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图经济型红外热像仪
testo 870/875(i)

更多信息请登录：www.testo.com.cn/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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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介绍

目录

我们的服务

德图 testo 成立于1957年， 总部位于德
国， 产品多用于测量温湿度， 风速，
压力，气体排放及水质等参数的测量， 
是便携式测量仪器的领军制造商。

德图仪器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德国德图 testo 集团公司于1996年进入
中国， 2002年德图中国总部由香港迁
至上海， 以便更贴近中国市场，与此同
时新公司更名为德图仪器国际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至今，德图中国已在北

京和广州建立了分公司，在沈阳，济南和成都三地设有销售人员，并在上海，北京和广州成
立了3个服务中心，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最好的产品及最快的服务。

“We measure it” — 德图 testo 提供您所需的测量方案，不仅仅是产品...

维修服务技术咨询 快速发货 现场培训送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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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图专利的 Super 红外超像素功能，采用频率域的复原方式，通过解混叠而改善图像空间分辨率，从而获得重建的高像素图片。

Super 红外超像素功能，一键操作即可获得4倍于原始像素的图片

160 × 120 像素

拍摄的红外热像

320 × 240 像素

拍摄的红外热像

Super 红外超像素功能

镜头与被测物体的尺寸

160
x

120
35 ℃

320
x

240

45 ℃

testo 870 红外热像仪 34°× 26°

≤ 30°

更清晰图像 
更精确数据

视场角：
视场角的大小决定了红外热像仪仪器的视野范围，视场角越大，视野越大。

在相同的距离下，更大的视场角可获得更完整的图像。

≤ 25° ＜ 20°



产品特性

 ● 红外探测器 160×120 像素

 ● Super 红外超像素模块，可优化为 320×240 像素

 ● 热灵敏度 <0.1 ℃
 ● 标配34°广角镜头

 ● 冷热点自动搜索

 ● 内置310万可见光数码拍摄模块

testo 870 标准配置及订货号

订货号 标准配置 价格

0560 8701 
testo 870-1

主机 (含标准镜头)，电池及直充电源1套，专业

IRsoft 分析软件，USB连接线
16,500

0560 8702
testo 870-2

主机 (含标准镜头)，电池及直充电源1套，专业

IRsoft 分析软件，USB连接线，仪器箱
2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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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显示屏

卓越的图像质量

重量轻，一手掌握

全屏模式，图像更完整

现场热 / 冷点自动追踪

免调焦，简单操作

3.5″

160

120
X

提供最便宜的 160×120 像素热像仪

超高性价比

testo 870 最清晰的入门级热像仪

testo 870testo 870



产品特性

特别设计的 34°广角镜头，在提供更全面完整红

外图像的同时，也不缺失细节温度的测量精度。

标配广角
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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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中内含专业 IRSoft 红外分析软件，中文界面，

分析功能全面，简单 4 步即可生成专业检测报告。

生成专业的
检测报告

电力设备运行状态下提供扫瞄式快速检测，发现

电气故障陷患，无漏检，避免停电，停工及火灾

事故产生。

电气故障
检测

自动追踪显示图像的最高温及最低温，易于操作

人员快速获取信息进行故障判定。

现场冷热点
自动搜索

提供全方位无损检测，查看暖通系统运行状态，

查找并定位故障点，简化工作，节约成本。

暖通系统
检测

通过无损及非接触人测方法，检测系统中机械的

故障及各输送管道的泄漏及损毁故障， 是设施管

理或物业管理人员的得力工具。

动力系统
排查

testo 870 技术参数及配置表 testo 870 其他附件

产品特性

testo 870-1 testo 870-2

探测器尺寸 160×120 

Super 红外超像素功能 (√) 320×240 

热灵敏度 ＜ 0.1 ℃ (100mK)

标准视场角(FOV) /长焦视场角 34°× 26° 

温度范围
-20°... +280 ℃  

(可自行切换)

调焦模式 定焦 / 最小焦距0.5 m

内置可见光拍摄 -- √

冷热点自动搜索功能 √ √

仪器箱 (√) √

存储空间 1.6GB SD存储卡 / 2000 张图片

 √ 标准配置                  (√)  可选配件                  -- 无法配置

典型应用典型应用

快速充电器

多功能仪器箱

可充电电池



订货号 标准配置 价格

0560 8751
testo 875-1

主机 (含标准镜头)，电池及直充电源1套，SD存储卡，

仪器保护软套，红外软件安装CD，仪器箱及其它接线
23,800

0560 0875 70
testo 875-1i

主机 (含标准镜头)，电池及直充电源1套，SD存储卡，

仪器保护软套，红外软件安装CD，仪器箱及其它接线
36,800

0560 0875 71
testo 875-2i

主机 (含标准镜头)，含直充电源及单节充电电池，录音

组件，Super超红外像素模块，SD卡，仪器保护软套，

红外软件安装CD，仪器箱及其它接线

52,800

0560 0875 72
testo 875-2 set

主机 (含标准镜头及长焦双镜头)，含直充与座充电源及

双节充电电池，镜头保护镜， 录音组件， Super超红外

像素模块，SD卡，仪器保护软套，红外软件安装CD，

仪器箱及其它接线

79,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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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o 875(i)testo 875(i)

卓越的图像质量

Super 红外超像素功能

可自行更换广角、长焦镜头

热灵敏度 <0.05 ℃

温度量程可扩展至 550 ℃

产品特性

 ● 红外探测器 160×120 像素

 ● Super 红外超像素模块，

     可优化为 320×240 像素

 ● 热灵敏度 <0.05 ℃
 ● 可自行更换广角、长焦镜头

 ● 温度量程可扩展至 550 ℃

testo 875(i) 标准配置及订货号

testo 875 入门级产品的价格，专业级产品的性能

160

120
X

 0.05 

最高热灵敏度的 160×120 像素热像仪

更清晰  更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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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o 875 系列是唯一提供镜头可更换功能的经济

型热像仪，配置的远焦镜头可在 15 m 距离提供

4 cm 大小物体的准确测量及精晰图像。

可更换的
镜头

通过红外热像可以了解建筑气密性，结构及建筑

保温泄漏等状态，将建筑无形的缺陷有形化。

建筑性能
检测

在电子元件的研发及生产过程中，利用红外热像

检测电子元件热分布，全面了解产品性能，发现

热缺陷。

电子元件
检测

testo 875 系列的热灵敏度可毗美中高端热像仪，

与同级仪器比较可呈现更清晰图像及更精确数据，

适用于微小温差如建筑检测等目标物的测量。

＜ 0.05 ℃
高热灵敏度

可远距离检测高，中电压系统中电力设备的热缺

陷，包括变电系统，输配电系统等各电气设备。

电气系统
检测

testo 875 系列具备中高端热像仪配备的手动调焦

功能，最小焦距仅为 10 cm，可测量 < 1 mm 大小

的物体，适用于如电路板等物体的测量。

手动调焦
功能

testo 875/875(i) 技术参数及配置表
testo 875-1 testo 875-1i testo 875-2i

光学参数
探测器尺寸 160×120 
Super 红外超像素功能 (√) 320×240 √ 320×240 
标准视场角 (FOV) 32°× 23° / 0.1m
视场角 (可选) -- (√) 9°× 7°/ 0.5m (长焦)
调焦模式 手动调焦
热学参数

温度范围
-20°... +100 ℃ /

0°.. +280 ℃ (可自行切换)
( ~ -50°) -30°... +100 ℃ /
0°.. +350 ℃ (可自行切换)

可扩展量程 -- (√) 350°.. +550 ℃
热灵敏度 ＜ 0.08 ℃ (80mK) ＜ 0.05 ℃ (50mK)
可见光拍摄参数
内置可见光拍摄 -- √ √
其他参数
存储空间 / 可存储量 2GB SD存储卡 /＞1600 张图片
调色板 10种可选，铁虹色，灰白色，彩虹色，红蓝色等
语音录制模块 -- -- √

 √ 标准配置                  (√)  可选配件                  -- 无法配置

产品特性产品特性典型应用典型应用

testo875/875(i)
其他附件

快速充电器

多功能仪器箱

可充电电池



testo IRSoft 新版软件，功能齐全，免费标准配置
 ● 德图IRSoft专业版红外软件，多种语言可选，默认中文操作界

面，可全面实现图像的点、面、线数据分析功能

软件享受免费升级服务，自行下载，自行更新即可
 ● 德图致力于应用调查及研发、软件版本不断升级，德图网站会

即时公布软件更新信息并提供产品软件终身免费升级

强大的分析功能 & 快速的报告生成功能
 ● 全中文操作界面，易于上手
 ● 多种实用分析功能，增强图像，快速专业的对图像进行分析
 ● 可实现多张图片同时分析
 ● 多种编辑，评论功能，为图片及报告添加文字注释
 ● Twinpix 图片叠加功能，可实现非同步拍摄红外图片及可见光

图片叠加分析
 ● 多种标准报告模版，几步操作，即可轻松创建专业版报告
 ● 快捷的报告模版生成器，根据您的要求定制报告格式

德图 IRSoft 专业版红外热像仪软件

1

2

3

4

4 个步骤即可生成专业的红外报告

订
货

号
 

510981 48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