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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F-3II型电子血压表 

采用柯氏音原理设计 

精度高 

自动放气阀控制排气 kPa/mmHg双刻度 

电池寿命：测量约500次 

自我测量 

价格经济 

定价：168元         

CN-205C型,半自动电脑数字血压计 

 

采用先进的示波法测量 

大液晶数字（LCD）显示屏 

超薄设计，体积小巧 

血压/心率 

读数精确 

智能化设计 

 kPa/mmHg可预选 

 CN-205C只需两节AA（5号）电池 

电池寿命: CN-205C测量约1000次 

   

           

定价:    CN-205C  260元   

50台装45.3*35*66cm   重约2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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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805C型 全自动电脑数字血压计 

采用先进的示波法测量 

大液晶数字（LCD）显示屏 

全自动充气测量 

血压/心率 

读数精确 

智能化设计 

 kPa/mmHg可预选 

 4节AA（5号）电池 

电池寿命: CN-805C测量约300次 

定价:  CN-805C  480元   

 

 

 

 

 

 

CN-806C型 全自动腕式电脑数字血压计 

按摩降压功能（CN806E可选） 

采用先进的示波法测量 

大液晶数字（LCD）显示屏 

超薄设计，体积小巧 

血压/心率 

读数精确 

智能化设计 

 kPa/mmHg可预选 

 2节AA（5号）电池 

电池寿命: CN-806C测量约300次 

定价:  CN-806C  580元  

 

 

 

 

以上均为市场零售价，批价请直接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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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st NIBP with Auto-decrease Blood Pressure function 

Model:  CN-806C 

Auto-decrease Blood Pressure function 

（Optional） 

Measurement method: Oscillometric 

Pressure unit: kPa  / mmHg 

Measurement range: 0～ 40kPa  / 0～300mmHg 

Intrinsic error:±0.5kPa  / ±3.75mmHg 
Pulse rate range:40～200beats/min 

Power source:DC3v 

Inflation type: full automatic 

Cuff type :wrist 

DPKG:20sets/box 

Box volume:44*34*26cm 

G.W.: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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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EROID SPHYGMOMANOMETER 

Model:CF-1 
Measurement range: 0～ 40kPa  / 0～300mmHg 
Intrinsic error:±0.5kPa  / ±3.75mmHg 
DPKG:50sets/box 
Box volume:57*37*33cm 
G.W.:20kg 
*OEM ONLY 

 

 

 

 

 

 

 

 

Model:CF-2 
Measurement range: 0～ 40kPa  / 0
～300mmHg 
Intrinsic error:±0.5kPa  / ±3.75mmHg 
DPKG:50sets/box 
Box volume:57*37*33cm 
G.W.:2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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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式电子体温计 

产品型号: ECT-1  

产品名称: 笔式电子体温计  

品质/安全证书： CE   

 

 

防水笔式电子体温计 

产品型号: ECT-2  

产品名称: 防水笔式电子体温计  

品质/安全证书： CE   

 

 

软头笔式电子体温计 

产品型号: ECT-3  

产品名称: 软头笔式电子体温计  

品质/安全证书： CE   

 

 

笔式电子体温计 

产品型号: ECT-3A  

产品名称: 笔式电子体温计  

品质/安全证书： CE   

 

 

主要技术参数和特点：  

测温范围：32℃----42℃  

测量温度低于32℃时，显示L℃  

测量温度高于42℃时，显示H℃  

显示分辨率：0.1℃ 

显示方式：液晶显示（三位半） 

功 耗：工作状态下为0.15毫瓦  

电池：AG3型1.5V普通纽扣电池  

蜂鸣提示：测量结束后发出蜂鸣提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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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线耳温枪 

 

  

产品型号: ET-1  

产品名称: 红外线耳温枪  

描述: 检测非典，用耳温枪！  

只需0.1秒钟便可量测到正确体温，无需等待，可连续测 量  

采用最新红外线技术，无使用次数限制  

能对体弱多病卧床老人，哭闹的小孩、睡着的孩子随时的进行体

温检查。  

操作简单：将耳温枪伸入耳道，轻轻按一下按钮，0.1秒钟便能

得出正确的体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