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Q Point-8

IAQ Point-1

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可同時偵測並顯示氣體/溫度/濕度
讀值，並於面板的LED顏色變化可隨時得知室內目前的空
氣品質狀況。

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可同時偵測並顯示氣體/溫度/濕度讀值，
並於面板的LED顏色變化可隨時得知室內目前的空氣品質狀況。
● 測項 : 溫度/溼度/二氧化碳。

●測項 : 溫度/溼度/二氧化碳/甲醛/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

●具有Web server 操作介面。

一氧化碳/臭氧/氧氣等等。

●符合IEEE802.3af，使用乙太網路供電(POE)。

●具有Web server 操作介面。

● 可透過無線網路基地台來連接無線網路。

●符合IEEE802.3af，使用乙太網路供電(POE)。

●可連結大型顯示看板。

●可透過無線網路基地台來連接無線網路。
●可連結大型顯示看板。

代理商/經銷商 :

IAQ-Pro
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內建觸控式LCD螢幕，可同時偵測並顯示懸浮微粒(PM2.5,PM10)/氣體/溫度/濕度讀值，並於螢幕上
隨時查閱該環境的即時資料與歷史紀錄圖譜。
●標配測項 : 懸浮微粒(PM2.5,PM10)/溫度/溼度/二氧化碳。
●選配測項 : 甲醛/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一氧化碳/臭氧/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二氧化氮/氨氣/氧氣/硫化氫等等。

R

●7"TFT電容觸控式螢幕。
●具有Web server 操作介面。
●符合IEEE802.3at，使用乙太網路供電(POE+)。
●支援APP，支援雲端運算。
●可連結大型顯示看板與換氣設備。

IAQ-Plus
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可同時偵測懸浮微粒(PM2.5,PM10)/氣體/溫度/濕度讀值。
●標配測項 : 懸浮微粒(PM2.5,PM10)/溫度/溼度/二氧化碳。
●選配測項 : 甲醛/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一氧化碳/臭氧/二氧化硫/一氧化氮/
二氧化氮/氨氣/氧氣/硫化氫等等。
●具有Web server 操作介面。
●符合IEEE802.3at，使用乙太網路供電(POE+)。
●支援APP，支援雲端運算。
●可連結大型顯示看板與換氣設備。

室內空氣品質看板，可同時
IAQ-EM 顯示懸浮微粒(PM
,PM )/
2.5

10

氣體/溫度/濕度讀值。
●IAQ-Pro / Plus 可連結
大型LED或LCD顯示看板。
●IAQ Point-8 / 1 可連結
大型LED顯示看板。

www.mti-globe.com
Wireless Network Installation
POE Router Installation
Home Pl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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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I-SP0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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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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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 Technology
Instruments Co., Ltd.
Tel: +886-7-821-5277
Fax: +886-7-823-2786
Website: www.mti-globe.com

IAQ-Multiplexer
本產品IAQ-Multiplexer為多功能訊號轉換器，可將多
點輸入訊號整合再輸出，亦可顯示於LED看板或LCD螢
幕上。
● 支援一主多從式架構(Multi-Slave)。
● 具備Web service功能。
● 支援HDMI Rev1.3/Rev1.4顯示輸出。
● 可連結LCD顯示螢幕。
● 可連結LED顯示看板。

Mail: sales@mti-globe.com
Address:
7F, No.1-32, Kuojian Rd.,
Cianjhen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Taiwan

www.mti-glo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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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Q - Pro

IAQ - Plus

產品規格

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

標配測項

PM2.5：0 ~ 1000μg/m3

PM10：0 ~ 1000μg/m3

與量程：

溫度：-20 ~ +60℃

濕度：0 ~ 100%RH

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

標配測項

PM2.5：0 ~ 1000μg/m3

PM10：0 ~ 1000μg/m3

與量程：

溫度：-20 ~ +60℃

濕度：0 ~ 100%RH

TVOCs：0 ~ 50ppm

HCHO：0 ~ 30ppm

與最大量程* 3：

CO：0 ~ 2000ppm

O3：0 ~ 1ppm

與最大量程* 3：

CO：0 ~ 2000ppm

O3：0 ~ 1ppm

SO2：0 ~ 150ppm

NO：0 ~ 1000ppm

SO2：0 ~ 150ppm

NO：0 ~ 1000ppm

●可顯示年/月/日/時/分 與 監測狀態。

NO2：0 ~ 150ppm

NH3：0 ~ 100ppm

NO2：0 ~ 150ppm

NH3：0 ~ 100ppm

●可連結IAQ-Pro/IAQ-Plus/IAQ Point-8/IAQ Point-1

H2S：0 ~ 250ppm

O2：0 ~ 30%VOL

H2S：0 ~ 250ppm

氨氣/氧氣/硫化氫等等。
●具有Web server 操作介面。

進行即時偵測與顯示。

Modbus TCP，乙太網路供電

數位輸出：

Modbus TCP，乙太網路供電

設備接口：

RJ45(用於乙太網路)

設備接口：

RJ45(用於乙太網路)
USB接口(用於快閃隨身碟)

顯示方式：

操作條件：

-20 ～+60℃，0 ～ 100%RH(非凝結狀態)

顯示螢幕：

操作條件：

-20 ～+60℃，0 ～ 100%RH(非凝結狀態)
1大氣壓±20%

IAQ-Plus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可同時偵測懸浮
微粒(PM2.5,PM10)/氣體/溫度/濕度讀值，並於網頁

產品規格
LED版本
數字顯示：1.5吋紅光LED/字

1大氣壓±20%

時間顯示：1.5吋紅光LED/字

電源供應：

乙太網路供電(POE+)

狀態：23cm(W) X 4cm(H)

現場顯示：

7" TFT電容觸控式螢幕(800x480)

電源供應：

標配：乙太網路供電(POE+)

模式下查閱該環境的即時資料與歷史紀錄圖譜。

電力消耗：

<25W

更新頻率：

3秒/次

選配* ：電池

●標配測項 : 懸浮微粒(PM2.5,PM10)/溫度/溼度/

安裝方式：

壁掛式

數位輸入：

Modbus RTU(9600Hz)

外殼材質：

鋁合金材質

防護等級：

IP 4X

系統功能：

支援網頁進行機台操作

內建即時趨勢圖與歷史趨勢圖

內建歷史警報事件紀錄

支援雲端運算

配置16GB USB快閃隨身碟

單人即可操作與校正

電力消耗：

<25W

安裝方式：

標配：壁掛式

二氧化碳。
●選配測項 : 甲醛/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一氧化碳/

選配*1：攜帶式

臭氧/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二氧化氮/

外殼材質：

鋁合金材質

防護等級：

IP 4X

系統功能：

支援智慧型行動裝置APP(Android 與 iOS)

氨氣/氧氣/硫化氫等等。

支援網頁進行機台操作

可顯示即時趨勢圖與歷史趨勢圖

●符合IEEE802.3at，使用乙太網路供電(POE+)。

內建歷史警報事件紀錄

支援雲端運算

●可透過APP直接查看區網內的IAQ-Pro資訊。

配置16GB USB快閃隨身碟

單人即可操作與校正

●支援雲端運算。

氨氣/氧氣/硫化氫等等。

數位輸出：

●選配測項 : 甲醛/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一氧化碳/
臭氧/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二氧化氮/

臭氧/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二氧化氮/

選配測項

1

二氧化碳。

甲醛/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一氧化碳/

HCHO：0 ~ 30ppm

圖譜。
●標配測項 : 懸浮微粒(PM2.5,PM10)/溫度/溼度/

● 顯示監測項目 : 懸浮微粒(PM2.5,PM10)/溫度/溼度/二氧化碳/

TVOCs：0 ~ 50ppm

USB接口(用於快閃隨身碟)

並於螢幕上隨時查閱該環境的即時資料與歷史紀錄

(PM2.5,PM10)/氣體/溫度/濕度讀值。

選配測項

O2：0 ~ 30%VOL

示懸浮微粒(PM2.5,PM10)/氣體/溫度/濕度讀值，

室內空氣品質看板(LED版本)

IAQ-EM為室內空氣品質看板，可同時顯示懸浮微粒

CO2：0 ~ 2000ppm

CO2：0 ~ 2000ppm

IAQ-Pro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可同時偵測並顯

IAQ - EM

產品規格

*1 需選配攜帶式取樣模組。
*2 其他氣體種類或量程 ， 請與製造廠聯繫。
* 製造廠有不預先通知而更改設計之權力。

●具有Web server 操作介面。
●符合IEEE802.3at，使用乙太網路供電(POE+)。

室內空氣品質看板(LCD版本)

設備接口：

操作條件：

1

* 其他氣體種類或量程 ， 請與製造廠聯繫。
* 製造廠有不預先通知而更改設計之權力。

訊號：RJ45 X 2

訊號：HDMI X 1

供電：航空接頭(3Pins)

供電：依照選擇的LCD而定

-20 ～+60℃，0 ～ 100%RH(非凝結狀態)

電源供應：

110VAC

安裝方式：

懸掛式/壁掛式

外殼材質：

產品規格

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

IAQ Point-8

IAQ Point-1

標配測項

溫度：-20 ~ +60℃

溫度：-20 ~ +60℃

與量程：

濕度：0 ~ 100%RH

濕度：0 ~ 100%RH

CO2：0 ~ 5000ppm

CO2：0 ~ 2000ppm

TVOCs：0 ~ 2/20ppm
HCHO：0 ~ 1ppm

框架：鋁合金材質

尺寸：

70cm(W) X 50cm(H) X 5cm(D)

依照選擇的LCD而定

重量：

2kgs

依照選擇的LCD而定

防護等級：

IP 4X

依照選擇的LCD而定

* 製造廠有不預先通知而更改設計之權力。

IAQ - Multiplexer
產品規格

O3：0 ~ 1ppm
O2：0 ~ 25%VOL
數位輸出：

Modbus TCP，乙太網路供電

設備接口：

RJ45(用於乙太網路)

操作條件：

適用場所:機場/捷運站/高鐵站/鐵路車站/醫院/社福機構/
政府機關/銀行/百貨公司/商場量販店/辦公樓/學校/圖書館/美術館/音樂廳/歌劇院/

現場顯示：

通訊協定：

Modbus RTU(Master or Slave) ,

顯示輸出：

LCD: HDMI(1080p 30Hz)

Modbus TCP與 Web Service

-20 ～+60℃，0 ～ 100%RH(非凝結狀態)

LED : RS-485

1大氣壓±20%

可同時偵測並顯示氣體/溫度/濕度讀值，並於面板

設備接口：

LCD顯示器

RS-485 X 2
RJ45 X 1

LED燈號(正常/偵測元件異常/讀值超標)

USB2.0 X 1

電源供應：

乙太網路供電(POE)

電力消耗：

<10W

IAQ-Multiplexer為多功能訊號轉換器，可

●IAQ Point-1測項 : 溫度/溼度/二氧化碳。

安裝方式：

壁掛式

將多點輸入訊號整合再輸出，亦可顯示於

●具有Web server 操作介面。

外殼材質：

ABS材質

LED看板或LCD螢幕上。

●符合IEEE802.3af，使用乙太網路供電(POE)。

防護等級：

IP 54

電源供應：

24VDC normal

●可透過無線網路基地台來連接無線網路。

系統功能：

支援網頁進行機台操作

● 支援一主多從式架構(Multi-Slave)。

電力消耗：

<20W

● 具備Web service功能。

安裝方式：

壁掛式

● 支援HDMI Rev1.3/Rev1.4顯示輸出。

外殼材質：

鋁合金材質

● 可連結大型LCD或LED顯示螢幕。

* 製造廠有不預先通知而更改設計之權力。

總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一氧化碳/臭氧/氧氣等等。

●可連結大型LED顯示看板。

依照選擇的LCD而定

多功能訊號轉換器

CO：0 ~ 100ppm

●IAQ Point-8測項 : 溫度/溼度/二氧化碳/甲醛/

依照選擇的LCD而定

面板：壓克力材質

IAQ Point - 8 / Point - 1

的顏色變化可隨時得知室內目前的空氣品質狀況。

HDMI

1大氣壓±20%

●可連結大型顯示看板與換氣設備。

IAQ Point-8及IAQ Point-1室內空氣品質監測器，

LCD版本
尺寸：依照選擇的LCD而定

IP 40

網頁顯示即時與歷史趨勢圖

網頁顯示歷史警報事件紀錄

內建16GB 大容量內存

單人即可操作與校正

展覽廳/電影院/視聽歌唱業/運動健身場所/電子業/半導體業/停車場/各類室內場所等
* 製造廠有不預先通知而更改設計之權力。

HDMI(Type A) X 1
操作條件：

-20 ～+60℃，0 ～ 95%RH(非凝結狀態)
1大氣壓±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