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线测量全面解决方案

―验证、巡检、校准

无线温度记录仪

无线温湿度记录仪

无线温度压力记录仪

灭菌温度验证系统

环境试验设备温湿度校准系统

温湿度、压力多参数监测系统

无线记录仪校准恒温槽

温湿度验证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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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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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C01TS 无线温度记录仪

特性：

高准确度；

高容量电池 ；

灵活多样的温度探针；

安全高压防水设计；

全面的应用程序选择；

可设置采样速率、开始、延迟及停止功能。

应用：

• 蒸汽灭菌验证

• 巴氏灭菌验证

• 烘箱灭菌验证

• 胶塞清洗机验证

• 稳定性试验箱监测

• 恒温箱温度监测

• 冰箱、冷库温度监测

技术指标：

尺寸(mm)
记录仪：38 直径 X21 高，探针可定制。ZC01TS-P 短探针：3 直径 X6 高；

ZC01TS-SP 软探针：2 直径 X248 高；ZC01TS-HP 硬探针：3 直径 X120 高。

材料 316L 不锈钢、PEEK（完全食品级）。

量程范围（承压范围） -40°C ～140 °C (up to 10 bar)。

分辨率 0.01°C。

精度 ± 0.1 °C（校准范围：-20°C ～140 °C或-20°C ～140 °C）。

数据存储 60,000 组。

采样速率 可设定，间隔以 1 秒递进。

电池寿命 约可采集 3,000,000 组数据，使用环境等对电池寿命均有影响。

通讯适配器 单路、多路。

通讯接口 USB。

保修 2 年。

订购信息：

ZC01TS 圆盘型无线温度记录仪

ZC01TS-P 短探针型无线温度记录仪

ZC01TS-SP 软探针型无线温度记录仪

ZC01TS-HP 硬探针型无线温度记录仪

ZCLOG-IF01 单路或 8 路通讯适配器

ZCLOG CASE 防护携带箱

校准证书

无线温度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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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CLOG 

®

ZC01TS 无线低温记录仪

特性：

高准确度；

高容量电池 ；

灵活多样的温度探针；

安全高压防水设计；

全面的应用程序选择；

可设置采样速率、开始、延迟及停止功能。

应用：

• 冻干机温度验证

• 冰箱、冷库温度监测

• 蒸汽灭菌验证

• 低温容器

• 稳定性试验箱

• 恒温箱温度监测

技术指标：

尺寸(mm) 41 直径 X28 高。

材料 316L 不锈钢、PEEK（完全食品级）。

量程范围（承压范围） -80°C ～140 °C (up to 10 bar)。

分辨率 0.01°C。

精度 ± 0.1 °C（校准范围：-80°C ～140 °C）。

数据存储 60,000 组。

采样速率 可设定，间隔以 1 秒递进。

电池寿命 约可采集 3,000,000 组数据，使用环境等对电池寿命均有影响。

通讯适配器 单路、多路。

通讯接口 USB。

保修 2 年．

订购信息：

ZC01TS-LT 圆盘型无线低温记录仪

ZCLOG-IF01 单路或 8 路通讯适配器

ZCLOG CASE 防护携带箱

校准证书

无线低温温度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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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C01TPS 无线温度压力记录仪

特性：

高准确度；

高容量电池 ；

安全高压防水设计；

全面的应用程序选择；

可设置采样速率、开始、延迟及停止功能。

应用：

• 灭菌和消毒过程的监测

• 环境温度和压力的监测

• 蒸汽灭菌柜压力控制的监测

• 灭菌过程中包装内部压力的监测

尺寸(mm)
记录仪：38 直径 X56 高。

温度探针：3 直径 X20 高；1/4NPT 外螺纹压力接口。

材料 316L 不锈钢（完全食品级）。

量程范围 -20°C ～140 °C；0～5 bar绝压。

分辨率 0.01°C；1mba。

精度 ± 0.1 °C（校准范围：-20°C ～140 °C）；±10mba

数据存储 60,000 组。

采样速率 可设定，间隔以 1 秒递进。

电池寿命 约可采集 3,000,000 组数据，使用环境等对电池寿命均有影响。

通讯适配器 单路、多路。

通讯接口 USB。

保修 2 年．

订购信息：

ZC01TPS 无线温度压力记录仪

ZCLOG-IF01 单路或 8 路通讯适配器

ZCLOG CASE 防护携带箱

高压压灭菌器温温度和压力验验证记录仪仪
  

ZCLOG 

校准证书



Interface
Communication

应用领域

医疗保健

制药 

牙医

食品

实验室

  

ZCLOG 

®

ZC01THS 无线温湿度记录仪

特性：

高准确度；

高容量电池 ；

不锈钢过滤器；

全面的应用程序选择；

可设置采样速率、开始、延迟及停止功能。

应用：

• 恒温恒湿箱监测

• 稳定性试验箱监测

• 高低温试验箱监测

• 环境试验箱监测

• 仓库环境温湿度监测

技术指标：

尺寸(mm) 38 直径 X28 高；湿度探头：32 直径 X18 高。

材料 316L 不锈钢、PEEK（完全食品级）。

量程范围 -40°C ～125 °C，0～100%RH。

分辨率 0.01°C,0.1%RH

精度 ± 0.3 °C，±1.8%RH。

数据存储 60,000 组。

采样速率 可设定，间隔以 1 秒递进。

电池寿命 约可采集 3,000,000 组数据，使用环境等对电池寿命均有影响。

通讯适配器 单路、多路。

通讯接口 USB。

保修 2 年．

订购信息：

ZC01THS 无线温湿度记录仪

ZCLOG-IF01 单路或 8 路通讯适配器

ZCLOG CASE 防护携带箱

校准证书

无线温湿度记录仪

ZCLOG-IF01
无线记录仪通讯适配器

特性：无线记录仪通讯适配器，有单路和 8 路，分别可设置

或下载 1 个或 1-8 个探头，便携设计，适合现场、台式应用。

性能指标：

尺寸：单路(35×68×109mm)、8 路(35×134×259mm)。

供电方式：USB。

通讯接口：USB。

工作指示：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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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购信息：

ZC01TS 圆盘型无线温度记录仪

ZC01TS-P 短探针型无线温度记录仪

ZC01TS-SP 软探针型无线温度记录仪

ZC01TS-HP 硬探针型无线温度记录仪

ZC01TPS 无线温度压力记录仪

ZCLOG-IF01 单路或 8 路通讯适配器

ZCLOG Validation 灭菌温度验证系统软件

ZCLOG CASE 防护携带箱

校准证书

ZCLOG VS
无线灭菌温度验证系统

特性：

高准确度、安全高压防水、食品级设计；

满足药品、食品等生产企业的设备及工艺验证需求；

满足生物工程、医疗领域的灭菌验证要求；

验证软件具有对记录仪自动校准功能；

验证软件完全符合 FDA 21 CFR Part 11要求；

验证软件具有数据采集、分析、生成报表等强大功能。

应用：

无线验证系统广泛应用于制药、生物、食品、运输、医疗行业，

GMP：蒸汽灭菌柜验证/水浴灭菌柜验证/胶塞清洗机验证/铝盖清洗机验证

冻干机验证/深冷冰箱验证/恒温恒湿箱验证/稳定性培养箱验证；

GSP：冷库验证/冷藏车验证/冷藏箱(保温箱)验证/阴凉库(常温库)验证；

生物：搅拌发酵罐验证/培养罐验证/工艺开发数据；

食品：巴氏灭菌验证/旋转冷冻机验证/鼓风冷冻机验证/冷藏室验证；

运输：冷链过程跟踪/车厢温度检测；

医疗：高温灭菌检测/蒸汽灭菌检测/医疗用品检测。

无线灭菌温度验证分析软件

ZCLOG VA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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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实现对如恒温恒湿箱、恒温培养箱、 

恒温水浴锅、高低温试验箱、老化 

试验箱、干燥箱、冰箱、冷藏库、 

压力蒸汽锅、箱式电阻炉等设备的 

温湿度参数的检定和校准。 

 

®

THCal 
环境试验设备温湿度校准软件

THCal,温湿度校准软件实现巡检、校准自动化，自动保存原始记录，自动统计运算，生成符合校准规范

的报告，实现对环境试验设备的温湿度参数的检定和校准。 

订购信息：

ZC01TS 圆盘型无线温度记录仪

ZC01THS 无线温湿度记录仪

ZCLOG-IF01 单路或 8 路通讯适配器

ZCLOG THCal 环境试验设备温湿度校准系统软件

ZCLOG CASE 防护携带箱

校准证书

特性：

高准确度；

自动记录数据、运算、统计；

自动生成并保存原始记录；

生成符合校准规范的报告；

符合《JJF1101-2003 环境试验设备温度、湿度校准规范》。

ZCLOG THCal
环境试验设备温湿度校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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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Q 
多参数数据记录软件

 

    DAQ 数据记录软件，实时监测、记录数据，进行运算、统计，数据变化趋势绘图、下载数据生成报表。 

ZCLOG
温湿度、压力多参数监测系统

订购信息：

ZC01TS 圆盘型无线温度记录仪

ZC01THS 无线温湿度记录仪

ZC01TPS 无线温度压力记录仪

ZCLOG-IF01 单路或 8 路通讯适配器

ZCLOG DAQ 数据采集记录统软件

ZCLOG CASE 防护携带箱

校准证书

特性：

高准确度；

自动记录数据、运算、统计；

自动记录趋势绘图；

记录数据和图形可下载生成 Excel 文件。

D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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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问多个设备上的数据

邮件提醒

温湿度记录仪 298/298WiFi

298WiFi使用最新的WiFi无线技术。

远程记录数据，是性价比高的温湿度监测系统。

数据通过WiFi

发送到路由器

298监测分析软件

记录和分析温湿度数据，提供管理信息；

显示多达 32条记录趋势图，颜色用户可选；

所有文件都可以缩略图图标，便于识别；

可设置采集时间隔率(0.1到 330分钟)；

可与 PC机通信同步，实时时钟；

应用：

GSP温湿度验证；

仓库环境温湿度监测；

生产车间温湿度监测；

暖通温湿度监测。

简单易用的软件使 298WiFi系统完美应用于环境监测、分析

通过互联网访问远程温湿度数据；

可设置高/低报警。

技术指标：

温度范围：-20~85℃；

湿度范围：0~100 %RH；

分辨率：0.1℃/℉、0.1%RH；

准确度：±0.3℃、±1.8%RH(0~80%RH)；

存储：2X9000个读数；

采样间隔：0.1~300min；

性能特征：

LCD屏显；

显示温湿度值、WiFi状态、最大/最小值、报警和电池寿命；

最多记录 18000个读数(每个传感器记录 9000个读数)；

红色和绿色 LED状态指示；

闪烁的绿色 LED表示记录器处于活动记录状态；

闪烁的红色 LED表示您定制的预置警报已经超过；

USB接口；

电池供电；

当超过警报限制时，电子邮件向用户发出警报；

通过互联网访问远程温湿度数据；

可设置高/低报警。



恒温槽

ZCTB系列

技术指标

型号 ZCTB-300DHZCTB-20DLZCT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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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72112 x172112 x172 112 x172

液位高度

（mm）
457457457 457

外形尺寸

（mm）
787x375x1090787x375x1090787x375x1090 787x375x1090

容积 16L16L16L 16L

功耗 8A7A8A 8A

计算机接口 USB、RS232USB、RS232USB、RS232 USB、RS232

电源 220VAC、50Hz220VAC、50Hz220VAC、50Hz 220VAC、50Hz

制冷剂 无R134aR507 无

重量 33Kg47Kg48Kg 33Kg

订购信息：

ZCTB 校准恒温槽

1551A 棒式标准温度计

1552A 棒式标准温度计

无线记录仪校准支架

校准证书

功能和特点：

中文菜单，操作简单

优异的稳定性和均匀性

过温过压双重保护，安全可靠

内置8个温度预设点，使用方便

RS-232、USB 接口可使用电脑控制，实现自动校准



多路温度验证系统

销售热线：400 189 8661   

服务热线：400 189 0661

www.zhice-el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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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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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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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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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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