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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图专业温湿度记录仪

温湿度长期连续监测   GSP冷链运输的绝佳助手



2

您的测量要求是什么？

“只选对的，不选贵的”
按照您的需求，来选择一款合适的数据记录仪

testo Saveris 2
WIFI型

无线监测系统

“我需要随时随
地监测和访问数
据”

“testo Saveris 2 
WIFI型无线监测
系统是您的首选”

“我仅需要测量、存储相关的
数据，随后分析即可”

“传统记录仪就可以满足您的
要求了”

固定式数据
记录仪最适合您

用于运输物流等
动态环境监测，
短期数据存储
和频繁读出

移动式数据记录
仪最适合您

testo 174
传统记录仪

系列

我需要完整报告
及数据分析

testo 184 
USB

记录仪系列

我无需数据分析
功能，仅需打印
出曲线数据报告

用于固定场所与环
境的监测

长期记录和存储
数据，无需频繁

读出

testo 176 
记录仪系列

我用于恶劣的
工业环境

您需要专业级的

testo 176 
记录仪系列

testo Saveris 2
无线监测系统

我用于多通道、
高精度要求的实

验室监测

您需要多通道、
高精度的

testo 174 
记录仪 

我用于仓库、冷
柜等的温湿度分

布验证

您需要
传统迷你型

testo 175 
记录仪系列

testo Saveris 2
无线监测系统

我用于监测储藏
室和冷冻室
的记录仪

您需要多通道、
高精度的

testo 174
testo 175
testo 176

系列 

我用于GMP/
GSP认证

您需要具有CFR
医药专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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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生产线上的在线温度监测

记录和存储仓库中的环境温度

确保生产环境与工艺符合法规要求的温湿度

长期监测冷藏冷冻柜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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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运输和储藏应用
testo 174系列

testo 174 系列迷你型温湿度记录仪是一款高质量的可靠型产

品，十分适合运输和储藏过程中的监测应用。无论是放入货物

包装，还是放入储藏室或冷藏设备，数据记录仪都能够连续、可

靠、无干扰地监测温度（或湿度）。利用免费的testo ComSoft 

Basic软件，可以快速进行数据记录器编程和简单的数据分析。

testo 174 T 套装
迷你型温度记录仪套装

testo 174 T 
迷你型温度记录仪

testo 174T迷你温度记录仪套装，包括有编辑和读取迷你温 度

记录仪USB数据底座，墙面安装支架，电池 (2 x CR 2032 锂

电池)及出厂报告。

内置单通道温度记录仪(NTC)，可靠的温度记录仪，用于监测

仓储和冷链运输温度，以及敏感品的温度。通过德图USB接口

连接到电脑上读取数据。

订货号 0572 1560

套装订货号 0572 0561

仓储环境
运输过程 /  
testo 174 记录仪系列

移动式
数据
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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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你型
温湿度记录仪
testo 174系列

常规数据

简短说明

订货号

套装订货号

技术数据

传感器

通道

测量单位

易识读显示屏

量程(非结露环境)*

精度±1数位

分辨力

测量速率

存储容量

电池寿命 )

电池

操作温度

存储温度

尺寸

防护等级

数据接口

EN认证

内置单通道温度记录仪 (NTC)
可靠的温度记录仪，用于监测仓
储和冷链运输温度，以及敏感品
的温度。
通过德图USB接口连接到电脑上
读取数据。

0572 1560

0572 0561

NTC

1×内置

°C, °F

-30 ~ +70 ℃

±0.5 ℃
(-30 ~ +70 ℃)

0.1 ℃

1 min ~ 24 h

16,000个数据

500天
(在25 ℃时 测量周期为15分钟

2节CR 2032锂电池

-30 ~ +70 ℃

-40 ~ +70 ℃

60×38×18.5 mm

IP 65

需要连接基座

EN 12830

所有记录仪均通过HACCP认证

移动式
数据

记录仪

* EN12830：冷藏、冷冻、深度冷冻/速冻食品与冰激淋的运输、储藏与配送用温度计，试验性能与适用性。
* 在环境≤30℃ 且＞80%RH 或＞30℃ 且＞60%RH 的情况下连续使用12小时以上时，精度会有一定变化，
  请通过 400 882 7833 咨询德图

内置双通道温湿度记录仪
(NTC/电容式)
高性价比温湿度记录仪：用于监
测办公环境、生产车间和仓库等
环境的温湿度。
通过德图USB接口连接到电脑上
读取数据。

0572 6560

0572 0566

NTC/电容湿度传感器

2×内置

°C, °F, %rF, %RH

-20 ~ +70 ℃ 内置
0 ~ 100 %RH

±0.5 ℃ (-20 ~ +70 ℃)
±3 %RH (2 ~ 98 %RH)

+0.03 %RH

0.1 ℃, 0.1 %RH

1 min ~ 24 h

16,000个数据

1年
(在25 ℃时 测量周期为15分钟)

2节CR 2032锂电池

-20 ~ +70 ℃

-40 ~ +70℃

60×38×18.5 mm

IP 20

需要连接基座

–

testo 174 H



6

固定式 
数据
记录仪

长时间运行的紧凑型记录仪：testo 175数据记录仪系列的核心

功能是监测冷藏和冷冻室以及记录卡车运输温度。这些记录仪配

备大容量内存和长寿命电池，因此不需要频繁读出数据，即使测

量周期时间很短。在需要时，可以使用免费软件testo ComSoft 

Basic分析数据，这与数据记录仪设置一样简单。

仓储环境监测专家：
testo 175 

testo 175 T3
温度数据记录仪

testo 175 T3是一款双通道温度数据记录仪，带有外部传感器接

口（TC Type T和Type K）。由于支持大测量范围并且可以同时

在两个位置进行测量，此数据记录仪适合在任何地方使用。产

品附带墙面安装支架，支架专用锁，电池和出厂报告。

订货号 0572 1753

储藏设施 /  
testo 175 记录仪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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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 
数据

记录仪

精密型
温湿度记录仪
testo 175系列

testo 175 T3

常规数据

简短说明 内置单通道温度记录仪
(NTC)

双通道温度记录仪(内置
及外置NTC)，可外接1
个温度探头

外置双通道温度记录仪
(T/K)，可外接2个温度
探头

外置双通道温湿度记录仪
(NTC/电容式)

订货号 0572 1751 0572 1752 0572 1753 0572 1754

技术数据

传感器 NTC NTC TC (T型 K型) NTC/电容湿度传感器

通道 1×内置 1×内置, 1×外置 2×外置通道 2×外置通道

测量单位 °C, °F °C, °F °C, °F °C, °F, %rF, %RH, td, g/m3

量程(非结露环境)* -35 ~ +55℃ 内置 -35 ~ +55℃ 内置
-40 ~ +120℃ 外置

-50 ~ +400℃ (Type T)
-50 ~ +1000℃ (Type K)

-20 ~ +55℃
-40 ~ +50℃td
0 ~ 100 %RH

精度±1数位 ±0.4℃
(-35 ~ +55℃)

内置±0.5℃ 
(-35 ~ +55℃)

外置取决于所连接的温度探头

±0.5℃ (-50 ~ +70℃)
±0.7 % 测量值

(+70.1 ~ +1000℃)

±2%RH
(2-98%RH) 在25℃下

分辨力 0.1℃ 0.1℃ 0.1℃ 0.1℃, 1%RH

测量速率 10 sec ~ 24 h 10 sec ~ 24 h 10 sec ~ 24 h 10 sec ~ 24 h

存储容量 1,000,000个数据 1,000,000个数据 1,000,000个数据 1,000,000个数据

电池寿命
3年 (在25℃时 

测量周期为15分钟)
3年 (在25℃时 

测量周期为15分钟)
3年 (在25℃时 

测量周期为15分钟)
3年 (在25℃时 

测量周期为15分钟)

电池 3节AIMn或劲量AAA电池 3节AIMn或劲量AAA电池 3节AIMn或劲量AAA电池 3节AIMn或劲量AAA电池

操作温度 -35 ~ +55℃ -35 ~ +55℃ -20 ~ +55℃ -20 ~ +55℃

存储温度 -35 ~ +55℃ -35 ~ +55℃ -20 ~ +55℃ -20 ~ +55℃

尺寸 89×53×27 mm 89×53×27 mm 89×53×27 mm 149×53×27 mm

防护等级 IP 65 IP 65 IP 65 IP 54

数据接口 标准迷你USB接口 标准迷你USB接口 标准迷你USB接口 标准迷你USB接口/SD卡卡槽

EN 12830认证 – –

与testo ComSoft
CFR 21 Part 11兼容性

易识读显示屏

移动读出/现场打印

所有记录仪均通过HACCP认证

±0.4℃ (-20 to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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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高精度，适合实验室应用：
 testo 176 T2 / T2/T4

固定式 
数据
记录仪

高度精确的Pt100传感器确保testo 176 T2，testo 176 T4和

testo 176 H1数据记录器满足实验室应用需求。显示屏始终显

示当前测量值、设置的限值和限值超出、最小值和最大值，以

及剩余电池使用时间。

大存储内存和长达8年的电池续航时间让您无需频繁读出数据，

即使测量周期比较短。数据记录仪附带免费软件testo ComSoft 

Basi，能够快速进行记录仪编程和轻松地进行数据分析。

过程管理 /  
testo 176 记录仪系列

testo 176 P1
用于压力、温度和湿度监测的数据记录仪

testo 176 P1是一款5通道压力、温度和湿度的数据记录仪。

仪器有一个内部传感器，内置压力传感器用于精确测量绝对

压力，另外还带有外部传感器接口（NTC /电容式湿度传感

器）。产品附带墙面安装支架，支架专用锁，电池和出厂报

告。

订货号 0572 1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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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 
数据

记录仪

专业型
温湿度记录仪
testo 176系列

testo 176 P1

常规数据

简短说明 外置双通道温度记录仪
(Pt100)，可外接2个Pt100
温度探头
高精度的温度记录仪，可应
用在食品行业及实验室等。
可连接高精度的Pt100探头
监测制冷等环境的温度。

外置4通道温度记录仪
(T/K/J)，可外接4个温度探头
可根据用户不同需求选择探
头，同时记录四通道的温度
值。
便于监测和数据处理：同
时监测4个不同测量点的温
度，进行数据比对、分析和
报告管理。

外置4通道温湿度记录仪
(NTC/电容式)，可外接2个
温湿探头
可同时监测温湿度值。
可根据客户不同的应用连接
不同的温湿度探头，如，监
测仓库的湿度。

5通道温湿度大气压力记录仪
(NTC/电容式/内置压力传
感器)
高精度监测环境温湿度及大
气压力，安全归档。
应用环境，例如，洁净室和
实验室。

订货号 0572 1762 0572 1764 0572 1765 0572 1767

技术数据

传感器 Pt100 TC (T型，K型，J型) NTC/电容式湿度传感器 NTC/电容式湿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

通道 2×外置通道 4×外置通道 2个探头, 4×外置通道 1 x 内置通道, 4 x 外置通道

测量单位 °C, °F °C, °F °C, °F %rF, %RH, td, 
g/m3, WB

hPa, mbar, in Hg, in H2O, 
psi, 其他参数同176 H1

量程(非结露环境)* -100 ~ +400 ℃
-200 ~ +400℃ (Type T)

-195 ~ +1000℃ (Type K)
-100 ~ +750℃ (Type J)

-20 ~ +70℃
-40 ~ +70℃td
0 ~ 100 %RH

-20 ~ +70℃ / -40 ~ +70℃td
0 ~ 100 %RH

600 ~ 1100 mbar

精度±1数位 ±0.2 ℃ (-100 ~ +200 ℃)
±0.3 ℃ (+200.1 ~ +400 ℃)

Type T ±0.5 % 测量值
(+70.1 ~ +400 ℃)

Type K ±0.5 %测量值
(+70.1 ~ +1000 ℃)

Type J ±0.5 %测量值
(+70.1 ~ +750 ℃)

±0.2℃ (-20 ~ +70℃)
±0.4℃ (其他量程)
湿度精度见探头

±0.2℃ (-20 ~ +70℃)
±0.4℃ (其他量程) /±3 

mbar (0 ~ 50℃)
湿度精度见探头

分辨力 0.01℃ 0.1℃ 0.1℃, 0.1%RH 0.1℃, 0.1%RH, 1 mbar

测量速率 1 sec ~ 24 h 1 sec ~ 24 h 1 sec ~ 24 h 1 sec ~ 24 h

存储容量 2,000,000个数据 2,000,000个数据 2,000,000个数据 2,000,000个数据

电池寿命
8年 (在25℃时 

测量周期为15分钟)
8年 (在25℃时 
量周期为15分钟)

8年 (在25℃时 
测量周期为15分钟)

8年 (在25℃时  
测量周期为15分钟)

电池 1节锂电池 (TL-5903) 1节锂电池 (TL-5903) 1节锂电池 (TL-5903) 1节锂电池 (TL-5903)

操作温度 -35 ~ +70℃ -20 ~ +70℃ -20 ~ +70℃ -20 ~ +70℃

存储温度 -40 ~ +85℃ -40 ~ +85℃ -40 ~ +85℃ -40 ~ +85℃

尺寸 103×63×33 mm 103×63×33 mm 103×63×33 mm 103×63×33 mm

防护等级 IP 65 IP 65 IP 65 IP 54

数据接口 标准迷你USB接口 标准迷你USB接口 标准迷你USB接口 标准迷你USB接口/SD卡槽

易识读显示屏

超宽量程 – –

EN认证 EN 12830 EN 12830 – –

所有记录仪均
通过HACCP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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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 
数据
记录仪

当需要在极端条件下高度准确地长期监测温度和湿度时， testo 

176 T1、testo 176 T3和testo 176 H2数据记录仪是您正确的选

择。这些记录仪的金属外壳能够耐受高机械冲击和严重影响。

免费的testo ComSoft Basic软件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工具，帮助

您轻松分析测量数据和快速进行记录仪编程。

testo 176 T1
温度数据记录仪

testo 176 T1是一款1通道温度数据记录仪，具有IP68防护等

级和高度精确的内部传感器（Pt100）。产品附带墙面安装支

架，支架专用锁，电池和出厂报告。

订货号 0572 1761

过程管理 /  
testo 176 记录仪系列

特别坚固耐用，适合工业环境：
testo 176 T1 / T3 / H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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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 
数据

记录仪

专业型 
温湿度记录仪
testo 176系列

testo 176 T1 testo 176 T3 testo 176 H2

常规数据

简短说明 内置单通道温度记录仪(Pt100)
适合恶劣环境下使用的高精度温
度记录仪。
坚固的金属外壳，防止机械撞击
对仪器造成的损害。

外置4通道温度记录仪
(T/K/J)，可外接4个温度探头
可根据用户不同需求选择探头，
同时记录四通道的温度值。
坚固的金属外壳，防止机械撞击
对仪器造成的损害。

外置4通道温湿度记录仪
(NTC/电容式)，可外接2个温湿
探头
可根据客户不同的应用连接不同的
探头，同时记录四通道的温度值。
坚固的金属外壳，防止机械撞击
对仪器造成的损害。

订货号 0572 1761 0572 1763 0572 1766

技术数据

传感器 Pt100 TC (T型，K型，J型) NTC/电容式湿度传感器

通道 1×内置通道 4×外置通道 2个探头，4×外置通道

测量单位 °C, °F °C, °F °C, °F, %rF, %RH, td, g/m3, WB

量程(非结露环境)* -35 ~ +70℃
-200 ~ +400℃ (Type T)

-195 ~ +1000℃ (Type K)
-100 ~ +750℃ (Type J)

-20 ~ +70℃
-40 ~ +70℃td
0 ~ 100 %RH

精度±1数位 ±0.2℃ (-35 ~ +70℃)

Type T ±0.5 % 测量值
(+70.1 ~ +400 ℃)

Type K ±0.5 %测量值
(+70.1 ~ +1000 ℃)

Type J ±0.5 %测量值
(+70.1 ~ +750 ℃)

±0.2℃ (-20 ~ +70℃)
±0.4℃ (其他量程)
湿度精度见探头

分辨力 0.01℃ 0.1℃ 0.1℃, 0.1%RH

测量速率 1 sec ~ 24 h 1 sec ~ 24 h 1 sec ~ 24 h

存储容量 2,000,000个数据 2,000,000个数据 2,000,000个数据

电池寿命
8年

(在25℃时 测量周期为15分钟)
8年

(在25℃时 测量周期为15分钟)
8年

(在25℃时 测量周期为15分钟)

电池 1节锂电池 (TL-5903) 1节锂电池 (TL-5903) 1节锂电池 (TL-5903)

操作温度 -35 ~ +70 ℃ -20 ~ +70℃ -20 ~ +70℃

存储温度 -40 ~ +85℃ -40 ~ +85℃ -40 ~ +85℃

尺寸 103×63×33 mm 103×63×33 mm 103×63×33 mm

防护等级 IP 68 IP 65 IP 65

数据接口 标准迷你USB接口 标准迷你USB接口 标准迷你USB接口

超宽量程 – –

所有记录仪均通过HACCP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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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
监测
系统

testo Saveris 2 WiFi数据记录仪系统是一个联网解决方案，用

于监测储藏室和工作室中的温度和湿度值。 此系统可以通过浏

览器或testo Saveris 2应用程序轻松完成安装。可以随时随地

使用支持互联网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PC分析存储的测量值。

立即通过电子邮件（可选择通过SMS）或通过应用程序推送报

告报警信息。 这样，即使不在现场，也可以始终控制关键流

程。

testo Saveris 2-T2 
带有显示屏和2个NTC温度探头接口的WiFi数据记录仪

testo Saveris2-T2有两个接口，用于连接NTC温度探头或门

触点。 这些功能让您不仅可以测量冷藏室温度，而且可以监

测门开启状态。 WiFi数据记录仪附带USB电缆、墙面安装支

架，支架专用锁，电池和出厂报告。

订货号 0572 2032

储藏设施
过程管理 /  
testo Saveris 2 记录仪系列

数据存储在云端数据库之中

监测和报警： 
testo Saveris 2 WIFI 无线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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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
监测
系统

testo Saveris 2 
WiFi 
温/湿度记录仪

testo 
Saveris 2-T1

testo 
Saveris 2-T2

testo 
Saveris 2-T3

testo 
Saveris 2-H1

testo 
Saveris 2-H2

常规数据

订货号 0572 2031 0572 2032 0572 2033 0572 2034 0572 2035

技术数据

温度测量

传感器类型 内置NTC 外接NTC TC K型 TC J型 TC T型 内置NTC NTC

量程 -30 ... +50 °C -50 ... +150 °C -195 ...
+1,350 °C

-100 ...
+750 °C

-200 ...
+400 °C -30 ... +50 °C 量程和精度参考外

部探头参数
精度±1数位 ±0.5 °C ±0.3 °C ±(0.5 + 0.5 % 的测量值)°C ±0.5 °C

分辨力 0.1 °C 0.1 °C 0.1 °C 0.1 °C 0.1 °C

湿度测量

量程 – – – 0 ... 100 %RH 量程和精度参考外
部探头参数精度 – – – ±2 %RH

分辨力 – – – 0.1 %RH 0.1 %RH

外置温度和湿度探头

外置探头插口 – 外置温度探头 外置温度探头 – 外置温湿度探头

工作温度 -30 ... +50 °C

存储温度(包含电池) -40 ... +70 °C

保护等级 IP65 IP65 IP54 IP30 IP54

测量周期 取决于云服务许可版本。基础版：15分钟 (固定) / 高级版:1分钟 - 24小时 (可调)

通讯周期 取决于云服务许可版本。基础版：15分钟 (固定) / 高级版:1分钟 - 24小时 (可调)

内存 10,000 测量值 / 通道

标准 / 认证 EN 12830 EN 12830 – – –

电池寿命 24 个月，仅在+25 °C和15分钟测量和通讯周期，在-30 °C和15分钟测量和通讯周期，需配劲量电池 0515 0572

电源电压 4节1.5V AA电池 / USB电源适配器供电 (可选)，温度低于-10 °C时请使用劲量电池 0515 0572

尺寸 95 x 75 x 30.5 mm

重量(包含电池) 240 g

门触点连接 否 是 否 否 否

通讯

WiFi (无线局域网) 信号传输形式：无线；频率波段：2.4 GHz;支持的无线标准：IEEE 802.11b/g/n和IEEE 802.1X，可能的加密方式：无加
密，WEP,WPA,WPA2，WPA2企业，数据记录器通过标准协议MQTT进行通信，并且具有SNTP时间同步能力。

所有记录仪均
通过HACCP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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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图验证服务

德图专业的验证服务，能为您带来的益处：
● 依托德图全球多年的项目和验证活动经验，为您提供更加贴合审计需要的验证指导和建议

● 拥有从业多年的专业验证专家，为您定制科学专业的验证方案

● 依靠业界专业可靠的口碑测量验证仪器，保证验证数据真实、可靠与完整

● 通过验证分析，帮助您全面掌握受控环境的情况

● 全面专业的服务，为您分担繁重紧张的验证负担与成本

验证服务相关依据和指导文件：
GB/T 34399-2017《医药物流温控设施设备验证性能确认技术规范》

GSP附录《验证管理》、《温湿度自动监测》

ICH Q9 质量风险管理、GAMP5 《良好自动化生产实践指南》 

FDA 21CFR11 电子记录 电子签名 

WHO TRS, No. 961, 2011 Annex 9  

WHO TRS, No. 957, 2010 Annex 5

USP 1079... 

典型行业应用：
● 药品生产与制造

● 药品流通与经营

● 医药物流与仓储企业

● 药品研发、临床试验

● 药检、疾病预防与控制等

 机构

应用领域：
● 冷库，阴凉库，恒温库及

常温库等库房实施

● 冷藏车，保温箱，冷藏箱

等医药冷链设施设备

● 医药冰箱，药品保存箱，

低温及超低温冰箱

● 稳定性试验箱，培养箱，

恒温恒湿箱

● 留样室，恒温室，稳定性

实验室

德图服务依靠专业的测量技术和医药客户服务经验，基于GAMP5指导原则与策略，结合《医药产品冷链物流温控设施设备验证性

能确认技术规范》及GxP等最新规范要求，可为您组织和提供专业的验证活动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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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图仓储冷链设施验证流程

1. 验证的内容及范围：

依据用户具体设施内容和法规要求进行制定计划

2. 风险点分析：

通过勘察，找出风险点和关键点的影响，并进行评估

3. 布点：

小型仓库（运输车）布点图示：

立体库布点图示：

4. 数据分析评估：

判定不符合存放区，确定货架区，药品远离区域

5. 创建验证报告：

一般包含以下信息：

● 计算值：最小值、最大值、平均值

● 带时间和日期的原始数据

● 测试期间所有传感器的曲线图

● 设备的设置信息

● 记录仪的校准报告

● 测试的时间段

● 确定产品被暴露在不可接收的极端温/湿度位置

● 确定产品的存放区和不可存放区 

● 长期监测点和监测系统方案

验证计划
勘察和风险评估RA

记录仪
空间布点

评估测量数据 创建验证报告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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