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监测系统
/降低GxP环境下违规及产品损失的风险

viewLinc – 生命科学行业
环境监测、报警及报告的可靠之选

“[系统]运行堪称完美 ——我真的
非常欣赏维萨拉的贴心服务和优质
产品。”
- Jason Corrao,
新技术项目经理

故障安全性能

▪

▪

75年以来，维萨拉一直是全球环境测量

和使用简单方便。有维萨拉连续监测软件

技术的领先者，也正由于这75年来的经验

viewLinc、一流的仪表以及可靠的服务作

积累，使得它对生命科学领域有着更为深

为后盾，您就会有信心让您的环境监测方

刻的理解。世界一流传感技术与人性化软

案和文档通过最严苛的审计和检查。

件的结合让viewLinc连续监测系统能够

避免产品损失或产品质量低劣。所有维

最佳的一流的传感器，功能强
大的软件

萨拉软件及硬件均由一支多元化、经验丰

viewLinc系统具有三重冗余数据保护功

富的专业团队提供全球服务支持。

能，可确保数据不会受到电力故障、网络

帮助生命科学企业满足监管要求，并确保

中断和人为错误的影响。这就是世界上最
我们了解生命科学产业所面临的挑战，因

大规模的制药、生物技术和重要制造企

此创建了以对严苛GxP环境进行可靠测量

业依靠viewLinc来满足GMP、FDA 21 CFR

的方式降低风险的监测解决方案。我们

Part 11及Annex 11、CBER、SFDA、PMDA、ICH

不仅降低了违规和产品质量低劣风险，还

和其他国际法范要求的原因所在。

为此提供实用性知识和培训，让系统部署

80％的世
界各国企业选
用维萨拉系统
以降低风险

▪

▪
▪

全面的数据保护
每个数据记录仪的板载存储器均可
保留几个月的数据。数据可自动回
填至viewLinc服务器和客户端PC计
算机，确保数据连续和不丢失。
灵活的报警功能
远程和本地警报——可通过文本、
电话、PC计算机、蜂鸣器、灯光、
第三方响应方式——发送条件超
限通知。
简易、自动化的报告
基于浏览器的访问可允许用户根据
需要创建自定义报告。经常使用的
报告可自动生成，并按预定计划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送。
特定的时区管理
viewLinc具有多时区识别功能，您
可以用与您的质量体系报告标准相
一致的格式创建记录文件。
拥有成本低
viewLinc可利用现有网络部署，并
使用您的服务器基础设施，节约了
维护专用网络的费用。不需要在客
户端PC计算机或第三方服务器上验
证或维护软件。

监测、报警、报告
受控环境、关键应用

viewLinc能够通过PoE、Wi-Fi或以太网

viewLinc是GxP/FDA监管应用和高价值

仪即可监测温度、相对湿度，并可选配模

连接的方式在已有网络上实现非破坏性

产品环境的理想之选，其使用灵活、可全

拟传感器；外部通道可接收用于记录差

安装部署，显著降低了总体拥有成本。基

面验 证、易于部署。使 用维萨拉的业内

压、二氧化碳、液位、光线、颗粒物、电导

于浏览器的安全访问功能可允许用户从本

最佳的数据记录仪和传感设备能够实时

率等等的电流或电压输入信号。可选布尔

地单一站点或多场所设施远程访问各种

记录并监测环境数据，三重冗余备份功

通道让您能够实现对门开关或报警触点

应用。该系统具备可轻松配置并自动化运

能让灾难性故障期间的数据不会丢失。

的监测。

行的报警和报告功能。对于其精度与可靠

viewLinc可将所有历史数据以安全可靠

性而言，维萨拉的各种可选传感器满足并

的格式保存，以便检查和报告，并且您也

超过了行业标准要求，为您在校准间隔期

可根据您的需求轻松进行配置。单只记录

间内提供额外的可靠保障。

电池供电的无线变送器，
支持802.11 b或g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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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Windows操作系
统+ viewLinc软件的
计算机（服务器）

通过手机实现远
程报警

多种应用

▪
▪
▪
▪
▪
▪
▪
▪
▪

仓库
洁净室
稳定性区域
校准实验室
档案存储
医学研究
血液/组织库
冷库及冷冻室
关键制造

温度/相对湿度数据记录仪 + 多端口以太网接口
也可提供PoE接口，无需电源插座）

通过USB直接与PC计算
机连接
+

+

模拟设备，例如：二氧化碳
和氧气；差压；粒子监测，
等等 + 与PoE适配器连接的
数据记录仪

+

+

监测系统、
仪表和数据记录仪
的数据可靠性经证
明可达99.5％。

viewLinc监测
简易、实时监测、可访问
▪

用户可在智能手机或客户端PC计算机

统之间的交互活动，提供满足21 CFR

任何地方查看受监测的环境。任意数

Part

量的用户可从任何标准网络浏览器上

面记录。viewLinc管理员可根据个人

实现监测与报告，并可以图形和表格

职权范围分配用户查阅权限、阈值设

形式查阅实时数据、历史趋势和报警

定和报警确认权限。

可将受监测区域组织成为安全
“区”，让您在同一服务器上添
加地点，并使其访问权限仅开放给
经授权的人员。用户可以为特定受
监测区域的报警通知创建预设的注
释，这样既节约了时间，也实现了
常规注释的标准化。

▪

从单一监测点开始，您可以按需要将
一个数据点扩容到分布在广袤地理
区域的数千数据点，viewLinc可接受
5000个地点以上的信号输入。

▪

viewLinc的审计追踪可记录所有与系

上登录到任何安全网络，并可从世界

报告。

▪

▪

可将viewLinc的数据记录仪添加到
任何与OPC兼容的监测系统。互操作
性为您现有监测基础设施提供了更大
的灵活性。

观看在
线演示短片：
www.vaisala.com/
viewlinc-demo

11及其他监管和认证要求的全

“我们对viewLinc监测系统感到非
常满意！它帮助我们满足了FDA 21
CFR Part 11和AATB认证要求，我
们可以在任意地点对多个站点进行
监测。”
- Brad Bayette,
细胞/组织库服务经理

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维萨拉连续监测系统可作为整体解决方

式包括Wi-Fi、采用vNet PoE连接底座的

和布线成本。无需维护专用网络。此外，

案部署，配以数据记录仪、软件、服务和

以太网供电、标准或多端口以太网接口、

数据记录仪可轻易搬迁，以适应多种应

包含IQOQ验证在内的文件存档来完成。

或通过USB与PC计算机直接连接。通过

用及不断变化的需求。作为真正的全球

该系统不需要用户配置来自不同制造商

与您的现有网络连接，用户可轻松配置

性系统，viewLinc软件、IQOQ协议和支

的多种传感器。最重要的是，viewLinc

出可扩展的监测系统，该系统能够显示

持文档支持法文、英文、中文、德文、瑞

CMS是专为生命科学环境而设计的。该系

实时数据，自动备份历史数据，并可通过

典文和日文。

统可为您的整体运营进行定制，并可轻

多种通知方式发出报警。轻松部署于现

松安装在任何标准网络上。可选连接方

有网络可节省昂贵且具破坏性的硬接线

通过PoE、Wi-F、LAN方式连接，
也可以组合方式连接。

对温度、相对湿度、流量、
差压、二氧化碳、氧气、
液氮、状态触点及其他传
感器进行记录和报警。
查看多个地点
或选定区域。

仓库、实验室、冷冻室、
冷库、稳定性试验箱、
洁净室等设施的理想之选

听觉和视觉报警。

尺寸紧凑，便于记
录仪安放。

数据记录仪便于因维修
和重新校准所进行的搬
迁或更换。

通过文本、电子邮件和拨打
电话、短信或PC计算机接收
报警通知。

维萨拉为遍布57
个国家的超过
3200个生命科学客
户提供服务。

报告和报警
符合法范要求、审计准备，可定制
viewLinc灵活的报告功能可确保您的监

viewLinc的CMS软件还采用了可识别多时

测环境符合FDA、SFDA、EMA和其他公认

区的设计。 viewLinc故障安全报警功能

的国际监管机构的要求。用户能够创建

可轻松实现配置、定制和自动化。有了逐

各种包含数值、地点、时间、确认和纠

级多阈值报警功能，viewLinc可在出现问

正措施的详细报告和概要报告。记录仪

题的第一时间发出通知，并以手机、、桌

和通道的详细命名能够完整描述受监测

面显示、拨出电话或文本邮件方式送出报

地点，使其便于在选定区域查找、监测

警信息。区域安全性可允许按日期、时间

和报告。诸如电子邮件和报警历史记录

和用户制定通知计划。系统管理员可根据

等常用报告可以预先配置，并可按计划

轮班计划、逐级流程和用户权限级别设

通过电子邮件自动发送至相关人员。有

置报警功能。viewLinc系统的安全设置

显示界面能够以更为熟悉的Windows导航

了viewLinc的可选报告、自动化和安全

可单独使用，也可结合使用Windows认证

方式轻松访问产品数据。viewLinc兼容

性，您的内部质量记录或客户要求记录

功能轻松实现权限管理。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32 &

唾手可得，无数据中断，并且随时可接

64) 和2008 (32 & 64)，Windows XP (32)

受审计。

以及Windows 7 (32 & 64)。

灵活的报告功能

▪
▪
▪
▪

在选定时间段检查特定受监测点。
快速获得概述和详细报警记录：
数值、地点、持续时间、确认和
纠正措施。
用户定义的限值线功能可快速直观
参考图形报告。
报告格式涵盖数据、统计值和图
形，并随时可供演示。

系统已
在全球安装
800套以上

全面的服务支持
安装、维护、保修
我们可在产品生命周期内提供全面的服
务支持。你尽可信赖我们技术支持团队
的快速响应服务。我们保证让您的系统
始终满足最为严苛的合规性标准要求。

世界一流的服务支持

▪
▪
▪

现场或远程支持 – 全球范围
用户/管理员培训 – 现场或远程
延长保修或预付费校准计划

服务包：培训、安装、验证
作为viewLinc系统标准组成部分，我们
通过电话、传真、网络或电子邮件方式提
供全面支持计划，也可为新用户和管理员
提供网络培训。所有维萨拉Veriteq数据

校准包括：

▪
▪

针对原始校准进行参数验证
电池检查，并进行必要的固件升级

记录仪的保修期均为2年。可选支持服务
包括viewLinc软件的全套安装和部署、
系统验证、用户和管理员培训、现场校准
以及在我方实验室校准。维萨拉的工程
师、计量和技术支持专家团队倾力确保您
的系统正常运行。

在难以递送设备校准的情况下，我们可为
大部分设备提供现场校准。现场校准包
括NIST可追溯证书和再校准到期提醒。为
了减少校准成本，我们还提供可选3年或

“维萨拉IQ/OQ 协议相当不错...”
[其] 非常全面，节省了我们2-3周
的工作量。
- Stephan Montag,
IT负责人

5年预付费计划，其不但可以起到避免价
格增长的保护作用，还可大幅节约校准成

校准：现场或实验室
为了保持viewLinc系统的高精度测量，我
们在自己的A2LA认证实验室进行校准和
全面的功能测试，其符合ISO / IEC 17025

本。为了您的便利，在设备校准期间我们

了解更多

还提供设备租赁服务。

维萨拉连续监测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均可
订购，并可获得支持。若要了解更多信
息，请访问 www.vaisala.com/service。

及 ANSI/ NCSL Z540-1-1994标准要求。

美洲、欧洲、日
本和中国的销售、
支持和服务中心

数据记录仪、仪表和变送器
HMT140
维 萨 拉 H U M IC A P ® 湿 度 和 温
度无线变送器H M T140可使用
探头和模拟信号— —RTD、电
压、环路电流和布尔触点测量
相对湿度和温度。HMT140能够
方便地接入您现有的Wi-Fi网
络，并采用电池供电，也可选
配9-30VDC电源。其他选配项
包括LCD显示、多信号测量、直

HMT330

接附属在变 送 器 外壳 上的固

维萨拉HUMICAP®湿度和温度变送器系列HMT330专为侧重稳定测

定式探头或者配有不同电缆长度(3/5/10米)的远程探头。无线接

量和宽幅定制的苛刻应用而设计。HMT330采用了在冷凝环境中性

入您的现有网络可让您便于移动被监测的试验箱，或可根据需

能优越的加热探头技术和IP65耐腐蚀外壳，并可选配跨越四年测

要移动测量设备。

量历史的集成数据记录功能。

vNet

DL4000

vNet PoE网络接口可在维萨拉

DL4000数据记录仪是压力、流

数据记录仪和您的现有网络之

量、液位、pH值、电气性能和气

间方便地建立连接。卡扣式设

体浓度的简化解决方案。它非

计让记录仪在小空间的连接得

常适于单机或联网应用，这种

到简化，消除了单独记录仪与

通用输入记录仪可利用USB连

PoE设备之间的常规接线和AC电

接到PC计算机上，或可通过以

源的安装成本。

太网、vNet

PoE或Wi-Fi连接

到您的现有网络。

DL1016/1416

DL2000

这种多应 用温 度 数 据记录仪

维萨拉Veriteq DL2000精密温

可跨越很宽的温 度范围进

度和 湿 度 数 据记 录仪 尺寸紧

行 温 度 监 测，其多达 四 种应

凑、功能强大且易于使用，它

用— —超低温冷冻箱、冷冻/

可用于在实验室、洁净室和稳

冷 藏 室和培 养 箱尽可纳入其

定性试验箱内监测关键产品和

中。DL1016或1416数据记录仪

湿 度敏感性 产品。D L 20 0 0 还

消除了购买和安装其他硬件的需要——无需额外的记录仪或增

提供带电流或电压输入的选配外部通道，可记录如差压、二氧化

加网络接入点即可同时监测多达四种环境。

碳、液位、粒子或电导率之类的参数。选配布尔通道可与门开关
或报警触点连接。

所列产品为相关维萨拉CMS的小部分可选示例。若要查看全部的维萨拉设备，请访问www.vaisala.com/life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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