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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科精密工業
• 成立於2014年. 但在工業冷卻行業有超過20年的
經驗.  

• 台灣設計與製造.  

• 主力產品有油冷卻機, 水冷卻機, 熱交換器, 冷氣
機等.  

• 主要客戶來自於精密加工機, 以及自動化產業.   



精密!! 
 依客戶的冷卻能力需求, 提供各種從小型,

中型, 到大型的高效率油冷卻機 與水冷機, 

以供選擇.  

 溫度控制範圍選項有:

+/- 1°C, +/- 0.5°C, 以及 +/- 0.1°C

 溫度控制設定方式有:

• 定溫式;  

• 差溫式;

• 機體同調 (選配)



可靠!!
• 所有機台在出廠前都有經過嚴密的測試, 確
保長期穩定運轉品質. 

• 除了冷卻需要, 也可以依據客戶的特殊需求, 
加入加熱功能. 



操作簡易 !!
介面清楚, 操作簡單. 

當機台發生異常時, 會主動發出訊號, 通知
中控台停止運作, 以避免造成更大的損失.  

** 通訊功能: 可以選配. 如有需求, 請與我
們聯繫. (RS-485)



操作/顯示介面, 可以依據客戶需求, 提供不
同的選擇.  

油冷機/水冷機 的標準介面. 
客製化介面範例



保護 !!
• 電控區與機台內部隔離, 確保電子部件安全.   

• 所有機台都有內建感測器(溫度, 壓力, 或流
量). 當作業條件超出設定範圍, 立即通報主
控制器. 保護機台. 

** IP 防護等級依機台設計而有所不同.



符合CE規範

獨立電控區!!



客製化 !!

可以依據您的需求, 為您打造出最適合您的
冷卻機台. 

我們還提供一站式配套的服務, 為您提供電
控箱體加冷氣機, 或是週邊零配件, 例如輪
子, 接頭, 防震墊腳…..等. 提高您採購管理的
效率.  



客製化機種範例 .



油冷卻機
輸入電源: 220V, 50/60KHz
控制精度 : +/- 1oC

+/- 0.5 oC (選配)
+/- 0.1 oC (選配)

設定方式 : 
定溫式
差溫式
機體同調 (選配)



油冷卻機規格表



油冷卻機規格表



沈浸式油冷卻機

輸入電源: 220V, 50/60KHz
控制精度 : +/- 1oC

+/- 0.5 oC (選配)
+/- 0.1 oC (選配)

設定方式 : 
定溫式
差溫式
機體同調 (選配)



沈浸式油冷卻機規格表



水冷卻機
輸入電源: 220V, 50/60KHz
控制精度 : +/- 1oC

+/- 0.5 oC (選配)
+/- 0.1 oC (選配)

設定方式 : 
定溫式
差溫式
機體同調 (選配)



水冷卻機



冷氣機



• 隔絶外部空氣中的髒污雜質進入電控箱體. 確保電子元件安全. 

• 維持電控箱內的溫度平穩, 確保電氣運作效能. 

• 延長電子零件壽命及避免誤動作產生.

冷氣機



• 操控主機以子彈型快拆連結. 方便維修與更換. 

• 可依客戶需求, 提供不同型式/方向導風罩.

冷氣機



• 輸入電源: 220V (+/- 5%) ; 50/60Hz.

• 冷卻能力: 1500 (FAC-1.5FS)~ 8000 (FAC-8FS) BTU. 

• 工作環境溫度: < 40 oC (標準型)

• 設定溫度 : 25 ~ 35 oC

• 吹氣口 : 選配件, 方向依客人需求調整.  

• 應用範圍 : 電控箱, 控制盒, 通訊設備, 測量儀器...

** 若您對機台冷卻需求有任何疑問, 請與我們聯繫. 

冷氣機



福科標準型冷氣規格表

** 有關開孔尺寸圖, 請與我們聯絡. 



新機型介紹: FAC-1.5FS-A

• 小型化: 適合較不寬敞的工作空間.  

• 輕量化:  電控箱門鈑金無需加厚. 

FAC-1.5FS FAC-1.5FS-A

冷卻能力 1500 BTU/hr/60Hz 1500 BTU/hr/60Hz

寬 (mm) 240 240

深 (mm) 250 210

高 (mm) 570 550

重量 (kg) 28 17



新機型介紹: FAC-2FS-A

• 小型化: 適合較不寬敞的工作空間.  

• 輕量化:  電控箱門鈑金無需加厚. 

FAC-2FS FAC-2FS-A

冷卻能力 2000 BTU/hr/60Hz 2000 BTU/hr/60Hz

寬 (mm) 360 360

深 (mm) 260 210

高 (mm) 580 560

重量 (kg) 30 23



新機型介紹: FAC-4FS-H50-D
• 冷卻能力: 4000 BTU (220V/60Hz)

• 專為高溫地區/工作場所設計, 可工作環境溫度高達 50°C. 

• 電控盒IP防護等級 67; 

• 兩側鈑金可拆卸, 方便清理與保養. 



熱交換器



熱交換器



如需更多資訊, 請與我們聯繫:

台灣福科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41463 台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一段18巷57-2號, 
TEL: 886-4-23359242     FAX: 886-4-23359240

E-Mail: service@fococooler.com.tw

mailto:service@fococooler.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