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濕度記錄卡使用手冊 

PDF DATA LOGGER USER MANUAL 

 

簡介： 

數據記錄器小巧、輕便、防水，可用來記錄運輸、儲存和測試過程中的溫度/濕

度。通過按下按鈕開始和停止記錄。然後放入電腦的 USB插槽中，無需任何軟

體和驅動程序即可直接獲取 PDF報告。 

 

應用： 

數據記錄器主要用於監控和驗證對溫度/濕度敏感的商品、設備或區域。 例

如：冷鏈、冷藏、運輸、食品、醫藥。 

 

規格： 

使用種類 三次使用 

資料儲存容量 17280-30240 次 

採樣間隔 10 秒到 18小時 

使用期限 兩年 

高/低溫警報 使用者設定 

警報延後 從 0到 960分鐘 

警報種類 單一種類、累計種類 

開始延後 從 0到 254分鐘 

開始模式 按下按鈕 

結束模式 按下按鈕、資料滿時、插入 USB孔 

符合標準 CE\ROHS\EN12830 

介面 USB2.0 

軟體作業系統 Windows 7/8/10  （32 & 64 bits） 

保固 一年 

規格詳細，請參閱個別型號之規格書 

  

1. LCD 螢幕 

2. 紅/綠 LED 

燈 

3. 按鈕 

4. USB 插頭蓋  

5. 掛孔 



⚫ 開啟紀錄 
按住按鈕約 3 秒。直到綠色 LED 亮起開始記錄。如果綠色 LED 不亮，請不

要使用此數據記錄器，用戶必須確保正確啟動。 

正常記錄時，綠色 LED 將每 10 秒閃爍一次。  

如果發生任何警報事件，紅色 LED 將每 10 秒閃爍一次。 

 

⚫ 安裝紀錄器 

將數據記錄儀放置在您要監控和記錄的地方或特定環境中。 

用戶也可以使用 5. 掛鉤孔安裝或固定數據記錄儀。 

 

⚫ 停止紀錄器 

如果內存已滿或是按住按鈕約 3 秒即可停止記錄。  

（1）如果發生任何警報事件，紅色 LED 將每 10 秒閃爍兩次。  

（2）如果沒有發生任何警報事件，綠色 LED 將每 10 秒閃爍兩次。 

備註：當插入 USB 接頭時，數據記錄器將停止記錄並生成 PDF檔案。 

 

⚫ 生成 PDF報告 

（1）將數據記錄器插入 PC 上可用的 USB 插孔。 生成 PDF 時，紅色 LED 

將閃爍，LCD 上將顯示“PdF”。  

（2）完成後，綠色 LED 將亮起，LCD 上將顯示“uSb”。 可能需要幾秒鐘

（根據記錄的讀數）才能完成。  

（3）用戶需要等到電腦找到一個名為“PDF_DATA”的隨身碟，然後用戶才

能在隨身碟中獲取 PDF 報告。 

 

⚫ LCD 畫面說明 

 

 

 

刷新速度：測量讀數每 10 秒刷新一次。 

REC：記錄器正在記錄。注意：查看此標誌以檢查記錄器是否記錄。  

END：錄製完成或停止。 

WAIT：記錄儀正在等待啟動。用戶可以按住按鈕開始。 

°C /°F：溫度單位。 使用 PidifiX 軟件進行更改。 RH%：濕度單位 

:  超出上限   : 發生下限  : 無報警  : 警報發生 

MAX/MIN：最大/最小記錄讀數。 

t ：表示數據記錄器將延遲設定的時間啟動 

MK：記錄儀處於標記模式，用戶可以按住按鈕進行標記點。  

FL：記憶體已滿，記錄器已停止。 

BAT：低電量警告。 詳情請參閱“電池壽命”。 

  



⚫ 主界面（在 REC / END模式下） 

     

正在紀錄中，無警報                   正在紀錄中，曾經超過上限，無警報 

 

正在紀錄中，曾經超過上限且觸發警報 

 

⚫ 瀏覽介面（在 REC / END模式下） 

 
最大紀錄值。                  最小紀錄值。 

 
上限設定值。                  下限設定值。 

 
標記介面 

  

備註： 

1.如果 15秒沒有按下任何按鈕，LCD

將會從瀏覽介面會到主界面。 

2.如果 3分鐘都沒有操作，LCD 會關

閉。 

備註： 

1. 在 REC記錄模式中進入 MK標記

介面（如右圖），長按按鈕 3秒鐘直到

紅色 LED 亮起，表示完成一個標記。 

2. （如右圖）3表示已經完成的標記

數量，6表示最大可標記數量。 

 



⚫ 等待介面 

 
目前測量數值                       上限設定值 

 

下限設定值 

 

⚫ 電腦設定軟體 PidifiX 

將軟體安裝檔.exe安裝後，桌面會出現軟體捷徑，開啟後畫面如下： 

 

  

備註： 

如果在等待模式畫面中有一個 t 顯示

在 LCD 上，表示記錄器會延後設定的

時間才開始記錄。 



欄位介紹 

1. Channels 

 High and Low Limit 設定上限和下限，超出此限制會顯示  

 Alarm Delay 設定超出限制多久時間後發出警報。 

 Accumulation 如果未勾選，就是單次超出限制的時間超過Alarm 

Delay才會發出警報。如果勾選，就會累計全部期間有超出限制的時間

就會發出警報。 

 Temperature unit 溫度單位 

 Ext 如果記錄器需要外接感測器的話，請勾選。 

2. Sample Interval Time 設定採樣時間，右邊會根據最大採樣數和採樣時

間，告訴你可以連續記錄天數。 

3. Start Delay設定按下按鈕開啟紀錄後，要延遲多久時間才真正開始記錄。 

4. LCD ON 有 LCD的記錄器可以選擇是否開啟螢幕。 

5. Stop by Button 設定是否可以透過按鈕來停止，避免錯誤操作而停止。 

6. Restart 如果點選，記錄器可以在不透過軟體設定的狀況下重啟。備註：

一但重啟記錄器，會刪除所有紀錄。 

7. File Type 設定檔案類型：pdf, dlg(raw file), csv, xls or txt 

8. Save as 使用者可以儲存這些檔案類型 csv, xls, txt and dlg(raw file) 

9. Refresh點選以顯示目前紀錄器的狀態和資訊。 

10. Calibration進入校正模式，詳細請詢問供應商。 

11. Password設定密碼(不超過 5位數)，一但設定，必須輸入密碼才能存取記

錄器。 

12. Report 產生 PDF報告。 

13. Time and Zone 設定時區 

14. Read Back 讀取記錄器最新的設定 

15. Configure 當你設定好參數後，點選這邊寫入記錄器。 

 

⚫ 電池壽命 

數據記錄器將監控電池狀態。在主界面，如果顯示 BAT，則提醒用戶檢查電

池。如果電池不能滿足用戶要求，請勿再次使用或更換電池。 

 

備註： 

1.每次重啟或是設定記錄器，舊的資

料將會被刪除。 

2.重啟或是設定記錄器後，如果沒有

新的數據保存在記錄器中，將不會有

PDF報告產生，如果有，那就是舊的

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