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萨拉Veriteq连续监测系统
/故障自动保护的监测、警报和报告



维萨拉Veriteq连续监测系统

“[系统]运行完美——我十分欣赏
维萨拉的便捷服务与产品质量。”

- 詹森·科劳，

新技术项目经理

viewLinc监测系统以其精确的，故障自动

保护的记录温度、湿度以及其它各种关

键环境参数，帮助您降低产品损失并达

到规范要求。viewLinc采用10年长寿命电

池供电的独立记录仪与您网络上的安全

数据库进行组合，确保不会因为电源中断

或网络故障而造成任何数据丢失。世界

顶级制药企业、生物技术公司以及关键产

品制造机构等依托viewLinc系统的卓越

性能，使产品达到了21 CFR Part 11的要

求、通过了QC/QA 审查以及满足了国际监

管机构的各种标准。

故障自动保护性能

▪ 完整数据保护
独立记录仪存储器、10年长寿命电
池以及自动数据填充确保数据不
会丢失。

▪ 灵活的报警方式
远程与本地报警--文本、电话、无
线电寻呼机、PC、蜂鸣器、灯光--
发送超出误差状态的通知

▪ 简单、自动报告
通过访问浏览器，使您可以在需要
时创建客户报告、或者定期通过电
子邮件自动发送报告与计划。

▪ 低成本
配置在您的现有网络上。不需要对
客户端电脑进行软件验证与维护。

viewLinc的安装不会对现有网络造成破

坏，为IT以及质监人员节约时间并大大降

低了总体成本。viewLinc系统提供基于安

全浏览器的可定制的、或自动的，并且可

以在您需要的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进行

传送的报警与报告。维萨拉是唯一一家说

明其仪器一年长期精确度的公司，因此您

的数据将一直处于规范要求范围内--毫

无疑问，接下来您应该对其进行校准。



多种应用

▪ 仓库

▪ 洁净室

▪ 稳定区域

▪ 校准试验室

▪ 档案存储

▪ 医学研究

▪ 血库/组织库

▪ 冷库及冷冻间

▪ 关键产品制造

viewLinc系统灵活、完全可验证并且便于

配置与使用，是GxP/FDA规范应用和在包

含高附加值产品及工艺的环境中应用的

理想产品。每个即插即用数据记录仪均

具有可信赖仪器的最重要的特征：在测

量点实时记录数据。与其它监测系统不

同，viewLinc系统支持三级冗余并以检查

及报告的安全格式保存。

viewLinc系统经过简单定制即可满足您

的需要。单个记录仪可以监测温度、相对 

温度以及你选择的模拟传感器器；外部

通道可以通过电流或电压输入记录差

压、CO
2
、位置水平、光照、颗粒、传导率以

及其它参数。可选布尔通道允许您监测门

开关或报警连接。记录仪器选择简单，增

加或去除记录仪操作方便，不需要进行数

据编程、外购或额外的服务。

“考察过几家公司后，我决定购买
viewLinc系统。软件满足21 CFR 
Part 11的要求并且具有非常优秀
的方案协议。”

- 珍·威尔逊

资深稳定性科学家

监测、警报、报告
受控环境，关键应用

试验室、
稳定和洁净室

冷藏室、
冷冻间和冷库

仓库和档案室 点击和打印
报告

冗余记录

1-1000+点内可升级

高精度测量

110年长寿命电池 24/7
警报

实时
监测



监测：简便、实时、可访问

可升级、灵活
▪ 您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点登录您的网

络并查看监测环境。从任何标准网络

浏览器上监测并报告的用户人数不受

限制。

▪ 监测区域被划分为多个允许您在相同服

务器上添加其它地点的安全“区域”并

且只允许经过授权的人员进入。

▪ 自某个监测点起直至您需要的测量范

围--从一个数据记录仪至分布于场所

内或贯穿某个广阔区域的上千个数据

记录仪。

观看在线演示短片：

www.vaisala.com/viewlinc-demo

▪ 将viewLinc数据记录仪添加至任何与

OPC相容的监控系统。系统的互通性增

加了你现有监控设施的灵活性。

▪ viewLinc系统会审计跟踪系统所有的

交互作用，提供符合21 CFR Part 11

以及其它规范及认证要求的记录。

检查所有监测区域汇总，或分析每个传感器器的详细
数据：实时趋势、警报、确认以及更多……

“viewLinc监测系统令我们狂喜！
它帮助我们达到了FDA21 CFR Part 
11以及AATB的认证要求，我们还可
以从任何地点监测多个区域。”

- 布拉德·贝亚特

服务经理



企业整体方案

viewLinc系统可以定制为适合您的整体

运营模式并轻松安装在任何标准网络

上。连接选项包括通过以太网使用vNet 

PoE连接供电、802.11b以太网接入界面、

标准端口或复合端口以太网或直接通过

USB连接电脑。用户可以通过连接您的现

有网络设置显示即时数据、自动备份并

存储数据以及通过多种通知方式发出警

报的灵活并且可以扩展的监测系统。与其

它连续监测系统不同，viewLinc系统不

需要昂贵的且具破坏性的硬线连接与布

线。viewLinc系统没有需要维护的专属网

络。此外，数据记录仪可以易于重新部署

以适应多种应用及变换需求。viewLinc

系统的独特之处在于可通过vNet连接设

备实现以太网供电。通过其嵌入式记录仪

底座，vNet通过消除多余的线路及安装

交流电源的成本简化了系统连接。装备有

不间断电源（UPS）的系统能够在电源故

障时继续监测，使您的记录真正做到故 

障自动保护。

 

仓库、试验室、
冷库、冷藏室、稳定间、
洁净室以及更多⋯⋯

通过PoE、 WiFi、 LAN或所有
方式的组合连接。

记录与警报
温度、相对湿度、流量、差压、
CO2、 O2、 LN2
状态连接和其它传感器

查看多个地点
或经选择的区域

声音与可视警报

紧凑型尺寸允许方便的
记录仪布置

数据记录仪便于重新
部署或在需要服务和重
新校准时进行替换

通过文本、电子邮件以及
电话、寻呼机或PC
接收警报通知。



报告与警报

灵活的报告

▪ 查看选择时间段的特定监测点。

▪ 快速汇总并详细记录报警历史：数
值、地点、持续时间、确认以及修
正动作。

▪ 用户定义的界线给予图表报告形式
的快速视觉参考。

▪ 生产的报告包括数据、统计以及图
表，并且做好了呈交准备。

viewLinc的灵活报告能力可以使您的监

测环境符合FDA、AABB、AATB以及其它认

可的国际规范要求。用户可以创建一份包

括数值、地点、持续时间、确认以及修正

动作等在内的大范围的详细的总结报告。

用户对记录仪及信道的详细命名允许对

监测地点的完整描述，使其易于发现、监

测并对选择的区域生产报告。用户可以对

频繁产生的报告--如电子邮件和报警历

史记录--进行预置并自动通过电子邮件

发送至相关人员。采用viewLinc报告选

项、自动操作以及安全技术，可以使您的

内部品质或客户要求的记录一直可用、无

丢失并且处于审查准备的状态。

viewLinc的故障自动保护报警易于设置、

定制以及自动运行。viewLinc触发器通过

逐级多阶报警设置，可以在某个问题的首

个信号通过手机、无线电寻呼、桌面显示

器、拨号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发出警报。

区域安全允许以日期、时间以及用户来编

写通知计划。系统管理员可以根据值班

表、分级程序以及用户许可级别来设置报

警功能。viewLinc系统的安全设置可以

单独使用，也可以与Windows验证结合使

用以实现许可的便捷管理。

一致性、审查准备、可定制



广泛支持
安装、维护、质保

“维萨拉的I Q / O Q方案非常精
确……［它］非常完善，帮助我们
节约了2-3周的工作时间”

- 斯蒂芬·蒙塔戈，

信息技术总监

我们为我们的产品寿命提供全面支持。您

可以从我们的技术支持团队那里获得相

应服务。我们确保你的系统可以保持符合

您的认证要求的高标准。

服务组合：培训、安装、验证

我们为每个标准的viewLinc系统提供2年

的质保期，通过电话、传真、网络或电子

邮件提供支持，以及为用户和管理员提供

初始安装的网络培训。我们提供可以包含

下列任何或全部内容的可选支持组合：

• 全系统安装 。

• 全系统验证

• 新标准服务组合发布通知

• 软件更新以及验证工厂 

 IQ/OQ变更控制文档

• 硬件延长质保

• 远程支持不能解决问题时， 

 提供72小时现场服务支持

校准：现场的或经认可的

为保证viewLinc系统的高精度测量，我

们在自己的符合ISO/IEC 17025 & ANSI/

NCSL Z540-1-1994标准的A2LA认可试验室

内进行产品校准与完整的功能测试。

定制支持

▪ 多级服务组合--从基本至完整的
24/7支持

▪ 在线或远程支持--全球范围

▪ 用户/管理人员培训--现场或远程

▪ 延长质保和预付费校准计划

校准包括：

• 确认指标符合原始校准。

• 电池检查以及必要的固件升级

• 测量准确性规定为一年－－是Vaisala 

 的VL与SP系列数据记录仪特有的 

 规范

在无法将记录仪返回做重新校准的地

方，我们为一些设备提供现场校准。现场

校准包括可追溯至NIST的证书和重新

校准的到期提醒。

为了减少校准成本，我们提供可选的3年

或5年预付费计划，这些计划不仅为涨价

的情况提供保护，而且对于节约校准成本

而言至关重要。为了您的方便，在设备处

于重新校准期间，我们还可以提供数据

记录仪租用服务。

了解更多

维萨拉Veriteq连续监测系统在全世界

范围内通用并且可以获得支持。欲在线 

了解其功能或观看动态演示，请通过电子

邮件与我们联系：

veriteqinfo@vaisala.com

或访问www.vaisala.com/verit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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