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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认证报告生成时间为 2018 年 5 月 24 日

您所看到的报告内容为截止该时间点的审核信息

目录：

1、基础信息：企业性质、注册信息、经营领域、服务类型、

生产环境等

2、生产销售能力：主要产品及代表型号、主要代理品牌及

代表产品等

3、知识产权：商标、专利、软件著作权等

4、资产信息：营业收入、利润、增长率等

5、荣誉资质：国际认证、国家级认证、获奖认证等

6、市场应用：招投标、代表合作商、供货认可等

声明：本认证报告仅供于中国仪表网 www.ybzhan.cn“优质供应商平台”服务专用。所

有信息为企业提交，由中国仪表网通过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系

统、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版权局等平台查询核实。报告仅为您的决策提供参考，因

使用报告产生的任何后果，中国仪表网概不负责。



- 3 -

一、基本信息

企业性质： 生产商 成立时间： 2003 年 6 月 12 日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职工人数： 65 人 生产面积： 3000 平方米

设备保质期： 一年 信用认证： 暂无

售后服务： 配中文说明书、现场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全国服务点： 山东省泰安市（总部）、陕西西安办事处、湖南长沙分公司、新疆乌鲁木齐办

事处

企业网址： www.panran.com

企业地址： 泰安高新区泰山科技城 B5 座

经营范围： 自动化测控设备、计量测试仪器、自动化仪表、软件的开发、制造、服务、技

术培训；计算机及其外设、五金交电、照相器材、文化用品、机械配件的加工、

销售及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涉及领域： 温度仪表、校验仪表等。

企业介绍： 公司长期致力于热工计量、校准仪器及成套自动测试系统的研发和制造，在技

术创新、专业软硬件开发和产品配套等方面居业内领先地位，是全国著名温度

计量／校准仪器制造商。公司系全国温度计量技术委员会企业成员单位，

《JJF1098-2003 热电偶、热电阻自动测量系统校准规范》、《JJFll71-2007

温度巡回检测仪校准规范》、《JJFll84-2007 热电偶检定炉温度场测试技术规

范》等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参加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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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销售能力

代表产品 代表型号 产品特点 图片示例

智 能 化 热工 仪 表 检

定系统
ZRJ-03

可根据需求配置成不同的智能

化 温 度 计 量 标 准 装 置 及 其 组

合，开展各种一次、二次接触

测温仪表的自动检定/校准工

作。

热管恒温槽 PR600

绿色环保、无污染；工作温度

上限可达 500℃；优异的温场

均匀性；无需更换介质；结构

简单、运行可靠。

PR500 系列液 体恒

温槽
PR500

分辨率 0.001℃，准确度 0.01

级；高度智能化，操作简便；电

网电压突变抑制功能。

热电偶检定炉 PR320A
温场范围更宽，长期稳定性更

好。

精密数字温度计 PR710

优异的准确度指标，年变化优

于 0.05℃；分辨力达 0.001℃；

可溯源至其他温度标准器。

便 携 式 多功 能 校 验

仪
PR231

准确度达 0.003℃的温差测量

功能；标准温度测量；参考端

补偿；精密控温功能。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1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1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23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7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7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49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67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25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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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校验仪 PR233

可为圆图记录仪、机械式平衡

记录仪等二次仪表提供稳定信

号。

温湿度场巡检仪 PR205

准确度可达 0.01 级； 内置大

容量锂电池，避免了工业现场

因交流供电造成的测量干扰。

温湿度检定箱 PR381

本机控温、控湿，可随意调节。

传感器采用原装进口部件。

全自动微压发生器 PR9120W

压力稳定速度快，控制精度高。

全自动气压发生器 PR9120Q

压力稳定速度快，控制精度高。

全自动液压发生器 PR9120Y

压力控制采用先进压力跟随技

术，反馈迅速，稳定速度更快。

精密数字压力表 PR9111

mmH2O、mmHg、psi、kPa、

MPa、Pa、mbar、bar、kgf/cm2

九种压力单位切换；带通讯接

口（选配）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43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52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19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68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69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70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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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压力校验仪 PR9112

九种压力单位可根据用户实际

需求切换，带 DC24V 输出功

能，与各种压力源连接非常适

合现场和试验室使用。

手 持 微 压 /液 压 /气

压泵
PR9140A

微压调节范围宽，稳定性能高，

便携式结构设计，体积小，重

量轻。

手动高压气压/油压

/水压泵

PR9143A/

B

防锈耐用，可靠性高、操作方

便，压力调节范围大，升降压

平稳、省力。

三、知识产权

1、商标

商标名称 图片示例

PANRAN

磐然测控;PANRAN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81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74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74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77
http://www.panran.com/view_pro.asp?cid=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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磐然测控;PANRAN

2、专利

专利类型 专利名称 专利号

发明专利 具有温差测量功能的温度校准仪 ZL 201010600377.2

发明专利 一种热电偶检定专用夹具及热电偶检定方法 ZL 201510534149.2

实用新型 高温炉限流装置 ZL 200720019462.3

实用新型 一种短型温度传感器校准用热管恒温槽 ZL 200920030038.8

实用新型 短型温度传感器校准用热管恒温槽 ZL 200920030037.3

实用新型 短型温度传感器校准用新型热管恒温槽 ZL 200920030039.2

实用新型 变压器温控器校准用热管恒温槽 ZL 201020604565.8

实用新型 一种温湿度检定箱加湿装置 ZL 201220528378.5

实用新型 一种精密热电偶参考端均温补偿模块 ZL 201420700198.X

实用新型 一种精密数字温度计 ZL 201520542282.8

实用新型 一种热电偶检定专用夹具 ZL 201520654206.6

实用新型 一种新型热管型恒温槽 ZL 201520688245.8

实用新型 连接点式多通道扫描装置 ZL 201620003639.X

外观专利 热电偶检定炉 ZL 201330378627.7

外观专利 短型热电偶检定炉 ZL 201330428795.2

外观专利 短型热电偶检定炉 ZL 201430026099.3

外观专利 便携式多功能校验仪 ZL 201430471717.5

3、软件著作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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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名称 登记号

产品零部件虚拟装配演示系统 2016SR398357

磐然测控生产资源计划管理系统 2016SR398528

PR233 系列便携式多功能校验系统 2015SR012024

PR205 型温湿度场巡检系统 2015SR012021

PR133 压力式、双金属温度计、变压器油面温控器检定/校准软件 2013SR039220

PR120/PR202 系列温湿度场测试系统软件 2013SR039215

PR380 温湿度检定箱控制板程序 2013SR039843

PR380 温湿度检定箱主控制程序 2013SR039798

ZRJ-03 智能化热工仪表检定系统软件 2013SR039223

群控和 ZRJ-03 扫描器控制板程序 2013SR039837

井温仪检定系统 V1.0 2005SR03391

热处理炉、温(湿)环境试验设备自动测试系统 V1.0 [简称: 温场测

试系统]
2005SR08323

压力式、双金属温度计检定系统 V1.0 2005SR03392

四、资产信息

企业选择不公示。

五、荣誉资质

名称 图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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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高新杯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泰安市创新

创业大赛组委会）

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科学技术厅）

科技型中小企业（泰安市科学技术局）

2014-2015 年度“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山东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立项证书（科学技

术部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管理中心）

六、市场应用反馈

典型应用案例：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四川有限公司

山西寿阳国新热电综合利用有限公司——智能化热工仪表检定系统装置等

介休市职业中学——热工检定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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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新闻动态

暂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