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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板和墙壁上附着的水份可能造成建筑物的损坏或者通风

系统的不正常运转。testo 635可计算墙壁表面温度和室内露

点温度之间的差值。墙壁表面温度由十字型尖端的探头测得，

该探头能够快速测出被测物的实际温度，并且探头的设计非

常适合于粗糙表面的测量。

testo 635能够根据平衡湿度，测出建筑物或材料的湿度。仪

器内有10种材料的湿度图谱供选择。此外，还可选配坚固的

探头，来测量高达+140℃温度下的湿度值。

压力露点探头，特别适用于压缩空气的湿度检测与控制，量程

可达-60℃tpd。可以当场测得压缩空气系统中的压力露点值。



操作简便 - 舒适的用户界面

Testo 635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人性化的功能设
计和简单友好的菜单操作。对于不同测量点的
测量，Testo 635-2具有直接把读数保存到相应
测量点目录下的优点。

对于长期湿度和材料含湿量的测量，testo 635
实现了不同的用户菜单之间的自由切换。

用户菜单－长期湿度测量

通过用户菜单“标准测量（Standard）”，按动功
能键就可直接进入操作界面，编制测量程序，
例如设定测量次数、测量速率等。

用户菜单－测量材料含湿量

不同材料拥有不同的湿度特性曲线，通过按动
功能键即可选取。Testo 635内存10种材料特
性曲线。另外，用户可使用PC软件来自定义任
一特性曲线，该曲线的10个测量点自由选择。
测量的关键是材料平衡湿度。每一个平衡湿度
值对应特定的一个材料湿度。

绝对紧凑的设计理念

性能的可靠性是判断测量仪器好坏的关键。
Testo 635防水等级达到IP 54，坚固耐用、
性能可靠。外壳采用了特制材料，具有防
震抗撞的功能。宽大的背光显示屏内嵌在
外壳里，不易损坏。仪器还配有背带设计，
便于运输和携带。仪器背面的磁铁，方便
在测量时固定放置仪器。



订货号

订货号

-通过德图打印机循环打印测量数据，如每分钟打印1次

- 可存储10000组读数

- 通过PC软件，可分析和管理测量数据

- 根据可保存的材料特性曲线，直接显示材料含湿量（基于材料平衡湿度）

- 可存储单个测量任务，也可按照测量地点存储一系列测量任务

- 通过用户菜单迅速进行重要功能的操作

- 测量空气压缩系统内的空气湿度、材料平衡湿度和压力露点

- 显示露点差值、最大/最小值和平均值

- 通过德图打印机打印数据

- 背光显示

- 防水保护等级IP 54

优点一览

优点一览

共有优点

可靠的测量数据管理

Testo 635具备了强大的测量数据处理
功能，可在电脑上运用专业的测量软件
进行管理，或者利用便携式德图打印
机来现场打印数据。

无论是单个测量任务，还是一系列测
量任务，都可保存在仪器内（最高达
10,000组数据），并在电脑上用软件进
行图表分析。

Testo 635配有红外接口，可在现场无
线传输数据至德图打印机。测量时间
和地点可以和测量数据同时打印。

Testo 635-1具有循环打印功能，按动
“循环打印”功能键，就可在德图打印
机上以1分钟～24小时的打印周期来
循环打印数据。这样，系列测量任务可
直接打印出来，无需再作存储。



固定接线

115 mm

Ø 5 mm Ø 12 mm

量程              精度                         图片绝压探头  探头

绝压探头2000hPa
0638 18350 to +2000

hPa
±5 hPa

固定接线

快速响应表面探头，带弹性热电偶，量
程短时间内可达+500℃，可测量粗糙表
面，K型T/C

0602 03933 s-60 to +300 °C Class 2

115 mm

Ø 4 mm

量程 精度 t 99图片空气探头 订货号

坚固空气探头，K型TE
0602 179325 s-60 to +400 °C   Class 2

 量程           精度                       t 99图片表面探头  Part no.

温度探头，可测量U值，适用于墙面温
度测量

0614 1635-20 to +70 °C Class 1

探头一览

Ø 12 mm Ø 12 mm

300 mm

300 mm

固定接线

Ø 12 mm

量程   精度     订货号图片湿度探头  订货号         订货号   Part no.

温湿度探头
0636 9735-20 to +70 °C

0 to +100
%RH

±0.3 °C
±2 %RH (+2 to +98 %RH)

量程   精度图片压力探头         订货号

压力露点探头，适用于压缩空气系统的
测量

0636 9835300 s-30 to +50 °C tpd
0 to +100 %RH

±0.9 °C tpd (+0.1 to +50 °C tpd)
±1 °C tpd (-4.9 to 0 °C tpd)
±2 °C tpd (-9.9 to -5 °C tpd)
±3 °C tpd (-19.9 to -10 °C tpd)
±4 °C tpd (-30 to -20 °C tpd)

湿度探头，测温+140℃以下，直径
12mm，适用于出风口、材料湿度等测量

0636 21610 to +100 %RH
-20 to +125 °C

±2 %RH (+2 to +98 %RH)
±0.2 °C (-10 to +50 °C)
±0.5 °C (其余量程)

Ø 4 mm

极细湿度探头，适用于材料的平衡湿度
测量;带4个特弗隆保护帽 

0636 21350 to +100
%RH
-20 to +70 °C

±2 %RH (+2 to +98 %RH)
±0.2 °C (-10 to +50 °C)
±0.5 °C (其余量程)

t99

300 mm

固定接线

精密级压力露点探头，适用于压缩空气
系统的测量，带标定点为-40℃的标定证书

0636 9836300 s-60 to +50 °C tpd
0 to +100 %RH

±0.8 °C tpd (-4.9 to +50 °C tpd)
±1 °C tpd (-9.9 to -5 °C tpd)
±2 °C tpd (-19.9 to -10 °C tpd)
±3 °C tpd (-29.9 to -20 °C tpd)
±4 °C tpd (-40 to -30 °C tpd)

t99

技术数据

量程  -10 to +60 °C 0 to +100 %RH

分辨率  ±0.5°C    ±2.5 %RH (+5 to +95
%RH)

-200 to +1370 °C

精度
±1 数位

0.1 °C 0.1 %RH 0.1 °C

探头类型 NTC Testo 电容式湿度
探头

K型 (NiCr-Ni) 操作温度 -20 to +50 °C
 存储温度      -40 to +85 °C

电池寿命 70 h (不使用无线
探头)

电池类型 碱锰电池

体积 182 x 64 x 40 mm
重量 195 g

保修期 1年

 外壳          ABS



订购信息

检测仓库的环境条件，包括温度和湿度；尤其适用于敏感物品

的仓储条件测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