度量程：0 ~100%;
绝对含湿量范围：0.5 ~ 240mg/m3;相对 / 绝对含湿量量程：0 ~ 99.9%

 ●非接触式测量深度：19mm（0.75 in.）; 接触式测量精度 / 分辨率：±3%/0.1%; 测量探针长度：10mm（3/8 
in.）

 ●露点量程：-60°~ + 60°C（-76° ~140° F）; 大气压量程：30 ~120 kPA; 蒸汽压量程：0 ~ 20.0 kPA

 ●取样频率：2X/sec; 数据存储：20 组读数 ; 自动关机功能：30 分钟无操作 ; 电池使用寿命： 6 到 8 周（每
天使用 4 小时）

 ●重量：175g（不含电池）

多功能环境测量仪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F2852 DCS950 掌中宝型可视管道内窥镜 136mm×73mm×39mm 台

 ●整机防水、防尘、抗冲击

 ●身材坚固小巧，功能强大

 ●2.7 寸屏幕，9mm 直径，图像清晰

 ●探头可藏于机身内，携带方便

 ●用于人眼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场所的检查和观察，如机械维修，管道目视检
测等

 ●独特“掌中宝”设计让您可以随身携带能够让您方便的对无法到达的地方
进行目视检查，轻松探测复杂狭窄黑暗的区域，发现问题点

 ●规格参数：视场角 60 度、镜头焦距 ：50mm，可视距离 ：2.5cm-30cm，
镜头外径 ：9mm，管长度 ：60cm，图像显示： 2.7″ TFT/LCD

 ●LCD 分辨率 320×240 像素、图像旋转 180°、图像放大 1.0 ~ 4.0 倍

 ●软管镜头防护等级： IP67，照明光源 ：4 个超高亮度白光 LED

 ●主机重量 ：约 250g（不含电池）

掌中宝型可视管道内窥镜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F2907 DAF3009 迷你型叶轮式风速仪，可测温湿度 台

 ●小巧，灵敏，易用。80 ～ 5910FPM, 广泛应用于制冷、暖通、通风管道、
环境监测以及天气预报、野外作业的测量和数据采集。迷你叶轮，可测量
狭小空间

 ●高精度， 可计算风量

 ●同时测量温度、湿度、露点温度

 ●高精度， 可计算风量

 ●量程范围：温度测量范围  0℃～ 50℃；风速测量范围  0.4 ～ 30.0m/
s(80 ～ 5910ft/min)

 ●测量误差范围：温度误差  ±1.2℃；风速误差  ±(3% +0.2m/s), ±(3% 
+40ft/min)

 ●分辨率：温度   0.1℃；风速   0.1m/s(1ft/min)

 ●风速响应时间   <2 秒；背光熄灭时间   15 秒左右；自动关机时间   5 分钟
左右

 ●工作电流   背光亮时 <10mA       无背光时 <3mA

 ●电源供应   CR2032

迷你型叶轮式风速仪

/ 风速计 / 环境测量仪 / 工业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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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F2910 MGD904 便携式高精度四种可燃气体检测仪 带报警功能 116x66x31mm 台

 ●高精度便携式多气体检测警报仪： 天然气， 
一氧化碳， 氧气，硫化氢

 ●可测检测四种气体

 ●高精度

 ●测量气体种类：甲烷、一氧化碳、 氧气、硫
化氢

 ●气体量程：甲烷：0 ~100% LEL ( 爆炸下限 ) 
一氧化碳：0 ~1000 ppm

 ●报警功能 ：声、光、振动报警

 ●电池及工作时间：约 8 小时

 ●重量：200g

 ● 外形尺寸 ：116x66x31mm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规格 单位
F2909 CGD900 便携式高精度多种可燃气体检测仪 带报警功能 349x254x83mm 台

 ● 测量气体种类 : 获得 MSHA 认证

 ●气体量程 : 相对浓度测量，高灵敏度

 ●报警功能 : 声音报警

 ●电池及工作时间 : 约 20 小时

 ●重量 : 907g

 ●可测检测超过二十种气体

 ●数字式显示测量值，带自动校准功能

 ●有煤安证，可测检测甲烷、丙烷、乙烷、丁烷、氢气、乙烯、乙醇、异丁
烷、NOL、汽油、乙炔、甲基醚、氨、硫化氢、工业溶剂、苯、醇、丙酮、
甲苯、二甲苯等气体，数字式显示测量值，带自动校准功能。测量灵敏度：
低至 5ppm（甲烷）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F2912 10161487 天鹰 2X CO 检测仪 台
F2913 10162581 天鹰 2X H2S 检测仪 台

天鹰 2X

 ●使用寿命大于 4 年，质保最长可达三年含传感器（CL2/NH3 传感器两年），无传感器更换费用

 ●一个气体检测仪可检测 2 种气体，无需配备两个检测仪（仅适于天鹰 2XT）

 ●日常快速测试时，吹气即可完成，无需标气和标定附件，随时随地可以测试检测仪，省时、省料提高效率（仅
适于天鹰 2XP）

 ●检测、测试时响应速度快，标定气体耗用量低，节省标定气

 ●外壳设计橡胶包裹，防静电、抗干扰，使用检测仪时更稳定

 ●检测仪可通过 7.6 米跌落测试（水泥地面），从容应对苛刻环境

 ●IP67 防护等级，防水、防尘

 ●单一按键，戴手套也可以轻松操作

 ●带背光大屏幕显示屏，各种状态轻松识别

 ●体积小巧，便于佩戴

 ●内置高能锂电池，最长待机时间可达 18 个月

/ 气体检测 / 

 ●气体检测仪是一种气体泄露
浓度检测的仪器仪表工具

 ●气体检测仪包括：便携式气体
检测仪、手持式气体检测仪、
固定式气体检测仪等。主要利
用气体传感器来检测环境中
存在的气体种类，气体传感器
是用来检测气体的成份和含
量的传感器。

工业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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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气体检测仪

多种有毒气体检测仪

天鹰免维护型有毒气体检测仪

CJ325

天鹰 4X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量程 单位

D1521 10118140 LEL/O 2/CO LEL:0-100% O 2:0-25vol% /CO:0-999ppm 台

D1522 10118162 LEL/O 2/H2S LEL:0-100% O 2:0-25vol% /H2S:0-200ppm 台

D1523 10118138 LEL/O 2 LEL:0-100% O 2:0-25vol% 台

B0325 10150031 采样泵 — 台

 ●多功能气体检测仪可同时检测氧气 (O2)、硫化氢 (H2S)、一氧化碳 (CO) 和可燃气体 (LEL)

 ●动作报警：当检测仪在 30 秒内没有检测到任何动作信号时，预报警即被激活，如 10 秒钟内依然没有接收到动作信号，
检测仪将启动跌倒报警信号

 ●持久耐用：防护等级为 IP67，可以承受 3 米跌落试验，加厚橡胶外壳，严密的密封圈很好的对水和灰尘进行防护

 ●量程：LEL：0-100% 

 ●分辨率：LEL：1% 

 ●可同时检测六种气体；

 ●更为灵活的传感器配置，满足更多气体检测需求；

 ●有文菜单显示，且有多国语言设置；

 ●屏幕可选黑白或彩色，按键易于操作；

 ●电池运作时间长达 20 小时；

 ●IP 65 防护，能经受 3 米跌落测试；

 ●MSA 独有传感器寿命到期前提示；

 ●MSA 专利“跌倒报警”和“立即报警”功能；

 ●基于 Alpha个人网络的通讯功能。

 ●获得认证：美国 / 加拿大 ETL ，加拿大 CSA ，MSHA ，ATEX Directive 94/9/EC ，ANZEx Australia/New Zealand - Test 
Safe Australia，IECEx - Test Safe Australia

 ●制造工厂已通过 ISO9001 体系认证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单位

F2914 10125233 天鹰 5X 检测仪 LEL/O2/CO/H2S 台

天鹰 5X

 ●两年的免维护期，大大节省您在气
体检测上的费用支出

 ●强大防水防尘性能，防护等级达到
IP67

 ●出色的防电磁波干扰性能

型号 品牌型号 描述 量程 单位

F3018 8240000 天鹰免维护型 CO 0-500ppm 台

F3018 8241014 天鹰免维护型 H2S 0-100ppm 台

F3019 8241015 天鹰免维护型 O2 0%-25%vol 台

 ●免维护期内无需更换传感器及电池

 ●操作简单，无需任何培训

 ●内置数据记录功能

 ●声光和震动三重报警

/ 气体检测 / 工业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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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mm复合台面，承载 1000 公斤
 抽屉配置 4 个抽屉：75/125/150/250mm
 单柜工作台，为工厂组装、生产、维修、操作等工作而专门设计

 桌面经特殊处理，具有防腐、抗冲击力强等特性 , 多种桌面的选择，可配
合不同的使用要求

 所配置的抽屉、柜门方便使用者存储工具。桌角上预留电源孔，方便安装
电源插座

型号 描述 规格 （W*D*H） 配件 单位
F1317 单柜工作台 1500*750*800mm 配 411*572*700落地柜，抽屉：100EA*2、200EA*2 台
F1318 单柜工作台 1800*750*800mm 配 564*572*700落地柜，抽屉：100EA*2、200EA*2 台
F1319 单柜工作台 2100*750*800mm 配 564*572*700落地柜，抽屉：100EA*2、200EA*2 台

 桌面采用 50mm厚的复合台面，承载 1000 公斤，桌上配 450mm方孔和
百叶挂板各一块，带等顶板，灯罩

 采用标准型工具柜，加装工具柜后能更合理的利用空间，存放并保护工具

 桌面平坦，经长期使用绝不变形，可直接在工作台上加装台钳

 桌上配 1000mm立柱、450mm高方孔、百叶（含一开九孔组合插座）、
LED 三防灯照明系统一套

型号 描述 规格 （W*D*H） 单位
F1321 带挂板重型工作台 1 1500*750*800+1030mm 台
F1322 带挂板重型工作台 2 1800*750*800+1030mm 台
F1323 带挂板重型工作台 3 2100*750*800+1030mm 台

重型工作台

型号 描述 规格 （W*D*H） 承载 单位
F1311 重型工作台 1500*750*800mm 1000kg 台
F1312 重型工作台 1800*750*800mm 1000kg 台
F1313 重型工作台 2100*750*800mm 1000kg 台

 桌面采用 50mm厚的复合台面，承载 1000 公斤，抽屉配置 2 个抽屉：
75/125mm

 吊柜工作台，为工厂组装、生产、维修、操作等工作而专门设计

 桌面经特殊处理，具有防腐、抗冲击力强等特性 , 多种桌面的选择， 可配
合不同的使用要求

 所配置的抽屉、柜门方便使用者存储工具。桌角上预留电源孔，方便安装
电源插座

型号 描述 规格 （W*D*H） 配件 单位
F1314 吊柜工作台 1500*750*800mm 配一只 411*572*300高吊抽：100EA*2 台
F1315 吊柜工作台 1800*750*800mm 配一只 564*572*300高吊抽：100EA*2 台
F1316 吊柜工作台 2100*750*800mm 配一只 564*572*300高吊抽：100EA*2 台

/ 工作台 /

型号 描述 载重 台面高度范围 单位
D0020 可调工作平台 150kg 510-700mm 台
D0021 可调工作平台 150kg 720-1070mm 台

可调工作平台

 人体工程学设计可以选择你适当的工作高度和角度

 台面高度从510-700mm或720-1070mm，适合于模具，
配件等安装

 轻便，可移动，全钢结构

 台面可以设置为不同的高度以及一定的倾斜角度

 配有安全杆的可伸缩的轴保证了你
想要的高度

 四个万向轮使工作平台极易操作

 平台的可调角度为 0-40˚

 桌面采用 50mm厚的复合台面

 标准工作台，为工厂组装、生产、维修、操作等工作而专门设计

 桌面经特殊处理，具有防腐、抗冲击力强等特性 , 多种桌面选择

 所配置的抽屉、柜门方便使用者存储工具。桌角上预留电源孔，方便安装
电源插座

单柜工作台

吊柜工作台

带挂板重型工作台

工业辅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