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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多【AUTOAQUA】是全球知名的水族品牌，以創新式智慧型自動補
水機(Smart ATO)系列產品聞名於歐美市場，產品銷售超過全球四十多國
家。澳多引領水族ATO的創新設計，為您帶來更簡單輕鬆的水族新生活。

澳多科技( AUTOAQUA )公司成立，致力於開發精巧、安全、智慧型電子式自動化產品，以澳多/AUTOAQUA自有品牌行銷全球，
提供客戶全方位智慧型水族系統選擇。

澳多的專利式創意設計榮獲2011年首爾國際發明金牌獎的肯定。

推出全球首款分離式感應設計與All in One的第一代                   (智慧型自動補水機)，於美國MACNA 2013水族展發表。

第一代                   成功進入美國市場，成為熱銷北美的創新式智慧型自動補水機之一。

第一代                   獲美國知名海水網站                          評選為「MACNA 2013最佳新產品」。

第一代                   獲美國知名海水網站                          評選為「最經濟實惠的自動補水系統」之一，掀起智慧型自動
補水機的新時代。

第一代                   獲美國知名海水網站                          評選Smart ATO為「業界最小，最新穎」的智慧型自動補水機，
尺寸與功能媲美ATO界的iPhone。

2013

                  

                

                    



2015 推出全球首款超微型光學感測器設計的第二代 Smart ATO micro (迷你智慧型自動補水機)。

第二代 Smart ATO micro 於美國MACNA 2015水族展正式發表，尺寸微小與功能卓越再度席捲美國市場，掀起智慧型自動
補水機的新時代。

第二代 Smart ATO micro 獲                          評選為「MACNA 2015 TOP5 新產品」。

推出結合自動補水(ATO)功能的                                (智慧型自動換水機)。

澳多的專利式光學感測器獲美國知名海水網站                          評選為「光學感測器的先驅」。

2016

2017 第二代 Smart ATO micro 獲美國知名海水網站                評選為備受歡迎的智慧型自動補水機，為水族玩家必買產品。

同步推出第三代 Smart ATO Duo (豪華版-智慧型雙感應自動補水機)與 Smart ATO Lite (標準版-智慧型雙感應
自動補水機)，提供雙倍防護加倍安全且監控水位更精準的ATO產品。

第三代 Smart ATO Duo 於德國 Interzoo 2018水族展獲美國知名海水網站                          專題報導，澳多科技
再一次引領ATO創新。

第三代  Smart ATO Duo 與 Smart ATO Lite 首度進入中國市場。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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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版-智慧型雙感應自動補水機

極致精巧設計，簡潔美觀，小缸的最佳選擇
專利設計光學式雙感應探頭，雙重保險
快速保險控制技術(QST)，提供即時補水防護
LED燈號警報，無噪音
磁吸式安裝，簡單無需工具
無卡藻困擾，維護方便

產品規格
•電源輸入 : 100-240 VAC, 50-60 Hz
•直流馬達 : 
  ▪揚程 : 250 cm (8.2 ft)
  ▪流速 : 280 lph (74 gph)
•適用最大缸壁厚度 : 12.7 mm (1/2 inch)
•電源功率 : 4.5 W @ DC 12 V
•馬達連接線長 : 180 cm (6 ft)
•水管長度 : 2 m (內徑 : 6.5 mm, 外徑 : 9.0 mm)

SATO-260P

安裝圖

標準版-智慧型雙感應
自動補水機控制器

電源供應器

DC補水馬達

小型安裝支架

破虹吸管

2m水管

  配件                     圖片

EASY

缸底/缸主缸水儲

補水馬達

電源

雙感應探頭

空氣進入孔

滴水現象
安裝方向

破虹吸管需安裝在儲水缸內，且須高於水面。
空氣進入孔：當馬達停止運作時，空氣可透過 

破虹吸管的小孔進入阻斷水流，
達到破虹吸的效果。

滴水現象：馬達運作時，些許水滴會從小孔
滴出，這是正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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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華版-智慧型雙感應自動補水機

極致精巧設計，簡潔美觀，小缸的最佳選擇
全球最小光學式雙感應探頭，雙重保險
專屬觸控式控制器，運作狀態一目瞭然
快速保險控制技術(QST)，提供即時補水防護與
補水桶缺水警報
LED燈號及蜂鳴聲警報，問題不錯過
磁吸式安裝，簡單無需工具
無卡藻困擾，維護方便
產品規格
•電源輸入 : 100-240 VAC, 50-60 Hz
•直流馬達 : 
  ▪揚程 : 250 cm (8.2 ft)
  ▪流速 : 280 lph (74 gph)
•適用最大缸壁厚度 : 12.7 mm (1/2 inch)
•電源功率 : 4.5 W @ DC 12 V
•馬達連接線長 : 180 cm (6 ft)
•水管長度 : 2 m (內徑 : 6.5 mm, 外徑 : 9.0 mm)

SATO-28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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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圖   配件                     圖片

豪華版-智慧型雙感應
自動補水機控制器

電源供應器

DC補水馬達

小型安裝支架

破虹吸管

2m水管

EASY

缸底/缸主缸水儲

補水馬達

電源

雙感應探頭

空氣進入孔

滴水現象
安裝方向

破虹吸管需安裝在儲水缸內，且須高於水面。
空氣進入孔：當馬達停止運作時，空氣可透過 

破虹吸管的小孔進入阻斷水流，
達到破虹吸的效果。

滴水現象：馬達運作時，些許水滴會從小孔
滴出，這是正常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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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O-120P迷你智慧型自動補水機

極致精巧設計，小缸的最佳選擇
全球最小光學式感應器
快速保險控制技術(QST)，提供即時補水防護
補水桶缺水警報
磁吸式安裝，簡單又便利
無卡藻困擾，維護超方便
提供完整的全自動補水方案
產品規格
•電源輸入 : 100-240 VAC, 50-60 Hz
•直流馬達 : 
  ▪揚程 : 250 cm (8.2 ft)
  ▪流速 : 280 lph (74 gph)
•適用最大缸壁厚度 : 12.7 mm (1/2 inch)
•電源功率 : 4.5 W @ DC 12 V
•馬達連接線長 : 180 cm (6 ft)
•水管長度 : 2 m (內徑 : 6.5 mm, 外徑 : 9.0 mm)

安裝圖

迷你智慧型自動
補水機控制器

電源供應器

DC補水馬達

小型安裝支架

破虹吸管

2m水管

  配件                     圖片

EASY

缸底/缸主 缸水儲電源

空氣進入孔

滴水現象
安裝方向

破虹吸管需安裝在儲水缸內，且須高於水面。
空氣進入孔：當馬達停止運作時，空氣可透過 

破虹吸管的小孔進入阻斷水流，
達到破虹吸的效果。

滴水現象：馬達運作時，些許水滴會從小孔
滴出，這是正常現象。

補水馬達

光學感應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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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WC-200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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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型自動換水機

自動補水、換水需求，一次滿足

觸控式螢幕設計，操作與設定超便利

快速保險控制技術(QST)，提供即時補水與換水防護

磁吸式安裝，簡單又便利

產品規格
•電源輸入 : 100-240 VAC, 50-60 Hz
•直流馬達 : 
  ▪揚程 : 250 cm (8.2 ft)
  ▪流速 : 280 lph (74 gph)
•適用最大缸壁厚度 : 12.7 mm (1/2 inch)
•電源功率 : 4.5 W @ DC 12 V
•馬達連接線長 : 180 cm (6 ft)
•水管長度 : 6 m (內徑 : 6.5 mm, 外徑 : 9.0 mm)

安裝圖

智慧型自動換水
機控制器

電源供應器

DC補水馬達 X 3

小型安裝支架 X 3

破虹吸管 X 3

6m水管

  配件                     圖片

S1: 補水/進水(換水) 上感應
S2: 排水/換水 下感應

海水進水馬達廢液排水馬達

換水量

缸底/缸主廢液桶

廢液

海水儲水桶

電源

自動補水馬達

空氣進入孔

滴水現象
安裝方向

破虹吸管需安裝在儲水
缸內，且須高於水面。
空氣進入孔：當馬達停止
運作時，空氣可透過破虹 
吸管的小孔進入阻斷水流
，達到破虹吸的效果。
滴水現象： 馬達運作時，
些許水滴會從小孔滴出，
這是正常現象。



智慧型水族警控系統

11     智慧型水族警控系統



智慧型水族警控系統      12

智慧型水族警控系統

安裝圖

即插即用智能設計 - 輕鬆連接現有裝置(馬達、加溫/冷卻機、蛋白機)，提供
更快速、安全的防護

磁吸式安裝 - 簡單的磁吸式安裝設計，能輕鬆依照使用者需求調整安裝高度

專利全球最小感應探頭 - 適用於任何尺寸的魚缸與底缸。維護快速簡單易於
清潔、不再有卡藻、機械故障問題

安全防護異常警報 - 內建停電復電自動延遲設計，能防止突然通電而造成異
常狀況發生

液位警控系統
(上液位過補警控)

溫度警控系統

蛋白警
控系統

液位警控系統液位警控系統
(下液位缺水警控)(下液位缺水警控)
液位警控系統
(下液位缺水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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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S-100

前視圖 側視圖

0.65 “
(16.5 mm)

0.52 “
(13.2 mm)

Magnet

0.25”
(6.4 mm)

0.78 “
(20 mm)

偵測蛋白機廢液收集杯變化，防止廢液
暴衝及溢出

智慧型水族警控系統
智慧型蛋白警控機 

安裝圖

蛋白警控系統

產品規格
•電源輸入/輸出 : 100-240 VAC, 50-60 Hz
•適用最大缸壁厚度 : 6.4 mm (1/4 inch)
•連接線長度 : 300 cm (10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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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100

前視圖 側視圖

0.63 “
(16 mm)

0.25 “
(6.4 mm)

Magnet

0.5”
(12.7 mm)

0.78 “
(20 mm)

Temperatue security range :  
72°F~84°F ± 0.5°F (22.2°C~28.8°C ± 0.5°C)

W

確保魚缸溫度保持在安全監控範圍內，
防止過熱或過冷

智慧型溫度警控機
安裝圖

溫度警控系統
產品規格
•電源輸入 : 100-240 VAC, 50-60 Hz
•適用最大缸壁厚度 : 12.7 mm (1/2 inch)
•溫度監控安全範圍 : 22.2℃ ± 0.5℃ ~ 28.8℃ ± 0.5℃ 
                                     (72℉ ± 0.5℉ ~ 84℉ ± 0.5℉)
•連接線長度 : 300 cm (10 ft)



SLS-100

0.67 “
(17 mm)

0.25 “
(6.4 mm)

Magnet

0.5”
(12.7 mm)

0.78 “
(20 mm)

自動檢測水位狀態，防止魚缸淹/缺水或
設備乾燒

產品規格
•電源輸入 : 100-240 VAC, 50-60 Hz
•適用最大缸壁厚度 : 12.7 mm (1/2 inch)
•連接線長度 : 300 cm (10 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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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視圖 側視圖

智慧型水族警控系統
智慧型液位警控機

安裝圖

液位警控系統
(上液位過補警控)

液位警控系統
(下液位缺水警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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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水族安全的最佳防線!
智慧型水族警控產品搭載業界最小、最靈敏的感應器，智能提供魚缸溫度、淹/缺水與蛋白爆衝三大警控防護，產品隨插即用無需複雜的設定，搭配磁

吸式安裝簡單且便利。內建停電復電自動延遲設計，能應付任何突發狀況，滿足您對水族安全的期望!

智慧型蛋白警控系統
獨家專利光學分離式感應探頭，能夠克服各種骯髒環境，防止蛋白機廢液暴衝及溢出，為您帶
來前所未有的安全防護。磁吸式設計便於安裝在蛋白機廢液收集杯內，無須另外開孔或購買新
的收集杯。當偵測到廢液暴衝或過高時，將會即時切斷蛋白機電源，同時蜂鳴警報。

智慧型溫度警控系統
極致小巧的溫度感應器，能夠防護您的寶貝魚兒不因溫控系統異常而煮成魚湯或凍成
冰棒。當偵測到溫度超出安全範圍內，將會即時切斷加溫、冷卻設備，同時蜂鳴警報。

智慧型液位警控系統
專利光學感應探頭，取代傳統機械式裝置。能精準監控魚缸水位溢流並防止因儲水缸缺水導致
設備乾燒。磁吸式安裝方便調整液位防護高度，當偵測水位過高或過低時，將會即時關閉負載
設備(例如:馬達)運作，同時蜂鳴警報，提供您的魚缸更安全的環境。



數位式即時水質檢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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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S-100 TDS-100S TDS-200S TDS-300S

數位式單探頭
直插水質檢測計 

數位式單探頭
水質檢測計

數位式雙探頭
水質檢測計 

數位式三探頭
水質檢測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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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D背光顯示，易於判讀數據

外型小巧精簡美觀

抗鏽蝕能力優的鈦金屬探頭，耐用且準確度高

手動校正功能

3分鐘自動關機省電模式

低電量提醒功能

內附快速三通接頭，安裝超便利 

磁吸式安裝，簡單方便(TDS-100S / 200S / 300S)

產品規格

•檢測範圍 : 0-999 ppm

•精準度 : +/- 2 %

•電池規格 : 單顆 CR2032 鈕扣電池

•電池壽命 : 1 年

•尺寸 : 51 公厘 x 14.5公厘 (直徑 x 厚度)



無線智慧水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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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S-200

Download APP

1

Connect QEye With Router

2

Connect QEye With QShooter

3

Android APP

qsmartonline.com

QR Code輕鬆安裝，行動裝置就是你的魚缸

120度攝影機旋轉鏡頭，視野更寬闊

720P HD高畫質攝影鏡頭，完美呈現水族世界

遠端即時攝影/拍照，同步分享美好時刻

攝影機磁吸式安裝設計，簡便又美觀

全球第一台砲彈式發射餵食機，無需關閉
造浪機或主馬達

內建多種飼料發射模式，享受餵魚新樂趣

可調整餵食發射角度，延伸餵食距離

飼料填充警示提醒功能

飼料箱防潮設計

無線智慧水族系統      20

WiFi智慧型攝影機&無線砲彈餵食機組合 



QE-100

遛魚隨心所欲，想看就看

QR Code輕鬆安裝，行動裝置就是你的魚缸

120度旋轉鏡頭，視野更寬闊

720P HD高畫質鏡頭，完美呈現水族世界

遠端即時攝影/拍照，同步分享美好時刻

磁吸式安裝設計，簡便又美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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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智慧水族系統
WiFi智慧型攝影機

產品規格

•電源輸入 : 100-240 VAC, 50-60 Hz

•電源輸出(USB) : 5 V - 2000 mA

•消耗功率 : 5 W 

•攝影機尺寸 :  60 mm x 75 mm x 86 mm (長x高x寬)

•固定磁鐵尺寸 : 30 mm x 16 mm (直徑x厚度) 

•適用最大缸壁厚度 : 19 mm (0.75 inch)



QS-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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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線砲彈餵食機 

全球第一台砲彈式發射餵食機，無需關閉造浪機或主馬達

內建多種飼料發射模式，享受餵魚新樂趣

可調整餵食發射角度，延伸餵食距離

飼料填充警示提醒功能

搭載專屬搖控器

飼料箱防潮設計

產品規格

•電源輸入 : 100-240 VAC, 50-60 Hz

•電源輸出(USB) : 5 V - 2000 mA

•消耗功率 : 5 W 

•餵食機尺寸 : 78 mm x 94 mm x 84 mm (長x高x寬)

•適用最大缸壁厚度 : 25.4 mm (1 inch)

•適用飼料最大尺寸 : 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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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配件專區
智慧型水族自動化系統

標準版-智慧型雙感應自動補水機控制器
適用最大缸壁厚度 : 12.7 mm (1/2 inch)

豪華版-智慧型雙感應自動補水機控制器 
適用最大缸壁厚度 : 12.7 mm (1/2 inch)

智慧型自動換水機控制器 
適用最大缸壁厚度 : 12.7 mm (1/2 inch)

迷你智慧型自動補水機控制器
適用最大缸壁厚度 : 12.7 mm (1/2 inch)

電源供應器 
● 電源輸入 : 100-240 VAC, 50-60 Hz

● 電源輸出 : 12 VDC - 1.0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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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換水機 DC 補水馬達 (陶瓷軸心)
● 揚程 : 250 cm (8.2 ft)

● 流速：280 lph (74 gph)

智慧AC切換插座
● 電源輸入/輸出 : 100-240 VAC, 10 Amp

● 最大功率 : 1100 W for 110 VAC / 2200 W for 220 VAC

自動補水機 DC 補水馬達 
● 揚程 : 250 cm (8.2 ft)

● 流速：280 lph (74 gph)

DC電磁閥
● 電源 : 6 W @ 12 VDC

● 接頭 : DC 5.5 x 2.5 mm 公頭

破虹吸管
● 破虹吸管安裝於水管間，可避免虹吸現象造成的過補問題發生

● 適用水管尺寸：內徑 6.5 mm~7.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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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配件專區
智慧型水族自動化系統

電源供應器延長線2米
● 長度 : 200 cm (6.7 ft)

● 接頭 : DC 5.5 x 2.1 mm 公頭/母頭

電源供應器延長線5米
● 長度 : 500 cm (16.7 ft)

● 接頭 : DC 5.5 x 2.1 mm 公頭/母頭

DC補水馬達/電磁閥延長線5米
● 長度 : 500 cm (16.7 ft)

● 接頭 : DC 5.5 x 2.5 mm 公頭/母頭

DC補水馬達/電磁閥延長線2米
● 長度 : 200 cm (6.7 ft)

● 接頭 : DC 5.5 x 2.5 mm 公頭/母頭

水管(內徑 : 6.5mm / 外徑 : 9.0mm)
● 水管尺寸 : 內徑 : 6.5 mm / 外徑 : 9.0 mm

● 每捲長度 : 20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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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固定支架（大）
● 適用最大缸壁厚度 : 19 mm (3/4 inch)

● 適用水管尺寸 : 外徑 9.0 mm

水管固定支架（小）
● 適用最大缸壁厚度 : 12.7 mm (1/2 inch)

● 適用水管尺寸 : 外徑 9.0 mm

智慧型雙感應自動補水機安裝磁鐵
尺寸 : 20 mm x 8 mm (直徑x厚度)

迷你智慧型自動補水機安裝磁鐵
尺寸 : 20 mm x 6 mm (直徑x厚度)

智慧型蛋白警控機感測磁鐵
尺寸：20 mm x 13 mm (直徑 x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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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配件專區
WiFi智慧型攝影機

攝影機/餵食機電源供應器插頭
● 電源輸入 : 100-240 VAC, 50-60 Hz

● 電源輸出 : 5 VDC - 2.0 A

攝影機與餵食機傳輸線 (50 cm) 
● 長度 : 50 cm (1.7 ft)

● 接頭 : Mini USB 公頭 to mini USB 公頭

餵食機紅外線遙控器
● 尺寸 : 86 mm x 40 mm x 6.5 mm (長x寬x高)

● 適用電池 : 鈕釦型鋰電池 CR2025 / 3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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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機/餵食機電源連接線 (300 cm)
● 長度 : 300 cm (10 ft)

● 接頭 : USB 公頭 to mini USB 公頭

攝影機/餵食機電源連接線 (200 cm)
● 長度 : 200 cm (6.7 ft)

● 接頭 : USB 公頭 to mini USB 公頭

攝影機與餵食機傳輸線 (200 cm)
● 長度 : 200 cm (6.7 ft)

● 接頭 : Mini USB 公頭 to mini USB 公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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