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久经验证的高效率
和具有高再现性的

制样系统

TegraSystem 

TegraSystem是一种柔性的模块化系统，您可根据自己的具体需要
对其进行组合。每个模块既可以独立使用，也可以和其它多个模块
一起使用。您还可以按需扩展和修改模块。TegraSystem可为您带
来高效率、高再现性和网络集成的诸多益处。您将享受到业界领军
企业——司特尔各项成熟技术的非凡可靠性。

•	 模块化的柔性系统，可根据您的具体需要进行调整

•	 所有制备参数的精确控制确保了高效率和高再现性

•	 效率的提高既减少了耗材的使用成本又提高了系统的处理能力	

•	 大图形显示屏以及预安装的《金相制样指南》制样方法简化了	 	
	 操作

•	 LED灯照亮制备区域

•	 遇到紧急情况时紧急停车开关会停止所有运动中的部件

•	 可以通过网络连接实现制样方法的共享，提高制样效率和标准化		
	 程度

•	 可以从因特网下载制样方法，并立即将之投入使用

•	 可以根据不同的系统规模自动对制样方法进行重新计算

•	 整个系统只需连接一个电源、一个水源和一个气源

•	 技术稳定可靠并经过实践检验，可确保多年无故障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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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gra系列产品

TegraSystem共包括6款研磨抛光机、3

款试样移动座和2款给液系统。这些装

置可按照20多种不同的方式组合使用，

能满足您各种特殊要求。

根据您对设备处理能力的要求、实验室

的工作流程和待制备材料的种类及数

量，必有一款兼顾处理能力和灵活性要

求的TegraSystem解决方案适合您。它

是真正的定制化解决方案。

再现性是关键

对所有金相试样制备来说，每次制备

都获得完全相同的制备结果是至关重

要的。很多因素会影响客户所获得样

品的再现性，其中大部分因素都可以

通过TegraSystem等自动制样设备加

以控制。

保证制样的再现性与效率

客户的制样任务和对设备灵活性的要

求决定了TegraSystem的规模。但是

无论您需要制备的试样是多还是少，

您在TegraForce试样移动座上的投资

都将使您获益。

使用者不再需要进行单调乏味的手工制

样操作，并且由于TegraForce试样移动

座可以精确控制作用力的大小，因此试

样每次都可以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

制备，而与使用者的技术熟练程度无

关。因使用试样移动座后每次可以同时

制备多达12个试样，对于试样处理量较

大的实验室来说，使用试样移动座是唯

一最具效益的途径。

模块化
柔性系统

如果再配上一个TegraDoser-5给液系

统，则会进一步提高再现性、效率和效

益。该给液系统具有存储和调用制样方

法的功能，每次制样都能得到完全相同

的制备结果。

较高的自动化程度帮助您实现无人值守

式制样，使用者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完

成其它任务，从而提高实验室工作效

率。通过自动控制制样耗材的消耗量

可以进一步提高效益。

自动制样的新途径

模块化理念帮助您可以按需扩展和

完善TegraSystem。对于每天只需

制备少量试样或者每天都是对同一

种材料进行重复性制备的实验室来

说，TegraDoser-1是实现自动制样的

新途径。

TegraDoser-1是一种单给液器，直接

连接在TegraForce试样移动座上，不仅

可以精确控制金刚石悬浮液或润滑剂的

定量添加，还能对该特定步骤的各种制

备参数进行控制。

配置2~3台TegraDoser-1后，只需更换

给液器就可以完成整个制样方法。每次

的制备参数都完全相同，充分保证了制

备结果的再现性。与获得的收益相比，

您所需的投资是很低的。

配合使用司特尔的一体化金刚石悬浮

液后，该解决方案可以实现无人值守

式制样，确保获得高质量和高效益的

制备结果。

Tegra系列高质量制样设备可以按照

各种方式有效地进行配置组合，是满

足各级试样处理能力要求的理想之

选。TegraSystem操作简单，灵活性极

高，即使在最富挑战性的工作环境中依

然能够保证最高的再现性。	

在 以 下 页 面 中 ， 您 可 以 领 略 到

TegraSystem如何在安全、健康的工

作环境中以快速、高效率、高效益的研

磨和抛光为您呈现独一无二的优势。

TegraDoser-1 
1 瓶

TegraDoser-5 
7 瓶

TegraForce-1 
10-50 N

TegraForce-3 
30-400 N

TegraForce-5 
10-100 N 
30-400 N

TegraPol-11 
ø 200 mm 

50-300 rpm

TegraPol-15 
ø 200 mm 

40-600 rpm

TegraPol-21 
ø 250 mm 

50-300 rpm

TegraPol-25 
ø 250 mm 

40-600 rpm

TegraPol-31 
ø 300 mm 

50-300 rpm

TegraPol-35 
ø 300 mm 

40-600 r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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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mm TegraPol

300	 mm	 TegraPol研磨抛光机是一

款结构牢固的单盘研磨抛光装置，

主要用于制备大批量试样或大型试

样。TegraPol-31的转速范围为50-300	

rpm，而TegraPol-35具有更大的转速

范围40-600	 rpm，尤其适用于制备对

转速灵活性要求更高的材料。

TegraPol研磨
抛光机

TegraPol机器的椭圆形敞开设计方便了使用者
更换耗材。同时，它使您可以在制备盘上最佳
可能的位置放置试样夹具座或试样移动盘，以
获得最佳制备结果。

TegraPol研磨抛光机是一系列结构牢

固、性能可靠、功能强大的设备，融合

了司特尔久经考验的成熟技术，适用于

制备各种金相试样。

•	 TegraPol备有3种不同尺寸的制备

盘，可满足客户对制备能力的各种

要求

•	 可用于手工制备，或加装试样移动

座和给液系统

•	 TegraPol的制备盘有两种调速版

本，一种用于标准试样制备，另一

种则针对特殊应用

•	 操作简单、直观

•	 TegraPol会自动探测相连设备，无

需任何配置

•	 TegraPol为所有相连设备供电

•	 牢固、强劲的结构可确保多年无故

障运行

多种规格和制备能力

TegraPol系列备有三种不同尺寸的抛

光盘，可满足客户对制备能力的各种

要求。

250 mm TegraPol

TegraPol-21和TegraPol-25都是采用

250	 mm直径制备盘的单盘研磨抛光

机，适用于各种标准应用。TegraPol-

21的转速范围为50-300	 rpm，而

TegraPol-25具有更大的转速范围40-

600	rpm。

200 mm TegraPol

如果待制备试样的数量较少而制备的质

量要求又很高，那么200	mm单盘研磨

抛光机将是您的最佳选择。TegraPol-

11是一款足以满足基本制备要求的机

器，转速为50-300	rpm，而TegraPol-

15具有更大的转速范围40-600	rpm。

对于TegraPol-11/-15	，我们开发了
一款一次性碗状衬垫，大大便利了清
洁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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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graForce试样移动座

自动探测相连设备

一旦连接TegraForce或TegraDoser，	

TegraPol即自动探测到相连设备，无需

任何配置。在TegraPol上可对整个系统

进行操作，而大型图形显示屏则确保了

操作简单直观。

在TegraSystem中，只有TegraPol与

电源连接，而所有其它装置都直接由

TegraPol供电。其主要优点是设备只

需很少的电气接口。所有连接设备的

电压仅为24	V。

紧急停车

所有的TegraPol设备都配置有紧急停车

开关，紧急状态下该开关会停止所有运

动中的部件。

保护环境的再循环系统

可为TegraPol研磨/抛光机连接一个循

环冷却单元。它由TegraPol进行控制，

自动开始并自动停止。它会安全收集制

备产生的受到污染的碎屑，并重复利用

冷却水。这将降低污染，减少水的浪

费，并消除因使用常规水龙头水而造

成试样腐蚀的风险。

在TegraPol上安装一个试样移动座是实

现自动制样的第一步。精确控制包括压

力在内的所有制备参数是保证制备结果

具有再现性的必要条件。而这种精确控

制只能通过在TegraForce上进行电子压

力控制方可实现；它能非常精确地对试

样施加压力。单个试样和固定在试样

夹具座中的试样均可在TegraForce试

样移动座上进行制备，它所带来的优

势显而易见：

•	 精确控制制备参数保证了结果的高

再现性

•	 对各个试样单独施以压力——保持

了制样的灵活性且无需模拟试样来

配重

•	 在试样夹具座中制备大批量试样或

大尺寸试样，可节约制样时间并提

高制样能力

制备单个试样

将一批单个试样放入试样移动座后，压

力会分别作用在各单个试样上。有了这

一杰出的特征，就不再需要模拟试样来

平衡转动。如果您的工作需要最短的响

应时间，那么对各个试样单独加压将让

您获益无穷，同时您能保持最大的灵活

性。开始制备单个试样时，先分别将

它们粗磨至各自要求的平面度。然后

即可使用细研磨材料统一进行研磨和

抛光。作用在各单个试样上的压力最

小可以调节到10	N，可实现易碎材料

的精细制备。

使用试样夹具座

如果试样材料的磨削量较大，就必须将

试样夹固在试样夹具座中。使用试样夹

具座时，压力作用在中心部位保证了所

有试样均获得完美的平整度。制备大

量试样时，使用试样夹具座将方便批

量制样和清洁，从而提高设备的制样

能力和效益。

紧急停车

再循环系统

小型试样移动座  
TegraForce-1

TegraForce-1需安装在TegraPol-11或	

TegraPol-15上，既适用于制备单个试

样，也适用于制备夹固在试样夹具座中

的试样。它可以同时对1个、2个或者3

个最大直径为40	mm/1½”的试样分别

进行精磨和抛光。如果试样材料的磨

削率较大或者需要粗磨时，可以使用

120	mm直径的、可同时制备3个试样

的试样夹具座。

高性能试样移动座  
TegraForce-3

TegraForce-3是一款仅用于制备夹固

在夹具座中的试样的高性能试样移动

座，适用于制备大批量试样和大尺寸试

样。TegraForce-3功能强大，适用于

制备所有材料，包括粗磨硬质材料。

多用途试样移动座
TegraForce-5

TegraForce-5既可用于制备单个试样

又可用于制备多个试样。试样移动座中

最多可插入6件单个试样，压力将分别

作用在各个试样上。制备多个试样时，

使用试样夹具座将方便大批量试样的制

备和清洁，从而提高设备的制样能力和

效益。TegraFoce-5是全自动设备。制

备夹固在夹具座中的试样时，制备步骤

一结束TegraForce-5即自动上移，以

便更换试样夹具座。司特尔还开发了一

个导向系统，可使试样移动座每次均定

位在制备盘上方的同一位置。	

TegraForce的基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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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graForce-1

TegraForce-3

TegraForce-5

根 据 所 使 用 的 不 同 的 试 样 夹 具

座，TegraForce-3和TegraForce-5可

配合250	mm和300	mm的TegraPol使

用。在250	mm直径的TegraPol制备盘

上，应该使用直径为140	mm的试样夹

具座或试样移动盘；在300	mm直径的

TegraPol制备盘上，推荐使用直径最

大可为160	mm的试样夹具座。这两种

试样移动座的提升能力都在5	kg/11	lbs

左右，因此可以制备最重的试样。

制样开始时，试样移动座或压脚作用在

试样上的压力较小，以避免损坏试样。

几秒钟之后，试样上的压力慢慢上升到

预先设定值。

制样快要结束时，TegraForce自动减小

作用在试样上的压力，使试样材料的磨

削量减少并缩小划痕。由于需要消除的

表面变形已降到最低程度，后续制样步

骤的时间可以大大节省。

所有的Tegraforce均配有LED照明。

LED照明	

在帮助您获得更清楚的观察效果的同

时，LED的长寿命和低耗电使得整套

系统更加环保和舒适。

配件

司特尔公司为所有TegraForce试样移

动座提供了各种配件。TegraForce装

置兼容所有司特尔试样夹具座以及试样

移动盘，适用于制备任意大小或形状的

试样。如您想根据自己的特殊设计定制

试样夹具座，司特尔可为您提供无孔式

试样夹具座和试样移动盘。

关于试样夹具座和试样移动盘的详细资

料请索取其它产品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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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TegraSystem加装自动给液系统后，

您可对整个制样过程、制样效果和相关

的成本进行全面控制。

•	 内置数据库包含10种预编程的《金

相制样指南》制样方法

•	 内置数据库最多可包含200种制样

方法，您可全面控制整个制样过程

•	 简单的编程，直观的大图形显示屏

•	 卓越的再现性

•	 降低试样制备成本

•	 优质蠕动泵确保了每次给液完全相

同

•	 无汽化与喷雾现象

•	 当在不同机器间更换时，自动重新

计算方法参数

•	 对氧化物抛光悬浮液进行自动给液

•	 按需配置

控制制备结果的质量

手工给液时，每次给液添加的研磨料和

润滑剂的剂量以及时间间隔总会存在一

定的差异。如果采用了TegraDoser-5，

无论制样过程进行了多少次，都可以为

您确保每次给液添加的研磨料和润滑剂

的剂量完全相同。

但TegraDoser-5的功能远不止一个简

单的给液系统，其内置数据库可以包

含多达200种用户自定义制样方法，您

可随时对这些制样方法进行存储和调

用。无论制样工作由哪位技术员、哪台

机器或哪个实验室进行，您均可全面掌

控所有制备参数和制样方法。

可在大图形显示屏上对制样方法进行简

便的编程和编辑，而在TegraPol上进行

方法选择并开始。

无汽化或喷雾现象

TegraDoser中的蠕动泵可以同时将悬

浮液和润滑剂输送到抛光布上。在其

它的给液系统中，悬浮液会汽化并喷

到抛光布上，从而会产生不健康的喷

雾。通过TegraDoser自动给液系统，

悬浮液和润滑剂可以被精确地输送到抛

光布上的任意位置，提高了制样质量并

改善了工作环境。

控制耗材费用

通过TegraDoser给液系统，可对未知

悬浮液和润滑剂配比的制样方法调整给

液所需的配比到最合适的值，大大降低

了耗材费用。TegraDoser还能使使用

者在制备过程中兼顾其它工作——给

液可以自动进行。

制样方法的自动重算

每种具体的制样方法一般都要根据所

用研磨抛光机磨盘的大小进行调整。

例如，200	mm制备盘系统上悬浮液和

润滑剂的用量要远低于300	mm制备盘

系统，原因很简单：200	 mm制备盘

的表面积比300	 mm制备盘的表面积

小。TegraSystem充分考虑了这些必要

的调整。由于TegraSystem能够自动探

测到相连的机器和装置，它同样也能够

根据整个系统的规模对制样方法进行重

新计算。从而保证了在不同的机器上、

由不同的使用者、在不同的实验室中使

用同一种制样方法时能够保持相同的制

样质量和再现性。

氧化物抛光悬浮液的自动给液

采用蠕动泵后，自动给液器就可以用于

氧化物抛光悬浮液的给液。没有其它给

液器具有此项功能。此外，采用氧化物

抛光悬浮液进行制样时，制样前后都会

有水自动输送到抛光布上，保证了抛光

布在抛光之前已做好准备，而抛光之后

试样和抛光布也同时清洁完毕。

TegraDoser-5最多可以配备7个蠕动

泵，其中6个用于输送金刚石悬浮液或

润滑剂，另外1个用于输送氧化物抛光

悬浮液。

Data management and  
method details on  

TegraDoser-5

您可以选择3个、4个、5个或6个蠕动泵用于输
送金刚石悬浮液/润滑剂，是否选配用于输送氧
化物抛光悬浮液的蠕动泵均可。

TegraDoser-5给液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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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使用一种制样方法进行试样制

备或只制备少量试样时，可选择

TegraDoser-1。它的宗旨就是帮助您

以低投资大幅提升自动化水平。

•	内置蠕动泵的精确给液保证了制备	

	 结果的高再现性和高效益

•	独立的ID设置帮助您为每个制样步	

	 骤指定一个给液器

•	只需更换给液器即可运行整个制样	

	 方法

•	特别适用于和司特尔一体化金刚石	

	 悬浮液产品配合进行无人值守式试	

	 样制备

TegraDoser-1单给液器直接安装在

TegraForce上，其内置蠕动泵可精确

控制悬浮液用量——确保了恒定的给

液水平和高再现性。

T e g r a D o s e r - 1 的给液水平与

TegraDoser-5相当，TegraDoser-5

可以直接代替TegraDoser-1使用。采

用蠕动泵后，给液水平可完全再现，

并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润滑剂和金刚石

悬浮液。

无需编程即可运行整个制样方法

TegraDoser-1上装有一个可进行10种

不同ID设置的小开关。当上一次使用

的是未知TegraDoser-1时，TegraPol

可识别每台TegraDoser-1的ID设置并

自动调用相关特定制备步骤的所有参

数设置。因此，您可以为每个制样步

骤指定一个TegraDoser-1，只通过更

换给液器而无需编程即可完成整个制

样方法。这样不仅方便了操作，并且

因为提高了制备结果的再现性而提高

了安全性。

新型一体化的金刚石产品

司特尔公司研制出了DiaPro和DiaDuo

新型一体化金刚石悬浮液，其将金刚

石悬浮液和冷却润滑剂融为一体。它不

仅便于使用，也有效控制了耗材费用。

由于这些产品可用于无人值守式试样

制备，因此特别适用于TegraDoser-1

给液系统。
 
关于司特尔金刚石产品的详细资料请

索取其它产品手册。

TegraDoser-1给液
系统

DiaPro与TegraDoser-1的
制胜组合让您只需更换给液
器就能控制整个制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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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A N

可以为Teg r aD o s e r - 5安装一个

StruersLAN网络连接模块，帮助您连

接TegraSystem至您的公司网络或至

一台独立的PC机。

•	通过公司网络中的任意一台联网PC	

	 机更方便地对制样方法进行编程

•	不同的机器、使用者以及实验室之	

	 间可以共享制样方法

•	立即提高制样的标准化程度和制样	

	 效率

•	可从因特网下载制样方法和耗材清	

	 单并立即投入使用

联网简化了编程

StruersLAN模块是一种基于以太网标

准工作的网卡，该标准广泛应用于全

球数据通信领域。为TegraDoser-5配

置StruersLAN模块后，TegraSystem

可与一台独立的PC机或直接与公司局

域网连接，您便可以从所有联网PC机

上访问TegraSystem。

无论是连接到一台独立的PC机上或是

公司局域网上，因为其完全接受标准

键盘输入，用户可以极为方便地对制样

方法进行编程。包括复制与粘贴、重命

名、删除、插入等功能，简而言之，一

台PC机上常规可用的所有功能，您都

可以在此使用。编程使用的操作功能与

Windows™ Explorer完全相同。

联网实现了知识共享

您是否想与同事、公司内部的其它

实验室甚至其它公司共享制样方

法？TegraSystem助您达成所愿。通

过联网PC机可以访问连接在同一网络

中的所有TegraSystem系统模块，并可

以轻松地将制样方法从一台机器直接复

制至另一台机器。

StruersLAN 网络
连接模块

将制样方法从一个系统传送到另一个

系统时，TegraSystem会自动重算所

有制备参数，因此机器规模和机器设

置方面存在的差异并不妨碍制样方法

的共享。

即使这些TegraSystem不是连接在同一

个网络中，制样方法仍然可以在这些系

统之间互换使用。您需要做的只是将制

样方法从一个TegraSystem中导出，并

以电子邮件附件的形式发送导出结果，

然后邮件接收者便可毫不费力地将其导

入至另一个TegraSystem。

联网提高了标准化程度和制样效率

联网极大地提高了制样过程的透明度和

制样效率。您可以在实验室中的任意一

个TegraSystem上方便地调用所有制样

方法。从而消除了公司内不同实验室之

间的的重复性工作。可由中心实验室将

公司所有的制样方法标准化，然后将这

些标准化的制样方法方便地传送给所有

辅助实验室，从而确保整个组织内部制

样方法设置的一致性。

从因特网下载制样方法

有了TegraSystem和StruersLAN网络连

接模块，您便可以享受到司特尔因特网

工具的益处。通过因特网可直接从司特

尔的e-Metalog中按照与TegraSystem

兼容的格式下载成百上千种不同的制样

方法。既可以直接使用这些方法，也可

以按需调整后再使用。

公司主页上还提供了TegraSystem使用

的耗材列表。只要我公司发布了新型的

研磨盘、抛光布、金刚石悬浮液等耗

材，该列表就会被更新并立即供您下

载。该清单的优势在于各种耗材之间

存在着固有的相互关系。例如，您选

择SiC为研磨剂时，润滑剂就会自动设

定为水，而不会让您再选择某种悬浮

液或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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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端的通信技术帮助您在整
个实验室网络中实现机器设
置和制样方法的同步。

完整的网络集成
尖端的通信技术帮助您在整个实验室网

络中实现机器设置和制样方法的同步。

一旦制样方法得到核准便可立即使用或

修改。您可以建立中心数据库简化标准

化过程并掌控全局。

TegraSystem的灵活性帮助您严格按照

实际需要度身定制。您既可以只使用单

个装置，也可以同时使用多个装置，还

可根据业务发展随时进行扩充或调整，

同时从高再现性与高效率中获益——换

句话说，使用TegraSystem将彻底改变

您的试样制备工作和生活。

通过因特网可直接从司特尔的e-Metalog中
下载成百上千种不同的制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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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磨/抛光机 TegraPol-35 TegraPol-31

制备盘直径 300 mm / 12"

转速 40 - 600 rpm 50 - 300 rpm

旋转方向 逆时针

电源 200-240 V / 50-60 Hz

连续/最大电机功率 750 / 1125 W 550 / 825 W

自动扭矩控制 是

紧急停车 是

触控板控制 是

图形显示屏，用于简便选择制样方法 是

以预给液作为开始的软件控制 是

控制加速和减速 是

高速甩干制备盘，旋转功能，速度600	rpm 是

制备盘最大扭矩 >40 Nm >30 Nm

兼容Struers	MD系统 是

自动探测相连设备 是

连接一个抛光头 TegraForce-5 或 TegraForce-3

维护管理 自我诊断，显示已使用时间

服务特征 机器测试和自我故障诊断

宽度，深度，高度和重量 500 mm / 725 mm / 330 mm / 45 kg 500 mm / 725 mm / 330 mm / 43 kg

抛光头 TegraForce-5

单个试样 是，1-6个试样

试样夹具座 是，最多12个试样

转速 50 - 150 rpm

旋转方向 逆时针+顺时针

连续/最大电机功率（由TegraPol供电） 115 / 173 W

每个试样上的压力，单个试样/试样夹具座 10 - 100 N / 30 - 400 N

LED照明 是

试样夹具座的提升能力 5 kg

可连接的给液系统 TegraDoser-5 或 TegraDoser-1

抛光头完全相同的开始和停止位置 是

软开始功能 是

压力减少 是

制备结束后自动提升 是

抛光头锁定 自动

按压按钮，用于快速释放试样夹具座 是

抛光头定位指导 是

抛光头固定的停止位置 是

服务特征 机器测试和自我故障诊断

宽度，深度，高度和重量 180 mm / 389 mm / 572 mm / 18 kg

给液系统 TegraDoser-5

精密给液，带蠕动泵 是

蠕动泵数量 最多7个泵

处理润滑剂，悬浮液和一体化悬浮液 是

处理氧化物（OP）悬浮液 是

集成的自动清洗功能 是

图形显示屏用于编程制样方法 是

集成数据库 10种金相制样指南方法和200种用户自定义方法

ID开关，用于参数步进控制 -

从因特网（Struers	e-Metalog）上下载制样方法 是

可通过PC进行编程 是

可访问耗材列表 是

宽度，深度，高度和重量 200 mm / 210 mm / 380 mm / 8.5 kg （不含容器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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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graPol-25 TegraPol-21 TegraPol-15 TegraPol-11

250 mm / 10" 200 mm / 8"

40 - 600 rpm 50 - 300 rpm 40 - 600 rpm 50 - 300 rpm

逆时针 逆时针

200-240 V / 50-60 Hz 200-240 V / 50-60 Hz

550 / 825 W 370 / 555 W 370 / 555 W 180 / 270 W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0 Nm >20 Nm >20 Nm >10 Nm

是 是

是 是

TegraForce-5 或 TegraForce-3 TegraForce-1

自我诊断，显示已使用时间 自我诊断，显示已使用时间

机器测试和自我故障诊断 机器测试和自我故障诊断

430 mm / 715 mm / 325 mm / 35 kg 430 mm / 715 mm / 325 mm / 33 kg 410 mm / 670 mm / 315 mm / 25 kg 410 mm / 670 mm / 315 mm / 23 kg

TegraForce-3 TegraForce-1

否 是，1-3个试样

是，最多12个试样 是，3个试样

50 - 150 rpm 50 - 150 rpm

逆时针+顺时针 逆时针+顺时针

115 / 173 W 35 / 53 W

- / 30 - 400 N 10 - 50 N / 30 - 150

是 是

5 kg -

TegraDoser-5 或 TegraDoser-1 TegraDoser-5 或 TegraDoser-1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手动 手动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机器测试和自我故障诊断 机器测试和自我故障诊断

180 mm / 389 mm / 572 mm / 17 kg 140 mm / 311 mm / 445 mm / 7 kg

TegraDoser-1

是

单个泵

是

-

-

-

-

是

-

-

-

120 mm / 50 mm / 240 mm / 55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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