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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用无刷马达搅拌器

与碳刷马达相比， 电子无刷马达具有无比的
优越性：

精致小巧， 高转速， 高扭矩，高效率， 高
静音操作

无刷马达不会产生“碳刷火花”， 因为碳刷
单元已被电子交换所取代；也就是说这种马达
不再需要碳刷，从而大大延长了马达的平均工
作寿命。 

优点：这种电子交换直流马达非常紧凑轻巧，
而超级强劲有力。

其它优点请见相关产品介绍。

我们非常骄傲地推出这一系列超强搅拌器。

实验室搅拌器需求：

 能灵活调节仪器位置高度；
 静音操作， 可连续运转；
 速度可调，从最低至快速；
 速度控制，从最小的扭矩时就开始监控；
 直观的操作；
 操作参数易选；
 显示屏速度显示；
 强劲有力，耐腐蚀；
 提供R232接口，便于用PC实现控制；
 安全可靠的急停开关

Ingenieuburo CAT – 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您
的成功合作伙伴： 专业的实验室前处理设备
及液体处理专家。 Ingenieuburo CAT 的含义： Consultants 

for 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向客户提供
适合其应用的技术的顾问。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以开放的心态面对
客户的不同需求。

请与我们联系！

我们的优势是提供特别应用解决方案。

CAT  R 系列搅拌器是专业用户的最佳选择



R 60D-PC

主要特点是马达非常轻便， 非
常小巧，却依然强劲有力。 扭
矩为60NCM， 调速范围为20 – 
800RPM， RS232接口。 本机采
用无碳刷马达， 快速释放钻夹
头， 插入式搅拌桨， 浆直径
可达10MM。

适合中等粘度样品搅拌 
(50,000 mPas)。

R 20D-PC

与R60-PC类似， 扭矩为
20NCM， 调速范围为50-
2000RPM。

适合中低粘度液体搅拌
(10,000 mPas)。

颜色

型号 货号

搅拌量
(L, 水)

扭矩
NCM

转速
RPM

马达输入
功率W

钻夹头
夹持范
围 MM

外形尺寸
WxHxD*MM

重量
KG

RS232 备注

金
银

* 不含钻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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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置式搅拌器 R 100CT
强力马达, 大处理量, 属于小试中试搅拌器。

强大的微处理器，模糊逻辑控制，优化搅拌效果，提升
精度，最大扭矩高达600NCM。可插入式搅拌浆， 钻夹
头可夹持范围10.5MM。明亮背景灯数字显示屏， 显示
所有相关数据（马达输入功率，输出功率，扭矩等）
，并同时显示设置与实际马达转速与搅拌时间。 显
示屏可以显示搅拌轴处的绝对与相对扭矩。转速范围
为10-500RPM， 主机平稳软启动与软停机。最高转速
6000RPM仪器亦可选择， 待询。 如有特别需求，需对
扭矩，最大转速与最小转速作限制时，可编程实现。 

本机具有RS232接口，可连接PC实现电脑控制。 同时也
有模拟输入口，便于速度遥控，及可编程定时器模拟输
出。 R100系列可搅拌高达200L水液体，是处理高粘度
样品（10，000 –150，000mPas）的最佳选择。

顶置式搅拌器 R 100CL
与R100CT类似, 但是转速范围为30RPM – 1100RPM, 扭
矩高达250NCM, 最适合处理中高粘度样品 (10,000 – 
100,000 mPas)。

顶置式搅拌器 R 100C
通用实验室搅拌器, 适合流变测试.
与R100CT类似, 但是转速范围为40RPM – 2000RPM, 扭
矩高达150NCM.  多步安全系统, 保护仪器, 防止过载
与过热。 尚有其它转速范围可选, 待询。 



顶置式搅拌器 R 100SD
强力顶置式搅拌器，四位数字显示。 微处理器控制速度， 无级
调速范围为40-2000RPM。 平稳软启动与软停机， 可有效防止
样品液品外溅。 超长寿命高效碳刷马达， 最大扭矩为100NCM。 
可插入式搅拌浆， 钻夹头可夹持范围10.5MM。 具有电子过载
与过热保护， 紧急时自动停机，避免故障发生。R100系列所有
所品均有此电子保护。

顶置式搅拌器 R 80D-PC
电子反馈速度控制马达，能长时间运转， 数字显示速度。 本
机特别适合样品有短时粘度增加的应用。 有RS232接口， 可
连接PC控制主机。 无级调速范围为20-700RPM。 最大扭矩为
80NCM。处理粘度为50.000mPas +。

顶置式搅拌器 R 80D
与R 80D-PC类似， 但是无RS232接口。 两种搅拌器都装有2个独
立回路，防止过载。 这主要是通过自动减少输入功率来实现自
我保护的。



顶置式搅拌器 R 16
电子反馈速度控制马达，能长时间运转，方便使用。 
无级调速范围为100-900RPM。学生教育及小型实验室均
适用。搅拌桨直径为6MM。

顶置式搅拌器 R 14
电子反馈速度控制马达，能长时间运转，方便使用。 
无级调速范围为100-2000RPM。搅拌桨直径为4MM。 选
配的搅拌桨是特别设计， 不锈钢扇叶型。

迷你搅拌器 R 2
方便的多用途小处理量搅拌器，学生教育及小型实验室
均适用。 小巧，静音， 高品质搅拌器，能长时间运
转。 固定转速750RPM。 主机外覆聚丙烯, 以免仪器受
到化学样品的腐蚀。 不锈钢搅拌桨。

手持式搅拌器 R 1
手持式，带电池迷你搅拌器，适合试管内或其它小器
皿内的500ML样品搅拌。 使用AA电池， 所以使用时间
长。 使用方便， 无线无插头！ 有三种搅拌桨可供选
择。

 塑料（直径3MM）
 不锈钢（小器皿使用）
 不锈钢，大叶片（最大搅拌量时使用）

顶置式搅拌器 R 50D
电子反馈速度控制马达，能长时间运转， 数字显示速
度。 本搅拌器非常适合任何实验室中等粘度样品（10
，000 – 50，000 mPas）的搅拌需求， 无论是学生教
育还是专业研发。 当需要重复性的速度控制搅拌实验
时，使用本仪器将更加得心应手， 如： 在同等实验条
件下，实验一个接一个进行时； 或者几个搅拌器同时
运行进行平行实验。 无级调速范围为50-1600RPM。电
子反馈速度控制，保证了转速的精确性，避免因样品
粘度变化引起的转速波动。 本仪器可使用插入式搅拌
浆， 桨直径为10.5MM 以内；采用铬钻夹头，以防生
锈。 

顶置式搅拌器 R 50
实验室日常工作的必备仪器。 与R 50 类似， 但没有
数字显示。

顶置式搅拌器 R 18
电子反馈速度控制马达，能长时间运转， 方便使用。 
可搅拌50L水。无级调速范围为110-2000RPM。 内置安
全回路，过载时有警示，自动保护。 非常适合学生教
育及实验室使用。 适合中低粘度搅拌（100 – 10，000 
m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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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如有修改， 恕不另行通知。

德国 CAT 顶置式搅拌器 中国首要代理

广州语特仪器科技有限公司
Guangzhou YouTool Instrument Technology Co., Ltd.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285号天韵大厦201P室
Tel/Fax: +86 20 2802 3589
E-mail: gz_yt8@163.com
http: //bibbyyt.instrumen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