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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性廣，商機龐大
2019年全球整體集成電路用電子化學品營收規模353億美元，中國市場規模為412億人民幣。
化學市場規模性大，化學檢測業可應用於半導體製造、PCB電子製造、製藥、化工、石油、紡織、染
整、表面處理電鍍、廢水處理環保等行業。



智慧化自動檢測

1.從半導體元件到一般民生用品，生產製造時都會用到表面處理製程,電鍍生產時需要靠實驗

室做藥液的分析管控，但人工分析僅能單次分析單一項目，有時因人力不足只能抽驗分析

或是減少分析次數，但是對產品製造品質穩定性會有相當風險。

2.近年來因少子化而產生人力短缺，加上環保意識抬頭，綠色生產及回收利用趨勢上升，

線上檢測需求逐漸增加.線上檢測除可協助產線藥液管理，更可結合AI技術應用數據分析，

做生產履歷紀錄外，自動調整生產參數(藥液老化，濃度需與新建浴不同) ，提早預測藥液

更換時間(添加劑分解，異金屬汙染，化鎳更槽時間) ，減廢(水洗水管理,減少廢水產生)。



環境空氣監測系統

 室內環境：辦公樓、學校、
醫院、商城等

 室外環境：大氣環境、建築
施工揚塵、汽車廢氣、化工
園區等

 特殊場所：養殖廠、農業大
棚、智慧辦公室等



監測參數、測量範圍

 環境監測器採用專利技術研發，可實現將監
測模組與顯示模組分開擺放，實現監測模組
小型化，低功耗，以適用於各類場所。

 設備支援 LoRa,WiFi，GPS,3/4G  及 BLE  

多種資料傳輸方式。



獨立監測模組，智能客製化產品



化學藥液檢測應用
實現智能化工廠所需之化學品即時監控解決方案

適用於所有與化學相關行業



品質監測(可多台不同時監測連線)雲端儲存管理及展示平台



光學測量-分光光度法



桌上型藥液濃度分析儀

 產品介紹:

 適用範圍於化學製程槽中的藥液濃度檢測。

 簡單操作，取樣放入機台後可即時顯示藥水濃度。

 並透過高解析度HMI畫面即時提供資料給化驗人員確認。

 設備體積小插電即可使用。

 產品規格:

● 藥水種類:銅、鎳、鈷、鐵、鉻(客製化開發) 

● 量測範圍: 客製化需求建置

● 精度: ±1% FS.／電源: DC 24V／重量: 0.5 kg



線上型藥液量測儀

 產品介紹

 即時量測化學藥液濃度(可依需求設定分析次數,每1秒量測一筆數據)

 透過無線/有線傳輸分析數據技術，資料上傳快速，容易於維護

 監測項目需求依客戶需求，客製化設計

 產品規格

● 藥水種類: 銅、鎳、鈷、鐵 (客製化開發) 

● 量測範圍: 客製化需求建置

● 精度: ±1% FS／電源: DC 24V／重量: 2.0 kg Max.



線上銅離子監測管理系統
(另可客製線上鎳離子,PH值,及其他金屬離子分析儀)

 銅離子測試範圍：0~80 g/L

 硫酸銅測試範圍：0~320 g/L

 精確度：誤差<±2% FS(測量範圍)

 解析度: 0.01 g/L

 應用製程:

 -化學銅

 -銅蝕刻

 -回收銅

 -銅微蝕槽

 -電鍍銅



線上型藥液分析儀







自動滴定儀:金屬濃度分析

 產品規格

 產品名稱:Cu2+自動滴定儀

 標準配備:自動滴定儀+萬向輪、PFA管×3(5m)、電源線(3m)

 量測範圍:0~25，20~45(g/L)(可客製化)

 精度:±1g/L               

 傳輸介面:Wi-Fi、RJ45、RS485

 藥液/純水:Ø 4×Ø 3/Ø 6×Ø 4    材質:外殼配件PP、藥液管PFA

 藥液溫度:20~30℃

 電源:AC 100~240V/4A

 環境溫度:0~40℃

 尺寸:600×300×870(mm)(含輪高)

 介面:7”觸控螢幕

 重量:25Kg(不含藥液罐)

 安裝:定位後鎖定腳輪，現場連接機台純水、廢液、槽液管線



自動滴定儀:酸鹼滴定
產品名稱 H2SO4自動滴定儀

產品型號 LOT H2SO4 automatic titrator

標準配備 自動滴定儀+萬向輪、藥液管(5m)、電源線(3m)

傳輸介面 Wi-Fi 、 RJ45 、
RS485

顯示介面 7”觸控螢幕

應用環境 鍍銅微蝕製程 電源 AC220~240/2A

安裝方式 定位後鎖定腳輪，現場連接純水、廢液、槽液管線

量測範圍 40~120，80~160，120~200，200~280(g/L)(擇一或客
製化)

量測方法 滴定法判定 精度 ±2g/L

材質 Case PP/Pipe PFA 藥液溫度 20~30℃

尺寸 610×350×870(mm) 環境溫度 0~40℃

重量 25Kg(不含藥液罐) 藥液管徑 Ø 4×Ø 3/Ø 6×Ø 4







軒亨 日製品牌 人工滴定分析

設備名稱 項目 線上型分光光度計 線上型分光光度計(高階) 桌上型光度計
自動滴定或人工滴

定分析

基本規格

輸出訊號 RS485、無線Wifi DC 4~20mA、RS232 人工判定終點

尺寸 (mm) 230(W)×260(H)×90(D) 206(W)×105(H)×128(D) -

各式玻璃儀器重量 (kg) 2 5 1 -

顯示 客製化觸碰式HMI LED 4位數顯示表 人工判定紀錄

產地 台灣 日本

量測項目

藥水種類 銅、銅離子、硫酸銅、鎳、客製化藥水 銅、銅離子
鎳、銅、酸鹼滴定

即時監控 線上型即時監控 線上型即時監控 離線型監控 線上型即時監控 需人工判定紀錄

精度 1%FS 0.5%FS 1%FS 2%FS

量測方式 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法 指示劑滴定終點

量測range 0-60, 60-150, 150-300 g/L(可客製化選擇範圍) 0-80, 80-160, 160-240 g/L

比較 優劣

1.簡易操作，大HMI顯示量測數值
1.簡易操作，大HMI顯示量
測數值

1.簡易操作，大HMI顯示
量測數值

1.按鍵式設定，功能單一 1.人工滴定終點判
定誤差

2.非接觸式量測，無廢液產生
2.非接觸式量測，無廢液產
生

2.非接觸式量測，無廢液產
生，量測完藥液可回收

2.非接觸式量測，無廢液產生

2.分析產生廢液

3.每秒量測分析藥液濃度 3.每秒量測分析藥液濃度 3.單次分析 3.七段顯示器顯示
3.逐項操作,耗時

4.無線wifi連接數據庫上傳資料
4.無線wifi連接數據庫上傳
資料

4.單次分析紀錄 4.有線傳輸紀錄資料 4.人工計算紀錄資
料

5. laser光源可即時校正自
動補償

5.以純水校正 5..需定期人工校正 5.須購買標定液或
自行配製校正液

後續服務 機台保固 1年 1年 1年 1年



成果展示



結語

 化學感測市場商機龐大，團隊掌握所有感測器研發技術，可打造完整的解決方案。

 所有感測器皆made in Taiwan，台灣研發、台灣整合、台灣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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