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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测电子

为用户提供计量、校验、检测解决方案

合肥智测电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是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位于合肥市国家级高新区科技实业

园，拥有自主产权的科研、办公、生产场地 5000平方米。

公司专业致力于计量校验、电子测量、传感器检测技术，研发生产计量校验仪器设备、检测仪器、传

感器等。公司产品，如热阻热偶检定系统、环境试验设备校准系统、电工仪表检定系统、温度灭菌验证系

统、纯蒸汽质量测试系统、记录仪、校准恒温槽、热偶检定炉等广泛应用于计量、质检、科教、工业、生

物医药等领域。

公司具有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公司坚守行业，不断创新，取得一系列知识产权。

    同时，公司是计量校准、工业测试仪器行业领导者美国 FLUKE公司的核心经销商，为用户提供国际领

先的测试仪器及计量校准技术信息，助你与世界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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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中文显示屏显示通道状态。

同时 4 个通道的曲线绘图

背光关键功能键 – 清晰了解工

作和记录的状态

存储按键 – 下载并移动设置和

数据文件

测量 /DMM 功能键，无需设置，

快速开始测量和记录

菜单功能键操作简单快速

等待键，关闭显示屏和键盘，减

少预热时间

接线柱结构便于连接参考温度

计。亦可测量电压电流和电阻

盘接口用于设置文件和数据

存储并传送至 PC

光标键快速选择和信息阅读

前面板

电源电压选择和保险丝

电源及开关

USB 以及 LAN 接口

用户仪器远程操作

RS232 接口专为连接福

禄克热源，例如计量炉，

恒温槽完成传感器自动

测试

后面板
两个模块插槽，可以连接两个

内置或两个外置，或一个内置

一个个外置接线模块

报警输出以及触发

数字输入输出以及累加计

精度最高，应用最灵活的温度采集系统

；每个插槽 22 个通道

个模块插槽，可以连接 个

内置接线模块

三 三

提供变送器回路电源 

 

数学运算功能直接显示所设定的值， 

如最大值、平均值、冷点值、F0值等 

温度验证系统 
FLUKE Vs

是当前精度最高的多路温度采集系统，通道从22到66个灵活扩展，实时测量、监测、实时曲线绘制，

具有历史数据查看、数据传输、存储，通道数学运算、统计、自校准功能，两级数据安全机制，是唯一满

足IEC二类安全等级的通用便携数据采集系统。

简单，探头接插方便，提供严格的验证数据，按照要求格式生成报告，将验证操作过程简化。

温度验证系统Vs软件按照规程要求，结合最新的技术，安全、快速、准确记录数据，完善管理数据，

报告格式灵活，节省用户分析数据时间。

系统专为满足FDA电子签字，电子记录保护规范（21 CFR Part 11条款）设计，并且符合国际和欧盟

制药、生物技术，以及医疗设备厂商验证规范要求。

验证仪提供饱和蒸汽环境下，高精度测量温度、温湿度和压力功能。

Fluke 温度灭菌验证仪，是高精度多路测温仪，是独立的温度验证装置。

Fluke 温度灭菌验证仪完全满足欧盟、GMP、FDA温度验证规程要求。

Fluke 温度验证仪以及应用验证软件MET/TEMP-Vs等构成的温度验证系统Vs，功能更加强大，参数设置

验证系统



登入后进入系统主界面 

【日志】对话框

验证系统



实时绘制彩色曲线图 

 

用户可定义验证仪采集数据自动启动和停止条件 

用户可以根据自定义的如数据或特定时间作为验证 

仪采集数据启动的条件，同样也可以定义停止采集 

数据。验证仪的启动、停止，也可以手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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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温度验证仪或者PC显示器监控验证数据，实时彩色曲线绘制

无论用户独立使用Fluke温度灭菌验证仪，或者连接PC使用VS验证系统的情况下执行验证，

用户都可以实时地查看确认验证数据、统计值，以及实时绘制彩色曲线图。

作为可独立工作的设备，Fluke温度灭菌验证仪提供操作按键和菜单式显示操作功能，操作

员可灵活地操作，翻阅查看数据、计算结果和相关信息。

验证系统



设置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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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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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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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系统



地配置系统。

通用输入接线盒 

通用输入接线盒配合插槽中内置的继电器板构成22路模拟输入通道。该接线盒已在工厂对

CJC（冷端温度补偿）装置进行过校准。CJC校准数据及序列号一起保存在接线盒的ID身份电

子芯片中，每次接线盒插入时仪器会自动读取。该信息也会保存在它的数据和设置文件中，

供以后查看。对于那些受到管控的行业，例如食品、制药等，该功能是很有价值的，它确保

您的设备和数据是可追溯的。输入模块上的任何位置接线端子上都可以连接所有分度号的热

电偶、压力传感器、湿度传感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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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ke Vs多路温度验证系统兼容性强，用户根据需求，选择满足要求的精度和通道数，简单灵活

工业级多路温度验证仪：

Fluke Vs/20，22路温度验证仪；Fluke Vs/40，44路温度验证仪；Fluke Vs/60，66路温度验证仪。

标准级多路温度验证仪：

Fluke Vs/20ex，22路温度验证仪；Fluke Vs/40ex，44路温度验证仪。

验证系统



Fluke多路温度验证系统组成

工业级多路温度验证系统

●Fluke 
●MET/TEMP-VS验证软件

●温度探头输入模块

●Fluke二等温度标准探头

●Fluke干井炉和恒温槽

●湿热/冻干热电偶探头

●干热热电偶探头

●压力传感器

●湿度传感器

●探头引线器

●冻干验证等温块

●IQ/OQ 规程文件

标准级多路温度验证系统

●Fluke 
●MET/TEMP-VS验证软件

●温度探头输入模块

●Fluke二等温度标准探头

●Fluke干井炉和恒温槽

●湿热/冻干热电偶探头

●干热热电偶探头

●压力传感器

●湿度传感器

●探头引线器

●冻干验证等温块

●IQ/OQ 规程文件

工业级温度验证仪（可选20路、40路、60路）

标准级温度验证仪（可选20路、40路）

验证系统

Fluke Vs

Fluke Vs/ex



分辨率0.01 

1 最佳的温度测量准确度

 

2 既适合工业现场又适合实验室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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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多路验证仪

Fluke 

测量热电阻，热电偶，热敏电阻的准确度在同类产品中是最佳的。

• PRTs ：± 0.005 ℃ ；

• 热电偶：± ℃ ；

• 热敏电阻：± 0.002 ℃。

对于实验室的应用，准确度更为重要，此时可以配置外置接线模块。外置接线模块可以连接微

型热电偶插头，每个连接都有独立的冷端补偿功能，以及专利的微型镀金下压式连接端子(DWF)，

可以连接裸线， 铲形以及微型香蕉插头。这种连接方式使得在实验室校准时非常方便的连接或拆

卸热电阻，热电偶和热敏电阻。

3 多种工作模式

 

除了温度测量之外，他还具有一般数据采集器所具有的很多功能，因此他不仅仅可以用

在对多路温度测量要求很多的场合，也兼顾了一般数据采集所需要的各种功能。

验证仪

Fluke 标准级验证仪，是一用来进行温度分布测试，温度检验，传感器校准以及其他多

种温度应用非常理想的仪器。在制药，生物，食品，航空航天以及汽车行业都用大量的温度

分布，传感器校准，温度测量的应用。

标准级温度验证仪六大与众不同的关键功能

Fluke 标准级

对现场应用环境，Fluke 标准级验证仪可以配置为内置接线模块。内置接线盒可以让你提前连

接好传感器，将不同测量工作的传感器如温度、压力、湿度等连接在不同的接线盒上，你可以在同

一个接线盒上测量各种不同信号，包括热电偶，热电阻， 电压，电流或电阻。

Fluke 标准级验证仪可以以四种方式工作，扫描、监测、测量、或者作为数字多用表使用。



4 实时彩色曲线绘制 

实时绘制 4 个通道的曲线

5 数据传输和数据安全

将仪器的数据和设置文件传送至 U 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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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传感器自动校准

配合 9190A 超低温计量炉完成传感器自动校准

你以表格方式实时查看所有通道的数据，并同时绘制4个通道的曲线。你可以放大或缩小曲线标

尺查看数据细节或者查看趋势。历史模式可以让你对扫描文件中的数据进行滚动查看„所有这些操

作都无需电脑或者绘图仪。曲线模式和表格模式之间可以相互切换，可以提供测量结果和统计信息。

置了两级的数据安全机制，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

篡改或涂改测试数据或设置文件。这个安全机制

对那些受政府管控的行业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行

业如制药、食品等要求数据可以可靠的溯源。

利用自动测试功能，无需电脑或软件就可完

RS232 接口连接福禄克的计量炉或恒温槽，控制

这些热源，自动运行校准的步骤。你可以设置校

准的温度点数，温度值，选择扫描顺序( 线性，

交替，上/ 下)， 指定参考通道以及设置所需的

稳定区间。通过参考通道监测温度源的稳定性，

一旦稳定后就采集数据，然后移动至下一个温度

点。一旦设置完成并启动后， 你就可以离开去

做其他工作，使你的工作轻松简单。

验证仪

Fluke 标准级温度验证仪具有20MB内存，可

以存储带时标的75,000个扫描记录。数据和设置

文件可以通过U盘或者LAN方便地传送到电脑。内

成传感器的校准。Fluke 标准级验证仪可以通过



全能型数据采集系统

福禄克 全能型数据采集系统延续了上一代产

品的优点，并进一步提高了性能，增加了功能，

使其成为当今性能最优异的数据采集器。

直流电压基本测量准确度高达 0.0024%，热电偶基

本测量准确度达到 0.5℃，中文彩色显示屏，易于使用的

菜单系统，符合工业安全等级，这些性能无疑使 2638A
成为数据采集系列产品中的一个典范。专业的 6.5 位数字

多用表模式更提供了额外的价值。

的差分模拟输入通道可从 22 个扩展到 66 个。

同时，其灵活的、通用的 22 通道接线盒可用电缆接入各

种类型的信号至任一通道，连接和拆卸既快速又简单。每

个输入通道都可以测量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电阻、

热电偶、铂电阻、热敏电阻。此外，还可以使用福禄克的

数据记录软件和其他 可选的软件，组成有上千个

通道、高度灵活的数据采集系统。

性能概览

• 直流电压基本测量准确度 0.0024%
• 热电偶测

• 单机最多 66 通道的差分隔离输入

• 彩色趋势图形和分析

• 易用的菜单系统

• 多种类型输入：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流、热

电偶、铂电阻（2/3/4 线）、热敏电阻电阻（2/4
线）、频率

• 多通道实时数据显示

• 6.5 位数字多用表功能

• 扫描数据的实时观察和绘图功能

• 可设置 20 个数学运算通道

• 单键截屏功能

• 最快扫描速率：43 通道 / 秒
• 内部存储器可保存 75000 个扫描数据 /1000
个设置文件

• 前面板 U 盘接口

• 数据安全保护功能

• CAT II 300V 输入安全等级

全能型多路验证仪

12

010. ℃量分辨率

验证仪

Fluke 工业级

验证仪

验证仪



透明后盖使得接线和通道号清晰可见

两个专用小电流通道

带序列号和校准数据的 ID
身份电子芯片

每个模块具有 20 个通用输入通道

接线压槽提高

接线的安全性

工业级准确度的热电偶测量功能

集成了福禄克专利的通用输入接

线盒，使得热电偶测量的准确度比大多数同级别

的仪器更好。这个通用输入接线盒支持 15 种常用

类型热电偶。温度功能的菜单选择使得 特

别适用于温度校验的应用。在开始温度的测量和校

验工作之前，如果您需要对多支热电偶的温度“归

零”到一个已知参考温度，您只需按一个按键把参

考通道的读数作为偏置值保存到可支持的数据文件

中，之后就可以把其他通道的数据对齐到参考通

道。如果您要测试烘箱，或是依照 AMS 准则测试

加热装置，又或是依照 21 CFR 规范校验温度设备，

都可以帮助您轻松应对并符合规范的要求。

设置。如果您要到另一个地方做另一项

测试，您必须拆卸掉这个模块上的所有

连线并重新接线，或者使用另一个贵重

的模块重新接线和设置。有了

所有的信号调节都在主机中，而不是接

线盒中。

使用多个低成本的通用输入接线

盒，可以给您更多的灵活性，让您把接

好线的接线盒保留在测试现场，随时待

用。需要这个现场的数据时，只需简单

“插入”接线盒，接着调入保存的设置

文件，马上就可以测试。瞧，就是如此

简单！

通道扩展性

后面板有三个插槽。每个

插槽由一个可更换的继电器板和一个可

插拔的输入接线盒组成。

每台主机可以有三种配置选择——

22/44/66 通道。如果经费有限，可先

选择 22 通道型号，以后再逐步扩展通

道，以配合预算的需求。

通用输入接线盒

通用输入接线盒配合插槽中内置的

继电器板构成 22 路模拟输入通道。该

接线盒已在工厂对 CJC（冷端温度补偿）

装置进行过校准。CJC 校准数据及序列

号一起保存在接线盒的 ID 身份电子芯

片中，每次接线盒插入时仪器会自动读

取。该信息也会保存在它的数据和设置

文件中，供以后查看。对于那些受到管

控的行业，例如食品、制药等，该功能

是很有价值的，它确保您的设备和数据

是可追溯的。

每次为一个 20 到 60 通道的数据

采集系统配线和设置都需要耗费相当长

的时间。但是，如果使用并不昂贵的福

禄克通用接线盒，您只需一次接线和设

置。如果要把 用于不同的项目，

只需快速拔出这个接线盒，插入另一个

预先接好线的接线盒即可，而无需拆除

接线盒上的连线。

其他厂家的数据采集器需要把连线

直接连接到很贵重的“插入式”有源信

号调节模块上并在仪器上对各通道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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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曲线绘图及历史数据查看

可以同时绘制四个通道的

实时曲线。曲线既可以最佳标尺显示，

亦可放大或缩小查看细节或趋势。历史

模式还可以使您查看以前收集的数据…

曲线绘图功能无需 PC 和其他软件即可

完成。

截屏功能

在前面板上按一个键，就可把

屏幕上的内容截取，并以 .jpg 格式保

存到U盘。截屏信息可用于报告、文档

备案或更细致的查看。

报警功能

每个通道可以设置两个报警限：高

/ 高、高 / 低、或者低 / 低。

每次扫描中都和设定的报警限进行比

较，超出范围会在显示屏和数据文件中

报告报警状态。您还可以把任一个报警

分配到六个 TTL 报警输出的任一端口

上。

数学运算通道

每个通道都具有 Mx+B 比例变换功

能。此外，每个 可以设置

20 个带报警设置的虚拟计算通道，可

在每次扫描中应用更复杂的计算，如平

均值、偏差、多项式、对数、指数、幂

等，并把结果保存下来。每个通道的数

据都可以作为一个变量用于另一个数学

通道的计算。

数字多用表模式

基于一个6.5位（22位A/D）
的精密数字多用表，具有独特的测量准

确度和分辨力 —— 因此，

不仅可以做一个多通道的数据采集器，

也可以把它用做一个精密数字多用表。

前面板的“数字多用表”风格的输入插

口和专用的 DMM 数字多用表按键可以

让您方便地测量交直流电压、交直流电

流、电阻、频率和温度（热电偶、铂电

阻、热敏电阻）。还可以把数字多用表

测量的数据记录到一个独立数据文件中

供以后查看。 也可直接在数字多用表

主显示器上显示测量统计的结果 和图形。

存储器

具有20MB 的内存，可保

存 75000 个扫描数据和 1000 个设置

文件。此外，U 盘接口可支持更大的存

储能力。您可将仪器内存的数据或设置

文件复制到 U 盘，再传送至 PC 中。也

可将设置文件通过 U 盘复制到仪器内

存。

实时曲线绘图及历史数据查看

专用的数字多用表功能

彩色显示屏，中文菜单

宽 大、 彩 色 TFD 显 示 屏 使 得

的显示极易理解，操作简单。

带背景灯提示的主功能键帮助您快

速确认仪器当前工作选择状态。“记录”

键背景灯点亮表示 正在记录扫 描、

监控或是数字多用表模式下的数据记录。

因此，数据记录的状态是可视的。

复制 - 粘贴功能可以把重复的通道

设置变成一个简单工作。顶部菜单条可

以让您清晰了解当前的设置步骤。

按一个按键就可以查看数据。包括

变化率、最小值、最大值、标准偏差、

平均值、样本大小和峰峰值等。

17

14

验证仪

验证仪

温度验证仪温度验证仪

验证仪

温度验证仪

温度验证仪



如果使用验证仪在有各种规范或规 

置菜单中的数据安全功能选项。它有 

存储器管理

前面板的存储器按键可以快速打开

菜单来管理数据文件和设置文件。如果

您想要取回以前存储的设置文件，从内

存或者 U 盘上直接选取相应文件后就

可以立即开始运行。您也可以方便地

将仪器内存的数据移至 U 盘，然后通

过 PC 机对数据进行分析，您也可以将

设置文件通过这种方式复制到另外一台

中。无需连接 PC 机就可以

访问测试的数据。

为了在断电的情况下保护测试数

据， 有一个菜单选项，可以在

电力恢复后按照原来的设置继续开始扫

描测试。

灵活的触发和分辨力选择

在测试设置菜单中你有几种开始扫

描的方案供选择

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快速、中速、

慢速三档扫描速度，从而选取对应的

测试分辨力（4.5 位、5.5 位、6.5 位）。

您还可以对单个通道选择测量的速度从

而得到你需要的准确度和分辨力。

通道统计功能

每个通道的测量统计可以在任何时

间进行查看。在扫描、监测或在数字多

用表模式下，您可以选择查看变化率

( 每分钟或每秒钟 )，标准偏差，最小值，

最大值，峰峰值以及平均值，其操作只

是简单的一下按键。

通讯

仪器提供 USB ( 虚拟串口 ) 和 LAN
接口，可以方便地连接到网络或者 PC
机。可以使用 Fluke DAQ 应用软件，

利用标准的 SCPI 命令开发自己的程

序，使用 Lab View 驱动器，或者使用

Indusoft Web Studio 等软件来开发自己

的应用程序。

符合 CAT II 国际安全等级

是世界上唯一满足 IEC 二

类安全等级的通用便携数据采集系统，

满足二类安全等级的仪器能够在的各类

工业测量时保证仪器以及操作人员的安

全。其他的数据采集器如果没有明确标

识测量的安全等级，则需要在进行工业

测量时，首先确认是否满足该安全等

级，然后才能够进行工业领域的测量。

福禄克认真严肃地考虑了用户测量的安

全性。

关于测量安全性的说明

在进行任何的电气测量之

前，首先要考虑仪器的安全等级。

数据记录仪也不能例外。

有人错误地认为数据采集记

录仪的高压输入指标就可以使其

安全地在高压或者接近高压的工

业环境中使用。事实完全不是这

样。只有福禄克的全能型数据采

集记录系统 ，由于它的特

殊安全设计，才使其可以严格满

足 CAT II 国际二类安全标准的要

求。

CAT I

程管控的工业行业，您将会非常喜欢设 

置菜单中的数据安全功能选项。 它有 

两个管理级别（管理员/被授权用户)， 

该系统可以让管理员指定 多五个授权 

用户。系统可对任何记录数据的操作行 

为添加认证记录。设置文件以及数据文 

件都含有授权用户的身份ID以及时间标 

签。仪器的普通用户（GUEST）只能够 

使用现存的设置文件进行测试，不能更 

改任何测试的设置和测试数据文件，这 

些文件都带有非追溯性“GUEST”的标识。 

Data security数据安全Data security

多语言支持

仪器菜单支持 9 种语言（包括中

文），可在仪器设置中选择。

15

验证仪

验证仪

验证仪

温度验证仪

验证仪



16

干式计量炉



17

干式计量炉



18

干式计量炉



19

干式计量炉



20

恒温槽

深井恒温槽

——专门用于校准工作

27.00 ℃
加热:100% 设定点：130.00℃

设定 程序 参数 信息

ZCTB深井台式恒温槽系列具有优异的性能，满足

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的要求。

ZCTB具有温度扫描功能、上升和保持功能及自动

大功率加热、制冷控制功能等。

设定

27.00 ℃
设定点：300.00℃
设定点修正：0.00000℃
扫描速率：2.0℃/min
扫描开关：关

①

温标单位：℃

程序

27.00 ℃
设定点数量：8

保持时间：15分钟
循环方向：向上-向下-重复
循环开关：关

设定点：100.00℃ ①

功能和特点

• 优异的稳定性和均匀性

• 过温过压双重保护，安全可靠

• 中文菜单，操作简单

• 内置八个温度预设点，使用方便

• RS-232、USB通讯接口，可实现自动校准

深井台式恒温槽系列具有优异的性能，满足

过温过压双重保护，安全可靠

内置八个温度预设点，使用方便

通讯接口，可实现自动校准

温度扫描功能可以对升降温速度进行控制，非常适

合对温度开关性能的检验和测试；上升和保持功能可以

对上升时间和保持时间进行设定，增加了恒温槽在使用

上的灵活性；ZCTB系列产品可以实现加热、制冷智能

控制，同时，也可以关闭这种自动控制模式，以适应不

同领域客户的要求。

优异的稳定性和均匀性

实验室认可指导规定，液体恒温槽的温度稳定性和

均匀性应该至少优于被校准传感器技术指标 10倍以上。

在选择恒温槽时要考虑稳定性和均匀性。

稳定性是由温度控制系统决定的。如果恒温槽的温

度在测量期间发生变化，则不能获得可靠的校准结果。

恒温槽短期稳定性指标至少为 15分钟。长期稳定性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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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槽

技术指标

型号 ZCTB-300DH ZCTB-20DL ZCTB-40DL ZCTB-95D
温度范围 35℃ 至 300℃ -20℃ 至 150℃ -45℃ 至 150℃ 35℃ 至 95℃

稳定性
±0.007℃ @ 100℃ ±0.007℃ @ -20℃ ±0.007℃ @ -45℃ ±0.010℃ @ 50℃
±0.015℃ @ 300℃ ±0.010℃ @ 150℃ ±0.010℃ @ 150℃ ±0.015℃ @ 95℃

均匀性
±0.007℃ @ 100℃ ±0.007℃ @ -20℃ ±0.007℃ @ -45℃ ±0.010℃ @ 50℃
±0.025℃ @ 300℃ ±0.010℃ @ 150℃ ±0.010℃ @ 150℃ ±0.015℃ @ 95℃

工作介质 硅油 乙醇、软水、硅油 乙醇、软水、硅油 软水、硅油

分辨率 0.01℃ 0.01℃ 0.01℃ 0.01℃
开口尺寸（mm） 112 x172 112 x172 112 x172 112 x172
液位高度（mm） 457 457 457 457
外形尺寸（mm） 787x375x1090 787x375x1090 787x375x1090 787x375x1090
容积 16L 16L 16L 16L
功耗 8A 7A 8A 8A
计算机接口 USB、RS232 USB、RS232 USB、RS232 USB、RS232
电源 220VAC、50Hz 220VAC、50Hz 220VAC、50Hz 220VAC、50Hz
制冷剂 无 R134a R507 无

重量 33Kg 47Kg 48Kg 33Kg

个涉及使用方便性的问题。恒温槽使用的介质也会影响

到稳定性。

均匀性主要依赖于液体恒温槽的搅拌系统。恒温槽

的整个测试区域内必须具有非常好的温度均匀性，从而

保证将两支以上的温度计进行比较测试时，具有相同的

温度。

ZCTB 的温度控制器能够给出±0.007℃的温度稳定

性。每个控制器都可以存贮 8 个常用温度设置点，可以

迅速地完成对恒温槽的设置。ZCTB 恒温槽都配备有高

精度、低温度系数、高稳定的铂电阻温度传感器，用来

实现对恒温槽的温度控制，保证了温度设定点的短期和

长期稳定性。

过温过压双重保护，安全可靠

ZCTB 采取了过温、过压双重保护功能。一旦超过

极限温度或电源电压超限，就会启动自动断电保护，保

证了恒温槽长期不间断地可靠运行，以及安全性能。

自动，半自动，手动多种操作方式

配合PTCal软件，PC和ZCTB恒温槽、标准测温仪

1586A相连就可以构成热阻自动校准系统。

软件同时控制恒温槽和测温仪，从而实现热电阻的

全自动化检定。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手动控制

恒温槽的温度点，然后操作测温仪表完成半自动或全部

手动的操作。用户可以灵活选择，便利使用。

完备的测试附件

ZCTB 恒温槽配备了各种各样的辅助设备。例如读

数放大镜、液位提升器、温度传感器支架、盖板等。

ZCTB 采用的平衡搅拌机构，精心设计，使液体介

质充分地混合，从而消除了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温度

梯度，赋予了产品极好的均匀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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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系统附件 

验证专用压力传感器 

为满足EN554和ISO-17665的严格要求，温度验证的同时

还需要针对饱和蒸汽压力进行验证。

Vs验证系统提供一款精度高、可靠耐用，且使用方便的压

力传感器。

特点

• 专为在恶劣环境下应用而设计，例如蒸汽灭菌和SIP系统。

• 高性能压力变送器，专门用于高压灭菌柜工作温度范围。

• 直接使用1.5英寸卫生级快卡引线。

• 在蒸汽灭菌柜工作温度和压力范围内，进行精度可追溯校

正，符合ISO-17025 标准。

• 直接与Vs验证仪连接使用，无需额外连接电源和接线。

技术规格

型号：绝对压力传感器；

测量范围：0 至4 bar（59 psia）绝对；

灵敏度：1V 至5V；

温度补偿范围：110℃-140℃；

精度：在110℃-140℃范围内10 mbar。 

验证探头专用不锈钢引线器 

引线器 多可将20根热电偶探头引入压力容器。例如蒸

汽或气体灭菌装置，干热烘箱和冻干机。采用不锈钢卫生快

卡和硅胶密封垫。TUV认证，引线器设计穿线部位光滑，不

划损探头线，安装使用简单。提供标准38.1mm卫生级快卡垫

片配件。

标准温湿度探头 

• 湿度

• 温度

• 精度

• 湿度

• 温度

• 湿度

• 直径

• 长度

度工作范围 0…

度工作范围 -50

度 ± 0.8%rh / ± 

度传感器 Hygro

度传感器 Pt100

度学参数计算 

径 15mm 

度 85mm  

… 100% rh 

… 100 ° C 

0.1 ℃  

omer® IN-1 

0,  

• 高精

• 特征

• 标称

• 提供

• 温度

精度100 Ω"A"级

征参数α= 0.003

称电阻100.00 ±0

供2线、3线和4线

度范围(取决于所

级铂电阻，符合IE

85 Ω/Ω/ºC 

0.06 Ω

线结构

所使用的电缆)：

EC751标准

特氟龙-200 ~ 260ºC，玻璃纤维维-200 ~ 450ºC

• K、

• 外覆

• 外覆

T、E或N型等热

覆特氟龙，特氟

覆不锈钢编织层

热电偶

氟龙绝缘层，耐温

层，玻璃纤维绝缘

温260°C 

缘层，耐温482°CC

 

 

 高性性能铂电阻探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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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湿度记录仪

温湿度数据记录仪

温湿度数据记录仪

应用：

药品仓库、冷藏库、冷藏箱、保温箱、冷藏车等 GSP验证；
生产车间环境温湿度监测；

暖通温湿度监测。

特性：

液晶显示测量和记录温度和相对湿度；

LED状态指示，闪烁的绿色 LED指示记录器处于活动/日志记录状态，闪烁的红色 LED指
示超过预置警报值；

数据下载并以图形、表格或摘要的形式显示。可以保存或以文本或 Excel文件导出；
记录软件分析温度数据，提供管理信息，还可以为每个日志记录器包含32个字符的用户 ID。
技术指标：

技术指标 温度 湿度

量程 -20 to 85°C 0 to 100%rh
分辨率 0.1°C 0.1%rh
精度 ±0.5°C (0 to 45°C),

±1°C (-20 to 70°C),
±1.5°C (70 to 85°C)

±3 %rh @ 25°C (10 to 90 %rh)

存储 2×8000读数
采样率 0.1 to 255 m
电池 3.6V/AA
通讯 USB
质保 2年
注：湿度传感器容易受到污染，并暴露在饱和空气中，因此不在 2年保修期内。
订购信息：

1、HTD记录仪；
2、通讯适配器（包含软件）。



Fluke 975 AirMeterTM

五种功能强大的工具多合一！

新 Fluke	975	AirMeter 多功能环境测量仪将五种功能强
大的工具集中到一个坚固而使用简单的手持式工具中，
将室内空气质量监测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可测量温度、
湿度、流速、CO2 和 CO。Fluke	975	AirMeter 多功能
环境测量仪使室内空气质量测试变得更容易、更快捷。

用途：

-	优化暖通空调系统运行，管理节能
-	响应舒适性相关的抱怨
-	检验大厦暖通空调控制系统的运行
-	监测空气流量和流速 (仅限 975V)
-	测试危险的一氧化碳泄露
-	监测和记录条件，然后下载进行深入分析

特性包括：

-	同时测量、记录并在明亮的背光 LCD显示屏上显示温
度、湿度、CO2 和 CO浓度

-	使用探头一键式测量空气流量和流速 (仅限 975V)
-	湿球和露点温度
-	室外空气百分比计算
-	CO2 和 CO现场校准功能
-	启动时自检功能
-	自动背光照明
-	自动补偿大气压力变化
-	全部测量和计算读数的最小值 / 最大值 / 平均值
-	多种语言用户界面
-	公制或标准单位
-	声、光门限报警
-	齐全的离散或连续数据记录能力，通过USB接口下载
至PC

-	用于保证安全的键盘锁定功能
-	包括 FlukeView	Forms 软件
-	保修期：2年

Fluke	975V

使用风速探头检查管道内的风速

Fluke-975CK校准套件

多功能环境测量

F975 多功能环境测量

特性 量程 显示屏分辨率 准确度
测量技术指标

	温度		
	-5	℉至 122	℉
(-20	℃至 50	℃ )		

	0.1	℉	(0.1	℃	)		
±	0.9	℃	/±	1.62	℉，从 40	℃	至 50	℃		
±	0.5	℃	/±	1.00	℉，从 5	℃	至 40	℃		
±	1.1	℃	/±	1.98	℉，从 -20	℃	至 5	℃			

	相对湿度		
10	%至 90	%	RH，
无凝结		

	1	%		 	±	2	%	RH	(10	%	RH至 90	%	RH)		

	空气流速		
50	fpm至 3000	fpm	
0.25	m/s 至 15	m/s		
0.001	m/s		

1	fpm	
±	4	%或 4	fpm*	

±	4	%或 0.02	m/s*，取大值	
* 准确度技术指标仅适用于 50	fpm 或 0.25	
m/s 以上读数。		

	CO2	 	0 至 5000	ppm		 	1	ppm		
预热时间 1分钟 (5 分钟完全达到技术指标 )	
2.75	%	+	75	ppm		

	CO 	0 至 500	ppm		 	1	ppm		
±	5	%或±	3	ppm，取大值，
20	℃	和 50	%	RH时		

	计算技术指标

	露点温度		
	-44	℃	至 50	℃		
(-47	℉至 122	℉ )		

	0.1	℃		(0.1	℉ )		

±	1	℃	，温度 -20	℃	至	50	℃	、
相对湿度 40	%至 90	%时	
±	2	℃	，温度 -20	℃	至	50	℃	、
相对湿度 20	%至 40	%时	
±	4	℃	，相对湿度 10	%至 20	%时		

	湿球温度		
	-16	℃	至 50	℃		
(3	℉至 122	℉ )		

	0.1	℃		(0.1	℉ )		
±	1.2	℃	，相对湿度 20	%至 90	%、
温度 -20	℃	至 50	℃	时	
±	2.1	℃	，相对湿度 10	%至 20	%时		

容积流量
( 管道内 )		

	
	0.01	M3/min
	(1	cfm)		

N/A	
容积流量计算为数据点与管道面积乘积的
简单平均。	

	%室外空气
(基于温度 )		

	0 至 100	%		 	0.1	%		 	N/A		

	% 室外空气
(基于CO2)		

	0 至 100	%		 	0.1	%		 	N/A		

概要技术指标

技术人员利用975	AirMeter
多功能环境测量仪检查一氧
化碳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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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

F923 热线式风速仪

产品概述

Fluke	923 是一款可以分离显示屏的热线式风速仪，显示屏和传感器一体时采用
红外通讯方式，当分离时采用无线通讯方式；显示屏最远可以距离传感器 30m
仍可以精确读数，不会影响数据的实时性和精度。热线式风速传感器探杆可伸缩，
传感器上的保存按钮方便随时保存测量数据，支持保存数据的平均值运算；只要
输入风管的尺寸，便可直接显示风量；可以设定风速报警值，达到报警界限后蜂
鸣震动报警；为了更精确的测量，仪表还支持大气压的输入。

产品特性

- 传感器和表体无线分体式设计，采用射频无线通讯，显示器最远可以距离传感
器 30m，仍能够实时读数；使用户测量时不再受电缆线的羁绊与束缚。	

-	风速测量量程：0.2m/s-20m/s，分辨率 0.01m/s
-	更快速的测量响应，无需等待
-	细长的伸缩式探棒可方便得用于测量管道及通风口的风速	
-	方便的存储按钮设计（可存储 99组数据），省去了现场手写记录数据的繁琐	
-	一键计算存储流速的平均值
-	可设置风速报警值
-	可测量风速、风量、温度，支持大气压的设定
- 	保修期：2年

电气技术参数

New

风速

量程 0.20	m/s	-	20.00	m/s,		40	fpm	-	3940	fpm
分辨率 0.01	m/s,	1	fpm
精确度（m/s） 5%	+3 字（读数），或者	1%	+1	字	（满量程）
精确度	(fpm) 5%	+6	位数读数，或者	1%	+1	位数满量程

风量
量程 0-99999m3/h,	cfm,	l/s
分辨率 0.001-100
准确度 风速与管道尺寸的函数

温度

量程 -20℃	-	60℃	，	-4	℉	-	140	℉
分辨率 0.1℃	,	0.1	℉
精确度	(℃	) 0.5℃ (0℃	-	45℃	)		1.0℃	(-20℃	-	0℃	)	和	(45℃	-	60℃	)
精确度( ℉ ) 1.0	℉	(32	℉	-	113	℉	)		2.0	℉	(-4	℉	-	32	℉	) 和	(113	℉	-	140	℉	)

925 是一款叶轮式的风速计，可测量风速、风量和风温。 

显示屏	 双显	4	位（9999	点）液晶显示屏
测量单位	 风速：ft/m（英尺 / 分）；m/s（米 / 秒）	
	 风量：		CMS（m3/s）（立方米 / 秒）
																																									和	CFM（ft3/m）（立方英尺 / 分）；	
	 风温：℃		和	℉
数据保持	 锁定所显示读数
传感器	 风速 / 风量传感器：常规角向叶轮臂，采用润滑滚珠轴承
	 风温传感器：精密热敏电阻
	 最小值 / 最大值存储
	 记录和查看最小读数和最大读数
平均读数存储	 单点（最长	2	小时）
	 或多点（最多	8	个读数）
自动关机	 20	分钟后进入睡眠模式（含禁用功能），
	 以节省电能
工作温度	 0	℃		至	50	℃	（32	℉至	122	℉）
工作湿度	 最高	80	%	相对湿度
电源	 9	V	电池（高容量碱性电池）；	
电池寿命	 100	小时
重量	 363	g	(0.8	lb)，包含电池和传感器
尺寸	 主机：181	x	71	x	38	mm(7.1	x	2.8	x	1.4	in)	
传感器头直径	 70	mm
保修期	 2 年

风速测量
量程 分辨率 精度

m/s（米 / 秒） 0.40 至 25.00	m/s 0.01	m/s 满刻度的±2%

ft/m（英尺 / 分） 80至 4900	ft/m 1	ft/m 满刻度的±2%

风量测量
量程 分辨率 精度

CMS（立方米 / 秒） 0.01 至 99.99m3/s 0.01 0 至 9.999m2

CFM（立方英尺 / 分） 1至 9999ft3/m 1.0 0 至 9.999ft2

风温
量程 分辨率 精度

0℃至 50℃（32℉至 122℉） 0.1℃ / ℉ ±0.8℃ (1.5 ℉ )

风速

F925 叶轮风速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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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速

F922/KIT 差压风速仪

当今的暖通空调技术人员需要一款能够诊断空气流通问
题的简单解决方案。Fluke	922 可以测量房间内相对室
外或其他房间的正压或负压值；Fluke	922/KIT 包含一
支皮托管，将静压、差压、动压、风速、风量测量功能	
集成至一款简单而又坚固的仪表内，可以大大提高用户
的工作效率。

使用 Fluke 922/KIT 可以：

-	确保合适的空气流量平衡
-	监测压力，延长暖通空调部件寿命
-	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	保持环境舒适

特性包括：

-	功能强大，提供差压和静压、空气风速和风量读数
-	坚固的外壳和保护套，适合现场使用
-	使用简单，不会牺牲性能
-	用户自定义管道形状和尺寸，即可测量风量
-	方便的彩色软管，帮助用户正确诊断压力读数
-	明亮的背光照明显示屏，适合于昏暗的环境
-	最小值 / 最大值 / 平均值 / 保持功能，轻松分析数据
-	自动关闭功能，延长电池寿命
-	保修期：2年

特性 量程 分辨率 准确度 
空气压力	 ±	4000	Pa

±	16	inH2O
±	400	mmH2O	
±	40	mbar
±	0.6	PSI	

1	Pa
±	0.001	inH2O	
0.1	mm	H2O	
0.01	mbar
0.0001	PSI

±	1	%	+	1	Pa
±	1	%	+	0.01	inH2O
±	1	%	+	0.1	mmH2O	
±	1	%	+	0.01	mbar
±	1	%	+	0.0001	PSI		

空气风速	 250 至 16,000	fpm	
1 至 80	m/s	

1	fpm	
0.001	m/s

±	2.5	%读数，2000	fpm	(10.00	
m/s) 时	

空气流量
( 容积 )	

0 至 99,999	cfm	
0 至 99,999	m3/hr	
0 至 99,999	l/s	

1	cfm	
1	m3/hr	1	l/s	

准确度是风速和管道尺寸的函数	

温度	 0	℃至 50	℃	
32 ℉至 122	℉	

±	1	%	+	2	℃		
±	1	%	+	4	℉	

0.1	℃	0.1	℉	

工作技术指标

941 型照度计可测量荧光灯、金属卤化灯、高压钠灯或白炽灯
等光源发出的可见光
	
一勒克司（流明）是与光强为一烛光的灯垂直距离	1	米处，面积为	1	平方米的
表面上接受的照度。一尺烛光	(Fc)	是与光强为一烛光的灯垂直距离	1	英尺处，
面积为	1	平方英尺的表面上接受的照度。

Lx（勒克司）/	Fc（尺烛光）照度标度。1	尺烛光	=	10.764	勒克司；1	勒克司	
=	0.09290	尺烛光。
	
测量参数

测量范围：
20、200、2000、20000、200000	Lux（勒克司）
20、200、2000、20000	FC（尺烛光）

精度：
±	3	%（在	2854	° K	时依照普通白炽灯校准）
±	6	%	其它可见光光源	
余弦角度偏离特征
30°		±	2	%	
60°		±	6	%	
80°		±	25	%	
余弦角度依照	JIS	C	1609:1993	和	CNS	5119	A	级通用规范修正。

技术规格

采样率：	 数字显示屏为	2.5	次 / 秒	
显示屏：	 3 	位	1999	点液晶显示屏
传感器：	 硅光电二极管和滤光片	
环境：	 室内使用
海拔：	 最高	2000	m
温度 / 湿度：
工作：	 温度：	 -10	℃		至	50	℃	；
												 相对湿度：	0	至	80	%	
存放：	 温度：	 -10	℃		至	50	℃	；
												 相对湿度：	0	至	70	%	
电源：	 9	V	NEDA	1604，IEC	6LR61		
电池寿命：	 200	小时	
	 	 自动关机约	6	分钟后
尺寸（主机）：
	 	 130	x	63	x	38	mm	(5.1	x	2.5	x	1.5”)
尺寸（传感器）：
	 	 80	x	55	x	29	mm	(3.2	x	2.2	x	1.1”)
重量：	 220	g	(0.48	lb)	含电池
保修期：	 1 年

照度

F941 照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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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ke 561 HVAC Pro 
适用于加热、通风、空调和制冷检查的多功能测温仪

集成了专家检查加热、通风、空调和制冷系统最需要的温度测量功能。Fluke	
561	HVAC	Pro 提供了非接触式和接触式温度测量功能，代替了其它多款测试
工具。它快捷、高效且使用简单，为您节省大量时间和人力。

用途：

-	即时测量高温、移动、带电及难以触及的物体
-	检查电机、隔热、短路器、辐射供热、管道、锈蚀的连接和线路，以及从地面
扫描天花板内的管道，无需梯子

-	包括方便的Velcro 	管线探头，用于超高温和超低温接触测量
-	或者，插入已有的工业标准K型热电偶探头，实现工具投资的最大回报

主要特性：

-	兼容所有标准的微型连接器K型热电偶
-	单点激光瞄准，12:1 距离 / 焦斑比

-	针对暖通空调应用优化的温度范围

-	发射率调整方便，测量管线和管道更准确
-	重量轻，仅 340 克 (12 盎司 )，携带方便	
-	效率高——进行红外测量时无需关闭被测设备
-	最小 / 最大 / 温差读数，帮助您快速确定问题
-	快速、高效地扫描大面积区域或小物体-	包含暖通空调测量指南，实现生产力最大化
-	保修期：2年

Fluke	54II	B

Fluke	80PK-8

实验室准确度适用于任何场所

Fluke	54	II 系列接触式温度表是一款坚固耐用的手持式测试工具，具有快速响应和
实验室级准确度 (0.05	%	+	0.3	℃	)。

主要特性：

-	带相对时间时标的最小、最大和平均值，为主要事件提供时间参考
-	电子偏移功能，能够补偿热电偶误差，实现整体准确度的最大化
-	读数单位可为℃	、℉或开尔文 (K)
-	防尘、防溅外壳，吸能防护套保护
-	友好的前面板，设置和操作简单
-	休眠模式延长电池寿命，电池典型寿命为 1000 小时
-	电池舱门设计，可在不损坏校准封签的情况下方便地更换电池
-	宽大明亮的背光双屏，可显示T1、T2、T1-T2 的任意组合，再加上最小、最
大或平均值

-	调用功能，可在仪表屏幕上方便地查看记录的数据
-	红外通信端口，数据可导出至可选的 FlukeView	Forms 软件，进行进一步分
析和绘图

-	记录多达 500 点数据，用户可调记录间隔
-	保修期：3年

80PK-8 管钳式温度探头
-	K 型热电偶，适用于对管道表面进行快速温度和超高温测量
-	耐用型带状传感器
-	测量范围：-29	℃	至 149	℃	(-20	℉至 300	℉ )，适用于管道直径 6.4	mm
至 34.9	mm	(0.25	in 至 1.375	in)

-	1 年质保
-	用于带直流毫伏输入DMM的附件及 80AK	DMM适配器

54II-B 测温仪
80PK-8 TC 管道热电偶

F561 HVAC Pro 红外测温仪   

温湿度测量

F971 温湿度仪

Fluke 971 温湿度仪
室内环境温湿度测量的
经济型测量仪

快速、准确地测量空气湿度和温度。温度和湿度是维
持最佳舒适度和良好室内空气质量的两个重要因素。
Fluke	971型温湿度仪坚固耐用、重量轻便、使用简单。

用途：

-	监测室内舒适度条件和响应居民的“冷 /热”抱怨
-	使暖通空调 (HVAC) 系统容量与负荷相匹配
-	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主要特性：

-	快速稳定湿度传感器
-	即时计算湿球和露点温度
-	明亮的背光显示屏。
-	坚固的防护套和旋开式传感器防护罩
-	方便的最小值 / 最大值特性和数据储存能力
-	保修期：1年

概要技术指标

特性
温度范围	 -20	℃	至 60	℃		(-4	℉至 140	℉ )	

温度准确度	

0	℃	至 45	℃		 ±	0.5	℃		

-20	℃	至 0	℃	和 45	℃	至 60	℃		 ±	1.0	℃		

32	℉至 113	℉	 ±	1.0	℉	

-4	℉至 32	℉和 113	℉至 140	℉	 ±	2.0	℉	

分辨率	 0.1	℃		/	0.1	℉	

温度更新率	 500	ms	

温度传感器类型	 NTC	

相对湿度范围	 5	%至 95	%	R.H.	

相对湿度准确度	
10	%至 90	%	R.H.@	23	℃		(73.4	℉ )	 ±	2.5	%	R.H.	

<10	%，>	90	%	R.H.@	23	℃		(73.4	℉ )	 ±	5.0	%	R.H.	

分辨率	 0.1	%	R.H.	

响应时间 ( 湿度 )	 60	s，满量程的 90%、1	m/s 空气流速时	

湿度传感器	 电子电容聚合物薄膜传感器	

数据存储	 99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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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902 HVAC 钳表
新 Fluke 902 真有效值 HVAC 钳表
专为 HVAC 专家设计的钳表

加热、通风、空调 (HVAC) 技术人员需要永远满足需求
的维修工具。Fluke	902 提供了诊断和维修HVAC系统
所必需的特性，扩展了卓越的 Fluke 钳表产品线。Fluke	
902 兼具真有效值技术和CAT	III	600	V 等级，帮助技
术人员安全、准确地完成工作。

用途：

-	捕获废气温度
- 进行火焰探测器测试
-	测量电机启动和工作电容

主要特性：

-	电容
-	达 200	uA 的直流电流
-	触点温度 (K型热电偶 )
-	真有效值
-	最小 / 最大值
-	保持
- 保修期：3年

特性 量程 准确度
直流电压	 0 至 600.0	V	 1	%	±	5 个字	

交流电压 ( 真有效值 )	 0 至 600.0	V	 1	%	±	5 个字 (50/60	Hz)	

交流电流 ( 真有效值 )	 0 至 600.0	A	 2.0	%	±	5 个字 (50/60	Hz)	

直流电流	 0 至 200.0	µA	 1.0	%	±	5 个字	

电阻	 0 至 9999	Ω	 1.5	%	±	5 个字	

通断检测	 <=	30	Ω	

温度 *	(K 型热电偶 )	

-10	℃	至 400	℃		
(-14	℉至 752	℉ )	
-40	℃	至 -10	℃		
(-40	℉至 -14	℉ )	

±	1.0	%	+	0.8	℃	
(±	1.0	%	+	1.5	℉ ) 典型值

±	5.0	%	+	1.5	℃		
(±	5.0	%	+	3.3	℉ ) 典型值

电容	 1	µF至 1000	µF	 1.9	%	±	2 个字	

质保	 3 年	

其他电气参数

F116C HVAC 万用表

Fluke 116 HVAC 万用表，带温度测量功能测量温度和微安

Fluke	116C 特别为暖通空调 (HVAC) 专家而设计。它具备 HVAC 仪表所需的一
切功能，包括温度和微安级电流测量，帮助快速排查HVAC设备和火焰传感器的故
障。使用 Fluke	116C 可测量高达 10,000	µF 的电机启动和工作电容。依靠 Fluke	
116C 进行日常测量——高达交流或直流 600	V 电压、40	MΩ、二极管测试和极快
的通断测试。

主要特性：

-	内置测温仪
-	微安电流，测试火焰传感器
-	LoZ：防止杂散电压引起读数错误
-	电阻、通断、频率和电容
-	最小 / 最大 / 平均值
-	紧凑的人体工程学设计
-	兼容可选的磁性挂带 (ToolPakTM)
-	CAT	III	600	V 安全等级
-	IP52 防护等级，防尘、防水
-	保修期：3年

功能 范围和分辨率 最佳准确度 
±	([%读数 ]	+	[ 字数 ])	

直流mV，真有效值	 600.0	mV	 2.0	%	+	3	
V	dc	 6.000	V、60.00	V、600.0	V	 2.0	%	+	3	
交流mV，真有效值	 600.0	mV	 1.0	%	+	3	
交流 V，真有效值	 6.000	V、60.00	V、600.0	V	 1.0	%	+	3	

电阻	
600.0	Ω、6.000	k	Ω、60.00	k	Ω、
600.0	k	Ω、6.000	M	Ω、40.00	

M	Ω	
0.9	%	+	1	

电容	
1000	nF、10.00	µF、100.0	

µF、9999	µF	
100	µF至 1000	µF，>	1000	µF	

1.9	%	+	2	

Lo-Z 电容	 1	nF 至 500	µF	 10	%	+	2，典型值	

温度 (K型 )	
-4	0	℃	至 400	℃		(-40	℉至 752	

℉ )	
1	%	+	10	(1	%	+	18)	

交流µA，
真有效值 (45	Hz 至 500	
Hz)	

600.0	µA	 1.5	%	+	3	(2.5	%	+	3	>	500	Hz)	

直流µA	 600.0	µA	 1.0	%	+	2	

频率	
99.99	Hz、999.9	Hz、9.999	

Hz、50.00	kHz	
0.1	%	+	2	

PLC I/O mA

4-20 mA

0.01 mA 0.2 %

mA

1

F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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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纤维绝

陶瓷纤维绝

温湿湿度巡检系统统专用中文软软件

符合合《JJF11011-2003环境境试验设备温温度、湿度校校准规范》

• 宽大

• 通用

• 22

• 三种

• 冷端

• 测量

• RT

• 热电

• 热敏

• 直流

• 内部

• 前面

• 数据

• CA

大、彩色TFD显

用输入接线盒

路模拟输入通道

种配置选择22/4

端温度补偿

量热电偶、热电

TD精度± 0.02 ℃

电偶精度± 0.5 ℃

敏电阻精度± 0.0

流电压基本测量

部存储器可保存

面板U 盘接口

据安全保护功能

AT II 300V 输入

示屏

道

44/66 通道 

电阻、热敏电阻、

℃

℃ ( 使用内置接

002 ℃

量准确度0.0024%

存75000个扫描数

能

安全等级

直流电压、电流

接线模块及内部补

%

数据/1000个设置文

流和电阻

补偿)

文件

• 湿度

• 温度

• 精度

• 湿度

• 温度

• 湿度

• 直径

• 长度

度工作范围 0…

度工作范围

 -50

度 ± 0.8%rh / ± 

度传感器 Hygro

度传感器 Pt100

度学参数计算 

径 15mm 

度 85mm标准 、

… 100% rh

… 100 ° C标准

0.1 ℃

omer® IN-1

0,

、250mm高温

、200 ° C高温

高性

高性

标准

性能热电偶探

性能铂电阻探

准、高温温湿

探头 

探头 

湿度探头 

• 标称

• 提供

• 温度

称电阻100.00 ±0

供2线、3线和4线

度范围(取决于所

0.06 Ω

线结构

所使用的电缆)：

特氟龙-200 ~ 260ºC，玻璃纤维维-200 ~ 450ºC

• 高精

• 特征

精度100 Ω"A"级

征参数α= 0.003

级铂电阻，符合IE

85 Ω/Ω/ºC

EC751标准

• 耐高

• 外覆

• 外覆

高温J、K、E或N

覆Inc600编织层

覆不锈钢编织层

N型热电偶

层

缘

层

缘

缘层，耐温1038°

缘层，耐温482°C

°C

C

26338A/Thcal多多路温湿度巡巡检系统

、温

温培

水泥

设备

记录

校准

算功

2638A/Thc
温湿度设备的

培养箱、恒温

泥养护箱、冰

备的温湿度参

Fluke 2638
录数据，进行

应用Thcal-
准自动化，自

如果温湿度

功能进行修正

cal 多路温湿

的温湿场的分

温水浴锅、高

冰箱、冷藏库

参数的检定和

8A作为多路温

行运算、统计

DT2600 多路

自动保存原始

度传感器参数

正，或用系统

湿度巡检系统

分布和变化，

高低温试验箱

库、压力蒸汽锅

校准。

温湿度巡检仪

计、趋势绘图

路温湿度巡检

始记录，生成

数出现偏差，

统软件进行修

统自动巡检与记

实现对如恒温

、老化试验箱

锅、箱式电阻

仪可以独立使

，数据下载，

检系统软件，

符合校准规范

可以直接应用

正。

记录各种温度

温恒湿箱、恒

箱、干燥箱、

阻炉等温湿度

使用，监测、

，生成报表。

实现巡检、

范的报告。

用巡检仪的运

度

恒

、

度

。

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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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定

检定

PTCal温度检定中 件

1586A高精 仪

定

定

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精 仪

件

热阻、热偶检定系统类型、构成：

参考端零点器

1586A/PTCal
热电阻、热电偶自动检定系统

独立工作的仪器仪表 

优异的仪器、设备性能

热阻、热偶检定系统性能、特征：

全面符合《JJG229-2010工业铂、铜热电阻检定规程》、《JJF1637-2017廉金属热电偶校准规范》
实现对热电阻、热电偶的自动检定。

系统中每一台设备或者仪器都可以独立操作和控制，独立完成相应的测试，不需要增加额外的温控、

扫描开关、转换开关、接线台等。

系统中的每一台仪器及设备都性能优异、质量可靠。

ZCTF高性能热偶检定炉
• 内置双区温控，独立操作，更准更稳更快

• 炉温范围 300℃-1200℃

• 设定点准确度± 5 ℃，显示分辨率 0.1 ℃

• 稳定时间 2个小时 (从室温到 1200 ℃)

• 稳定性±0.2 ℃（30 分钟内）

• 径向均匀性径向 14mm半径范围两点温差≤0.25 ℃

• 轴向均匀性轴向 30mm内任意两点温差≤0.4 ℃

• USB、RS-232 接口可使用电脑控制，实现自动校准

ZCTB系列校准恒温槽
• 独特的加热和温控技术

• 优异的稳定性和均匀性

• 过温过压双重保护，安全可靠

• 温度范围-45℃/ -25℃至 150℃，35℃ 至 95℃/300℃

• 稳定性和均匀性±0.007℃ @ 100℃

• USB、RS-232 接口可使用电脑控制，实现自动校准

ZCDW参考端零点器

• 便携式冰点参考

• 就绪指示灯

• 固态制冷技术

• 易于重新校准，实现长期可靠性

• 温度范围 0℃

• 准确度±0.05℃

• 稳定性±0.005℃

• 稳定时间 25min

• 井深和插块直径 200mm*6.35mm, 
200mm*7.11mm

PTCaL校准软件：
• 全面满足检定规程要求

• 自动控制热源

• 自动保存原始记录

• 自动生成检校报告

• 自动给出不确定度



欢迎迎咨询以以下产品品

    

蒸汽质质量测试系统统

用于

非凝

纯蒸

简单

纯蒸

收集

于测量： 

凝结气体、过

蒸汽质量（取

单易用，依据

蒸汽取样冷凝

集纯蒸汽冷凝

过热度、干度

取样）。 

据欧盟EN 285
凝器的设计满

凝水进行细菌

度值； 

5标准；

满足灭菌要求

菌热源测试。

；

自动压力校准控制器

量程：-100kPa至 7 MPa
精度：0.02%满量程

便携式压力校验仪

量程：-7kPa至 7KPa、2MPa
精度：0.025%满量程

微差压校准

量程：2500Pa、2.5kPa
精度：0.3%、0.2%满量程

压力比较泵

气压压力范围从 90%真空至 2MPa
液压压力范围至 70MPa



www.zhice-elec.com  

销售热线：400 189 8661   

服务热线：400 189 0661

合肥智测电子有限公司

合肥市高新区香樟大道 168号科技实业园 D7栋

上海智与懋检测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漕宝路 103号自动化仪表城 1206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