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 料 表                                    專業級數位式力量/扭矩顯示器 7i系列 

 

7i專業級數位型力量/扭力顯示器 設計用於廣泛範圍的
Mark-10遠測型力量和扭矩傳感器(請參閱第四頁)。 採用
獨有的 Plug ＆ Test™/即插即測試 技術，所有校準和配置
數據都保存在傳感器的智能型連接器中，而非顯示器，進
而實現真正的互換性。此外，所有傳感器與 Mark-10系列
顯示器可完全兼容。 

7i具有領先業界的 14,000 Hz 採樣率，可極快速測試並提
供可靠的結果。除了 5i顯示器的功能外，7i還具有高速
連續數據採集和存儲功能，內部儲存量可讀取多達 5,000
個讀數，採集速率高達 14,000 Hz。 7i還具有可編程腳踏
開關命令字符串、破裂偵測和第 1 /第 2峰值檢測等功能。
摩擦係數單位和使用者自行定義的測量單位為特殊應用增
加了靈活性。在破裂偵測、平均值、外部觸發和第 1 /第 2
峰值檢測 模式完成後，為了提高生產力，該顯示器還具有
自動數據輸出、數據儲存和歸零功能。 

 

MESUR™ Lite 數據採集軟體 

標準配備之一： MESUR™ Lite 數據

採集軟體，以表格形式列出連續或單

一點資料，並可匯出至 Excel進行數

據分析。 

7i系列搭配 R50/扭力

傳感器，安裝於

AC1008/檯面式支架 

之使用範例。 

 
 

 

                            

                                                                                                                             

 

 

 
特色 

 

 

■ 通過 Plug ＆ Test™/即插即測試 技術~可互換的 
  力量和扭矩傳感器（傳感器單獨販售） 

■ 各種測試動作完成後自動輸出/資料儲存/歸零讀值 

■ 傳感器密碼保護，防止使用未經授權的傳感器 ■ 第一/第二峰值檢測 
■ 14,000 Hz 高速取樣率 ■ COF、使用者自行定義及五種量測單位 
■ 在高速取樣率下可連續或個別採集 5,000筆資料 
  後並下載至 PC 

■ 可編程之設定點：上下限值的設定並判定合格與   
  否及輸出  

■ USB、RS-232、Mitutoyo 及類比輸出 ■ 可編程腳踏開關命令字符串 
■ 搭配 MARK-10 電動測試檯：偵測樣品破裂後將自 
  動停機 

■ 平均值模式：可隨著測試時間之變化計算資料點   
  的平均值  

 ■ 外部觸發模式：開關類的觸動力測試或遠程停止  
  顯示更新 

7i的傳輸介面搭配 Mark-10電動測試檯，可
執行諸如破裂偵測、動態負載保持、PC 控制
等功能。標準配備的 MESUR™ Lite數據採集
軟體 ~ 可將儀器端的連續或單點數據匯集後
製成表格，也可以批量下載保存於儀器內部
中的數據。單一按鍵即可導出至 Excel,進行
數據的分析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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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顯示器 具有在一般市售較高階儀器中才提供的某些進階功能（例如材料測試儀、數據採集系統和 PLC），以下

為功能簡介: 

 

 

 

 

高速數據擷取和儲存 

＞ 擷取 14,000 讀值/每秒和存儲高達 5000 連續數據點。這種 
獨特的功能非常適合開關類的觸動力、被測物的瞬間斷裂等量 
測應用。 
提供可配置的啟動和停止觸發功能，數據的擷取速率是可調整的， 
同時可以減緩以捕獲更長的事件發生過程：例如結構鬆弛或材料膨 
脹的耐受性測定(泡棉)…等量測應用。 
儲存於儀器內部暫存區的數值可導出至 MESUR™ Lite gauge數據 
收集軟體後，進一步分析和繪圖。 
使用 7系列可以取代繁複和昂貴的數據收集軟/硬體。 

腳踏開關命令字符串 

＞ 整合腳踏開關、自動化系統與本系列推拉力計，省略複雜與多重 
    按鍵指令提升量測速率。 
    可選擇任意命令字符串~峰值讀值、歸零顯示、儲存數據..等，且 
    在每個步驟之間插入延遲時間。 

自動數據輸出、儲存、歸零、 I / O引腳觸發 

 ＞ 可執行下列功能提升量測速率： 
        ■ 自動儲存峰值到內建記憶裝置中。 
        ■ 透過 USB、RS232、或 MITUTOYO DIGIMATIC 輸出峰值。 
        ■ 讀值歸零、可設定荷重值，進行電動測試檯負荷動作的控制  
     適用範例~ 
        ■ 樣品斷裂檢測(也試用於滑動、點擊或以其它方式在達到峰值 
        後下降的樣品) 
        ■ 完成平均序列 
        ■ 外部觸發(關關類的觸動力) 
        ■ 第一/第二峰值檢測(如拉伸測試)  

使用者自行定義量測單位 

 ＞ 具備六種標準量測單位，另外提供一種依使用需求可自行定義的 
    量測單位:  
    (1)量測一個機械組件所產生的轉矩力時，可將本儀器裝置於機械 
       力臂上，並設置一個固定力距,把力量量測值轉換成力矩單位 
       值：N.cm 
    (2)壓力強度測試時，計算壓盤治具截面積，把力量量測值轉換成 
       壓力單位值：N/cm

2或 P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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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用獨有的 Plug ＆ Test™/ 即插即測試 技

術，適用於 Mark-10  7i/5i/3i系列顯示器，所

有校準和配置數據都保存在傳感器的智能連接器

中 

^ 當完全插入時，Plug ＆ Test™ 連接器鎖定

到顯示器中的插座中。按下顯示器殼體上的雙按

鈕，可釋放連接器並便於移除。鍍金式之彈簧觸

點確保持久和牢靠的連接。 

 

 

 

 

 

 

 

 

 

 

 

                                       規格 

 

 

 

 

                                                                                                                            

 

 

 

 

 
 

 

           尺寸:in(mm) 

 

 

 

 

 

 

 

 

 

訂購資訊 
AC1008 檯面式支架 

 

精確度 ±0.1% F.S(最大標稱值) + 傳感器 

取樣率 14,000 Hz 

 電源 
交流電/可充電式電池，蓄電量指 

示，電量不足時自動關機 

 
 

 

 

 

 

 

操作時間 背光源開啟/關閉：7 / 24 連續使用小時 

輸出功能 

USB、RS232:最大可設定為 115,200 baud 

MITUTOYO  DIGIMATIC:序列、BCD 適用於所有 SPC 相容設備 

類比: ± 1 VDC，± 0.25 % F.S   

GPI/O: 三個開汲極輸出、一個輸入 

設定點:三條開汲極線 

 
 

 

 

可設定的配置 

數字濾波器、輸出、自動輸出（通過 USB/ RS-232）、自動關

機、系統預設值、平均值模式、外部觸發模式、密碼、按鍵

音、聲音警報、背光源、校準 

重量 0.3 kg 

 

 標準配備 
收納盒/專屬電源變壓器/操作說明書/ USB連接線/驅動程式

光碟(附 MESUR™簡易版軟體、MESUR
TM
gauge 試用版軟體)/原

廠精度保證書 

使用環境 温度：5~38℃、濕度：20~90 %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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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i/5i/3i系列 力量/扭矩顯示器 設計用於廣泛範圍的 Mark-10遠測型力量和扭矩傳感器。採用獨有的 Plug ＆ 
Test™ / 即插即測試 技術，所有校準和配置數據都保存在傳感器的智能連接器中，而非顯示器，進而實現真正的
互換性。每款傳感器系列所提供的容量範圍，分別為 力量: 100 gf ~ 5,000 Kgf（1N ~ 50 KN）和 扭力: 720 
g.cm ~ 58 Kgf.m （7 N.cm ~ 560 N.m）。如欲了解更多詳細信息，請參考各個傳感器的資料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