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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延長砂輪的使用壽命 

 有效提升加工精度(尺寸、形狀、平直度、真

圓度等) 

 提高研磨加工穩定性 

 改善作業環境，降低研磨噪音 

 降低設備維修成本 

  砂輪研磨時，線上動平衡的重要性 

1. 砂輪/單面 動平衡軟體  

2. 振動頻譜分析儀功能  

3. 大電池容量,工作時數>10小時  

4. 導引式介面,平衡沒煩惱  

5. 雷達顯示, 修平衡更簡單  

6. 觸控式螢幕, 直覺操作  

7. IP65 防水, CE/UL設計  

8. 快速報表軟體輸出  

9. USB 數位資料輸出  

 

  AN-106 線上動平衡儀 

便利腳架，可調整不同視角 

BNC 信號接頭，多用途使用 



 

 

PRODUCT INFORMATION 
 

 

 

 

AN Series App  

顯示 單位  ug/mg/g/ kg 電池 電量 顯示  0% - 100 % 

IEPE 感測器  斷線/短路/正常 單位顯示  加速度/速度/位移 

顯示單位系統  公/英制單位 檔案管理系統  資料夾 

多國語言介面  中/英 自動軟體更新  By Internet 

轉速單位顯示  HZ / RPM 快速/簡易報表軟體  Yes 

智慧省電模式  自動關機 時間格式/設定  年月日/時分秒 

使用時間  > 8 小時 按鍵聲  大/中/無 

Detection  RMS, 0-p, p-p - - 

 

頻譜分析儀 App (需加購頻譜功能) 

頻譜顯示  功率頻譜 FRF Spectrum  Ch#2/#1 

振動波形  時間波形 Overlap  0% - 100% 

Lines  12,800 Digital trigger  TTL / RPM 

Bandwidth  40KHz Pre-trigger  0-100% 

Analog trigger  Ch#1/#2 Post-trigger  0 – 100% 

Windowing  5 types 單位顯示  加速度/速度/位移 

轉速單位顯示  HZ / RPM Scale 調整  手動/自動 

圖形顯示 scale  Log/ Linear 平均方式  Linear / Peak Hold 

游標功能  峰值/RPM/手動 - - 

 

砂輪三平衡塊 App 

 平衡測量平面  單面動平衡  不平衡量顯示單位  相對/絕對角度 

 結果顯示方式  雷達圖(Radar )  測量模式  快速/正常/精密 

 轉速單位顯示  HZ / RPM  單位顯示  加速度/速度/位移 

 顯示單位系統  公/英制單位  試重提醒  太小(大)提示 

 雷達轉向  順(逆)時針  平衡修正趨勢  圖形趨勢圖 

 

動平衡測試 APP 

 平衡測量平面  單/雙/三面   不平衡量顯示單位   ug/mg/g/ kg  

 結果顯示方式  雷達圖(Radar )   測量模式  快速/正常/精密  

 轉速單位顯示  HZ / RPM   鑽孔深度顯示  自動運算  

 顯示單位系統  公/英制 單位   分量（分孔）計算  手動/自動  

 雷達轉向  順(逆)時針   平衡修正趨勢  圖形趨勢圖  

 試重提醒  太小(大)提示  加質量/減質量顯示  Yes  

 單位顯示  加速度/速度/位移  ISO 1940 計算機  Yes  

 歷史資料  表列平衡過程   振動單位  G, mm/s,  um  

 

 

APP 功能  



 

 

 

PRODUCT INFORMATION 

CARBO TZUJAN INDUSTRIAL CO., LTD. 

聯絡資訊: 

 電話 : (02)2679-3461 

 傳真 : (02)2679-4561 

 總公司地址: 新北市鶯歌區福安街一號 

 線上客服請上官網 : www.carbo.com.tw 

 E-mail : webmaster@carbo.com.tw 

注意事項: 

 使用砂輪時,請嚴守正確使用規範並謹慎

操作以維護自身安全。 

嘉寶自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詳細資訊請洽營業人員: 

 

 

 

 

 

 

 

 

 

 

 

 

 

 

 

 

 

 

 

 

 

機體設計  

 一機多功能，隨時更新  

        動平衡測試 App, 頻譜分析儀 App 

        砂輪三平衡塊 App (單面、頻譜功能需加購) 

 ISO1940 國際規範  

        國際標準, 允收標準有依據  

 雷達圖(Radar)顯示  

        直覺式平衡正確快速修正  

 多國語言介面  

        全世界通用, 操作無障礙  

 加質量(+)或減質量(-) (功能額外加購) 

        彈性應用加質量或減質量  

 便利型報表軟體  

        平衡結果列印報表更容易  

 Excel 格式報表輸出  

        製作及分享報表更富彈性  

 鑽孔深度/自動分孔  

        修正平衡更準更快,一次到位  

 自動軟體更新  

        終身軟體免費可更新,更有保障  

 智慧省電模式/自動關機  

        機器更長的使用時間 > 10 小時  

 振動頻譜分析儀功能 (功能額外加購) 

        頻譜分析儀快速找到振動源頭  

 觸控螢幕，直覺操作  

        電阻式觸碰面板，可帶著手套操作 

 圖形化介面/快速功能鍵  

        設置常用鍵，操作、測量更便捷   

 IP65 防水、油設計  

        工業等級防水油設計，室內外均可用 

 人性化按鍵設計  

        人體工學設計，可單、雙手使用   

http://www.carbo.com.tw/
mailto:webmaster@carbo.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