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uro® 工业秤
优良的称重设备现在变得经济实惠

对日常称重有利而无弊
      高操作舒适性
      智能且别致的产品系列
      最多 500 小时的续航时间
      首个使用 USB-C 充电的工业秤
      无线连接
      全球范围配送仅需几天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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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o® 系列为您不同的称重需求，不管是称重、计数还是质量控制 - 所有的 
Puro® 秤都能提供快速且精确的称重表现。凭借其坚实、创新且友好的应用
程序，Puro® 秤可应用于所有工业称重领域。它们包含一个 USB-C 连接的
可充电电池，提供极长的续航时间，以及智能连接选项和应用程序包。在众
多 Puro® 产品中选择您的秤，并在 Puro® 在线商店中为您的绝佳称重方案
下单。我们的全球配送中心确保快速高效的上门配送。这些创新的特性让 
Puro® 成为称重真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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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秤
Puro® 案秤系列提供迎合几乎所有需求
的多种选择。大块且明亮的显示器和交通
灯功能确保用户舒适操作。 

 

台秤和平台秤

可靠且精确的快速计算称重结果且具备
高操作舒适性，可提高产能并简化工作
流程。 

 

称重显示器

为了成为各种称重场合中的首选，Puro® 

台秤和平台秤拥有不同尺寸、量程、分辨
率和材质。 

台秤秤台和平台秤秤台

独特的工业设计，且凭借高精确度和可靠
的快速计算结果，提供了适用于各种作业
的解决方案。秤台型号多样且拥有不同的
构造材料，可用于任何环境。  



 

食品饮料 制药 化工 电子 物流

农业 回收日化 建材

真正的测量 

茵泰科是一家领先的工业称重和检测技术制造商。我们提供多种先进的产品、
解决方案和服务，为工业产品和包装线增强可靠性、安全性并提高效率。 

我们的能力基于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以及大约 150 年的经验及持续的研发和
对相关技术的投资。  

凭借茵泰科产品，消费者可于全球内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里依赖于我们的服
务和解决方案 - 从协助挑选合适的设备到设计导入或安装支持、校准、维护和
维修服务，以实施设备升级及组织用户培训。

我们作为领先的全球产品及解决方案供应商的市场地位及我们要设立全领域
业务的高标准的目标，皆反应在我们的企业座右铭“真正的测量”中。

 
我们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特别适用于以下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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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泰科中国

茵泰科中国总部位于北京，并在上海、广州、成都、西
安、济南、沈阳等设立销售、服务和生产网络，同时茵
泰科拥有的众多优质合作伙伴补充了销售能力。茵
泰科始终站在客户的身边。

我是 Puro®

Puro®	的研发原则是提供高质量标准、拥有
领先技术并且实惠多样。由此我们上市的创
新的称重解决方案，皆简便易用，且拥有独特
特性。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于任何地方交付适用于
各种需求的工业秤是我们的目标。因此每一
个 Puro® 产品的一项重要的预装功能就是：
以顾客为中心。 特点

     极高的操作舒适性
      智能、精致且实惠的产品系列
      最多 500 小时的续航时间。 
      首个使用 USB-C 充电的工业秤
      仅需几天的全球配送



如何选择您的 Puro®

Puro® 适用于不同行业，带有多种应用程序。您可以根据您的需求选择您的工
业秤。 

您将在以下看到产品系列的总览。若您有任何疑问，我们的经销商将为您解答。

案秤 案秤 台秤和平台秤 显示器 台秤秤台和平台秤秤台

SmallFlat SmallTall LargeFlat LargeTall 计数

显示屏

前

前和后

量程

1.5 kg

3 kg

6 kg

15 kg

30 kg

60 kg

150 kg

300 kg

1,500 kg

3,000 kg

分辨率

30,000 d

6,000 d

3,000 d

应用程序包

基础 

高级 

计数

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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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种方案，	
上乘之选 »

案秤 案秤 台秤和平台秤 显示器 台秤秤台和平台秤秤台

SmallFlat SmallTall LargeFlat LargeTall 计数

显示屏

前

前和后

量程

1.5 kg

3 kg

6 kg

15 kg

30 kg

60 kg

150 kg

300 kg

1,500 kg

3,000 kg

分辨率

30,000 d

6,000 d

3,000 d

应用程序包

基础 

高级 

计数

显示器



Puro® 案秤
Puro® 案秤系列提供耐用的、紧凑型的及多功能的称重解决方案。大块且明亮
的显示屏、触敏按键、交通灯功能和直观的导航菜单让 Puro® 成为可用于工业
称重的最用户友好的秤之一。这里可选择各种多功能秤和计数专用秤。 

//8 案秤



特点
  适用于各种场合的秤
  高操作舒适度的大块显示器和交通灯功能
  为重度使用所设计的坚固机身
  快速稳定
  长时续航可供额外操作时间
  使用 USB-C 简易充电
  智能连接和应用程序包
  包含专业应用程序的大号计数秤型号
  内置把手便于安全运输

应用程序

称重

百分比称重 平均称重

计数 检重 总计

显示保持

«  			小号到大号，	
扁平到加高，	
应有尽有  »



      大块明亮的显示器和交通灯功能便于
舒适称重

      快速稳定
      为重度使用所设计的坚固机身
      长时续航可供额外操作时间
      使用 USB-C 简易充电

技术规格

可用于多种场合的友好型扁平案秤

Puro® 案秤 

SmallFlat

型号 EF-SF-1/2-P1 EF-SF-1/2-P3 EF-SF-1/2-P6 EF-SF-1/2-P15 EF-SF-1/2-P30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分辨率 30,000 d
1.5 kg 0.00005 kg 3 kg 0.0001 kg 6 kg 0.0002 kg 15 kg 0.0005 kg 30 kg 0.001 kg

3 lb 0.0001 lb 6 lb 0.0002 lb 15 lb 0.0005 lb 30 lb 0.001lb 60 lb 0.002 lb

48 oz 0.002 oz 96 oz 0.005 oz 240 oz 0.01 oz 480 oz 0.02 oz 960 oz 0.05 oz

分辨率 6,000 d
1.5 kg 0.0002 kg 3 kg 0.0005 kg 6 kg 0.001 kg 15 kg 0.002 kg 30 kg 0.005 kg

3 lb 0.0005 lb 6 lb 0.001 lb 15 lb 0.002 lb 30 lb 0.005 lb 60 lb 0.01 lb

48 oz 0.01 oz 96 oz 0.02 oz 240 oz 0.05 oz 480 oz 0.1 oz 960 oz 0.2 oz

应用程序包
基础 称重、总计
高级 称重、百分比称重、计数、检重、百分比称重、计数、平均 称 重、总计、显示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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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 百分比称重 平均称重计数 检重 总计 显示保持

应用程序

称重单位 kg, g, lb, oz, lb:oz
构造 / 材质 ABS 外壳 / 304 不锈钢秤盘
防护等级 IP43
显示屏 LCD 白背光显示屏，高 1.4 in/35 mm，6 位数和 14 段显示
检指示器 3 LED（黄、绿、蓝），带可配置操作和警告提示音
小键盘 5 个机械按键
清零范围 秤全量程的 2% 或 10%
皮重范围 由全量程减去
稳定时间 1 秒
自动清零追踪 关闭、0.5、1 或 3 分度
安全过载 额定量程的 150 %
水平组件 外置水平指示器和可调节水平脚
电源 100 – 240 V – 50/60 Hz AC 适配器或内置可充电锂电池
电池续航 最长 500 小时持续使用时间，12 小时充电时间
校准 外部，带有校准砝码
接口 内置 USB-C、USB-A
操作温度 -10 °C 到 40 °C
产品尺寸 246 × 302 × 107 mm（宽 × 深 × 高）
秤台尺寸 218 × 180 mm（宽 × 长）
电磁兼容许可 FCC 第 15 部分 B 类，IEC 61326-1（排放等级 B，工业要求）

技术规格

附件
  锂电池组
  下部称重钩
  数据打印机



友好的用户界面，带两块显示屏以适用各种作业的加
高型案秤

      大块的前后显示器和交通灯功能，以顾
客为导向，便于舒适称重

      快速稳定
      为重度使用所设计的坚固机身
      长时续航可供额外操作时间
     使用 USB-C 简易充电 

型号 EF-ST-1/2-P1 EF-ST-1/2-P3 EF-ST-1/2-P6 EF-ST-1/2-P15 EF-ST-1/2-P30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分辨率 30,000 d
1.5 kg 0.00005 kg 3 kg 0.0001 kg 6 kg 0.0002 kg 15 kg 0.0005 kg 30 kg 0.001 kg

3 lb 0.0001 lb 6 lb 0.0002 lb 15 lb 0.0005 lb 30 lb 0.001lb 60 lb 0.002 lb

48 oz 0.002 oz 96 oz 0.005 oz 240 oz 0.01 oz 480 oz 0.02 oz 960 oz 0.05 oz

分辨率 6,000 d
1.5 kg 0.0002 kg 3 kg 0.0005 kg 6 kg 0.001 kg 15 kg 0.002 kg 30 kg 0.005 kg

3 lb 0.0005 lb 6 lb 0.001 lb 15 lb 0.002 lb 30 lb 0.005 lb 60 lb 0.01 lb

48 oz 0.01 oz 96 oz 0.02 oz 240 oz 0.05 oz 480 oz 0.1 oz 960 oz 0.2 oz

应用程序包
基础 称重、总计
高级 称重、百分比称重、计数、检重、百分比、计数、平均 称重、总计、显示保持

技术规格

Puro® 案秤
Small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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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 百分比称重 平均称重计数 检重 总计 显示保持

应用程序

称重单位 kg, g, lb, oz, lb:oz
构造 / 材质 ABS 外壳 / 304 不锈钢秤盘
防护等级 IP43
显示屏 前和后 LCD 白背光显示屏，高 1.4 in/35 mm，6 位数和 14 段显示
检查重量指示器 3 LED（黄、绿、蓝），带可配置操作和警告提示音
小键盘 5 个机械按键
置零范围 量程的 2% 或 10%
皮重范围 由全量程减去
稳定时间 1 秒
自动清零追踪 关闭、0.5、1 或 3 分度
安全过载 秤的额定称量的 150 %
水平组件 外置水平指示器和可调节水平脚
电源 100 – 240 V – 50/60 Hz AC 适配器或内置可充电锂电池
电池续航 最长 500 小时持续使用时间，12 小时充电时间
校准 外部，带有校准砝码
接口 内置 USB-C、USB-A
操作温度 -10 °C 到 40 °C
产品尺寸 246 × 302 × 142 mm（宽 × 深 × 高）
秤台尺寸 218 × 180 mm（宽 × 长）
电磁兼容许可 FCC 第 15 部分 B 类，IEC 61326-1（排放等级 B，工业要求）

技术规格

附件
  锂电池组
  下部称重钩
  数据打印机



带大块秤台的扁平友好型案秤

      大块明亮的显示器和交通灯功能便于舒适称
重  

      快速稳定 
      为重度使用所设计的坚固机身
      长时续航可供额外操作时间
      使用 USB-C 简易充电
      智能连接和应用程序包

技术规格

Puro® 案秤 
LargeFlat

型号 EF-LF-1/2-P1 EF-LF-1/2-P3 EF-LF-1/2-P6 EF-LF-1/2-P15 EF-LF-1/2-P30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分辨率 30,000 d
1.5 kg 0.00005 kg 3 kg 0.0001 kg 6 kg 0.0002 kg 15 kg 0.0005 kg 30 kg 0.001 kg

3 lb 0.0001 lb 6 lb 0.0002 lb 15 lb 0.0005 lb 30 lb 0.001lb 60 lb 0.002 lb

48 oz 0.002 oz 96 oz 0.005 oz 240 oz 0.01 oz 480 oz 0.02 oz 960 oz 0.05 oz

分辨率 6,000 d
1.5 kg 0.0002 kg 3 kg 0.0005 kg 6 kg 0.001 kg 15 kg 0.002 kg 30 kg 0.005 kg

3 lb 0.0005 lb 6 lb 0.001 lb 15 lb 0.002 lb 30 lb 0.005 lb 60 lb 0.01 lb

48 oz 0.01 oz 96 oz 0.02 oz 240 oz 0.05 oz 480 oz 0.1 oz 960 oz 0.2 oz

应用程序包
基础 称重、总计
高级 称重、百分比称重、计数、检重、百分比、计数、平均 称重、总计、显示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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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 百分比称重 平均称重计数 检重 总计 显示保持

应用程序

附件
  锂电池组
  下部称重钩
  数据打印机

称重单位 kg, g, lb, oz, lb:oz
构造 / 材质 ABS 外壳 / 304 不锈钢秤盘
防护等级 IP43
显示屏 LCD 白背光显示屏，高 1.4 in/35 mm，6 位数和 14 段显示
检查重量指示器 3 LED（黄、绿、蓝），带可配置操作和警告提示音
小键盘 5 个机械按键
清零范围 全量程的 2% 或 10%
皮重范围 由全量程减去
稳定时间 1 秒
自动置零追踪 关闭、0.5、1 或 3 分度
安全过载 秤额定量程的 150 %
水平组件 外置水平指示器和可调节水平脚
电源 100 – 240 V – 50/60 Hz AC 适配器或内置可充电锂电池
电池续航 最长 500 小时持续使用时间，12 小时充电时间
校准 外部，带有校准砝码
接口 内置 USB-C、USB-A、RS232 
操作温度 -10 °C 到 40 °C
产品尺寸 310 × 302 × 85 mm（宽 × 深 × 高）
秤台尺寸 280 × 180 mm（宽 × 长）
电磁兼容许可 FCC 第 15 部分 B 类，IEC 61326-1（排放等级 B，工业要求）

技术规格



技术规格
型号 EF-LT-1/2-P1 EF-LT-1/2-P3 EF-LT-1/2-P6 EF-LT-1/2-P15 EF-LT-1/2-P30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分辨率 30,000 d
1.5 kg 0.00005 kg 3 kg 0.0001 kg 6 kg 0.0002 kg 15 kg 0.0005 kg 30 kg 0.001 kg

3 lb 0.0001 lb 6 lb 0.0002 lb 15 lb 0.0005 lb 30 lb 0.001 lb 60 lb 0.002 lb

48 oz 0.002 oz 96 oz 0.005 oz 240 oz 0.01 oz 480 oz 0.02 oz 960 oz 0.05 oz

分辨率 6,000 d
1.5 kg 0.0002 kg 3 kg 0.0005 kg 6 kg 0.001 kg 15 kg 0.002 kg 30 kg 0.005 kg

3 lb 0.0005 lb 6 lb 0.001 lb 15 lb 0.002 lb 30 lb 0.005 lb 60 lb 0.01 lb

48 oz 0.01 oz 96 oz 0.02 oz 240 oz 0.05 oz 480 oz 0.1 oz 960 oz 0.2 oz

应用程序包
基础 称重、总计
高级 称重、百分比称重、计数、检重、百分比、计数、平均 称重、总计、显示保持

Puro® 案秤  

LargeTall

友好的用户界面，带大块秤台和两块显示屏的加高型案秤

      大块明亮的前后显示器和交通灯功能，以顾
客为导向，便于舒适称重    

      快速稳定 
      为重度使用所设计的坚固机身
     长时续航可供额外操作时间
      使用 USB-C 简易充电
      智能连接和灵活的选项

//16 案秤



称重 百分比称重 平均称重计数 检重 总计 显示保持

应用程序

附件
  锂电池组
  下部称重钩
  数据打印机

称重单位 kg, g, lb, oz, lb:oz
构造 / 材质 ABS 外壳 / 304 不锈钢秤盘
防护等级 IP43
显示屏 前和后 LCD 白背光显示屏，高 1.4 in/35 mm，6 位数和 14 段显示
检查重量指示器 3 LED（黄、绿、蓝），带可配置操作和警告提示音
小键盘 5 个机械按键
清零范围 全量程的 2% 或 10%
皮重范围 由全量程减去
稳定时间 1 秒
自动清零追踪 关闭、0.5、1 或 3 分度
安全过载 的额定量程的 150 %
调平组件 外置水平指示器和可调节水平脚
电源 100 – 240 V – 50/60 Hz AC 适配器或内置可充电锂电池
电池续航 最长 500 小时持续使用时间，12 小时充电时间
校准 外部，带有校准砝码
接口 内置 USB-C、USB-A、RS232 
操作温度 -10 °C 到 40 °C
产品尺寸 310 × 302 × 118 mm（宽 × 深 × 高）
秤台尺寸 280 × 180 mm（宽 × 长）
电磁兼容许可 FCC 第 15 部分 B 类，IEC 61326-1（排放等级 B，工业要求）

技术规格



友好的用户界面，带创新特性以高效计数的案秤

技术规格

Puro® 案秤  

Count

      大而明亮的显示和交通灯功能,  
以顾客为导向，便于舒适称重    

      快速稳定 
      为重度使用所设计的坚固机身
      长时续航可供额外操作时间
      使用 USB-C 简易充电
      智能连接和灵活的选项

型号 EF-LT-3-P1 EF-LT-3-P3 EF-LT-3-P6 EF-LT-3-P15 EF-LT-3-P30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分辨率 30,000 d
1.5 kg 0,00005 kg 3 kg 0.0001 kg 6 kg 0.0002 kg 15 kg 0.0005 kg 30 kg 0.001 kg
3 lb 0,0001 lb 6 lb 0.0002 lb 15 lb 0.0005 lb 30 lb 0.001lb 60 lb 0.002 lb
48 oz 0,002 oz 96 oz 0.005 oz 240 oz 0.01 oz 480 oz 0.02 oz 960 oz 0.05 oz

分辨率 6,000 d
1.5 kg 0,0002 kg 3 kg 0.0005 kg 6 kg 0.001 kg 15 kg 0.002 kg 30 kg 0.005 kg
3 lb 0,0005 lb 6 lb 0.001 lb 15 lb 0.002 lb 30 lb 0.005 lb 60 lb 0.01 lb
48 oz 0,01 oz 96 oz 0.02 oz 240 oz 0.05 oz 480 oz 0.1 oz 960 oz 0.2 oz

建议最小称样量
1 g 2 g 4 g 10 g 20 g
0.002 lb 0.005 lb 0.009 lb 0.02 lb 0.005 lb
0.04 oz 0.07 g 0.14 oz 0.4 oz 0.7 oz

建议最小 APW
0.005 g 0.01 g 0.02 g 0.05 g 0.1g 
0.00001 lb 0.00002 lb 0.00004 lb 0.0001 lb 0.0002 lb 
0.0002 oz 0.0004 oz 0.0007 oz 0.002 oz 0.004 oz 

最大内置计数分辨率 1:1,500,000 内置 /1:300,000 外置
应用程序包
计数专业 称重、计数（带平均单件重量优化和低平均单件重量警告）、检重、检查数量、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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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 计数 检重 总计

称重单位 kg, g, lb, oz, lb:oz
构造 / 材质 ABS 外壳 / 304 不锈钢秤盘
防护等级 IP43
显示屏 3 块 窗口型 LCD 白背光显示屏，6 位数和 14 段显示，可高达 6 in/35 mm
检查重量指示器 3 LED（黄、绿、蓝），带可配置操作和警告提示音
内存 可库存 30 个项目
小键盘 10 个功能键，10 个数字机械按键
清零范围 全量程的 2% 或 10%
皮重范围 由全量程减去
稳定时间 1 秒
自动清零追踪 关闭、0.5、1 或 3 分度
安全过载 的额定量程的 150 %
调平组件 外置水平指示器和可调节水平脚
电源 100 – 240 V – 50/60 Hz AC 适配器或内置可充电锂电池
电池续航 最长 500 小时持续使用时间，12 小时充电时间
校准 外部，带有校准砝码
接口 内置 USB-C、USB-A、RS232 
操作温度 -10 °C 到 40 °C
产品尺寸 310 × 302 × 118 mm（宽 × 深 × 高）
秤台尺寸 280 × 180 mm（宽 × 长）
电磁兼容许可 FCC 第 15 部分 B 类，IEC 61326-1（排放等级 B，工业要求）

技术规格

附件
  锂电池组
  第二秤台工具包
  下部称重钩

  数据打印机
  条码扫描器

应用程序



Puro® 
台秤和平台秤
Puro® 台秤和平台秤是应对不同工业称重需求的
多功能称重解决方案。该秤以一个多功能显示器
和一个大块显示屏结合了各种应用程序，提供了
舒适的用户操作环境，以及高精度和可靠的快速
计算结果。结合坚固耐用的秤台，可以轻松作业
于任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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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重 总计称重 计数

特点
  工业用大型方管设计
  大块显示器和交通灯功能便于舒适称重
  即时稳定
  长时续航可供额外操作时间
  使用 USB-C 简易充电
  大型防滑水平脚

应用程序

«  工业称重的
纯正创新  »



      工业用大型方管设计  
      大块显示器和交通灯功能便于舒适称重
      即时稳定
      长时续航可供额外操作时间
      大型防滑水平脚

技术规格

用户友好的带坚固设计的台秤

 
Puro® 台秤  

型号 EF-4P-DD-P/S-30 EF-4P-DD/FE-P/S-60 EF-4P-FE/GF-P/S-150 EF-4P-GF-P/S-300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分辨率 6,000 d

30 kg 0.005 kg 60 kg 0.01 kg 150 kg 0.02 kg 300 kg 0.05 kg

66 lb 0.01 lb 132 lb 0.02 lb 330 lb 0.05 lb 660 lb 0.1lb

1056 oz 0.2 oz 2112 oz 0.5 oz 5280 oz 1 oz 10576 oz 2 oz

规格

DD 350 × 300 × 104 mm

FE 550 × 420 × 114 mm 

GF 650 × 500 × 114 mm

称重显示器 P ABS 外壳

秤台
P 碳钢喷漆，304 不锈钢秤盘

S 一体化 304 不锈钢结构

应用程序包

显示器 称重、计数、检重、计数 检查数量、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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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重 总计称重 计数

附件
  锂电池组
  数据打印机 

应用程序

显示器
称重单位 kg, g, lb, oz, lb:oz    
防护等级 IP43    
显示屏 LCD 白背光显示屏，高 1.4 in/35 mm，6 位数和 14 段显示   
检查重量指示器 3 LED（黄、绿、蓝），带可配置操作和警告提示音    
小键盘 5 个机械按键    
清零范围 全量程的 2% 或 10%    
皮重范围 由全量程减去    
稳定时间 1 秒    

自动清零追踪 关闭、0.5、1 或 3 分度    

电源 100 – 240 V – 50/60 Hz AC 适配器或内置可充电锂电池
电池续航 最长 500 小时持续使用时间，12 小时充电池间 
校准 外部，带有校准砝码
接口 内置 USB-C、USB-A、RS232
操作温度 -10°C 到 40°C    
产品尺寸 mm 230 × 128 × 57 mm（宽 × 深 × 高）
秤台
操作温度 -10°C 到 40°C    
安全过载 额定量程的 150 %
调平组件 外置水平指示器和可调节水平脚
电磁兼容许可 FCC 第 15 部分 B 类，IEC 61326-1（排放等级 B，工业要求）  

技术规格



      大块明亮的显示器和交通灯功能便于
舒适称重 

      快速稳定  
      长时续航可供额外操作时间
      使用 USB-C 简易充电  

用户界面友好的带坚固设计的平台秤

 
Puro® 平台秤  

型号 EF-4P-LL/NN/RR-P/S-1500 EF-4P-NN/RR-P/S-3000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分辨率 3,000 d
1,500 kg 0.5 kg 3,000 kg 1 kg

3,000 lb 1 lb 6,000 lb 2 lb

规格

LL 1,000 × 1,000 × 100 mm

NN 1,250 × 1,250 × 100 mm 

RR 1,500 × 1,500 × 100 mm

称重显示器 P ABS 外壳

秤台
P 碳钢喷漆，使用花钢板喷漆的不锈钢

S 一体化 304 不锈钢结构

应用程序包

显示器 称重、计数、检重、检查数量、总计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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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重 总计称重 计数

附件
  锂电池组
  数据打印机 

显示器
称重单位 kg, g, lb, oz, lb:oz
防护等级 IP43
显示屏 LCD 白背光显示屏，高 1.4 in/35 mm，6 位数和 14 段显示
小键盘 5 个机械按键
清零范围 全量程的 2% 或 10%
皮重范围 由全量程减去
稳定时间 1 秒
自动清零追踪 关闭、0.5、1 或 3 分度
电源 100 – 240 V – 50/60 Hz AC 适配器或内置可充电锂电池
电池续航 最长 500 小时持续使用时间（使用标准电池），12 小时充电池间
校准 外部，带有校准砝码
接口 内置 USB-C、USB-A、RS232，可选蓝牙或 WiFi 
操作温度 -10°C 到 40°C    
产品尺寸 mm（宽 X 深 X 高） 230 × 128 × 59.5 mm（宽 × 深 × 高）   
秤台
操作温度 -10°C 到 40°C    
安全过载 额定量程的 150 %    
调平组件 外置水平指示器和可调节水平脚
电磁兼容许可 FCC 第 15 部分 B 类，IEC 61326-1（排放等级 B，工业要求）

技术规格

应用程序



Puro®  

称重显示器
Puro® 称重显示器适用于各种工业称重作业。一块又大又亮的显示屏、交通灯
功能和五个触敏按钮，可让您方便操作设备的强大应用程序。充电简便，连接
方便，用户友好。可充电锂离子电池便于更换，并可提供长达 500 小时的操作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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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重 总计称重 计数

特点
  大块显示器和交通灯功能便于舒适称重
  快速稳定
  长时续航可供额外操作时间
  使用 USB-C 简易充电

应用程序



用户友好，带两块显示屏以适用各种作业的重量指示器	

      大块明亮的显示器和交通灯功能便
于舒适称重

      即时稳定
      长时续航可供额外操作时间
      使用 USB-C 简易充电

型号 EF-IN4P

量程范围 5 到 20,000 lb 或 kg

显示分辨度 最大 1:30,000

应用程序包

显示器 称重、计数、检重、检查数量、总计

技术规格

 
Puro® 称重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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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重 总计称重 计数

称重单位 kg, g, lb, oz, lb:oz
构造 / 材质 ABS 塑料外壳
防护等级 IP43
显示屏 LCD 白背光显示屏，高 1.4 in/35 mm，6 位数和 14 段显示
小键盘 5 个机械按键
置零范围 量程的 2% 或 10%
皮重范围 由全量程减去
稳定时间 1 秒
自动置零追踪 关闭、0.5、1 或 3 分度
称重传感器激励 / 
输入灵敏度 

 5 V DC/ 最高 3 mV/V（最小 1 μV/d）  

称重传感器驱动 最多四个 350Ω 称重传感器
电源 100 – 240 V – 50/60 Hz AC 适配器或内置可充电锂电池
电池续航 最长 500 小时持续使用时间，12 小时充电时间
校准 外置校准砝码
接口 内置 USB-C、USB-A、RS232 
操作温度 -10 °C 到 40 °C
产品尺寸 230 × 128 × 59.5 mm（宽 × 深 × 高）
电磁兼容许可 FCC 第 15 部分 B 类，IEC 61326-1（排放等级 B，工业要求）

附件
  锂电池组
  数据打印机 

技术规格

应用程序



Puro® 台秤秤台适用于应对不同的工业称重需求。独特的工业设计，且凭借高
确度和可靠的快速计算结果，提供了适用于各种作业的解决方案。由于型号不
同且不同的构造材料，我们的秤台可用于任何环境。Puro® 迎合所有的需求并
提供高质量、可靠性和价值的理想结合。

Puro® 台秤秤台和 
平台秤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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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

百分比称重 平均称重

计数 检重 总计

显示保持

特点
  工业用大型方管设计
  精确且可靠的称重结果
  大型防滑水平脚
  使用带花纹板的软钢秤台 
  304 不锈钢秤台，适用于严苛环境

应用程序

«  		精益求精
的优秀称
重  »

Puro® 台秤秤台和 
平台秤秤台



      工业用大型方管设计
      精确且可靠的称重结果
      大型防滑水平脚
      有喷漆版本和不锈钢版本可选

技术规格

专为精确且可靠的称重结果设计的耐用的台秤秤台

 
Puro® 台秤秤台  

型号 EF-DD-P/S-30 EF-DD/FE-P/S-60 EF-FE/GF-P/S-150 EF-GF-P/S-300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分辨率 6,000 d

30 kg 0.005 kg 60 kg 0.01 kg 150 kg 0.02 kg 300 kg 0.05 kg

66 lb 0.01 lb 132 lb 0.02 lb 330 lb 0.05 lb 660 lb 0.1lb

1,056 oz 0.2 oz 2,112 oz 0.5 oz 5,280 oz 1 oz 10,576 oz 2 oz

规格

DD 350 × 300 mm

FE 550 × 420 mm

GF 650 × 500 mm

秤台
P 碳钢喷漆，304 不锈钢秤盘

S 一体化 304 不锈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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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 百分比称重 平均称重计数 检重 总计 显示保持

秤台
操作温度 -10°C 到 40°C    
安全过载 额定量程的 125 %    
水平组件 外置水平指示器和可调节水平脚
称重传感器保护 / 级别 IP67/NNC3

称重传感器线长 0.4 m     
称重传感器额定输出 2 mV/V ± 10 %    
称重传感器激励电压 最大 20 V (AC/DC)/ 建议 5~15 V (AC/DC)    
称重传感器输入 / 输出电阻 410 ± 10 Ω/350 ± 4 Ω

电磁兼容许可 FCC 第 15 部分 B 类，IEC 61326-1 
（排放等级 B，工业要求）

技术规格

附件
  立柱

应用程序

«  		Puro®	是
未来的	
称重解决
方案  »



      精确且可靠的称重结果
      坚固的工业设计
      有喷漆版本和不锈钢版本可选
      使用带花纹板的喷漆平台秤秤台

技术规格

专为精确且可靠的称重结果设计的耐用的平台秤秤台		

 
Puro® 平台秤秤台  

型号 EF-LL/NN/RR-P/S-1500 EF-NN/RR-P/S-3000
量程 可读性 量程 可读性

分辨率 3,000 d
1,500 kg 0.5 kg 3,000 kg 1 kg
3,000 lb 1 lb 6,000 lb 2 lb

规格
LL 1,000 × 1,000 mm
NN 1,250  × 1,250 mm
RR 1,500 × 1,500 mm

秤台
P 带花纹板的喷漆碳钢
S 一体化 304 不锈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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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重 百分比称重 平均称重计数 检重 总计 显示保持

秤台
操作温度 -10°C 到 40°C    
安全过载 额定量程的 150 %    
水平组件 外置水平指示器和可调节水平脚
称重传感器保护 / 级别 IP67/NNC3    
称重传感器线长 0.4 m   
称重传感器额定输出 2 mV/V ± 10 %    
称重传感器激励电压 最大 20V (AC/DC)/ 建议 5~15V (AC/DC)    
称重传感器输入 / 输出电阻 410 ± 10 Ω/350 ± 4 Ω
电磁兼容许可 FCC 第 15 部分 B 类，IEC 61326-1（排放等级 B，工业要求）  

技术规格

附件
 框架
 斜坡
 立柱

应用程序



称重

百分比称重 平均称重

计数 检重 总计

显示保持

称重 
以 lb、oz、lb:oz、kg 或 g 显示样品重量

自动除皮 
首个毛重会被自动除皮

以百分比称重
以百分比显示参考重量

计数	
基于参考试样计数

检重
将重量和目标重量比较

检查百分比
将项目百分比和目标值比较

检查数量	
将项目数目和目标数目比较

 
总计
累计加值，将单独重量值加到总值中 

平均称重
确定非稳定试样（例如，活的动物）的重量
或不稳定环境条件下的重量

显示保持
捕获首个稳定重量值。该值将会持续显
示，甚至在移除样品后

应用程序总览

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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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ro®	为各
种应用程序
而生  »

产品 SmallFlat、SmallTall、LargeFlat、LargeTall 计数 显示器
应用程序等级 基础 高级 计数业 显示器

称重

自动去皮

以百分比称重

计数

检重

检查百分比

检查数量

总计

平均称重

显示保持



订购信息

广泛的选择范围让每一个 Puro® 产品成为定制的称重解决方案。今天的挑选将促成未来的无限可
能。Puro® 生而永生。若您有任何疑问或建议，请随时联系我们。

Puro®	SmallFlat	/	LargeFlat	/	SmallTall	/	LargeTall	/	Count	案秤
示例：EF-LT1P30-30d-2D

Puro®	秤台
示例：EF-DDS60-6d

Puro®	显示示器
示例：EF-IN4P

Puro®	台秤和平台秤
示例：EF-4PDDP60-6d

型号
LargeTall

EF-LT

应用程序选择
1 级

1

外壳材质
塑料

P

量程
30 kg

30

分辨率
30d

-30d

双显示屏
（仅加高型）

-2D

型号

EF

应用程序选择
4 级

4

外壳材质
塑料

P

尺寸
DD

DD

秤台材质
喷漆

P

量程
60 kg

60

分辨率
6d

-6d

型号

EF

尺寸
DD

DD

秤台材质
不锈钢

S

量程
60 kg

60

分辨率
6d

-6d

型号
显示器

EF-IN

应用程序选择
4 级

4

外壳材质
塑料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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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购您的	Puro®	
…	即刻！ »

 www.puroscales.comPuro® Store

http://www.puroscales.com


www.minebea-intec.com   

Minebea Intec GmbH  |  Meiendorfer Strasse 205 A  |  22145 Hamburg, Germany
Phone +49.40.67960.303  |  Email info@minebea-intec.com

www.minebea-intec.com   

Discover our entire  
product portfolio

Please contact u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We provide products, solutions and services to the industry for increasing the reliability, safety 
and efficiency of production and packaging lines. Our portfolio covers applications from goods-in 
to goods-out, including automated as well as manual processes and filling and packaging.

Services
 Engineering Support

 Start-up

 Maintenance and Repair

 Upgrades

 Training

Quality Assurance
 Checkweighers

 Metal Detectors

 X-Ray Inspection Systems

 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

Process Weighing and Automation
 Vessel and Silo Scales

 Truck Scale Components

 Bench and Floor Scales

 Batching and For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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茵泰科提供多种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为工业内产品和包装线增强可靠性、安全性并提
高效率。我们的产品系列覆盖了从进货到出货的所有用途，包括自动化和手动配料，以及
灌装和包装流程。 

正品保证

称重和自动化
 料罐秤
 汽车衡
 台秤和平台秤
 配料和灌装

品质保证
 自动检重秤
 金属探测仪
 X 光检出系统
 统计流程控制

服务
 工程支持
 安装
 维护和维修
 升级
 培训

 www.puroscales.com

Puro® Store

http://www.puroscale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