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间和楼宇内的良好气候条件是确保人体健康与舒适的基本前提

条件，也是私人空间和工作场所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是，只有遵

守特定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极限值，才能确定室内空气和气候是

否感觉愉快和舒适。这不仅仅适用于人体，举例来说，在博物馆

和档案馆，艺术和文化宝藏也受到恒定室内环境的保护；在实验

室，过滤空气提供最佳的研究条件。作为一名通风和空调专家，

您的责任重大。

testo测量技术为通风和空调专家、设施管理人员、评估师或能效

顾问提供有力的支持。利用testo测量仪器，您可以快速、高效、

安全地测量各种参数，如温度、湿度、空气流速、CO2、CO、

光照度、噪声和转速等。您能够可靠地计算体积流量和露点，测

试管道和输出口中的通风和空调系统；利用testo的辅助风管，

现在甚至可以在涡流出口位置进行精确的测量。您可以随时根据

需要在现场生成清晰的结果分析和测试报告。得益于丰富的配件

和专业定制的软件，您可以自定义testo测量仪器，以满足您的

特定要求。

适用于通风和空调专业人员的测量解决方案

对于暖通空调、舒适度和室内空气品质等测量应用，testo测量设备是您的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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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原理

热线式、叶轮式、皮托管风速/风量测量原理

测量影响因素：

   气流压力

   气流温度

   湿度

热线式风速探头

测量影响因素：

   气流密度

   气流温度

   气流湿度

   大气压

皮托管

测量影响因素：

   气体杂质

叶轮式风速探头

热线式风速探头的测量原理：将通电加热后的金属丝置于气流中，气体流动

将带走部分热量。通过改变加热的电流维持金属丝温度不变。气流速度越大

，带走的热量就越多，维持金属丝温度不变所需的电流也就越大，加热所需

电流与风速值直接相关。通过测量所需电流值即可计算出风速值。

需要注意的是：当热线探头被置于紊流气流中，由于金属丝热量从各个方向

上被带走，容易造成所测的风速值较叶轮风速仪偏大。这种偏差在风道中尤

其明显。视风道的设计不同，即使在低风速情况下也可能出现紊流。

叶轮式风速探头的测量原理：气流通过叶轮，使叶轮产生转动。同时，置于

探头前端的感应式接近传感器对叶轮的转动“计数”，并产生一个脉冲信号

给测量仪器，测量仪器接收到该信号并经过处理后，将其转换为风速值。

需要注意的是：大直径叶轮风速仪（Φ60mm, Φ100mm）适合测量中低风

速的紊流（例如出风口）。小直径叶轮风速仪适合测量风道截面积大于100

倍探头受影响截面积的情况，在这一点上，16mm叶轮探头已被证明具有优

异的质量，并能经受住风速高达60m/s的工况。

皮托管测量风速的原理：皮托管由一个圆头的双层套管组成，在静压管侧表

面沿周向均匀地开一排与外管壁垂直的静压孔，静压管另一端（“-”端）

连接差压计一头。另外，在总压管前端处开一与内套管相连的总压孔，总压

管另一端（“+”端）连接差压计另一头。气流通过皮托管，通过差压计测

量静压、总压值，并根据它们与气体流速的数学关系计算得出风速值。

需要注意的是：和热线风速探头一样，皮托管也容易受紊流的影响。因此，

在使用皮托管测量时，应保证自由的进、出口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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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原理

风速测量点/截面选取

遵循标准
EN 12599   建筑物通风.安装通风和空调系统的试验规程和测量方法

GB 50243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矩形横截面格栅选取测量点
   将矩形截面分为若干个等面积的小矩形。

   取每个小矩形的中心为测量点。

   当气流流场均匀分布时，通过少量几个测量点即可获得具有代表性的结

   果。而如果横截面上各处风速差异较大，则需增加测量点的数量。

   取多点风速的平均值，乘以截面积得到实际风量。

=  

首先计算出管道的水力直径 ：

：  

：
 

圆形横截面格栅选取测量点
   在圆形截面上，过中心画2条互相垂直的中心轴。

   将截面分为若干个面积相等的圆环。

   在每个圆环与中心轴交点上取测量点。

   对所有风速测量点取算术平均值，得出平均风速。

   平均风速乘以管道截面积，得出实际风量。

中心轴

选取测量截面

计算风量

=  

：

：

：

风量（m3/h）

平均风速值（m/s）

横截面面积（m2） 例：横截面面积A为0.5 m2，平均风速为4m/s时，计算风量为7200m3/h。

管道截面积

管道截面周长

测量截面应距局部阻力管件（变径、三通或拐弯处）

上游至少6倍水力直径位置，或下游至少2倍水力直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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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原理

温度测量原理

用于测量物体温度的基本方法主要分两种：接触式测量及非接触式测量。接触

式测量顾名思义即指通过接触/插入/浸入的方式测量物体或环境温度；非接触

式测量主要指通过红外方式测量物体的表面温度及测量场合的环境温度。

热电偶

热电偶的测温原理是基于热电效应。将两种不同导体或半导体连接成闭合回路，当两个接点处的温度不同时，回路中将产生热电势，这种现象

即为热电效应。热电偶传感器可分为“K”型、“J”型和“T”型，每种型号都有其自身与精度相关特性及量程。

热电阻PT100

PT100温度传感器又叫做铂热电阻，它是基于电阻的热效应进行温度测量的，主要适用于中低温区测量。当PT100温度为0℃时，它的阻值

为100欧姆，在100℃时它的阻值约为138.5欧姆。

热敏电阻（NTC）

热敏电阻（NTC）是指随温度上升，电阻呈指数关系减小、具有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现象和材料。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的精度可达到0.1℃，感

温时间可少至10s以下。

1.热电偶测温范围宽，性能比较稳定，结构简单，动态响应好。

2.热电阻测温范围小，精度高，稳定性好，具有一定的非线性，温度越高电阻变化率越小；其中，PT100铂电阻测量精度高，不仅被广泛应用

于工业测温，还被制成标准的基准仪。

根据测量要求的不同，选择不同量程的传感器；传感器的量程越宽，适用范围越大。

典型接触式测量的应用：
   具有高热融了的物体-金属

   具有光滑表面的物体-抛光钢板/抛光加热管

温度传感器分类

总结

温度探头选型推荐

热敏电阻 电阻传感器 热电偶

传感器 温度范围 等级 最大公差

绝对偏差 相对偏差

热电偶
Type K

-40 to+1200℃
-40 to+1000℃
-40 to+350℃
-40 to+750℃

-100 to+200℃
-200 to+600℃
-50 to-25.1℃
-25 to+74.9℃
+75 to+150℃
-30 to-20.1℃

-20 to 0℃
+0.1 to+75℃

+75.1 to+275℃

2
1
1
1
B
A

-

-

-℃

±2.5℃
±1.5℃
±0.5℃
±1.5℃
±（0.3+0.005·ItI）
±（0.15+0.002·ItI）
±0.4℃
±0.2℃
±0.5% of reading
±1℃
±0.6℃
±0.5℃
±0.5℃ ±0.5% of reading

±0.0075·ItI
±0.004·ItI
±0.001·ItI
±0.004·ItI

Type T
Type J

PT100

NTC
(标准)

NTC
(高温)

t=测量温度

精度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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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原理

湿度测量原理

绝对湿度（单位：g/m3）
绝对湿度是指一定体积的空气中含有的水蒸气的质量。绝对湿度的最大限度是饱和状态下的最高湿度。绝对湿度只有和温度一起才有意义，因

为空气中能够含有的湿度的量随温度而变化，在不同的温度中绝对湿度也不同，因为随着温度的变化空气的体积也要发生变化。但绝对湿度越靠

近最高湿度，它随温度的变化就越小。

相对湿度 （单位：%RH）
相对湿度是指某湿空气中所含水蒸气的质量与同温度和气压下饱和空气中所含水蒸气的质量之比，这个比值用百分数表示。

干湿球温度 （单位：℃,
湿球温度是指某一状态下的空气同湿球温度表的湿润球部接触，发生绝热热湿交换，使其达到饱和状态时的温度。周围空气的饱和差愈大，湿

球温度表上发生的蒸发愈强，而其湿度也就愈低。根据干、湿球温度的差值，可以确定空气的相对湿度。

比湿（单位：g/kg）
比湿是指在一团湿空气中，水汽的质量与该团空气总质量（水汽质量加上干空气质量）的比值。若湿空气与外界无质量交换，且无相变，则比

湿保持不变。

露点（单位：℃td）
露点温度是指在固定气压之下，空气中所含的气态水达到饱和而凝结成液态水所需要降至的温度。压缩空气冷却时，相对湿度便增加，当温度

继续下降到相对湿度达100%时，便有水滴从压缩空气中析出，这时的温度就是压缩空气的“压力露点”。

水蒸气分压力（单位：mbar, hPa）
水蒸气分压力是指湿空气中，水蒸气单独占有湿空气的容积，并具有与湿空气相同的温度时，所产生的压力。空气中水蒸气分压愈大，水分含

量就愈高。

焓值（单位：kj/kg干空气）
空气的焓值是指空气所含有的绝热量，通常以干空气的单位质量为基准。湿空气焓值等于1kg干空气的焓值与dkg水蒸气焓值之和。

焓湿图
含湿量d（g/kg干空气）

含湿量d（g/kg干空气）

水蒸气分压力

电容式湿度传感器，即使在高温环境下

也能从容应对。

特点：

   工作温度达+ 180℃

   露点温度从-50℃ ~ +100℃

   在极端条件下实现长期测量

   高湿度环境下(>95%RH)的精确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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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国家标准数据

室内二氧化碳及照度测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13规定了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居住、公共和工业建筑的一般照度标准值。

 

照度标准值（lx）

100

300宜用混合照明

150

300

300

300

200

300

500

50

50

200

300应另加局部照明

500应另加局部照明 

参考平面及其高度

0.75m水平面

0.75m水平面

0.75m餐桌面

0.75m水平面

0.75m水平面

0.75m水平面

0.75m水平面

课桌面

黑板面

地面

地面

0.75m水平面

0.75m水平面

0.75m水平面 

房间（场所）

居住建筑起居室（一般活动)

居住建筑起居室（书写阅读）

居住建筑餐厅

图书馆一般阅览室

办公建筑普通办公室

一般超市营业厅

医院候诊室、挂号厅

学校教室

学校教室黑板

公用场所普通走廊、流动区域

公用场所自动扶梯

工业建筑机械加工粗加工

工业建筑机械加工一般加工公差≥0.1mm

工业建筑机械加工精密加工公差<0.1mm 





应用全面丰富:
清晰的结构化测量菜单，应用于风量、K系数、紊流度、制热/制冷输

出功率、霉变指示和长期在线等测量。

显示清晰简洁:
只需在仪器内即可查看所有关键测量信息。

平行显示多行测量参数；测量配置、结果一目了然。

连接灵活可变:
全新的蓝牙和有线的组合式数字探头，并支持连接既有智能探头和模

拟探头。

组合以一“盖”全:
只需一只探头手柄，即可组合全部混合探头。

使用可靠省心:
内置存储支持最多7500组测量协议，Micro USB数据输出，可选无线

打印机，AA电池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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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联通用型测量仪 - testo 440

以简，驭繁

您已来到测量的新时代：全新的环境多功能测量仪t est o 440集合了紧凑小巧的身形、直观易懂的菜单、全面广泛的探头等特性。仅需一台

仪器，即可完成通风空调系统的全部测量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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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application 

10:09 AM 

Volume Flow 

Funnel Volume Flow 

Pitot Volume Flow 

K-Factor Volume Flow

Heating/Cooling Load 

Mold Indication 

Draft Rate 

Logger Mode 

10:09 

选择应用 

体积风量测量 

风口测量 

皮托管测量  

K系数，体积流量 

制热/制冷评估  

霉变指示 

紊流度测量 

长期测量 

德图多功能测量仪器

全面丰富的测量应用

轻松完成任何测量任务

立足于多年研发尖端测量科技的经验，我们深知您需要怎样的仪器去完成例行工作。因此，我们在全新 t est o 440 上带来了空调通风系统的测

量应用，这将使您的测量任务更快速、便捷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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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可变的探头连接

全新的探头搭配理念，应用更广

test o 440 可同时连接1个有线直连探头，1个蓝牙探头，1个热偶探

头蓝牙和有线手柄可“随意”切换，实现“双联”制。

有线直连探头
传统式测量探头，手柄+传感器一体式

分离式探头
test o 440 新概念测量探头，手柄+适配器+延长杆+探头

探头适配器

风速探头和延长杆必须使用适配器，与手柄连接。

其余探头无需使用适配器，即可与手柄连接。

仅需几秒，即可完成探头手柄和探头（或探头适配器）的连接。



Be sure. 19 

testo 440 标准有线检测套装

testo 440 热线风速套装
热线风速探头，有线，含温湿度、
绝压传感器
测量范匪0-30m/s -20-+ 70宅

+ 700 ~ + 1100 hPa
精度： 土(0.03m/s+4％测量值）

(0~20m/s) 
土(0.5m/s+5％测量值）
(20.01 ~30m/s) 
土0.5宅 土3.0 hPa 

分辨率：0.01mis 0.1宅 0.1 hPa 

订货号：510595 4001 

testo 440  16 mm 叶轮风速套装
16mm叶轮风速探头，有线，
含温度传感器
测量范围：0.6-50m/s

-10-+70宅
精度： 土(0.2m/s+1％测量值）

(0.6-40m/s) 
士(0.2m/s+2％测量值）
(40.01-50m/s) 
士 1.8宅

分辨率：0.01m/s
0.1宅

订货号：510595 4003 

testo 440  100 mm 叶轮风速套装
100mm叶轮风速探头，有线，
含温度传感器
测量范匪0.3-35m/s

-20-+70宅
精度： 土(0.1m/s+1.5％测量值）

(0.3-20m/s) 
土(0.2m/s+1.5％测量值）
(20.01 -35m/s) 
士0.5宅

分辨率：0.01m/s
0.1宅

订货号：510595 4004 

testo 440 风压风速检测套装
皮托管，500mm长，<t>7mm,
不锈钢，用于测量风速
差压量程：－150 - +150 hPa 
精度： 土0.05 hPa (0 -+ 100 hPa) 

<1>7mm 

r
— 

5
0
0
m
m
 

testo 440 高精度温湿度套装
高精度温湿度探头，有线
测量范即：0~100% RH 

-20-+70宅
精度： 土(0.6% RH+0.7％测量值）

(0-90% RH) 
土(1.0% RH+0.7％测量值）
(90-100% RH) 

士0.2 hPa + 1.5％测量值
（剩余量程）

分辨率：0.01 hPa 
风速可测范匪1 -100 m/s 

订货号：510593 0002 

testo 440 高温温湿度套装
坚固温湿度探头（高达＋180'C），有线 
测量范围：0~100% RH 

-20~+180宅
精度： 士3.0% RH (0~2% RH) 

士2.0% RH (2.1 ~98% RH) 
士 3.0% RH (98.1~+100% RH) 
士0.5'C（－20~0'C） 
土 0.4'C（0.1~+50'C） 
士0.5'C（＋50.1~+180'C） 

分辨率：0.1% RH 
0.1宅

订货号：510595 4407 

土 0.3宅(15-30七）
土0.5宅（剩余量程）

分辨率：0.01% RH 
0.1宅

订货号：510595 4406 

testo 440 四功能测量套装
热线风速探头，有线，含温湿度、
绝压传感器
测量范匪0~50m/s -20~+ 70它

5~+95% RH 
+ 700 ~ + 1100 hPa

精度： 士(0.03m/s+4％测量值）
(0~20m/s) 
士(0.5m/s+5％测量值）
(20.01 ~30m/s) 
土0.5宅(0~+70宅）
土 0.8"C(-20~0宅）
土3.0% RH (10~+35% RH) 
士 2.0% RH (35~+65% RH) 
土3.0% RH (65~+90% RH) 
土5.0% RH (剩余量程）
土 3.0 hPa 

分辨率：0.01m/s 0.1宅
订货号：510595 4002 

0.1% RH 0.1 hPa 

testo 440 宣内空气质量套装
CO2探头，有线，含温湿度传感器
测量范围：0~10,000ppm CO2 

5~+95% RH 
-0~+50宅

精度： 土(50ppm+3％测量值）
(0~5000ppm) 
士(100ppm+5％测量值）
(5001 ~ 10,000ppm) 
士3.0% RH (10~+35% RH) 
±2.0% RH (35~+65% RH) 
士3.0% RH (65~+90% RH) 
士5.0% RH (剩余量程）
士 0.5宅

分辨率：1ppm
0.1% RH 
0.1宅

订货号：510593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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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o 440  无线蓝牙连接套装

 

t est o 440 四功能测量蓝牙连接套装
热线风速探头，蓝牙，含温湿度、
绝压传感器
测量范围：0~50m/s   -20~+70℃

5~+95% RH
+700 ~ +1100 hPa

精度：±（0.03+4%测量值）
（0~20m/s）
±（0.5m/s+5%测量值）
（20.01~30m/s）
±0.5℃（0~+70℃）
±0.8℃（-20~0℃）
±3.0% RH（10~35% RH）
±2.0% RH（35~65% RH）
±3.0% RH（65~90% RH）
±5.0% RH（剩余量程）
±3.0 hPa

分辨率：0.01m/s   0.1℃   0.1% RH   0.1 hPa

订货号：510592 4001

 

  

t est o 440 16mm 叶轮风速蓝牙连接套装
16mm叶轮风速探头，蓝牙，
含温度传感器
测量范围：0.6~50m/s

-10~+70℃
精度：±（0.2m/s+1%测量值）

（0.6~40m/s）
±（0.2m/s+2%测量值）
（40.01~50m/s）
±1.8℃

分辨率：0.01m/s
0.1℃

订货号：510592 4002

testo 440 一氧化碳CO蓝牙连接套装
CO探头，蓝牙
测量范围：0~500ppm  
精度：±3ppm

（0~30ppm）
±10%测量值
（30. 1~500ppm）

分辨率：0.1ppm

订货号：510593 0001

  

  

testo 440  高精度温湿度蓝牙连接套装
高精度温湿度探头，蓝牙
测量范围：0~100% RH

-20 ~ +70℃
精度：±（0. 6% RH+0. 7%测量值）

（0~90% RH）
±（1. 0% RH+0. 7%测量值）
（90~100% RH）
±0. 3℃（15~30℃）
±0. 5℃（剩余量程）

分辨率：0.01% RH
0.1℃

订货号：510592 4005

  

t est o 440  100mm 叶轮风速蓝牙连接套装
100mm叶轮风速探头，蓝牙，
含温度传感器 
测量范围：0. 3 ~ 5m/ s

-20 ~ +70℃
精度：±（0. 1m/ s+1. 5%测量值）

（0.3~20m/s）
±（0.2m/s+1.5%测量值）
（20.01~35m/s）
±0.5℃

分辨率：0.01m/s
0.1℃

订货号：510592 4003

t est o 440  温湿度蓝牙连接套装
温湿度探头，蓝牙
测量范围：0~100% RH  

-20 ~ +70℃
精度：±2. 0% RH（5~90% RH）

±0. 5℃
分辨率：0. 1% RH       

0.1℃

订货号：510592 4004



Be sure. 

testo 440推荐典型应用测量套装 testo 440“

延展
“

特配测量套装

testo 440 IAQ及通风全面测量套装（双联）
CO2探头，蓝牙，含温湿度传感器
测量范围：0 ~ 10,000ppm CO2 

5 ~ +95% RH 
-0 ~ +50 ° C

精度：土(50 ppm +  3%测量值）
(O ~ 5000 ppm) 
土(100 ppm + 5%测量值）
(5001 ~ 10,000 ppm) 
土 2% RH (35 ~ 65% RH) 

土3.0%RH(10 ~ 35%RH; 
65 ~ +90%RH) 
土5% RH（剩余量程）
土0.5 ° C 

分辨率：1 ppm 0.1% RH 0.1 ° C 

热线风速探头，有线，含温湿度、
绝压传感器
测量范围：0~30m/s -20~+ 70宅

+ 700 ~ + 1100 hPa 
精度：土(0.03m/s+4％测量值）

(0~20m/s) 
土(0.5m/s+5％测量值）
(20.01 ~30m/s l 
土0.5宅 士3.0 hPa 

分辨率：0.01m/s 0.1宅 0.1 hPa 
订货号：514402 0001 

。
—

5
 
x

 testo 440舒适度套装（含紊流度探头及支架）
紊流度探头，有线
测量支架，用于在测量舒适度时，
按照标准定位探头（包括储存袋）
测蛋范围：0 - +5m/s 

-0 - +50 ° C
七(0.03m/s+4%�

(0-5m/s) 一L,.

土0.5宅

二：
1

0

4

1

4

m

o

/

1

s

o o

0

: m 

testo 440“延展“热线风速套装
（含延长伸缩杆，可拉伸至2m)
热线风速探头，有线，含温湿度传感器
套装含分离式延长杆，可延长至1米，
总长可达2米。
测量范围：0-50m/s -20-+ 70宅

5~+95% RH 
+700 ~ +1100 hPa

精度：土（0.03m/s+4％测量值）
(0~20m/s) 
士(0.5m/s+5％测量值）
(20.1 -30m/s) 
土0.5宅(O~+70宅）
土0.8宅(-20~＋0宅）
土3.0% RH (10-35% RH) 
土 2.0% RH (35~65% RH) 

土3.0% RH (65-90% RH) 
士5.0% RH (剩余量程）
土 3.0 hPa 

分辨率：0.01m/s 0.1宅 0.1% RH 0.1 hPa 
订货号：514401 0003 

testo 440“ 延展”16mm 叶轮风速套装
（含延长伸缩杆，可拉伸至2m)

16mm叶轮风速探头，有线，含温度
传感器
套装含分离式延长杆，可延长至1米，
总长可达2米。
测量范围：0.6~50m/s

-10~+70宅
精度：土(0.2m/s+1％测量值）

(0.6~40m/s) 
土(0.2m/s+2％测量值）
(40.1 ~50m/s) 
土1.8宅

分辨率：0.1m/s 0.1宅
订货号：514401 0004 

testo  440 洁净室测量套装（差压，温湿度，风速）
热线风速探头，有线，含温湿度
传感器。
差压量程：－150 ~ 150 hPa 
精度：士0.05 hPa (0 ~ +100 hPa) 
分辨率：0.01 hPa 
测量范围：0~50m/s -20~+ 70宅

5~+95% RH 
+ 700 ~ + 1100 hPa 

精度：土(0.03m/s+4％测量值）
(0~20m/s) 
土(0.5m/s+5％测量值）
(20.1 ~30m/s) 
土0.5宅(0~+70宅）
土0.8宅(-20~+0宅）
士2.0% RH (35~65% RH) 
土 3.0%RH(10 ~ 35%RH; 65 ~ +90%RH) 

土5.0% RH (剩余量程） 土3.0 hPa 
分辨率：0.01m/s 0.1宅 0.1% RH 0.1 hPa 
订货号：514402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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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o 440“ 延展”100mm 叶轮风速套装
（含延长伸缩杆，可拉伸至1m)

100mm叶轮风速探头，有线，含温度
传感器
套装含分离式延长杆，可延长至1米，
包括90 ° 直角配件。
测量范围：0.3-35m/s

-20-+70宅
精度：土(0.1m/s+1.5％测量值）

(0.3-20m/s) 
士(0.2m/s+1.5％测量值）
(20.1 -35m/s) 
土0.5宅

分辨率：0.1m/s 0.1它

订货号：514401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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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内测量

为确保空调系统的运行及效率，风速计风量是日常的检测
参数

室内空气质量的评估，风速计风量也是重要指标，通过
testo 440套装可在不同系统中进行检测

测量范围：0~50m/ s   - 20~+70℃   5 ~ +95% RH
+700 ~+1100 hPa

精度：±（0. 03m/ s+4%测量值）（0~20m/ s）
±（0.5m/s+5%测量值）（20.01~30m/s）
±0.5℃（0~+70℃）
±0.8℃（-20~0℃）
±3.0% RH（10~+35% RH）
±2.0% RH（35~+65% RH）
±3.0% RH（65~+90% RH）
±5.0% RH（剩余量程）   ±3.0 hPa

分辨率：0.01m/s   0.1℃   0.1% RH   0.1 hPa

t est o 440 四功能测量套装
热线风速探头，有线，含温湿度、绝压传感器

订货号：510595 4002

测量范围：0. 6~50m/ s
-10~+70℃

精度：±（0. 2m/ s+1%测量值）（0. 6~40m/ s）
±（0. 2m/ s+2%测量值）（40. 01~50m/ s）
±1. 8℃

分辨率：0. 01m/ s   0. 1℃

t  est  o 440 16mm 叶轮风速蓝牙连接套装
16mm 叶轮风速探头，蓝牙，含温度传感

器订货号：510592 4002

m3/h

℃

m/s

m3/h

℃

m/s



Be sure. 

进／回风口测量

进风／回风量是保障室内空气质量的重要参数 配合风量罩套装或选择
“

延展
”

套装， 可更为便捷测量进I
回风口的数据

23 

testo 440 100 mm叶轮风速蓝牙连接套装
100mm叶轮风速探头， 蓝牙， 含温度传感器

订货号：510592 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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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呈范围：0.3-35m/s
-20~＋70宅

精度： 士(0.1m/s+1.5％测量值） （0.3-20m/s) 
土 (0.2m/s+1.5％测量值） （20.01-35m/s) 
土0.5宅

分辨率：0.01m/s 0.1宅

9 

可选配件 订货号 可选配件 订货号

＋ testovent 417 0563 4170 

I
用于testo 440流量探头的 0554 0960 

风量罩套装 可延长伸缩杆(37.5 - 100 cm 
包括goo 直角配件）

testovent 417 0554 4172 0560 2605 02 
辅助风管

l testo 605i 温湿度计，可使
用智能手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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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500 ppmCO探头，有线 0.1 ppm
±3 ppm (0 - 30 ppm)
±10% 测量值 
(30.1 - 500 ppm)

探头类型

推荐探头

测量范围 精度 分辨率

0632 1272

订货号

舒适度/室内空气质量测量

通过测量空气质量和工作场所的舒适度，可以精确调节室内
气候，降低由于生病所导致的人员短缺风险。

这些特殊的 testo 440 套件可以测量所有相关参数，
如：空气中的CO2 含量，紊流度，温度，湿度和照度

30 mm

200 mm

  

testo 440舒适度套装（含紊流度探头及支架）
紊流度探头，有线
测量支架，用于在测量舒适度时，按照标准定位探头
（包括储存袋）

测量范围：0 ~ +5m/s
-0 ~ +50 °C

精度：±（0.03m/s+4%测量值）（0~5m/s）
±0.5℃

分辨率：0.01m/s   0.1℃

订货号：514401 0001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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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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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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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
• t99
• 对
• 实
• 德

探头连接

热电偶 type K 1x

数字探头 1x

蓝牙探头 1x 数字蓝牙探头或智能探头

差压探头 X

技术数据

操作温度 -20 ~ +50 °C

存储温度 -20 ~ +50 °C

电池类型 3节AA电池

电池寿命 12 h (典型风速测量)

重量 250 g

尺寸 154 x 65 x 32 mm

其他配件 订货号:

testovent 417 风量套装，适用于
出风口的圆形风量罩(Ø 200 mm)
和适用于出风/回风口的矩形风量
罩 (330 x 330 mm)

0563 4170

USB 电源，包括电缆 0554 1105

风量测量仪器箱 0516 4900

testovent 410 0554 0410
风量罩
Ø 340 mm/330 x 330 mm, 包括仪器箱

testovent 415 0554 0415
风量罩

Ø 210 mm/190 x 190 mm, 包括仪器箱

连接软管，硅胶，长 5 m, 用于差压测量 0554 0440
最大耐压700 hPa (mbar)

连接软管，非硅胶，长5m，用于差压测量 0554 0453
最大耐压700 hPa (mbar)

湿度校准盐瓶 0554 0660
湿度 11.3% RH和75.3%RH

包括德图湿度探头适配器

RH at +25 °C

ISO 校准证书 (压力); >0.6%

ISO 校准证书 (风速), 热线, 叶轮，皮托管

校准点：1; 2; 5;10m/s

0520 0005

0520 0004

ISO 校准证书 (风速), 热线, 叶轮，皮托管
校准点：5; 10; 15;20 m/s

ISO 校准证书 (光照)

校准点： 0; 500; 1000; 2000; 4000 lux

ISO 校准证书(CO₂; CO₂)

校准点：0; 1000; 5000 ppm

0520 0034

0520 0010

0520 0033

打印机 订货号:
蓝牙./红外打印机，包括电池和充电器 0554 0621

打印机备用热敏纸 ( 6 卷) 0554 0568
可以读取长达10年的测量数据文件

校准证书 订货号:
ISO 校准证书 (温度)，用于空气/浸没探头 0520 0001
校准点：-18 °C; 0 °C; +60 °C

DAkkS 校准证书 (温度); 测量仪器和空气/浸入探头 0520 0211

校准点： -20 °C; 0 °C; +60 °C
DAkkS 校准证书 (温度); 测量仪器和空气/浸入探头 0520 0006

校准点： -20 °C; 0 °C; +60 °C

DAkkS 校准证书 (湿度); 电子湿度仪，校准点11.3% RH 和
75.3% RH @ +25 °C

0520 0206

ISO 校准证书 (压力); 精度0.1 ~ 0.6%全量程 0520 0025
全量程内5点校准

testo 440  产品信息

testo 440 testo 440dp

-150 to +150 hPa

±0.05 hPa
 (0 to +100 hPa)

±0.2 hPa + 1.5% 
of m.v. (remaining 
meas. range)

0.01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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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探头一览

探头类型 测量范围 精度 t99 订货号

水密表面温度探头，带宽口径测量尖

端，K型热电偶，固定线缆
115 mm

Ø 5 mm Ø 6 mm

-60 ~ + 400 °C 2级精度1) 30 s 0602 1993

魔术贴式管道表面温度探头，NTC，

最大直径120mm，耐温高达+120 °C

K型热电偶，固定线缆

395 mm

20 mm

-50 ~ + 120 °C 1级精度 1) 90 s 0628 0020

围式管道表面温度探头， 适合测量

直径5 ~ 65 mm的管道, 测量头可更

换, 短时测量上限可达 +280 °C，K
型热电偶，固定线缆

-60 ~ + 130 °C 2级精度1) 5 s 0602 4592

适用围式探头的可更换测量头，K型

热电偶
35 mm

15 mm

-60 ~ + 130 °C 2级精度1) 5 s 0602 0092

钳式管道表面温度探头, 适合测量直

径15 + 25 mm的管道, 短时测量上限

可达 +130 °C, K型热电偶，固定线

缆

-50 ~ + 100 °C 2级精度1) 5 s 0602 4692

精密型快速浸入式探头，可弯曲，防水

型，K型热电偶，固定线缆
Ø 1.5 mm

300 mm

-60 ~ + 1000 °C 1级精度 1) 2 s 0602 0593

快速响应式水密刺入/ 浸入式探头，K型

热电偶，固定线缆
60 mm 14 mm

Ø 5 mm Ø 1.5 mm

-60 ~ + 800 °C 1级精度 1) 3 s 0602 2693

浸入型测量头，可弯曲，K型热电偶 -200 ~ +1000 °C 1级精度 1) 5 s 0602 5792

浸入型测量头，可弯曲，K型热电偶 -200 ~ +40 °C 3级精度 1) 5 s 0602 5793

浸入型测量头，可弯曲，适合测量空

气/ 烟气（不适合用于冶炼车间），K

型热电偶

-200 ~ +1300 °C 1级精度 1) 4 s 0602 5693

水密刺入/浸入探头，K型热电偶，固定

线缆
114 mm 50 mm

Ø 5 mm Ø 3.7 mm

-60 ~ + 400 °C 2级精度1) 7 s 0602 1293

可弯曲轻质测量头, 适合测量小型容

器，例如培养皿或表面测量（例如使

用胶带固定）
Ø 0.25 mm 500 mm

TC type K, 2 m, FEP-insulated thermal wire,
temperature-resistant up ~ 200 °C, oval cable with
dimensions: 2.2 mm x 1.4 mm

-200 ~ +1000 °C 1级精度 1) 1 s 0602 0493

水密食品探头，不锈钢(IP 65), K型热

电偶，固定线缆
125 mm 30 mm

Ø 4 mm Ø 3.2 mm

-60 ~ + 400 °C 2级精度1) 7 s 0602 2292

1) 根据EN 60584-2, 1级精度指 -40 ~ +1000 °C (K型热电偶), 2级精度指 -40 ~ +1200 °C (K型热电偶), 3级精度指 -200 ~ +40 °C (K型热电偶)，一个探头只能符合一种精度。

尺寸(探头轴/探头轴尖)

Ø 1.5 mm 500 mm

Ø 1.5 mm 500 mm

Ø 3 mm 1000 mm





testo 435 - 全面满足空调通风系统参数检测

适合各种需求的探头
室内空气质量探头：最新研发的室内空气质量探头能够测量CO2、室内空

气温度和相对湿度，进而评估室内空气质量的优劣。该探头还能测量绝对

压力。

紊流度探头：人体对风速非常敏感。借助于德图的紊流度探头，可对室内

的空气流速引起的吹风感作出客观的评估。

光照度探头：恶劣的光照条件会影响到工作效率。新型的光照度探头准确

可靠地记录工作场所的光照条件。

热敏风速探头：新一代热敏风速探头内詈温湿度传感器，适用于通风管道

等处的测量。这样，风速、风量、空气湿度和空气温度可在同一过程中被

测量出来。

叶轮探头：叶轮探头可选60mm直径，适合于通风口等处的—体化测量。

对于通风管道的检测，选用16mm直径的叶轮探头较为理想，该探头的量

程很宽，达到0. 6~40m/ s。

皮托管：皮托管最适合在风速很高且有污染的情况下使用。t est o 435-3和

t est o 435-4内詈一个25hPa的差压探头，就是专门为该种测量而设计的。

U值探头：墙体的导热性能是评估建筑能耗的重要指标，通过连接德图专

利的U值探头及热电偶电缆可以对墙体的U值实现精确的测量。

多功能性
t est o 435 是空调通风系统安装与调试的理想工具。

该款多功能测量仪器适 用于现场检测空调通风系统

的温湿度、压力、风速等多项参数，确保系统处于

最佳工况，既满足设定要求，又能达到节约能耗的

效果。

新型的室内空气质量探头通过测量CO2，室内空气温

度和相对湿度来进行室内空气质量的分析。另外，绝

对压力，空气的紊流度，光照度( Lux) ，传热系数( U

值）等探头能够满足不同要求的测量。

可靠的数据管理
通过PC软件，可实现数据的分析管理。

t est o 435-1和t est o 435-3可以用德图打印机周期性

地打印测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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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测量仪 testo 435

无论是公共、 民用领域，

还是工业领域，

testo 435 是您测量应用的理想伴侣

现在您仅需拿起 testo 435， 开始测量．．

21 压差测晕

功能强大的多功能测量仪testo 435具有内置

压差功能， 无需额外的附件。

订 管道测蛋

针对不同的工况，您可选配相应的热敏式探头，

叶轮式探头或者皮托管。

4.}舒适度测昼

Be sure. 

5)传热系数(U值）测蛋

3.} 出风口测量

测量与墙体结构无关， 更方便， 更

可靠。

通过风最罩套装能迅速方便的测量出风口

风量。

便捷的环境舒适度测量，使它符合相应

的规定， 创造一个温馨舒适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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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2二氧化碳测量

使用风速仪测得风口多点平均风速值。

获得风口有效通风面积

（往往不等同于风口面积）。

通过计算得出实际风量值。

优势所在：

多功能测量仪 t est o 435 能通过所测得风速

直接计算相应的风量。

V：风口风量（m3/h）

v：平均风速（m/s）

s：有效通风面积（m2）

· ·

室内CO2浓度在700ppm时，人体感觉良好

CO2浓度达到1,000ppm时，个别敏感者有不舒适感

人们长期居住在这样的室内，会感觉难受、精神不振、

甚至影响健康

CO2浓度达到1,500ppm时，不舒适感明显

CO2浓度达到2,000ppm时，室内卫生状况明显恶化

毒理学和流行病学研究结果显示

GB/T 18883-2002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日平均值不得超过1,000ppm

用于管道及风口测量

U值测量

U值，也称为传热系数，是衡量建筑

构件和材料保温性能的重要参数。

U值的测定取决于下面几个参数： 

Tw：墙体表面温度

Ti：室内空气温度

Ta：室外环境温度

α：传热系数，通常为7.69

室内与室外应有明显的温度差异

（理想情况下>15℃）

测量过程中不要碰触探头线缆和插头

（室内温度探头内置于探头插头中）

将仪器放在远离过冷或过热辐射的位置（如窗

台、手掌），保持与墙壁大约30cm距离，且

尽可能使仪器与三根温度线缆粘贴点在同一水

平面。

测量时需注意如下要求：

32 德图多功能测量仪器

专业级多功能环境测量仪 - testo 435
通风系统和室内空气质量测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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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级多功能环境测量仪 - testo 435
空调通风系统和室内空气品质全面解决方案

技术数据

探头接口

其他连接

工作温度

外部电源

电池寿命

内存

1对内置差压接口（仅 testo 435-4）

USB接口、电源，用于连接快速打印机的红外接口

-20℃ ~ +50℃

连接电源可实现长期测量和电池充电

200h（以叶轮测量为例）

10, 000个测量值（仅 testo 435-2/ -4）

t est o 435 是室内空气品质，空调通风系统安装与调试的理想工具。本

仪器具有极其高效的测量程序、探头关联菜单和可选用户配置文件，十

分适合管道测量或长期测量。

更好的操作便利

仪器内置适用于风道风量和I AQ测量的配置程序，相较于以需要编程的

复杂测量机器，能使测量工作更加快速便捷。

可靠的数据记录

风道风量、长期测量和紊流度测量等结果都可导出为数据报告，也可导

入公司标志到报告中。

丰富的测量应用

支持辅助风管风量、CO、CO2、U值和吹风感指数等广泛的行业应用。

多种参数同时测量

内置差压传感器（仅 testo 435-4）

1个K型热电偶探头      1个功能性探头



订购信息

testo 435-2 

．带存储 ， 含软件

testo 435-2 多功能测量仪， 适用于空调通风系统 ， 可检测室内空气质量 ， 带有
电池和出厂报告 ， 带有数据存储器、PC软件和USB数据线。

订货号0563 4352 

技术参数

| testo 435-2/-4 

传感器类型 NTC Type K (NiCr - Nil 

测量范围 -50 - +1 50宅 -200 - +1 3 70宅

士0.2它(-25- +74.9宅） 士0.3宅(-60- +60宅）

testo 435-4 

．内置差压探头

·带存储 ， 含软件

Be sure..“一

testo 435-4 多功能测呈仪， 带内置式差压测呈 ， 适用于空调通风系统 ， 可检测
室内空气质量 ， 带有电池和出厂报告 ， 带有数据存储器、 PC软件和USB数据线。

订货号0563 4354 

Type T (Cu-CuNil 湿度探头

-200 - +400宅 0- +1 00 %RH

士0.3宅(-60- +60宅） 详见探头参数精度
士1digit 士0.4宅(-50- -25.1宅） 士0.2宅＋0.5％测量值（其余量程） 士0.2"C+0.5％测量值（其余量程）

士0.4"C(+75- +99.9"C) 
士0.5％测量值（其余量程）

分辨率 0.1 "C 0.1宅 0.1宅 0.1%RH 

叶轮风速探头 热线风速探头 绝压探头 C02(1AQ探头）

测量范围 0- +60 mis O - +20 m/s 0 - +2000hPa 0 - + 1 OOOOppm CO2 

精度士1digit 详见探头参数 详见探头参数 详见探头参数 详见探头参数

分辨率 0.01 mis (60 + 1 OOmmD十存仑） 0.01 m/s 0.1 hPa 1 ppm CO2 
0.1 m/s (1 6mm叶轮）

| testo 435-2/-4 testo 435-4 

传感器类型 照度 内置差压探头

测量范图 0- +1 00000 Lux 0 - +25 hPa 

精度土1digit 详见探头参数 士0.02 hPa (0 - +2 hPa) 士1 ％测量值（其余量程）

分辨率／过载 1 Lux; 0.1Hz 0.01 hPa / 200 h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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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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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0

测量温度、空气湿度、物料水活度、压力露点差异、绝

对压力和u值

显示露点间距，最大/小值，平均值

背光显示屏

IP 54防护等级

可存储10000个测量值(testo 635-2)

用于存档和记录测量数据的PC软件(testo 635-2)

技术数据

工作温度

存储温度

电池型号

电池寿命

-20 ~ +50℃

-30 ~ +70℃

AA电池

200小时

尺寸

重量

材料/壳体

保修期

220x74x46mm

428g

ABS/TPE/金属

1年

德图多功能测量仪器

专业级多功能温湿度测量仪 - testo 635
testo 635可测量或计算在压缩空气系统中的空气湿度、材料湿度、u值和露点。

t est o 635 有两个版本。t est o 635-2 的版本扩展了仪器存储、PC软件、

可直接显示材料湿度值、和直接连接u值探头。



Be sure. .“一

订购信息

testo 635-1 

testo635-1温湿度测量仪，包括电池和校准协议。
订货号05636351

testo 635-2 

testo635-2湿度温度测量记录仪，包括PC软件和USB电缆；电池和校准协议。
订货号05636352

技术参数

| 
测量范围

精度

分辨率

探头一 览

探头种类

温度探头

温度／湿度探头
固定连接电缆

坚固耐用的湿度探头， 温度孟程高达
+125宅， 短时可达＋1 4 0吃，
012mm, 例如， 适用于测量排风管
和测量材料的平衡湿度

超细湿度探头， 内暨电子元件， 包括
4个特氖珑保护帽， 用于测量材料的
平衡湿度

感应式平衡湿度探头， 用于快速和无
损测呈材料水分， 探 头电 缆长1.2 m 

压力露点探头
压力露点探头
测量压缩空气系统

精密压力露点探头， 测虽压缩空气
系统， 带有标定证书， 标定点在
-40"C tpd 

空气探头

炟热电偶空气探头， 坚固高效，
固定连接电缆

K型(NiCr-Ni) NTC 湿魔探头 压力探头
-200 -+1370 ° C -40 -+150 °c 0 -+100 %RH 0-2000 hPa 

土0.3 °C (-60 ~ +60 °
测
C
量
) 土0.2 ° C (-25 ~ +74.9 ° C) 详见探头数据 详见探头数据

土
（剩

(0
余
.2 ° C + 0.3% of 值） 土0.4 ° C (-40 ~ -25.1 ° C) 

量程） 士0.4 ° C (+75 -+99.9 ° C) 
土0.5% of测量值

（剩余量程）
0.1 ° C 0.1 ° C 0.1 %RH 0.1 hPa 

*tgg:响应时间

图表 量程 精度 t99 订货号

-20 ~ +70° C 士0.3° C 0636 9735 

． 
0-+100%RH 士2%RH(+2-+98%RH) 

.,仁 012mm 

0-+100%RH 土2%RH (+2 ~ +98%RH) 0636 2161 300mm -20 -+125宅 土0.2宅

012mm 

0-+100%RH 士2%RH (+2 -+98%RH) 0636 2135 60mm 0 ~ +40"C 土0.2"C

04mm 

木材<50% 0636 6160 

首 二气
建筑材料<20%

300mm 

固定电缆

300mm 

固定电缆

115mm 

04mm 

-30-+50"Ctpd 土0.9宅tpd(＋01~+50宅tpd) I 300 s I 0636 9835 | 土1宅tpd(-4.9 - 0宅tpd)0-+100%RH 士2宅tpd(-9.9 - -5宅tpd)
士3宅tpd(-19.9 - -10宅tpd)
土4宅tpd(-30 - -20宅tpd)

-60-+50宅tpd的8宅tpd(-4.9~+50宅tpd)
0-+100%RH 土1宅tpd(-9.9 - -5宅tpd)

士2宅tpd(-19.9 - -10宅tpd)
土3宅tpd(-29.9 - -20宅tpd)
土4宅tpd(-40 - -30宅tpd)

-60 -+400 °c I 2级精度

300 s I 0636 9836 

200 s I 0602 1793 

1)符合EN 60584-2, 在－40°c-+1000°c (K型热电偶）内满足1级精度，在－40°c-+1200°c (K型热电偶）内满足2级精度，
在－200°c-+40°c (K型热电偶）内满足3级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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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mm

Ø 5 mm Ø 12 mm

0602 0393

0614 1635

0602 0993

0602 0693

0602 2394

0602 4792

0602 4892

150 mm

35 mm

75 mm

80 mm 50 mm

12 mm

Ø 5 mm

Ø 20 mm

Ø 12 mm

Ø 2.5 mm Ø 4 mm

Ø 25 mm

Ø 21 mm

0602 1993
115 mm

Ø 5 mm Ø 6 mm

0602 0193
145 mm 40 mm

Ø 8 mm

Ø
 7

 m
m

1)符合EN 60584-2，在-40℃ ~ +1000℃（K型热电偶）内满足1级精度；在-40℃ ~ +1200℃（K型热电偶）内满足2级精度；
在-200℃ ~ +40℃（K型热电偶）内满足3级精度

表面探头

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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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箱，存放测量仪器和探头；尺寸：454x319x135mm

0554 0549

0554 0568

0554 0610

0520 0006

0520 0071

0520 0136

0520 0185

0520 0106

0520 0013

0520 0083

0520 0206

0520 0481

0520 0981

选件

打印机和选件

标定证书

0554 0756

0554 2140

0554 0447

0515 5028锂电池纽扣电池，CR2032 AA电池

ISO标定证书/露点；
标定点：-10/-40℃；6bar  

ISO标定证书/绝压；
3点标定（全量程分布）：精度0.1~0.6/0`70bar         

ISO标定证书/湿度；
标定点：5~95%RH；+15~+35℃或-18~+80℃

ISO标定证书/U值探头

DAkkS标定证书/U值探头

ISO标定证书/湿度；
标定点：11.3%RH；75.3%RH, 在+25℃时

ISO标定证书/湿度，和盐溶液；
标定点：11.3%RH 

ISO标定证书/湿度，饱和盐溶液；
标定点：75.3%RH 

0554 0761

0516 1035

仪器箱

0554 0660

0554 0641

用于湿度探头的孔盖
测量孔内的平衡湿度



Be sure. 

空气流速／流量精确测量

testo测量技术即使在涡流出风口也能提供可靠的结果。

在日常测量中， 通常很难正确测量空气流速和精确计算体积流量， 在通风和涡流出风口位置尤其如此。这些位置产生的紊

流和不同的流动方向使精确测量变得更加困难， 因而可能产生错误的测量结果。

小型风量罩（适用于小型风口）

使用testo叶轮风速仪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这种测量仪配有极

为可靠的testo风量罩， 能够汇流排出空气， 从而能够进行精

确的测量。根据您的日常应用情况， 您可以决定使用轻便型 

testovent 41 0和专业型 testovent 417。testo自主研发的专业

辅助风管testovent 41 7将涡流转化成为近似均匀流体， 然后使 

用测量仪器进行可靠的测量和记录。这样， 就能够将涡流出风

口测量误差最多减小50%。

大型风量罩（适用于大型风口）

testo 420 风量罩成为大型涡流出风口测量的新标准。本仪器重

量仅为2.9千克， 集成有风量罩， 便于进行体积流量调节， 测蛋

精度高。符合人体工程学的手柄和可倾斜、 可拆卸显示屏让您的

日常测量工作变得更轻松。漏斗形支撑架支持方便快捷的设置 ，

随产品交付的运输拉杆箱确保安全可靠的运输。通过集成的蓝

牙应用程序， 还能够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设备用作第二显

示屏和远程控制设备， 这对于在高天花板位置使用三角架进行

测量十分有用。在进行测量之后， 应用程序还可以在现场处理

和发送测量结果。

～ 

✓ J 、

如果没有风量罩， 空气紊流会产生错误的测量结果。

+l+I+

利用风量罩， 可以稳定涡流空气和进行稳定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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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质型专业风量罩 - testo 420 

其实不仅仅是风量...

精密风量罩
内置气流整流栅，将涡流转化成近似均匀流体，从而可以进行可靠精准的
空气流测量。

重量轻
整机重量只有2.9Kg，比任何其他风量罩更轻。显著改善易用性，特别是在
频繁测量工作中。

高效的应用程序集成
通过APP应用程序使用移动设备作为第二显示器或远程控制器，可实现快
速设置，方便操作和在线创建和发送测量报告。

灵活的显示器
显示屏可倾斜，易于读取测量值。通过移除主机和加装相应配件，可以舒
适地进行压力和皮托管测量。

漏斗式风量罩
漏斗式风量罩，可折叠，方便运输。

轻量手柄
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轻量手柄使测量变得更轻松

拉杆箱
配备便携式拉杆箱，方便运输携带。

适用于：

风量罩用于大型涡流出风口风量、温度和相对湿度测量

通风系统调试

洁净室认证

通风系统检测

通风系统平衡测试

功能：

APP生成报告

蓝牙+APP

无线传输





地址：上海市松江区莘砖公路258号34号楼15楼
邮编：201612
传真：021-6482 9968
电邮：info@testo.com.cn

 400 882 7833

德图仪器，总部位于德图南部的黑森林，是高精度测量技术和创新测量解决方案的提供者。目前德图在全球拥有34家子公司、

约3000名员工致力于产品研发、生产和营销。德图产品、解决方案和服务帮助您节省时间和资源、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以及提

高您的产品质量。 

自1957年成立以来，德图集团每年以高于10%的速度保持增长，当前年销售额已过2.5亿欧元，它是黑森林的智慧运作与高科

技体系的完美结晶。高于平均水平的投资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铺平了道路，德图集团坚持将每年销售额的10%用于产品研发。

德图仪器 —— 公司简介

德图多功能测量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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