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运输，安全保障
testo184冷链数据记录仪：医药运输环境监测和数据存档

www.testo.com.cn

testo 184

High-tech from the Black Forest.
来自德国黑森林的高科技： 60多年的测量技术领域的成功经验：植根于黑森林的全球化公司

60年来，Testo以创造新的测量解决方案而闻名于世。做为全球
便携式测量技术市场的领导者之一，我们已帮助了近65万家企
业用户来节省时间和资源，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以及提高产
品和服务质量。
我们总部位于德国黑森林地区的Lenzkirch. 多年来，Testo做为
一家全球化公司，一直保持着良好的、持续发展状态。目前，
我们在全球拥有约2600名员工，分布在全球的32个子公司和超
过80家的零售伙伴。

子公司
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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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化：运输途中的每一步
更多的可控性：敏感药物运输过程

药物运输过程中，清晰地定义了环境的温度和湿度的极限值，并
遵从：无缝衔接和连续记录的要求。一旦超出设定的限值，将会
对活性物质和药物成分，造成不可逆的损坏。
testo 184 数据记录仪能够帮助你监测冷链中的每一步，使冷链
过程有据可循。无论是铁路运输、空运、海运还是公路运输，都
能时刻监测敏感药物的运输温度。
抵达目的地后，你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是否有超限值的温度记
录。要获得更多详细信息，以及自动快速生成PDF格式的数据
报告，你需要做的只是：连接电脑的USB接口。

制药公司

运输

制药公司分销中心

批发商

运输

药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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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o 184

安全监测
温度/湿度
testo 184 记录仪一览

testo 184 T1

testo 184 T2

testo 184 T3

订货号

0572 1841

0572 1842

0572 1843

传感器

内置NTC

内置NTC

内置NTC

–

–

使用时间

90 days

150 days

可重复使用

电池寿命

–

–

500天
(在+25 ℃时，测量周期15分钟)

-35 ~ +70 °C

-35 ~ +70 °C

-35 ~ +70 °C

可更换电池

量程
分辨力
精度

储存温度

0.1 °C

0.1 °C

0.1 °C

± 0.5 °C

± 0.5 °C

± 0.5 °C

-55 ~ +70 °C

-55 ~ +70 °C

-55 ~ +70 °C

测量速率

1 min – 24 h

1 min – 24 h

1 min – 24 h

存储容量

16,000个数据

40,000个数据

40,000个数据

防护等级

IP67

IP67

IP67

报警指示

LED

LED和显示屏

LED和显示屏

NFC读取
自动PDF报告
ISO 17025 可溯源的温度标定证书
EN 12830认证
HACCP认证
与testo ComSoft CFR 21 Part 11
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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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TO
-80 °C

testo 184 T4

testo 184 H1

testo 184 G1

0572 1844

0572 1845

0572 1846

内置Pt1000

内置温度和湿度

内置温度和湿度温度/湿度/震动

可重复使用

可重复使用

可重复使用

100天
(在-80 ℃时，测量周期15分钟)

500天
(在+25 ℃时，测量周期15分钟)

120天
(在+25 ℃时，测量周期15分钟)

-80 ~ +70 °C

-20 ~ +70 °C,
0 ~ 100% RH

-20 ~ +70 °C,
0 ~ 100% RH / 0 ~ 27 g

0.1 °C

0.1 °C / 0.1% RH

0.1 °C / 0.1% RH / 0.1 g

± 0.8 °C (-80 ~ -35.1 °C)
± 0.5 °C (-35 ~ +70 °C)

± 0.5 °C (0 ~ +70 °C)
± 0.8 °C (-20 ~ 0 °C)
±1.8 %RH + 3%测量值，
在25 °C，( 5 ~ 80%RH) 湿度范围
±0.03 %RH/K (0 ~ 60 °C)

± 0.5 °C (0 ~ +70 °C)
± 0.8 °C (-20 ~ 0 °C)
±1.8 %RH + 3%测量值，
在25 °C，( 5 ~ 80%RH) 湿度范围
±0.03 %RH/K (0 ~ 60 °C)
±0.1 g + 5 %测量值

-80 ~ +70 °C

-55 ~ +70 °C

-55 ~ +70 °C

1 min – 24 h

1 min – 24 h

1 min – 24 h

40,000个数据

64,000个数据

64,000 测量值 (温度和湿度)；
1,000 测量值 (震动)

IP67

IP30

IP30

LED

LED和显示屏

LED和显示屏

–

–

–

–

5

testo 184

合适的软件，完美的加法
简单、易用、直观
ComSoft 专业版和ComSoft CFR版

监控要求

真实性：电子记录数据的使用者以及管理者必须诚实可信。

经过FDA监测的企业的产品，尤其是药品、化学品以及食品都将

完整性：电子文档必须清楚记录操作过程以供参考。所有操作过

受到严格的数据监测及跟踪。FDA将严格保证记录数据的准确性

程中产生的变化都应作记录。

并长期保存操作过程产生变化的数据。FDA关于电子记录以及电

认可性：电子文档中必须包含电子签名，电子签名必须清楚显示

子签名方面的相关规定在21CFR中具有描述。

负责人名称。

6

药品运输相关法规
概述：药品运输的重要标准，包含WHO相关指南、GDP相关指南以及FDA 21CFR 11部分法规

欧盟药品法规-2013/C 343/01”GDP 指南”

FDA 21CFR第11部分法规

与GxP相关环境，尤其是高要求的环境，都被放在企业的质量管

FDA 21CFR第11部分法规，又简称第11部分，是基于EU GMP

理中，GMP或GLP以及GDP《药品良好分销规范》，都扮演着

附录11而建立的，主要提供电子记录和电子签名的规范要求。

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分销是医疗增值链和药品直接的必要环节。

使用testo 184记录仪，配合可验证的ComSoft 21CFR11软件，

今天，分销网络变得越来越复杂，不同的服务供应商数量在日益

可以提供人员接入权限，带时间戳的审计追踪以及电子签名，这

增加。遵从EU-GDP指南保证分销链的可控、持续的质量改进和

也就以为着遵从21CFR11部分的法规要求。

医药产品的完整性。您有了testo184数据记录仪，GDP的遵从
工作将不成问题。

WHO TRS-961-附9
该指南阐述了时间和温度敏感性药品(TTSPPs) 安全存储和分销

ISO 9001

的基本要求。它是以现行法规和最佳实践指南为基础，其拥有

ISO 9001是最重要的质量管理体系的国际标准，它是保证产

广泛的国际资源并优先接收当地法规和条例的持续监管。目标

品和过程的框架条件，必须遵从相关法规的要求。就此而言，

受众包含监管者、医药物流从业者、制药行业专业人员、政府

必须充分了解过程中涉及供应商的专业质量保证能力。Testo

和国际机构。

SE&Co,KGaA,是具有ISO9001认证的公司，完全遵从相应的要
求，确保标准的执行并通过内部审计和公认的外部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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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o 184

testo 184 优点一览

报警一目了然
看一眼显示屏或者LED指示灯即可知道是否在运输
过程中出现超差报警值。

一键启动/一键停止
testo 184 操作直观，不需要特别的培训或者专业
知识即可使用。按“开始”键启动，按“结束”
键中止。

USB读取数据/无需连线
无需额外的接口和连接线，只需把记录仪插入电脑
USB口中，即可对仪器进行设置或导出报告。

即插即用
在每台 testo 184 中，都存有一个设置文件，即便
是初次都会操作 – 无需下载、无需安装、无需接
口、无需额外购买。

仪器真实尺寸
无需安装额外软件
无需下载和安装软件，testo 184 就能可靠的工
作。所以，不会因为防火墙或杀毒软件而引起的IT
问题。仪器亦可连接Comsoft Prof软件和Comsoft
CFR软件对数据进行详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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