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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部门                                                                 试验力范围不可更改，可额外增加配件   

手动聚焦系统

FALCON 401P

人民币含税

 

人民币含税

手动聚焦/自动测量

FALCON 401AM
传感器加载系统，闭环控制
试验力范围5gf-2kgf,11个标尺
数显测微目镜
6工位电动转塔
预安装1个压头工位
可选第2 压头工位
Z轴，手动微调
自带数据储存，可外接U盘储存
嵌入式电子系统
 I-TOUCH™ 控制器和触摸屏

仅英文/日语

物镜 10X和50X
显微维氏压头，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400HMV1硬度块，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100X100mm手动X-Y工作台，行程25X25mm
小型圆轴夹具 （UN-AXLECHUCK)

手动聚焦
数显测微目镜，硬度值自动计算
标尺转换
上下限设置

提供INNOVATEST根据ISO/ASTM标准出具的直
接检验和间接检验证书
含海运空运包装

特征 :   

语言设置 :   
包含 :   

软件 :   

其他 :   

IMPRESSIONS™ 软件包
手动聚焦/自动测量
传感器加载系统，闭环控制
试验力范围5gf-2kgf,11个标尺
500万像素高清CCD相机
6工位电动转塔
预安装1个压头工位
可选第2 压头工位
Z轴，手动微调
数据存储在SSD固态硬盘、USB接口或HDD上
嵌入式电子元件, 外置 i-cube II BOX 电脑
15″工业触摸屏，键盘，鼠标
可选配模拟测微目镜或数显测微目镜

仅英文/中文/日语

物镜 10X和50X
显微维氏压头，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400HMV1硬度块，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100X100mm手动X-Y工作台，行程25X25mm
小型圆轴夹具 （UN-AXLECHUCK)

手动聚焦
自动测量
标尺转换
阵列测试，CHD测试，KiC测试
上下限设置
报告生成器

提供INNOVATEST根据ISO/ASTM标准出具的直
接检验和间接检验证书
含海运空运包装

不含运费
不含安装调试费

不含运费
不含安装调试费

注注注
最长达15年
全球质保*

注册后

显微维氏/努氏 显微维氏/努氏
特征 :   

语言设置 :   
包含 :   

软件 :   

其他 :   

手动测量 自动测量

报告生成器 用户分级管理

阵列程序CHD, SHD, NHD

绘图和测量应用 截屏功能

KiC 断裂韧性

数码变焦

包括：
嵌入式电子元件， 外置i-cube II BOX 电脑
15″工业触摸屏， 键盘， 鼠标

     95,000.00      138,000.00 
注注注

最长达15年
全球质保*

注册后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部门                                                                 试验力范围不可更改，可额外增加配件   



 

自动聚焦&自动测量

FALCON 501AF FALCON 501FAP
IMPRESSIONS™   软件包
自动聚焦/自动测量
电动Z轴
传感器加载系统，闭环控制
试验力范围5gf-2kgf，11个标尺
500万像素高清CCD相机
6工位电动转塔
预安装1个压头工位
可选第2 压头工位
CNC电动直线导轨Z轴（前端控制器）
数据存储在SSD固态硬盘、U盘或HDD上
嵌入式i7处理器电脑，配有SSD固态硬盘
15″工业触摸屏，键盘，鼠标

仅英文/中文/日语

物镜 10X和50X
显微维氏压头，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400HMV1硬度块，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100X100mm手动X-Y工作台，行程25X25mm
小型圆轴夹具 （UN-AXLECHUCK)
可选： 数显测微目镜和摄像头双通道测量 （型号501AF/DC*)

自动聚焦
自动测量
标尺转换
手动阵列测试，CHD测试，KiC测试
上下限设置
报告生成器

提供INNOVATEST根据ISO/ASTM标准出具的直
接检验和间接检验证书
含海运空运包装 

IMPRESSIONS™   软件包
全自动系统（电动X-Y-Z)
电动Z轴，电动X-Y工作台
传感器加载系统，闭环控制
试验力范围5gf-2kgf，11个标尺
500万像素高清CCD相机
6工位电动转塔
预安装1个压头工位
预安装第2 压头工位
CNC电动直线导轨Z轴（前端控制器）
数据存储在SSD固态硬盘、U盘或HDD上
嵌入式i7处理器电脑，配有SSD固态硬盘
15″工业触摸屏，键盘，鼠标

仅英文/中文/日语

物镜 10X和50X
显微维氏压头，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400HMV1硬度块，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精密电动CNC X-Y工作台，260mm x 205mm,
行程120mmx120mm（载荷最大100kg）
小型圆轴夹具 （UN-AXLECHUCK)
可选： 数显测微目镜和摄像头双通道测量 （型号501FAP/DC*)

自动聚焦
自动测量
自动变焦全景相机
标尺转换
自动阵列测试，CHD测试，KiC测试
边缘检测
上下限设置
报告生成器

提供INNOVATEST根据ISO/ASTM标准出具的直
接检验和间接检验证书
含海运空运包装 

全自动测量系统（电动X-Y-Z轴）

显微维氏/努氏 显微维氏/努氏
特征 :   

语言设置 :   
包含 :   

软件 :   

其他 :   

特征 :   

语言设置 :   
包含 :   

软件 :   

其他 :   

手动测量 自动测量

报告生成器

用户分级管理

阵列程序

CHD, SHD, NHD

绘图和测量应用

截屏功能 双通道测量*

KiC 断裂韧性

自动聚焦

手动测量 自动测量

报告生成器

用户分级管理

阵列程序

CHD, SHD, NHD

绘图和测量应用 截屏功能

KiC 断裂韧性自动聚焦

自动边缘检测 

工作台全景扫描

DUAL OPTICAL
CHANNEL*

DUAL OPTICAL
CHANNEL*

DUAL OPTICAL
CHANNEL*

DUAL OPTICAL
CHANNEL*

CCD

双通道测量*DUAL OPTICAL
CHANNEL*

DUAL OPTICAL
CHANNEL*

DUAL OPTICAL
CHANNEL*

DUAL OPTICAL
CHANNEL*

CCD

数码变焦数码变焦

包括：
嵌入式i7处理器电脑， 配有SSD驱动
15″工业触摸屏，键盘，鼠标

包括：
嵌入式i7处理器电脑， 配有SSD驱动
15″工业触摸屏，键盘，鼠标

   159,000.00

人民币含税

不含运费不含安装调试费

501AF

   174,000.00
501AF/DC

   215,000.00

人民币含税

不含运费不含安装调试费

501FAP

   230,000.00
501FAP/DC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部门                                                                 试验力范围不可更改，可额外增加配件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部门                                                                 试验力范围不可更改，可额外增加配件   

注注注
最长达15年
全球质保*

注册后 注注注
最长达15年
全球质保*

注册后



手动聚焦系统

FALCON 459P

人民币含税

手动聚焦/自动测量

FALCON 459AM

人民币含税

传感器加载系统，闭环控制
力值范围200gf-62.5kgf，22个标尺
电子测微目镜
6工位电动转塔
预安装1个压头工位 
可选第2 压头工位
Z轴，手动微调
自带数据储存，可外接USB数据输出
嵌入式电子系统
 I-TOUCH™ 控制器和触摸屏

仅英文/日语

物镜 10X和20X
显微维氏压头，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400HMV1硬度块，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100X100mm手动X-Y工作台，行程25X25mm
小型圆轴夹具 （UN-AXLECHUCK)

手动聚焦
数显测微目镜，硬度值自动计算
标尺转换
上下限设置

提供INNOVATEST根据ISO/ASTM标准出具的直
接检验和间接检验证书
含海运空运包装 

IMPRESSIONS™   软件包
手动聚焦/自动测量
传感器加载系统，闭环控制
试验力范围200gf-62.5kgf,22个标尺
500万像素高清CCD相机
6工位电动转塔
预安装1个压头工位
可选第2 压头工位
Z轴，手动微调
数据存储在SSD固态硬盘、USB或HDD上
嵌入式电子元件, 外置 i-cube II BOX 电脑
15″工业触摸屏，键盘，鼠标
可选配模拟测微目镜或数显测微目镜

仅英文/中文/日语

物镜 10X和20X
显微维氏压头，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400HMV1硬度块，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100X100mm手动X-Y工作台，行程25X25mm
小型圆轴夹具 （UN-AXLECHUCK)

手动聚焦
自动测量
标尺转换
手动阵列测试，CHD测试，KiC测试
上下限设置
报告生成器

提供INNOVATEST根据ISO/ASTM标准出具的直
接检验和间接检验证书
含海运空运包装 
 

不含运费
不含安装调试费

不含运费
不含安装调试费

显微维氏/努氏/布氏 显微维氏/努氏/布氏 

特征 :   

语言设置 :   
包含 :   

软件 :   

其他 :   

特征 :   

语言设置 :   
包含 :   

软件 :   

其他 :   

手动测量 自动测量

报告生成器 用户分级管理

阵列程序CHD, SHD, NHD

绘图和测量应用 截屏功能

KiC 断裂韧性

包括：
嵌入式电子元件， 外置i-cube II BOX 电脑
15″工业触摸屏，键盘，鼠标

     108,000.00      149,000.00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部门                                                                 试验力范围不可更改，可额外增加配件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部门                                                                 试验力范围不可更改，可额外增加配件   

注注注
最长达15年
全球质保*

注册后 注注注
最长达15年
全球质保*

注册后



 
 

自动聚焦和自动测量

FALCON 509AF

人民币含税 人民币含税

全自动测量系统（电动X-Y-Z轴）, 带全景摄像头

FALCON 509FAP
IMPRESSIONS™   软件包
自动聚焦自动测量
电动Z轴
传感器加载系统，闭环控制
试验力范围200gf-62.5kgf,22个标尺
500万像素高清CCD相机
6工位电动转塔
预安装1个压头工位
可选第2 压头工位
CNC电动直线导轨Z轴（前端控制器）
数据存储在SSD固态硬盘、USB或HDD上
嵌入式i7处理器电脑，配有SSD固态硬盘
15″工业触摸屏，键盘，鼠标

仅英文/中文/日语
  
物镜 10X和20X
显微维氏压头，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400HMV1硬度块，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100X100mm手动X-Y工作台，行程25X25mm
小型圆轴夹具 （UN-AXLECHUCK)

自动聚焦
自动测量
标尺转换
手动阵列测试，CHD测试，KiC测试
上下限设置
报告生成器

提供INNOVATEST根据ISO/ASTM标准出具的直
接检验和间接检验证书
含海运空运包装 

IMPRESSIONS™   软件包
全自动系统（电动X-Y-Z)
电动Z轴，电动X-Y工作台
传感器加载系统，闭环控制
试验力范围200gf-62.5kgf,22个标尺
500万像素高清CCD相机
6工位电动转塔
预安装1个压头工位
预安装第2 压头工位
CNC电动直线导轨Z轴（前端控制器）
数据存储在SSD固态硬盘、USB或HDD上
嵌入式i7处理器电脑，配有SSD固态硬盘
15″工业触摸屏，键盘，鼠标 

仅英文/中文/日语
  
物镜 10X和20X
显微维氏压头，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400HMV1硬度块，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精密电动CNC X-Y工作台，267mm x 188mm,
行程100mmx100mm（载荷最大100kg）
小型圆轴夹具 （UN-AXLECHUCK)

自动聚焦
自动测量
自动变焦全景相机
标尺转换
自动阵列测试，CHD测试，KiC测试
自动边缘检测
上下限设置
报告生成器

提供INNOVATEST根据ISO/ASTM标准出具的直
接检验和间接检验证书
含海运空运包装 

不含运费
不含安装调试费

显微维氏/努氏/布氏 显微维氏/努氏/布氏 

不含运费
不含安装调试费

特征 :   

语言设置 :   
包含 :   

软件 :   

其他 :   

特征 :   

语言设置 :   

包含 :   

软件 :   

其他 :   

手动测量 自动测量

报告生成器

用户分级管理

阵列程序

CHD, SHD, NHD

绘图和测量应用

截屏功能

KiC 断裂韧性

自动聚焦

手动测量 自动测量

报告生成器

用户分级管理

阵列程序

CHD, SHD, NHD

绘图和测量应用 截屏功能

KiC 断裂韧性自动聚焦

自动边缘检测 

工作台全景扫描数码变焦 数码变焦

包括：
嵌入式i7处理器电脑， 配有SSD驱动
15″工业触摸屏，键盘，鼠标

包括：
嵌入式i7处理器电脑， 配有SSD驱动
15″工业触摸屏，键盘，鼠标

     165,000.00      219,000.00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部门                                                                 试验力范围不可更改，可额外增加配件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部门                                                                 试验力范围不可更改，可额外增加配件   

注注注
最长达15年
全球质保*

注册后 注注注
最长达15年
全球质保*

注册后



表盘式洛氏/布氏硬度计

FENIX 200ACLP
数显洛氏/布氏硬度计

FENIX 200DCLP

人民币含税 人民币含税

不含运费
不含安装调试费

不含运费
不含安装调试费

洛氏和布氏试验力
传感器加载系统，闭环控制
试验力范围10kgf-187.5kgf
洛氏标尺 :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K | L | M | P | R | S | V                                                                                                                              
布氏标尺:    HBW1/10 | HBW1/30 | HBW2.5/31.25  
         HBW2.5/62.5 | HBW2.5/187.5 | HBW5/25  
         HBW5/62.5 | HBW5/125 | HBW5/187.5   
       HBW10/100

可调式表盘，精度0.5HR洛氏单位
数字显示屏显示选定硬度标尺及保荷时间倒计时
附加按键面板,一线车间环境适用
开始、停止和菜单选择按钮
ABS保护外壳

洛氏C压头，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 60HRC硬度块，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 40HRC硬度块，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丝杠保护罩
φ60mm的平试台
φ63mmV 型台
可调工件锁紧装置

纵高260mm
喉深150mm

提供INNOVATEST根据ISO/ASTM标准出具的直接检
验和间接检验证书
含海运空运包装

测试空间 :  
 

洛氏和布氏试验力
传感器加载系统，闭环控制
试验力范围10kgf-187.5kgf
洛氏标尺 :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K | L | M | P | R | S | V                                                                                                                              
布氏标尺:    HBW1/10 | HBW1/30 | HBW2.5/31.25  
       HBW2.5/62.5 | HBW2.5/187.5 | HBW5/25   
                  HBW5/62.5 | HBW5/125 | HBW5/187.5    
                       HBW10/100

数显全彩触摸屏，显示测试标尺，保荷时间，
上下限，测试结果，标尺转换
特别增加按键面板，一线车间环境适用
USB接口
开始、停止和菜单选择按钮
ABS保护外壳

仅英文/日语

洛氏C压头，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60HRC硬度块，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40HRC硬度块，带UPI证书，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丝杠保护罩
φ60mm的平试台
φ63mmV 型台
可调工件锁紧装置

纵高260mm
喉深150mm

提供INNOVATEST根据ISO/ASTM标准出具的直接检
验和间接检验证书
含海运空运包装

洛氏/布氏 洛氏/布氏
特征 :   

包含 :   

其他 :   
测试空间 :  
 

特征 :   

其他 :   

语言设置 :   
包含 :   

d

砝码加载系统

传感器加载系统

力传感器，闭环，力反馈系统

力值

时间

现代技术

d

砝码加载系统

传感器加载系统

力传感器，闭环，力反馈系统

力值

时间

现代技术

Adjustable clamp included标配提供可调锁紧装置 标配提供可调锁紧装置

     43,000.00      55,000.00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部门                                                                 试验力范围不可更改，可额外增加配件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部门                                                                 试验力范围不可更改，可额外增加配件   

注注注
最长达15年
全球质保*

注册后 注注注
最长达15年
全球质保*

注册后



全自动测试过程，读数显微镜 

NEXUS 3100P
全自动测试过程，BIOS布氏扫描系统

NEXUS 3200P

人民币含税 

触摸屏式布氏硬度计和读数显微镜
传感器加载系统，闭环控制
试验力范围62.5kgf-3000kgf
HBW 2.5/62.5 | HBW 2.5/187.5 | HBW 5/62.5 | HBW 5/125 
HBW 5/250 | HBW 5/750 | HBW 10/100 | HBW 10/125 
HBW 10/250 | HBW 10/500 | HBW 10/1000 | HBW 10/1500  
HBW 10/3000

数显全彩触摸屏，显示测试标尺，
保荷时间，上下限，测试结果和多个标尺的转换

（洛氏，维氏，里氏等）
USB接口
开始、停止和菜单选择按钮

仅英文/日语

10mm球压头，带UPI证书，
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300HB10/3000 硬度块，带UPI证书，
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丝杠保护罩
矩形试台350 x 250mm

纵高220mm
喉深220mm

 I-TOUCH™ 
自动硬度计算
标尺转换
上下限设置
报告生成器

提供INNOVATEST根据ISO/ASTM标准出具的直
接检验和间接检验证书
含海运空运包装

带自动测量系统的布氏硬度计
传感器加载系统，闭环控制
试验力范围62.5kgf-3000kgf
HBW 2.5/62.5 | HBW 2.5/187.5 | HBW 5/62.5 
HBW 5/125 | HBW 5/250 | HBW 5/750 | HBW 10/100 HBW 
10/125 | HBW 10/250 | HBW 10/500 
HBW 10/1000 | HBW 10/1500  | HBW 10/3000

数显全彩触摸屏，显示测试标尺，
保荷时间，上下限，测试结果和多个标尺的转换

（洛氏，维氏，里氏等）
USB接口
开始、停止和菜单选择按钮

仅英文/中文/日语

10mm球压头，带UPI证书，
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300HB10/3000 硬度块，带UPI证书，
根据ISO/ASTM标准标定
丝杠保护罩
矩形试台350 x 250mm
键盘和鼠标

纵高220mm
喉深220mm

嵌入式电子系统
机器配BIOS自动压痕扫描系统
自动和手动布氏压痕测量
上下限设置，自动保存测试值
自动亮度和对比度控制
报告生成器

提供INNOVATEST根据ISO/ASTM标准出具的直
接检验和间接检验证书
含海运空运包装

不含运费
不含安装调试费

可选配 :      UN-CLAMP/120   人民币含税: 8,500.00

布氏 布氏 

人民币含税

不含运费
不含安装调试费

特征 :   

其他 :   

语言设置 :   
包含 :   

测试空间 :  
 

软件 :   

特征 :   

其他 :   

语言设置 :   
包含 :   

测试空间 :  

软件 :   

手动测量 自动测量

报告生成器 用户分级管理

标配提供350mmx250mm大矩形工作台 

可选配 :      UN-CLAMP/120   人民币含税: 8,500.00

标配提供350mmx250mm大矩形工作台 

     62,000.00      90,000.00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部门                                                                 试验力范围不可更改，可额外增加配件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部门                                                                 试验力范围不可更改，可额外增加配件   

注注注
最长达15年
全球质保*

注册后 注注注
最长达15年
全球质保*

注册后



Manual focus /  Automatic measurement

HAWK 400RS-IMPP

FEATURES :  

INCLUDES :  
 

SOFTWARE :  
 

OTHERS :   

Force configuration cannot be changed, extra accessories can be added.

凸鼻子洛氏硬度计
HAWK 250RSP

传感器加载系统，闭环控制
直接在压头位置测量力值，无传递，高精度
高精度测深传感器，安装位置独特，确保高精度
加载范围 3kgf-150kgf(可选布氏187.5kgf)

洛氏标尺：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K | L | M | P
表面洛氏标尺：              15N | 30N | 45N | 15T | 30T | 45T | 15W | 30W                                                        
                                             45W | 15X | 30X | 45X
布氏标尺 (可选 ) :          HBW1/1 | HBW1/1.25 | HBW1/2.5 | HBW1/5                                               
                                              HBW1/10 | HBW1/30  
                                              HBW2.5/6.25 | HBW2.5/7.8125 | HBW2.5/15.625            
                                              HBW2.5/31.25 |  HBW2.5/62.5| HBW2.5/187.5 
                                              HBW5/25| HBW5/31.25| HBW5/62.5| HBW5/125
维氏标尺 (可选 ) :            HV1 | HV2 | HV2.5 | HV3 | HV4 | HV5 | HV10 | HV20 
  HV25 | HV30 | HV40 | HV50 | HV100 | HV120 | HV150

150mm突出的鼻锥， 200mm喉深
250mm工作高度（纵高）
 I-TOUCH™ 软件系统， 先进的硬度计控制 
工业触摸屏
压头旁边强力LED灯， 集成在凸鼻处
后端USB接口
可选压头锁紧装置和预成型的锁紧内插件

 仅英文/日语

60mm平试台（AS3000-19-04)
63mm V型试台（UN-ANVIL/006)
洛氏C压头， 带UPI实验室证书， ISO/ASTM标准标定
+/-60HRC硬度块带UPI实验室证书， ISO/ASTM标准标定
+/-40HRC带UPI实验室证书， ISO/ASTM标准标定

提供INNOVATEST根据ISO/ASTM标准出具的直
接检验和间接检验证书
含海运空运包装

特征 :   

语言设置 :   
包含 :  

其他 :    

全新
发布 !

传感器加载系统，闭环控制
直接在压头位置测量力值，无传递，高精度
高精度测深传感器，安装位置独特，确保高精度
加载范围 3kgf-150kgf(可选布氏187.5kgf)

洛氏标尺：                        A | B | C | D | E | F | G | H | K | L | M | P
表面洛氏标尺：            15N | 30N | 45N | 15T | 30T | 45T | 15W | 30W 
                                              45W | 15X | 30X | 45X
布氏标尺  (可选 ) :         HBW1/1 | HBW1/1.25 | HBW1/2.5 | HBW1/5  
                                              HBW1/10 | HBW1/30  
                                              HBW2.5/6.25 | HBW2.5/7.8125 | HBW2.5/15.625             
                                              HBW2.5/31.25 |  HBW2.5/62.5| HBW2.5/187.5 
                                              HBW5/25| HBW5/31.25| HBW5/62.5| HBW5/125
维氏标尺 (可选 ) :         HV1 | HV2 | HV2.5 | HV3 | HV4 | HV5 | HV10 | HV20 | HV25                                                
                                              HV30 | HV40 | HV50 | HV100 | HV120 | HV150

150mm突出的鼻锥， 200mm喉深
400mm工作高度（纵高）
IMPRESSIONS™ 工作流控制软件，集成无风扇工业PC
微软 Windows 10 
8.4″工业触摸屏, 固态硬盘驱动
数据存储， LAN、 W-LAN、 多个USB接口
压头边强力LED灯， 集成在凸鼻处
可选压头锁紧装置和预成型的锁紧内插件
锁紧装置（可选件）和自动丝杆（可选件）配合，可以实现全自动测量，
自动启动加载，测量和卸载全过程。

仅英文/中文/日文

60mm平试台（AS3000-19-04)
63mm V型试台 (UN-ANVIL/006)
洛氏C压头， 带UPI实验室证书， ISO/ASTM标准标定
+/-60HRC硬度块带UPI实验室证书， ISO/ASTM标准标定
+/-40HRC带UPI实验室证书， ISO/ASTM标准标定

提供INNOVATEST根据ISO/ASTM标准出具的直
接检验和间接检验证书
含海运空运包装

凸鼻子洛氏硬度计

特别促销版

不含运费不含安装调试费 不含运费不含安装调试费

预安装锁紧装置
可选：

预安装锁紧装置
可选：

机型
特征 :   

语言设置 :   
包含 :  

其他 :    

人民币含税 人民币含税

     99,900.00      127,000.00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部门            

试验力范围不可更改，可额外增加配件   

*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部门            

试验力范围不可更改，可额外增加配件   

注注注
最长达15年
全球质保*

注册后



减震工作台 物镜 环形灯

光学扫描仪目镜 全景摄像头

ACCESSORIES附件

ASSUN-OBJ02.5X

SA-05-0013

UN-BIOS-1 UN-BIOS-2

AS-EYEPIECE/03

AS-EYEPIECE/04

UN-OVCAM2C

UN-AVS-150

BM-05-0001

BM-05-0002

BM-05-0003

BM-05-0004

BM-05-0005

AS3001-MICRO/01
AS3001-MICRO/02

XY手动工作台

XY 电动工作台

试台

UN-XYSTAGE/115
UN-XYSTAGE/120

UN-XY561010
UN-XY571210
UN-XY571712
UN-XY572010
UN-XY572212

UN-TESTTABLE/030IMP-DIGIMIC

AS3000-19-04 UN-ANVIL/010

UN-ANVIL/020

UN-ANVIL/050

UN-ANVIL/011

UN-ANVIL/005

UN-ANVIL/016

UN-ANVILSV/105 UN-ANVILSV/106

UN-ANVIL/006UN-VBLOCK404050 UN-ANVIL/040UN-CROSSBLOCK01

UN-ANVIL/045 UN-ANVIL/200

UN-TESTTABLE/002

UN-CVANVIL680
UN-CVANVIL50200

测试平台

镶嵌样品夹持台

圆形的 矩形的

ASV700-00-20
UN-TESTTABLE/011
UN-TESTTABLE/013
UN-TESTTABLE/014

UN-TESTTABLE/015
UN-TESTTABLE/016
UN-TESTTABLE/019

UN-ESHI25 UN-ESHI1

UN-ESHI30 UN-ESHI125

UN-ESHI40 UN-ESHI15

UN-ESH1 UN-ESH4 UN-ESH6



夹具和夹持钳

UN-WIRE/105

UN-CLAMP/120 UN-VGROOVE-CLAMP

UN-VICE/210 UN-VICE/230UN-VICE/215 UN-VICE/220

UN-JOMFIX1 UN-JOMFIX3 UN-XCNCJOMFIX1 UN-VICE/115

UN-AXLECHUCK UN-CLAMP/105 UN-CLAMP/115

压头

IN/6003

IN/7001

IN/8205

IN/7015

IN/7010

IN/6004

IN/7503

IN/7606

IN/7603

IN/7703

IN/7806

IN/7706

IN/6005

IN/7506

IN/8105

IN/7006

IN/7005

IN/7011

IN/7000

锁紧装置 & 内插件

SA-02-0110

CM-02-0304

CM-02-0313

CM-02-0311

CM-02-0314

CM-02-0312

CM-02-0315

UN-STAND/950

UN-STAND/960 UN-STAND/965

UN-STAND/955

UN-STAND/956

机座

夹具和台钳

UN-COVER1
UN-COVER4



 

维氏硬度计

洛氏硬度计

                       HAWK 650 SERIES                                                                           NEMESIS 6100                      NEMESIS 6200                               NEMESIS 9100RSB  

布氏硬度计

NEXUS 3300(M)       NEXUS 3300FA         NEXUS 3400(M)              NEXUS 3400FA               NEXUS 8103RSB       NEXUS 8103XLM-RSB                 NEMESIS 9100RSB  
 

布洛维硬度计

 NEXUS 605U     VERZUS 750U             NEMESIS 5100              NEMESIS 9100         NEXUS 7700        NEXUS 8100        NEXUS 8100XL                     NEMESIS 9600
  

 

洛氏硬度计

                                                      FENIX 300 SERIES                                                                                                                  VERZUS 720     

     FALCON 400                          FALCON 450                           FALCON 500                           FALCON 600                               FALCON 5000      

 
 其他型号的硬度计



 

软件功能

图表用户界面包含了行业领先的应用程序和易学易用的先进工作流控制系统。只需3秒即可完成一次简单的设
置。 IMPRESSIONS™ 的布局和功能不仅能与您特定的应用要求相匹配，还能满足操作人员的偏好和需求。用户
分级管理系统也使他们的工作更加舒适和高效。

行业中独一无二的15″纵向电容触摸屏，为所有可能的应用程序创造了空间。针对有特殊需求的客户，可再选配
一个15″纵向或24″横向的第二屏幕。针对有教学目的的用户（如高校等），可通过机器标配的HDMI接口外接高
清投影仪

IMPRESSIONS™是硬度测试仪器行业领先的软件系统，拥有多种软件和硬件配置，每年都会对软件进行更新，
也会根据用户需求进行更新。
 

FEATURED BY

ADVANCED SOFTWARE APPLICATIONS

-

IMPRESSIONS v2 
手动测量 

压痕图像将由4条测量线卡住，可用鼠标、键盘或触摸屏将测量线卡在压痕的外部轮
廓上。
系统将自动计算和显示硬度值，并计算各压痕的直径。

自动测量

压痕图像显示在屏幕上后，直接利用自动测量软件寻找压痕，并定位测量线的位置。
手动测量仍可用。该系统自动计算和显示硬度值，并计算各压痕的直径。

自动聚焦

一旦你的工件表面处于自动聚焦距离内使用自动聚焦，一键按下自动聚焦按钮，系
统就会找到最佳的聚焦位置。 在成千上万个压痕自动测量程序中，自动聚焦程序将
最快的速度聚焦，进而提高操作效率。

报告生成器

IMPRESSIONS™软件内置报告生成器，可用系统设定的标准格式输出测试数据。
该系统是开放的，意味着你可以使用已包含在系统内的INNOVATEST的标准格式，也
可以修改格式，生成你需要的报告。卓越的性能支持通过U盘，无线或通过质量管理系
统如Q-DAS的方式导出数据。

用户分级管理

利用用户分级管理系统，可保护你的系统未经授权而被使用，使不同的操作技能的
人员进行操作，锁定或阻止员工篡改系统。通过某个程序或设置，该系统还允许你特
殊授权给某个人。

阵列程序

该程序可以设置任何形状的测试模式，如圆形，锯齿形，直线形及任意模式。
电动工作台将自动运行测试模板，同时打压痕，并有效地计算多点硬度值。手动工作
台下，你可以用目镜观测进行正确定位。

CHD, SHD, NHD

使用自动测量可以提高试样CHD测试的效率。
IMPRESSIONS™软件的该功能对手动测量设备和自动测量设备都可使用。利用软件
设置CHD测试系统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并可以快速获得最终结果和CHD值。

自动边缘检测 

全景相机软件和嵌入式相机可提供试样的影像，软件可以快速确定试样的边缘，这
可以帮助你有效地设置测试模板和CHD。

绘图和测量应用

对于很多复杂的测试任务，你可以在屏幕上测试压痕和压痕位置。只需用鼠标点击，
就可以测出各点距离或指定区域的尺寸。“一击即测″功能用于自动测量。

截屏功能

利用测试相机或全景相机，鼠标点击后即可获得图片，并存储测试数据或将测试数
据导出到任何设备里。

工作台全景扫描

该技术利用嵌入式全景相机使你可以观察到整个工作台表面。通过这种方法，你可
以设置多个试样，并测试他们。可以提高测试效率。

KiC 断裂韧性

该软件让你在维氏测试完成后，测量试样表面的裂痕。这对易碎材料（如瓷器和玻璃
等）的测试至关重要。

双通道测量

双光学通道包括数显测微目镜，用于手动光学测量。与此同时，可同摄像系统和软
件IMPRESSIONS™配合使用。 

DUAL OPTICAL
CHANNEL*

DUAL OPTICAL
CHANNEL*

DUAL OPTICAL
CHANNEL*

DUAL OPTICAL
CHANNEL*

CCD



所有价格都是含税价 ，轶诺上海交货。
随着技术的不断更新和发展，产品及其配置会随之变化。
我们保留修改产品配置的权利。
如需获取最新的资料，建议联系我们的销售人员。
所有尺寸的单位mm, 尺寸为非精确尺寸。
根据所选工作台的不同，机器的纵高和/或机器可测最大工件的尺寸会有变化。
如需详细资料，请联系我们的销售人员。

© All rights reserved Trademarks:

INNOVATEST®, INNOVATECH®, MASTERBLOCK®, IMPRESSIONS™ 是
INNOVATEST/INNOVATECH 集团公司的商标名称。
所有其它品牌和商标都无条件地属于其各自的所有者。

代理商：

INNOVATEST Europe BV
生产，销售和服务
Borgharenweg 140
6222 AA MAASTRICHT
The Netherlands

电话： +31 43 3520060
传真：+31 43 3631168
邮箱： info@innovatest-europe.com
网站： www.innovatest-europe.com

公司总部

INNOVATEST Shanghai Co,. Ltd.
销售与服务

电话： +86 21 60906200
电邮： info@innovatest-shanghai.com
网站： www.innovatest-shanghai.com

INNOVATEST Japan Co., Ltd.
销售与服务

电话： +81 3 3527 3092
电邮： info@innovatest-japan.com
网站： www.innovatest-japan.com

INNOVATEST South East Asia
销售与服务

电话：+65 6451 1123
电邮： info@innovatest-singapore.com
网站： www.innovatest-singapore.com

INNOVATEST Polska sp. z.o.o
销售与服务

电话： +48 697 099 826
电邮： info@innovatest-polska.pl
网站： www.innovatest-poland.com

P20PO/01/CH

INNOVATEST Deutschland GmbH
销售与服务

电话：  +49 2456 7059500
电邮： info@innovatest-deutschland.com 
网站： www.innovatest-deutschland.com

INNOVATEST USA Company
销售与服务

电话：+1 267 317 4300
电邮： info@innovatest-usa.com
网站： www.innovatest-usa.com

INNOVATEST Shanghai Co., Ltd.
销售和服务
Building 2, No.123, 1165 Nong Jindu 
Road, South Metropolis Industrial Park 
Minghang District, 201108 Shanghai
P.R. CHINA

电话： +86 21 60906200
传真：+86 21 60912595
邮箱： info@innovatest-shangha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