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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PEREGRINE PERDIX 2 TERIC 

  产品图片 

 

     

  最佳用途 日常潜水（空气和高氧） 高难度潜水 高难度潜水 

  主要功能 
卓越的显示效果，超值的性价比，具有振动

警报功能的简洁潜水模式 

电脑功能强大，具备高级功能组合、 

空气整合、振动警报和用户可自行更换的电池 

功能强大、腕表大小的潜水电脑，具备全彩

AMOLED 显示屏、空气整合以及高级功能组合 

  潜水模式类型 

空气  

Nitrox（氧含量高达 40%） 

3 种气体 Nitrox（氧含量高达 100%） 

仪表  

空气/Nitrox/3 GasNx 

OC Tec（启用 Trimix） 

CC/BO（固定 PPO2） 

仪表  

OC Rec（空气/Nitrox/3 GasNx） 

OC Tec（启用 Trimix） 

CC/BO（固定 PPO2） 

自由潜水 

仪表  

  气体数量 3 OC 5 OC/CC 5 OC/CC 

  算法 
ZHL16-C  

可选 VPM/可选 DCIEM 

ZHL16-C  

可选 VPM/可选 DCIEM 
ZHL16-C 

  屏幕分辨率 320 x 240 320 x 240 400 x 400 

  显示屏类型 LED 背光 LCD LED 背光 LCD 全彩 AMOLED 

  显示屏尺寸 5.59cm / 2.2" 5.59cm / 2.2" 3.53cm / 1.39" 

  潜水电脑尺寸     

  (长 x 高 x 宽) 

77mm x 68mm x 25mm 

(3.09” x 2.67”x 0.98”) 

81mm x 71mm x 38mm  

(3.2” x 2.8” x 1.5”) 

55mm x 55mm x 18mm 

(2.17” x 2.17”x 0.71”) 

  重量  

  （仅含潜水电脑）  
122g (4.32 oz) 190g (4.32 oz) 120.4g (4.16 oz) 

  电池类型 充电锂电池 单个 AA 电池（全部类型） 充电锂电池 

  电池寿命 
长达 30 个小时 

（中等亮度） 

   

    

(气体整合功能开启) 

长达 30 小时（潜水模式） 

长达 50 小时（手表模式） 

  潜水记录时间  

（10 秒的采样率） 
大约 200 小时 大约 1000 小时 大约 500 小时 

  额定深度 120m / 394ft 260m / 850ft 200m / 660ft 

  振动和声音 

警报 
仅振动 仅振动 振动和声音警报 

  气体整合功能 不支持 支持 支持 

  支持传感器数量 不支持 最多 4 个 最多 4 个 

  BLUETOOTH®无线技术 支持 支持 支持 

  按键界面数量 
2 

（316 不锈钢按键） 

2 

（压电式，钛） 

4 

（316 不锈钢按键） 

  指南针 不支持 
支持 

（3 轴，倾斜补偿，数字罗盘） 

支持 

（3 轴，倾斜补偿，数字罗盘） 

  免减压极限计划功能 支持 支持 支持 

  减压计划功能 支持 支持 支持 

固件更新 

功能 
支持 支持 支持 

  语言版本 

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韩文、日

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简体中文、 

繁体中文 

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韩文、日文、

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 

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韩文、日文、 

意大利文、西班牙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 

波兰文、俄文 

  腕带 26 毫米黑色硅胶腕带，减震绳 黑色弹性束带，松紧绳 
22 毫米黑色硅胶腕带 

（附送延长腕带） 

  附件 
腕带颜色为  

海蓝色和白色 
不支持 多种腕带颜色 

  

修订于 2022 年 1 月 6 日 

1.5V 锂电池 - 长达 60 小时

SAFT LS14500 - 长达 100 小时
AA 碱性电池 - 长达 40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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