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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潮公司是专门从事电子天平、珠宝秤、脂肪秤、
体重秤、厨房秤 生产和销售的专业公司 , 拥有技术全面
开发设计能力超前的工程人员 , 强有力的销售人员和高
素质的管理人员 . 花潮在“以人为本”、“以德为先”
的创业宗旨和“诚信、创新、务实、让利顾客”的经营
理念的引领下，经过奋力拼搏，花潮今天已发展成为具
有现代化设备、综合设施配套齐全的家用衡器企业。产
品不仅畅销国内市场，更是远销美国、意大利、英国、
德国、日本、香港、台湾等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深
受国内外客户的一致好评。站在新世纪的起点 , 顺应时
代的需求 , 愿把客户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 不断扩展业务

范围 , 生产客户所满意的产品 . 兢兢业业 , 精益求精 . 成
为各界所信赖的 , 为全球作出更大贡献的先锋企业而不
懈努力。

花潮简介 企业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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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力

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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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SHOP
SITE

CERTIFICATE
OF HONOR

　　花潮公司拥有先进齐全的
生产设备，专业技术人员，充
足的原材料和配件储备，结合
科学的管理机制。我们的目标
是以快速的时间为客户提供优
势的产品。

( 车间现场 )

装配线

调试线 测试线

产品老化

产品老化



最大称量      分度值   
     3kg              0.1g      
     6kg              0.2g      
     15kg            0.5g      
     30kg             1g        
毛重：4kg
净重：3.5kg
面板材质：不锈钢材质秤面
产品尺寸：320*300*9mm
供电方式：内置蓄电池、交直流供电
计数指标：
1、内置可充电蓄电池（直流 4v/4Ah），交直流两用，充电可开机使用
2、开机自动置零、零点自动跟踪
3、单重设定、数量设定、去皮、累计、清除功能
4、电源：外带 DC9V、500mA 便携充电器或内置 AC9V 交流变压器
5、工作温度：0-40 度；相对工作湿度：小于等于 85/100RH

一、工业精密衡器 一、工业精密衡器

型号：
ACS30 计数

型号：
ES07B

最大称重    分度值
    20g           0.001g
    30g           0.001g
    50g           0.001g
整机重量：130g
显示方式：白色背光 LCD 屏
脚垫：弹性体 TPU
待机时长：301 天
整机尺寸：130*75*40mm
电源：3 节 7 号电池
供电方式：7 号电池或 USB 供电
托盘尺寸：40mm
秤盘尺寸：38*38mm
机身材质：ABS 材质

最大称量               分度值          砝码          秤盘大小               最小称重
300g（圆盘）       0.01g           200g          直径 110mm       0.05g
500g（圆盘）       0.01g           500g          直径 130mm       0.05g
600g（圆盘）       0.01g           500g          直径 130mm       0.05g
1000g（圆盘）     0.01g           500g          直径 130mm       0.05g
2000g（圆盘）     0.01g           500g*2      直径 130mm       0.05g
3000g（圆盘）     0.01g           1000g*2    直径 130mm       0.05g
100g（圆盘）       0.001g          50g            直径 80mm          0.005g
200g（圆盘）       0.001g          100g          直径 80mm          0.005g
300g（圆盘）       0.001g          200g          直径 80mm          0.005g
300g（圆盘）        0.1g               无              直径 110mm        0.5g
600g（圆盘）        0.1g               无               直径 130mm       0.5g
1200g（方盘）      0.1g               无               178*158mm        0.5g
2000g（方盘）      0.1g               无               178*158mm        0.5g
3000g（方盘）      0.1g                无              178*158mm        0.5g
6000g（方盘）      0.1g                无              178*158mm        0.5g
10kg（方盘）        0.1g                无               178*158mm        0.5g
单位：克拉、盎司、磅、克、千克
产品供电：220v
预热时间：180s
稳定时间：小于等于 8s
待机时长：301 天
传感器：电磁平衡传感器
产品尺寸：240*195*75mm
线性误差：正负 0.3g
操作温度：5-35 度
计数功能（取样数：1/10/20/50/100）
称量去皮
自动校准功能（外校）
水平调整脚
过载报警
ABS 外壳和防风罩（可拆卸）
不锈钢秤盘
LCD 液晶显示屏

型号：
es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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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精密衡器 一、工业精密衡器

最大称重        分度值     最小称重   砝码
    100g            0.01g        0.05g          100g
    200g            0.01g        0.05g          100g
    300g            0.01g        0.05g          100g
    500g            0.01g        0.05g          100g
    600g            0.01g        0.05g          100g
   1000g           0.1g          0.5g            100g
单位：g/oz/ozt/dwt/ct/gn
重量：88.4g
尺寸：120*67*17.5mm
显示屏：LCD 绿色背光显示
电池规格：2 节 7 号电池
供电方式：电池或 USB 供电
秤面材质：不锈钢金属拉丝
外壳材质：ABS 材质

最大称重    分度值
500g             0.1g
500g             0.01g 
50g               0.001g
单位转换：G/OZ/OZT/DWT/CT/T/GN
产品材质：ABS 外壳 + 不锈钢秤盘
供电方式：2 节 7 号电池
产品尺寸：138*90*70mm
显示器：LCD 高清液晶显示
标配后置水平仪
水平防滑克调节秤脚
开机自检功能

型号：
es08b

型号：
ES09B

型号：FA2004
最大称量    分度值      秤台尺寸     预热时间     误差      赠送砝码
100g        0.0001g     直径 75mm     30 分钟       0.0003g   100g
200g        0.0001g     直径 75mm     30 分钟       0.0003g   200g
秤量单位：克拉、盎司、金衡制盎司、英钱、英厘、磅、牛顿、打兰、
台湾两、新加坡两、香港两、拖拉、tola/anna/rati、tola/Mna/
rati、Mesghal、泰国铢、日本钱、parts per pound、公斤（千克）
产品供电  220v
预热时间：30 分钟
稳定时间：小于等于 8 秒
待机时长：60 天
充电：不可充电
传感器：电磁平衡传感器
尺寸：315*315*215mm
线性误差：正负 0.0003g
操作温度：5-40 度
计数功能（取样数：1/10/20/50/100）
称量去皮
自动校准功能（内 / 外校）
水平调整脚
水平指示器
ABS 外壳和防风罩（可拆卸）
不锈钢秤盘
LCD 液晶显示屏
校准砝码：100g、200g
秤盘直径：75mm
产品配置：通用串行总线（USB）输出口、水平调节脚、铝盒底座、
标配电源适配器、内置除静电装置

FA2004 分析天平：
型号：FA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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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称量     分度值    秤台直径         校准砝码    预热时间     误差
100g            0.001g    直径 75mm         100g        3 分钟        0.003g
200g            0.001g    直径 75mm         200g        3 分钟        0.003g
300g            0.001g    直径 75mm         300g        3 分钟        0.003g
500g            0.001g    直径 75mm         500g        3 分钟        0.003g
单位：秤量单位：克拉、盎司、金衡制盎司、英钱、英厘、磅、
牛顿、打兰、台湾两、新加坡两、香港两、拖拉、tola/anna/
rati、tola/Mna/rati、Mesghal、 泰 国 铢、 日 本 钱、parts per 
pound、公斤（千克）
产品供电：220v
预热时间：30 分钟
稳定时间：小鱼等于 8 秒
操作温度：5-40 度
传感器：电磁力高精传感器
秤盘尺寸：75mm
产品尺寸：315*315*215mm
线性误差：正负 0.0003g
充电：不可充电
计数功能（取样数：1/10/20/50/100）
称量去皮
自动校准功能（内 / 外校）
水平调整脚
水平指示器
ABS 外壳和防风罩（可拆卸）
不锈钢秤盘
LCD 液晶显示屏
产品配置：通用串行总线（USB）输出口 RS232、水平调节脚、
铝盒底座、标配电源适配器、高性能 MCS-51 单片微处理器、
不锈钢托盘

一、工业精密衡器 一、工业精密衡器

型号：
FA2004G

最大称量                分度值         砝码              秤盘大小               最小称重
300g（圆盘）       0.01g           200g             直径 110mm       0.05g
500g（圆盘）       0.01g           500g             直径 130mm       0.05g
600g（圆盘）       0.01g           500g             直径 130mm       0.05g
1000g（圆盘）      0.01g           500g            直径 130mm       0.05g
2000g（圆盘）      0.01g           500g*2        直径 130mm       0.05g
3000g（圆盘）      0.01g           1000g*2      直径 130mm       0.05g 
100g（圆盘）        0.001g          50g              直径 80mm        0.005g 
200g（圆盘）        0.001g          100g            直径 80mm        0.005g
300g（圆盘）        0.001g          200g            直径 80mm        0.005g
300g（圆盘）        0.1g               无                 直径 110mm       0.5g
600g（圆盘）        0.1g               无                 直径 130mm       0.5g 
1200g（方盘）      0.1g               无                 178*158mm       0.5g 
2000g（方盘）      0.1g               无                 178*158mm       0.5g 
3000g（方盘）      0.1g               无                 178*158mm       0.5g   
6000g（方盘）      0.1g               无                 178*158mm       0.5g 
10kg（方盘）         0.1g               无                178*158mm       0.5g  
单位：克拉、盎司、磅、克、千克
产品供电：220v
预热时间：180s
稳定时间：小于等于 8s
待机时长：301 天
传感器：电磁平衡传感器
产品尺寸：235*190*80mm
线性误差：正负 0.3g
操作温度：5-35 度
计数功能（取样数：1/10/20/50/100）
称量去皮
自动校准功能（外校）
水平调整脚
过载报警
ABS 外壳和防风罩（可拆卸）
不锈钢秤盘
LCD 液晶显示屏

型号：
HTP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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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精密衡器 一、工业精密衡器

最大称量：  50g           50g              50g             110g
称量可读性：0.005g        0.005g           0.002g          0.001g
水份可读性：0.02%         0.02%            0.01%           0.01%
通讯：      无            串口 RS232        串口 RS232       串口 RS232
秤盘尺寸：  100mm         100mm            100mm           100mm
加热源：    卤素灯        高效卤素灯       高效卤素灯      高效卤素灯
外形尺寸：330*480*140mm
水分温度精准度：正负 0.5%（大于等于 3g）
温控调节允差：正负 1 度
加热温度范围设定：50-180 度
加热时间范围设定：0-99min（以 1min 调整）
终点控制：定时  自动
样品干燥参数：9 种
水分含量测定范围：0-100%
净重：2.9kg
总重：4.2kg

型号：
SFY001

型号：
UTP3000 电子天平

最大称重   分度值
1kg              0.1g
2kg              0.1g
3kg              0.1g
5kg              0.1g
6kg              0.1g
10kg           0.1g
颜色：银色
产品尺寸：26*17.5*6.4cm
秤盘尺寸：18*18cm
线性误差：100g=0.1%  300g-600g=0.1%
称量单位：G/OZ/CT/TL
供电方式：全系列产品交直流两用
稳定称重时间：小于等于 2s
显示屏：LCD 液晶显示
产品功能：多种称量单位转换；自动零点跟踪；开机自检功能；电
压不足和过载提示功能；除皮、置零功能

最大称量     分度值    秤台直径         校准砝码    预热时间     误差
100g             0.001g    直径 75mm         100g        3 分钟        0.003g
200g             0.001g    直径 75mm         200g        3 分钟        0.003g
300g             0.001g    直径 75mm         300g        3 分钟        0.003g
500g             0.001g    直径 75mm         500g        3 分钟        0.003g
单位：克拉、盎司、磅、克、千克
产品供电：220v
预热时间：180s
稳定时间：小于等于 8s
待机时长：60 天
充电：可充电
传感器：电磁平衡传感器
秤盘尺寸：80mm
产品尺寸：360*360*220mm
线性误差：正负 0.003g
操作温度：5-40 度
计数功能（取样数：1/10/20/50/100）
称量去皮
自动校准功能（内 / 外校）
水平调整脚
水平指示器
ABS 外壳和防风罩（可拆卸）
不锈钢秤盘
LCD 液晶显示屏
产品配置：通用串行总线（USB）输出口、水平调节脚、铝盒底座、
标配电源适配器、内置除静电装置

型号：
JA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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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称量                分度值          砝码          秤盘大小              最小称重
300g（圆盘）       0.01g           200g          直径 110mm       0.05g
500g（圆盘）       0.01g           500g          直径 130mm       0.05g
600g（圆盘）       0.01g           500g          直径 130mm       0.05g
1000g（圆盘）     0.01g           500g          直径 130mm       0.05g
2000g（圆盘）     0.01g           500g*2      直径 130mm       0.05g
3000g（圆盘）     0.01g           1000g*2    直径 130mm       0.05g 
100g（圆盘）       0.001g          50g           直径 80mm          0.005g 
200g（圆盘）       0.001g          100g        直径 80mm          0.005g
300g（圆盘）       0.001g          200g        直径 80mm          0.005g
300g（圆盘）        0.1g              无             直径 110mm        0.5g
600g（圆盘）        0.1g              无             直径 130mm        0.5g 
1200g（方盘）     0.1g               无            178*158mm         0.5g 
2000g（方盘）     0.1g               无            178*158mm         0.5g 
3000g（方盘）     0.1g               无            178*158mm         0.5g   
6000g（方盘）     0.1g               无            178*158mm         0.5g 
10kg（方盘）       0.1g                无            178*158mm         0.5g  
单位：克拉、盎司、磅、克、千克
产品供电：220v
预热时间：180s
稳定时间：小于等于 8s
待机时长：301 天
传感器：电磁平衡传感器
产品尺寸：235*190*80mm
线性误差：正负 0.3g
操作温度：5-35 度
计数功能（取样数：1/10/20/50/100）
称量去皮
自动校准功能（外校）
水平调整脚
过载报警
ABS 外壳和防风罩（可拆卸）
不锈钢秤盘
LCD 液晶显示屏

一、工业精密衡器 一、工业精密衡器

型号：
HTP315

最大称量                分度值         砝码          秤盘大小              最小称重
300g（圆盘）       0.01g           200g          直径 110mm       0.05g
500g（圆盘）       0.01g           500g          直径 130mm       0.05g
600g（圆盘）       0.01g           500g          直径 130mm       0.05g
1000g（圆盘）      0.01g          500g          直径 130mm       0.05g
2000g（圆盘）      0.01g          500g*2       直径 130mm       0.05g
3000g（圆盘）      0.01g           1000g*2    直径 130mm       0.05g
5000g（方盘）      0.01g           1000g*2    175*190mm       0.5g
100g（圆盘）       0.001g          50g              直径 75mm        0.005g
200g（圆盘）       0.001g          100g            直径 75mm        0.005g
300g（圆盘）       0.001g          200g            直径 75mm        0.005g
600g（方盘）       0.1g                无                175*190mm       0.5g
1200g（方盘）     0.1g               无                 175*190mm       0.5g
2000g（方盘）     0.1g               无                  175*190mm       0.5g
3000g（方盘）     0.1g               无                  175*190mm       0.5g
6000g（方盘）     0.1g               无                  175*190mm       0.5g
10kg（方盘）        0.1g               无                  175*190mm       0.5g
单位：克拉、盎司、磅、克、千克
产品供电：220v
预热时间：180s
稳定时间：小于等于 8s
待机时长：301 天
传感器：电磁平衡传感器
秤盘尺寸：80mm
产品尺寸：320*200*165mm
线性误差：正负 0.03g
操作温度：5-35 度
计数功能（取样数：1/10/20/50/100）
称量去皮
自动校准功能（外校）
水平调整脚
过载报警
ABS 外壳和防风罩（可拆卸）
不锈钢秤盘
LCD 液晶显示屏

型号：
UT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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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高清背光显示室内外通用
                      不锈钢表头防水防锈
                     可折叠台秤 90 度折叠设计
                      高精度传感器，高精准，高负荷，高强度方形钢管支架
耐磨组合
                     不锈钢大按键，清晰耐磨，防腐蚀双重保护
                      动态按键一键防抖
                     360 度圆角加厚秤盘耐磨耐用防撞
                      交直流两用
 最大称量            分度值
    100KG              20G
    150KG              20G
    200KG              50G
    300KG              50G
100KG 和 150KG 毛重：7.5KG    净重：7KG
200KG 和 300KG 毛重：15.9KG   净重：15KG
数码显示和液晶显示
工作电压：220V（-15%+10%）   
电源频率：50±2%HZ
去皮：扣除皮重
置零：显示归零
累计：累计多种产品规格
计数：放置物品取样，输入个数取样
使用温度：0℃～ +40℃   温度：10%-85%RH（无节雾） 
秤量单位：公斤
使用电池：直流电 220V（内置可充电电池）（1 台 / 箱）
产品尺寸：100KG 和 150KG:42*32*75cm
                       200KG:52.5*42.5*88cm
                       300KG:52.5*42.5*88cm
适用范围：菜市场称重 粮食计价 海鲜称重 水果称重 零售称重 快
递称重

二、商业台秤 二、商业台秤

型号：
A1 电子台秤

型号：
F1 电子台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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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高清液晶显示室内外通用
                      不锈钢表头送防风罩多一层防护
                      可折叠台秤 135 度折叠后仰设计多一种称量方式
                      大容量蓄电池持久续航，待机时间长
                      传感器新升级，灵敏精准
                      数字大按键方便读数
                      凸点防滑大圆角设计
                      动态按键一键防抖
                      不锈钢加厚秤盘耐磨耐用
                      交直流两用
最大称量：100KG   20G
                      150KG   20G
                      200KG   50G
                      300KG   50G
100KG 和 150KG 毛重：7.54KG    净重：6.5KG
200KG       毛重：12.5KG    净重：10KG
300KG       毛重：15.8KG    净重：12KG  
数码显示和液晶显示
工作电压：220V（-15%+10%）   
电源频率：50±2%HZ
去皮：扣除皮重
置零：显示归零
累计：累计多种产品规格
计数：放置物品取样，输入个数取样
使用温度：0℃～ +40℃   温度：10%-85%RH（无节雾） 
秤量单位：公斤
使用电池：直流电 220V（内置可充电电池）（1 台 / 箱）
产品尺寸：100KG 和 150KG:41*31*70cm
          200KG:50*40*80cm
          300KG:60*45*84cm
适用范围：菜市场称重 粮食计价 海鲜称重 水果称重 零售称
重 快递称重



二、商业台秤 二、商业台秤

型号：
ACS30E 计价秤

产品特点：
1、不锈钢承载面，加厚不锈钢外壳
2、数码显示 / 液晶显示
3、三种蓄电池模式，使用不断电，90 天省电待机
4、应用计数功能，使用方便
5、99 次累计功能
6、过载及欠压报警
7、精准内芯
8、具有计重、计价、归零功能
9、前后屏显示，分度值任意转化配有防水罩
10、凹凸按键，不易磨损。

最大称量：30KG    分度值：1G/2G/5G
屏幕显示：数码显示 / 液晶显示
秤盘：平盘 / 凹盘
秤量单位：公斤
使用电池：直流电 220V（内置可充电电池）（6 台 / 箱）
产品尺寸：330*300*110 毫米
毛量：4KG  净重：3.5KG
机身材质：ABS 环保塑料
分度值：1g 的分度值最小称量在 5g；2g 的分度值最小称量在
10g；5g 的分度值最小称量在 10g

产品特点：高清液晶显示室内外通用
                     大不锈钢表头送防风罩多一层防护
                     可折叠台秤 90 度折叠后仰设计多一种称量方式
                     大容量蓄电池持久续航，待机时间长
                     数字大按键方便读数，高清耐磨、手感舒适
                     凸点防滑大圆角设计，防止物品滑落及碰伤
                     动态按键一键防抖
                     不锈钢加厚秤盘耐磨耐用
                     交直流两用
最大称量：100KG   20G
                       150KG   20G
                       200KG   50G
                       300KG   50G
100KG 和 150KG 毛重：7.54KG    净重：5.5KG
200KG       毛重：12KG      净重：9.5KG
300KG       毛重：14KG      净重：12KG      
数码显示和液晶显示
工作电压：220V（-15%+10%）   
电源频率：50±2%HZ
去皮：扣除皮重
置零：显示归零
累计：累计多种产品规格
计数：放置物品取样，输入个数取样
使用温度：0℃～ +40℃   温度：10%-85%RH（无节雾） 
秤量单位：公斤
使用电池：直流电 220V（内置可充电电池）（1 台 / 箱）
产品尺寸：100KG 和 150KG:40*30*70cm
          200KG:50*40*84cm
          300KG:60*45*84cm
适用范围：菜市场称重 粮食计价 海鲜称重 水果称重 零售称重 
快递称重

型号：
TCS 电子台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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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台秤 二、商业台秤

产品特点：
1、不锈钢承载面
2、数码显示
3、内置可充电蓄电池，充电时可以开机使用
4、应用计数功能，使用方便
5、自动温差补偿功能，适宜 0 度到正 40 度
6、99 次累计功能
7、过载及欠压报警
8、交直流自动无间断切换
9、具有计重、计价、归零功能
10、双面显示，分度值任意转化配有防水罩。

最大称量：30KG    分度值：1G
屏幕显示：数码显示
秤量单位：公斤
使用电池：直流电 220V（内置可充电电池）（6 台 / 箱）
产品尺寸：330*300*110 毫米
毛量：4.5KG  净重：4KG

型号：
ACS-JC66 计价秤

产品特点：
1、不锈钢承载面
2、数码显示 / 液晶显示
3、内置可充电蓄电池，充电时可以开机使用，90 天省电待机
4、应用计数功能，使用方便
5、自动温差补偿功能，适宜 0 度到正 40 度
6、99 次累计功能
7、过载及欠压报警
8、三种蓄电池模式，使用不断电
9、具有计重、计价、归零功能
10、前后屏显示，分度值任意转化配有防水罩
11、凹凸按键，不易磨损。

最大称量：30KG    分度值：1G/2G/5G
屏幕显示：数码显示 / 液晶显示
秤量单位：公斤
使用电池：直流电 220V（内置可充电电池）（6 台 / 箱）
产品尺寸：330*300*110 毫米
毛量：4KG  净重：3.5KG
机身材质：ABS 环保塑料
分度值：1g 的分度值最小称量在 5g；2g 的分度值最小称量在
10g；5g 的分度值最小称量在 10g

型号：
ACS30 计价秤

II. 20



二、商业台秤 二、商业台秤

产品特点：
1、不锈钢承载面
2、数码显示 / 液晶显示
3、内置可充电蓄电池，充电时可以开机使用，90 天省电待机
4、大圆角秤盘，加厚 ABS 外壳
5、自动温差补偿功能，适宜 0 度到正 15 度
6、99 次累计功能
7、过载及欠压报警
8、内置可充电蓄电池，充电时可开机使用
9、具有计重、计价、归零功能
10、前后屏显示，分度值任意转化配有防水罩

最大称量：30KG    分度值：5G
屏幕显示：液晶显示
秤量单位：公斤
使用电池：直流电 220V（内置可充电电池）
分度值：1g 的分度值最小称量在 5g；2g 的分度值最小称量在
10g；5g 的分度值最小称量在 10g
产品尺寸：245*190*125 毫米
毛量：2.5KG  净重：2KG
机身材质：ABS 环保塑料

型号：
ACS20 迷你计价秤

产品特点：
1、新一代 1.5V 智能省电
2、加厚不锈钢承载面，不锈钢大按键
2、数码显示 / 液晶显示
3、干电池、蓄电池和交流电三用，使用不断电，180 天省电
待机
4、应用计数功能，使用方便
5、99 次累计功能
6、过载及欠压报警
7、精准内芯
8、具有计重、计价、归零功能
9、高清双面屏显示，分度值任意转化配有防水罩
10、凹凸按键，不易磨损。

最大称量：30KG    分度值：1G/2G/5G
屏幕显示：数码显示 / 液晶显示
秤盘：平盘 / 凹盘
秤量单位：公斤
使用电池：直流电 220V（内置可充电电池）（6 台 / 箱）
产品尺寸：330*335*120mm
毛量：4KG  净重：3.5KG
机身材质：ABS 环保塑料
面板材质：不锈钢材质秤面
分度值：1g 的分度值最小称量在 5g；2g 的分度值最小称量在
10g；5g 的分度值最小称量在 10g

型号：
ACS678 计价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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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脂秤系列 三、体脂秤系列

语音报读显示，体脂值，身高值，肥胖度数值，身体质量
指数（BMI）
最大秤重量：200kg
分度值：50g
显示屏尺寸：105*69.5mm
尺寸：  包装尺寸：72.5*39*22cm
大液晶背光显示屏
身高测量范围：80-195cm
净重：4.55kg
毛重：5.93kg
图 1 产品图
图 2-4 细节图。
图 2：身高测量范围：80-195cm
图三：大屏液晶显示  图四：防滑底盘

 ①

② ④③

型号：
EF07 超声波电子身高体脂秤

主要功能：体重，身高，脂肪率，水分，肌肉，骨骼，卡路里，
BMI( 身体质量指数）    
体重测量范围 :0.3-200kg  分度值：50g    
身高测量范围：80-195cm  分度值：0.5cm      
蓝色背光大屏显示，屏幕尺寸：70*80MM
有四种测量模式可选：体重 / 身高 / 脂肪、体重 / 身高、体重、
身高、
具备 RS232 端口，可连接电脑
电源：3 节 7 号 AAA 电池（出厂配 6V 适配器，可使用交流电）

主要功能：体重，身高，脂肪率，水分，肌肉，骨骼，卡路里，
BMI( 身体质量指数）    
体重测量范围 :0.3-200kg  分度值：50g    
身高测量范围：80-195cm  分度值：0.5cm   
脂肪测量方法：四点接触式电极，生物电阻抗方法（BIA）   
蓝色背光大屏显示，屏幕尺寸：90*90MM
有四种测量模式可选：体重 / 身高 / 脂肪、体重 / 身高、体重、
身高、
自带热敏打印机，按打印键可打印身高 / 体重值
产品有省电功能，无操作，5 秒后回到 0.0 状态，处于休眠状态，
10 分钟后自动关机，
注：休眠状态时，可直接上秤使用
全屏显示，语音报读身高，体重，脂肪，体型
具备 RS232 端口，可连接电脑
电源：4V5AH/20HR 蓄电池
电源：AC220V/50HZ（出厂配 6V 适配器，可使用交流电）

型号：
EF08 超声波电子身高体脂秤

型号：
EF09 超声波电子身高体脂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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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脂秤系列 三、体脂秤系列

主要功能：体重体脂率，内脏脂肪，蛋白质，BMI，肌肉率，骨量，
水分，基础代谢，身体类型，身体年龄，身体分数，肌肉重量，脂
重量蓝牙功能连接手机反馈数据
体重测量范围 :8-150kg  分度值：10g    
产品尺寸：29*23.5*2cm   
净重：2kg      毛重：2.5kg
供电方式：2 节 7 号 AAA 电池

型号：
EF331 电子体脂秤

型号：
V808 电子体脂秤

主要功能：身体年龄，BMI，水份，内脏脂肪，基础代谢，脂肪，肌肉，
骨骼   体重测量范围 :2.5-150kg  分度值：100g      
产品尺寸：32*32*2.5cm
净重：2kg   毛重：2.5kg
供电方式：4 节 AAA 电池
产品特点：蓝牙传输  智能 APP  自动连接   八项体质分析

主要功能：体重，身高，脂肪率，水分，肌肉，骨量，步行，
内脏脂肪，基础代谢率 BMI( 身体质量指数）    
� 蓝牙功能连接手机
体重测量范围 :5-180kg  分度值：100g    
产品尺寸：30*300*2。45cm   
净重：2kg      毛重：2.5kg
供电方式：2 节 7 号 AAA 电池

型号：
EF331 电子体脂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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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体重秤系列 四、体重秤系列

V3 充电电子体重秤：最大秤重量：180kg   分度值：100g
特点：42 度大圆角设计，6MM 钢化玻璃材料，防滑秤脚，一体成型，
usb 接口充电使用
充电一次可使用 3-6 个月 过度充电保护 原装电容
7.5*3cm 的夜视大屏高清显示
蓝膜背光液晶显示
供电电源：USB 充电
公斤市斤转换  室温显示
按键类型：大于 3kg 自动开机
产品尺寸：30*30*2.3cm
净重：1.5kg  毛重：1.85kg

型号：
V3 充电款体重秤

最大秤重量：180kg   分度值：100g
特点：大圆角设计，钢化玻璃材料，防滑秤脚，一体成型
7*2.5cm 的夜视大屏高清显示
供电电源：2 节 7 号 AAA 电池
产品尺寸：30*30*2.5cm
净重：2kg  毛重：2.5kg

型号：
V9 电子体重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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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体重秤系列 四、体重秤系列

V6 高端体重秤：称量范围：3-200kg   分度值：50g
特点：语音播报，防滑防侧翻设计，室温显示，日期显示，圆孔 USB
接口插电使用
5.4*3.6cm 的夜视高清大屏显示
蓝膜背光液晶显示
供电电源：4 节 7 号电池 + 接口插电使用
按键类型：大于 3kg 自动开机
产品尺寸：35.5*35.5*3.9cm
净重：2.5kg  毛重：3.2kg

称量范围：3-200kg   分度值：50g 
特点：语音播报，8MM 厚度钢化玻璃，防滑防侧翻设计，多单位转换，
一次成型技术
10.3*2cm 的夜视高清大屏
蓝色背光液晶显示
单位转换：st,kg, 公斤，lb
供电电源：4 节 7 号电池
产品尺寸：32.5*32.5*8cm
净重：2.8kg  毛重：3.5kg

型号：
YY609 高端体重秤

型号：
V6 高端体重秤

最大秤重量：180kg   分度值：100g 
特点：大圆角设计，钢化玻璃材料，防滑秤脚，一体成型，
usb 接口充电使用
7*2.5cm 的夜视大屏高清显示
供电电源：usb 充电使用
产品尺寸：30*30*2.5cm
净重：2kg  毛重：2.5kg

型号：
V9 电子体重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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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厨房秤系列 五、厨房秤系列

型号：
A5 不锈钢电子厨房秤

型号：
A5 不锈钢电子厨房秤

主要功能：高精传感器，去皮功能，背光功能，耐用电池，单位转换，
1g 精度，自动关机，不锈钢
单位转换：克（g）, 盎司（oz）, 磅（lb）
第一种规格：最大秤重量 :3kg  分度值：0.1g  第二种规格：最大秤重
量 :5kg  分度值：1g     
全不锈钢材质   置零去皮，待机 301 天
供电电池：2 节 7 号电池
底盘尺寸：22*18*4.5cm
秤盘尺寸：21*6cm
净重：1.5kg  毛重：2kg

主要功能：高精传感器，置零去皮功能，LCD 屏显示，耐用电池，
单位转换，密封式工艺，续航时间长，高精准度，时尚纤薄
单位转换：克（g）,, 磅（lb），毫升（ml）
最大秤重量 :5kg/10kg/15kg( 三个规格）  分度值：1g  
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屏背光屏
机身尺寸：23*16*2cm
屏幕尺寸：5.4*2.1cm
电源：2 节 7 号电池
净重：0.8kg  毛重：1kg

主要功能：夜视显示屏，不锈钢材质，立体式按键示，多种单
位转换，置零去皮，高精度传感器，大量程，电子容量大，美
观灵敏，
待机长
单位转换：克（g）,, 磅（lb），斤  盎司（oz）
称量范围 :3kg/6kg  分度值：0.1g/1g  
不锈钢材质，置零去皮
秤盘直径：210mm
秤体尺寸：160*140mm
电源：2 节 7 号电池
净重：1.1kg  毛重：1.3kg

型号：
A3 电子厨房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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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厨房秤系列 五、厨房秤系列

主要功能：高精传感器，去皮功能，LCD 屏显示，耐用电池，单位转
换，过载提示，按键开机，ABS 托盘
单位转换：克（g）, 千克（kg），盎司（oz）, 磅（lb）
最大秤重量 :5kg  分度值：1g  
中文按键  置零去皮，
秤盘尺寸：18*14*6.5cm
底盘尺寸：22*15*6.5cm
净重：1kg  毛重：1.3kg

型号：
EC006 德系电子厨房秤

型号：
ES461 高精度厨房秤

主要功能：高精度传感器，精准秤量，置零去皮，时尚纤薄，0.1G
高分度值，多单位自由转换，LCD 屏，低耗待机长
单位转换：克（g）,, 磅（lb）
最大称重 :1kg/2kg/3kg/5kg  分度值：0.1g  
交直流两用，置零去皮
产品尺寸：21.5*15*42cm
电源：交直流两用（6 节 5 号电池）
净重：0.9kg  毛重：1.3kg

五、厨房秤系列 五、厨房秤系列

型号：
EC006 德系电子厨房秤

主要功能：夜视显示屏，不锈钢材质，立体式按键示，多种单
位转换，置零去皮，高精度传感器，大量程，电子容量大，美
观灵敏，待机长
单位转换：克（g）,, 磅（lb），盎司（oz）
称量范围 :5—5kg  分度值：1g  
置零去皮
秤盘尺寸：16*16cm
产品尺寸：21.8*16*3.1cm
电源：2 节 7 号电池
净重：1.5kg  毛重：2kg

型号：
EC03 电子厨房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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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EC03 电子厨房秤



五、厨房秤系列 六、婴儿秤系列

主要功能：高精传感器，5kg 大量程，LCD 宽屏显示，触摸按键 单位
转换，待机时间长，去皮功能，全封密工艺，时尚大气
单位转换：克（g）,，盎司（oz）, 磅（lb），毫升（ml）
最大秤重量 :5kg  分度值：1g  
供电方式：CR2032*2 节使用，自动归零，置零功能
产品尺寸：230*160*15mm
显示屏尺寸：5.8*2.85cm
净重：1.1kg  毛重：1.2kg

型号：
EC007 德系电子厨房秤

型号：
ER70 电子婴儿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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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点：
数据智能记录，手机 APP 智能管理
伸缩板设计配皮尺，需求人性化
配备音乐播放按键
LCD 液晶显示屏数字清晰一目了然
去皮按键贴心设计
宽大承载面舒适称量
定制材质，采用食用聚丙烯原生材料，无刺激
高精度灵敏传感器
手动锁定功能，一键锁定数值
清晰显示大屏中文按键

参数信息：
最大称量：30KG 分度值：5G
产品尺寸：63*32*8.2cm   身高测量范围：48-68cm
款式区分：蓝牙款和非蓝牙款
测量精度：1mm
毛重：2.8KG 净重：2.3KG
智能连接方式：微信蓝牙
产品单位：KG 、 斤
使用电池：4 节 7 号电池
显示方式：LCD 背光显示
机身材质：ABS 材质
使用宝宝 :0-3 周岁



六、婴儿秤系列 六、婴儿秤系列

型号：
ER30 电子婴儿秤

产品特点：
3 代传感器
配备音乐播放功能
HTN 屏安全无辐射
弹性防滑支撑
去皮按键贴心设计
180 度平躺设计及流线性弧度设计舒适称量
定制材质，采用食用聚丙烯原生材料，无刺激
高精度灵敏传感器
手动锁定功能，一键锁定数值
清晰显示大屏中文按键

参数信息：
最大称量：20KG 分度值：10G
称量范围：0.05-20KG
产品尺寸：62*32.5*7cm   
测量精度：1mm
毛重 3.7KG  净重：4KG
使用电池：4 节 5 号电池
显示方式：LCD 背光显示
机身材质：ABS 材质
使用宝宝 :0-3 周岁
产品重量：2.7KG
产品单位：KG、lb

产品特点：
分体设计，站躺都能称，大称量 200 斤，母婴同用
舒适可分离秤面，宽大凹槽防侧翻
高精度灵敏传感器
自带刻度板方便测量宝宝身高
手动锁定功能，一键锁定数值
清晰显示大屏中文按键

最大称量：200KG 分度值：10G
产品尺寸：70*26cm   身高测量范围：46-70cm
测量精度：1mm
使用电池：2 节 7 号电池
显示方式：LED 背光显示
使用宝宝 :0-10 周岁
产品单位：KG、LB、OZ
毛重：2.7KG 净重：2.2KG

型号：
ER60 电子婴儿秤

VI. 38



七、手提秤系列 七、手提秤系列

型号：
EP508 电子手提秤

型号：
EP509 电子手提秤

产品特点：
精准称重
清零去皮，多个单位转换
精选材质，防水防潮，坚固耐用
过载提示蜂鸣提示功能，
应变材料，多次称量无需计算
背光显示，清晰读数
产品参数：
最大称量：40KG 分度值：10G
显示器：液晶显示屏
产品材质：ABS 工程塑料 + 不锈钢
电池：2 节 7 号电池
单位：OZ、LB、KG、G
产品尺寸：125*110*28MM  
关机：闲置 30 秒自动关机或者按电源键 2 秒关机
毛重：0.5KG    净重 0.3KG

产品特点：
精准称重，快速显示
大秤钩大承重
可伸缩手柄
防生设计，圆润不伤手
精钢打造挂钩槽设计
防水防潮，坚固耐用
过载提示，清零去皮，多个单位转换、
验钞灯、计算器、计价计重按键设计
低电压提示、过载提示
背光显示，清晰显示
产品参数：
最大称量：20KG 分度值：5G
显示器：LCD 液晶背光
产品材质：ABS 工程塑料 + 不锈钢
单位：OZ、LB、KG、G
产品尺寸：11*6.5CM  钩子手柄尺寸：19.8*6.5CM
毛重：0.5KG   净重：0.3KG
关机：闲置 30 秒自动关机或者按电源键 2 秒关机

型号：
EP503 电子手提秤

VII. 40

产品特点：
精准称重
防生 T 型设计，圆润不伤手
精选材质，防水防潮，坚固耐用
过载提示，清零去皮，多个单位转换
应变材料，多次称量无需计算
低电压提示
背光显示，清晰显示
产品参数：
最大称量：50KG 分度值：10G
显示器：LCD 显示器
产品材质：ABS 工程塑料 + 不锈钢
单位：OZ、LB、KG、G
产品尺寸：126*34*20MM  秤钩：100MM
毛重：0.3KG   净重：0.15KG
关机：闲置 30 秒自动关机或者按电源键 2 秒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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