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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浴器 菌落計數器
Sahara 310 / 320 Galaxy 330

NEW

產品應用

產品應用

鋁塊規格

訂購資訊
訂購資訊

179310-11(22)

175330-01(02)

Galaxy 330 專用軟體 ( 選配 )

179300-01

179300-02

179300-03

179300-05

179300-06

179300-07

179300-10

179320-11(22)

175331-01(02)

175330-12

179300-00

ff 微生物實驗
ff 化學實驗
ff 珠浴 / 水浴槽

Block module, 6.4 mm diameter, 0.2 ml, 64 well (or 0.2 ml PCR strip tube for 8 x 8 well) 

(depth: 17 mm)

Block module, 8.2 mm diameter, 0.5 ml, 20 well (depth: 25 mm)

Block module, 10.2 mm diameter, 1.5 ml (or 2.0 ml), 20 well (depth: 33 mm)

Block module, 13 mm diameter, 20 well (depth: 36 mm)

Block module, 20 mm diameter, 12 well (depth: 45 mm)

Block module, 25 mm diameter, 6 well (depth: 45 mm)

Block module, 17 mm diameter, for 15 ml centrifuge tube, 12 well (depth: 45 mm)

Sahara 320 雙槽乾浴器 
AC110V, 60Hz (AC220V, 50Hz)
( 不含鋁塊 )

Galaxy 330 菌落計數器，AC100~240V
美規插頭變壓器 ( 歐規插頭變壓器 )
( 含專用軟體和電腦連接線 )

Galaxy 330 專用軟體配件組
( 含 USB (8G) 和電腦連接線 )

Sahara 310 單槽乾浴器 
AC110V, 60Hz (AC220V, 50Hz)
( 不含鋁塊 )

Galaxy 330 菌落計數器，AC100~240V
美規插頭變壓器 ( 歐規插頭變壓器 )

可換算稀釋倍率並儲存實驗數據，並同時能
夠針對資料進行編輯，協助做成報告的格
式，列印出數據以方便使用。

專利編號 : M483958

亞姆珠

* 37° C 下測試

產品規格 產品規格
型號 Sahara 310 Sahara 320

容納鋁塊數 1 個鋁塊 2 個鋁塊

顯示 OLED 螢幕顯示 

溫度範圍 室溫 +5° C ~ 150° C

解析度 0.1℃

溫度準確度 * ± 0.2℃

溫度均勻性 * ± 0.2℃

計時器
(1) 倒數計時 (1 分鐘 ~ 99 小時 59 分鐘 )；
(2) 連續加熱 (00:00)

外殼材質 不鏽鋼

電源 120W 240W

安全性 過熱 (170° C) 斷電保護

主機重量 2.3 Kg 3 Kg

主機尺寸 (LxWxH) 26.5 x 19 x 11 cm 34.5 x 19 x 11 cm

型號 Galaxy 330

顯示螢幕 3 位數，LED 面板 

放大倍數 2~3 倍

適用培養皿尺寸 直徑 60 mm 或 90 mm ~ 150 mm ( 可調整 )

儲存紀錄 100 組

操作按鍵 平均、歸零、倒退計數

光源亮度 可調整，LED 燈

壓力敏感度 可調整

計數聲響 可調整

輸出方式 USB

主機重量 5.6 Kg

主機尺寸 (LxWxH) 35.1 x 30.2 x 37 cm

71 72

產品特色 產品特色
ff一機多功能 ff壓感設計，無汙染

ff四面顯示窗

ff微生物菌落計數

ff貼心操作設計

ff 3 組加熱程式

ff自動關閉，聲響警示

ff國際認證

ff國際認證ff一年產品保固

ff二年產品保固

Sahara 系列乾浴器的加熱槽為一體成
型，且槽體表面有PTFE 塗層，可依樣
品型態搭配鋁塊、亞姆珠或當小型水
浴槽使用。

Galaxy 330 採用壓力感應設計，每秒
至多感應 7 下，並可使用各種計數
筆，不破壞樣品，無污染的疑慮。

Galaxy 330 具有一大三小，共四個顯
示螢幕，可同時顯示當次及前三個計
數值。

總生菌數
大腸桿菌數

(1) 多重複平均鍵，由軟體直接將多重  

覆平均，免除人為計算。
(2) 倒退計數鍵，避免誤觸計數，影響
結果。
(3) 培養皿圓盤及扣片，適用多種尺寸   

培養皿。

Sahara 系列乾浴器可計時長達 99 小
時 59 分鐘，且可依需求儲存 3 組自
行設定的加溫程式，不需每次重新設
定，加快實驗進行。

Sahara 系列乾浴器執行完加熱程式後，
皆會以聲響告知並自動停止儀器加熱。

歐盟 CE 安全認證

歐盟 CE 安全認證

VIDEO

http://www.rocan17.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