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ranite Measuring Stand 

For special anvil types

Digital Outside Micrometer

Standard

IP65

IP65 Fast

IP65 Second



電子式外徑測微器【一般型】

塑膠隔熱護板

ON/OFF : 開機 / 關機鍵(短按)
功能鍵

德國專利人體工學設計
棘輪套筒自動定壓裝置

套筒與螺桿鎖定裝置

一迴轉0.5mm

德國工藝傳承
一體式硬化精密螺桿

與Φ6.5mm心軸

超硬鎢鋼量測鉆面

心軸鎖定裝置

大型液晶數字顯示螢幕
解析度：0.001mm / 0.00005”

鑄鋼烤漆框架

25mm以上規格產品均附一支歸零設定標準桿
每支產品均附出廠保證卡、使用說明書、JCC原廠檢驗合格校正報告

SET : 歸零設定鍵(長按)

in/mm : 公英制單位互換鍵(長按)
ABS/INC : 絕對值 / 相對值量測切換鍵(短按)

德國創新專利
棘輪套筒自動定壓設計

型號 量測範圍 精度(um) 

EM-9001 0-25mm / 0-1” ±3 
EM-9002 25-50mm / 1”-2” ±3 
EM-9003 50-75mm/ 2”-3” ±4 
EM-9004 75-100mm / 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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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液晶數字顯示螢幕
解析度：0.001mm / 0.00005”

電子式外徑測微器【IP65防水型】

塑膠隔熱護板

IP65防水等級

德國工藝傳承
一體式硬化精密螺桿

與Φ6.5mm心軸

超硬鎢鋼量測鉆面

心軸鎖定裝置

鑄鋼烤漆框架

25mm以上規格產品均附一支歸零設定標準桿
每支產品均附出廠保證卡、使用說明書、JCC原廠檢驗合格校正報告

鍍鉻鐳射蝕刻刻度線與套筒

鍍鉻鐳射蝕刻刻度線與襯套

功能鍵
ON/OFF : 開機/關機
ZERO : 歸零鍵
mm/in : 公英制單位互換鍵

型號 量測範圍 精度(um) 

EM-9001SF 0-25mm / 0-1” ±3 
EM-9002SF 25-50mm / 1”-2” ±3 
EM-9003SF 50-75mm/ 2”-3” ±4 
EM-9004SF 75-100mm / 3”-4” ±4 

 

一迴轉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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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專利人體工學設計
棘輪套筒自動定壓裝置

德國創新專利
棘輪套筒自動定壓設計

另購附件：SPC數據輸出連結線(DO-B+C01)
                藍芽無線數據傳輸器(DO-W2-RS1)



大型液晶數字顯示螢幕
解析度：0.001mm / 0.00005”

電子式外徑測微器【IP65快測型】

塑膠隔熱護板

ON/OFF : 開機 / 關機鍵(短按)
功能鍵

德國專利人體工學設計
棘輪套筒自動定壓裝置

套筒與螺桿鎖定裝置

德國工藝傳承
一體式硬化精密螺桿
與Φ6.5mm心軸

超硬鎢鋼量測鉆面

心軸鎖定裝置

IP65防水等級

鍍鉻鐳射蝕刻刻度線與襯套

鑄鋼烤漆框架

25mm以上規格產品均附一支歸零設定標準桿
每支產品均附出廠保證卡、使用說明書、JCC原廠檢驗合格校正報告

SET : 歸零設定鍵(長按)

UNIT : 公英制單位互換鍵(長按)
ABS/INC : 絕對值 / 相對值量測切換鍵(短按)

德國創新專利
棘輪套筒自動定壓設計

一迴轉 2mm

型號 量測範圍 精度(um) 

EM-9001WF 0-25mm / 0-1” ±3 
EM-9002WF 25-50mm / 1”-2” ±3 
EM-9003WF 50-75mm/ 2”-3” ±4 
EM-9004WF 75-100mm / 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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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式外徑測微器【IP65秒測型】

大型液晶數字顯示螢幕
解析度：0.001mm / 0.00005”

ABS絕對原點
IP65防水等級

塑膠隔熱護板

直進式
快速移動量測拉桿

快速量測
秒

德國工藝傳承
一體式硬化精密螺桿

與Φ6.5mm心軸

超硬鎢鋼量測鉆面

鑄鋼烤漆框架

: 開機 / 關機鍵(短按)

ORIGIN: 絕對零點鍵(長按)
in/mm : 公英制單位互換鍵(短按)

ABS/0 : 絕對值 / 相對值量測切換鍵(長按)
               歸零鍵 (短按)

功能鍵

資料輸出接口
(另購裝置)

25mm以上規格產品均附一支歸零設定標準桿
每支產品均附出廠保證卡、使用說明書、JCC原廠檢驗合格校正報告

EU INTERNATIONAL PATENT
型號 量測範圍 精度(um) 

EM-9001S 0-25mm / 0-1” ±3 
EM-9002S 25-50mm / 1”-2” ±3 
EM-9003S 50-75mm/ 2”-3” ±4 
EM-9004S 75-100mm / 3”-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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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購附件：SPC數據輸出連結線(DO-B+C04)
                藍芽無線數據傳輸器(DO-W2-RS)



電子式外徑測微器【IP65無極萬向秒測型】

鎖定手輪

EM-9001SA

無極萬向夾持座

型號SA含測微器及無極萬向夾持座
25mm以上規格產品均附一支歸零設定標準桿
每支產品均附出廠保證卡、使用說明書、JCC原廠檢驗合格校正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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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號 量測範圍 精度(um) 型號 品名 

EM-9001SA 0-25mm / 0-1” ±3 
EM-12A 

無極萬向夾持座 
EM-9002SA 25-50mm / 1”-2” ±3 
EM-9003SA 50-75mm/ 2”-3” ±4 

EM-34A 
EM-9004SA 75-100mm / 3”-4” ±4 

 



電子式外徑測微器

塑膠隔熱護板

液晶顯示幕與功能鍵
解析度0.001mm/0.00005”

數據傳輸接口

鍍鉻鐳射蝕刻刻線與套筒

德國專利人體工學設計
棘輪套筒自動定壓裝置

套筒與螺桿鎖定裝置

德國工藝傳承
一體式硬化精密螺桿與Φ6.5mm心軸

超硬鎢鋼量測鉆面

心軸鎖定裝置

鍍鉻鐳射蝕刻刻度線與襯套

鑄鋼烤漆框架

IP54防護等級

【按鍵功能】

25mm以上規格產品均附一支歸零設定標準桿
每支產品均附出廠保證卡、使用說明書、JCC原廠檢驗合格校正報告

ON/OFF : 開機 / 關機鍵(短按)  : 數值輸出鍵(長按)

RS232介面輸出

IP54防護等級

1.5V LR44 電池

SET : 歸零設定鍵(長按)

ABS/INC : 絕對值 / 相對值量測切換鍵(短按)

UNIT : 公英制單位互換鍵(長按)

C

【特殊測鉆型通用特性】

德國創新專利
棘輪套筒自動定壓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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