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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物联云服务方式的温湿度定时记录仪 

HG 系列 

 

 

 

●HG：云方式大体积混凝土温湿度定时记录仪， 

HG＝大体积混凝土温湿度记录仪＋无线数据终端；无线物联网版的温湿度定时记录仪 

 

初稿 2016.03.01 

最新 2018.07.17 

仍然支持 mini-SD/TF 卡作为数据转存工具,支持 USB2.0, 
无线物联网版的定时记录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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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外观因版本而不同，本图仅供参考） 

设备及数据处理软件 

使用手册 

■用一句话来叙述关键步骤：拧好天线／插好ＳＩＭ卡／插好传感器／安好电池。 
TG＝无线物联云服务方式的混凝土定时测温度记录仪； 

HG＝无线物联云服务方式的混凝土温湿度定时记录仪； 

GR＝无线物联云服务方式的继电控制器，逻辑在服务页面随意定义，可使用温度、湿度、压

力、水位等各种实时测量值来控制现场养护设备或电器； 

注：本文所述“HG”，指无线物联云服务方式的混凝土温湿度定时记录仪； 

本文所述“无线数据终端”、“GPRS 无线数据终端”、“dtu 模块”都是指“GPRS 无线数据终端”； 

本文所述“物联网”、“无线物联网”都是指［定时记录仪］通过［GPRS 无线数据终端］以无线方式连接

到［云服务器］的［无线互联网］；  

◆具备无线物联网能力，定时数据发送给云服务器，并从服务器获取参数，不受时空限制； 

◆同时支持 GPS、北斗、基站三种定位方式（GPS、北斗定位需要另加定位天线）； 

◆支持移动公司和联通公司的普通手机 SIM 卡及物联网流量卡（2G）； 

■数据除了实时上传给服务器外，还提供以下冗余： 

●数据定时保存到内部电子硬盘一份，用户可使用 mini_SD/TF 卡来转存，支持大容量 TF 卡，已测试

的有 1G、2G、4G、8G、16G、32G…； 

●同时提供ＵＳＢ数据线来进行冗余，支持简单的普通ＵＳＢ数据线（ＵＳＢ打印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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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 卡)          (ＵＳＢ打印线]) 

【本文中所述的 TF 卡、ＳＤ卡、MiniSD 卡、内存卡，都是指的１～３２Ｇ（或更大容量）的 TF 卡。】 

●设备内备份数据也可通过ＧＰＲＳ方式补传、续传给云服务器； 

一般描述：寰宇夺标云ＨＧ设备功能表:  

序 记录仪类型→ TG08(或 HG08) TG16(或 HG16) 

1 
每台设备可同时接驳的传

感器（通道）个数： 
1～8 1～16 

2 采样和记录分辨率/范围： 温度：0.01℃（-45～125℃），湿度：０％～100％ 

内置电子备份硬盘容量： (每 60 分钟、0.01℃分辨率)31 天自动循环记录(备份) 
3 

同时支持 TF 卡海量外存：  TF 卡的容量（0～32GB） 

5 可任选定时间隔（分钟） 1、2、5、10、15、30、60、120（可随时远程改动） 

6 主力能源：注③ 使用 2 节锂电池供电，型号：18650 , 

7 与计算机的通讯方式 USB2.0-HID 全速接口，免驱动（本项为冗余设计） 

8 
与计算机通讯时使用 

的 USB 数据线类型 
普通的 USB 打印线(USB2.0) 

9 计算机软件包支持： 支持√ 

10 数据转存 支持（0～32GB）TF 卡√ 

11 内置无线上网终端： 
提供 GPRS 无线网络， 

建议使用移动公司的 SIM 卡或流量卡或物联网卡 

12 天线 提供一条 GSM 天线； 

13 定位 同时支持基站定位、GPS 定位、北斗定位（需安装定位用天线） 

14 整机工作环境温度范围： -30～80℃[主机：-40～125，无线部分：-30～80] 

备

注 

注①HG16 是常规生产的产品，HG08 需要定制才生产; 

注②因设备中有锂电池、天线等物品，邮寄时只能走陆运。 

(表 1：寰宇夺标 HG 云设备８通道和 16 通道设备功能表) 

HG 温湿度系列“现场定时记录仪”是放置在待测温湿度的现场，由设备自动定时进行 1~N

（N=8,16,24,32）路温度和湿度的采集和保存，并通过无线网络把数据同时传输给云服务器一份。 

数据保存：到设备电子硬盘内一份；如果有 TF 卡插在设备上，数据也会输出一份到 TF 卡

内；并通过无线网络把数据同时传输给云服务器一份。 

设备电子硬盘内的那份数据是每月循环覆盖；TF 卡上的那份是一直顺序记录；服务器上

的那份是有服务器转成数据库、网页、报表、图形等。 

设备电子硬盘内一份的那份数据这仅仅用来冗余和备份，可能的用途有：（１）、如果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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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网络故障时，当无线网络恢复正常后，可自动用这份数据补传给服务器；（２）、（用不到的功

能：）用户每间隔一定时间即可把【设备电子硬盘内一份的那份数据】转存到 TF 卡内，然后使用ＴＦ读卡器

再把数据导入到电脑软件或网页中，来分析和处理；（３）、（用不到的功能：）也可在达到工作天数后，可

将设备通过 USB 口（使用普通的ＵＳＢ打印线）与计算机软件通讯，将设备内采集和保存的数据传递给计

算机或网页处理成报表和曲线图，供管理使用。 

 

HG 系统不同于我公司以往产品(温湿度记录仪)之处主要是： 

１１．．（用不到的功能：）可利用 USB 口进行数据传输，设备接口先进、通用性强，数据传输速度快、数

据管理方便。数据通过 USB 口传输到计算机后，用对应的计算机软件或网页进行数据分析、绘图、报

表打印。新型的 HG－ＴＦ系列使用到处都可买到的普通的ＵＳＢ打印线，ＵＳＢ部分不用安装驱动。 

２２．．设备自身设计有按键，（用不到的功能：）可依此来设置设备的时钟、定时间隔、转存数据等操作，

完全脱离电脑即可操作，即并不依赖于ＰＣ计算机。  

３３．．根据砼的厚度，在一个【HG 系列“温湿度现场定时记录仪”上用户可同时安装 1～N 个传感器，

进行灵活的安排。这 1～N 个传感器可以分为一组或多组工作模式。 

４４．．新型系统采用了不同于以往的设计思路，更加适合在工地施工现场恶劣环境的实际使用。使用红

色高亮度发光 LED（数码管）作为显示器件，相比以前使用ＬＣＤ液晶（0～70 度）的显示方式，工

作温度范围（-40～80 度）宽，不宜破碎，更加适合在工地施工现场恶劣环境的实际使用。 

５５．．HG 设备使用２节锂电池（型号 18650）作为能源（直流 6～８Ｖ），可自动长时间工作。这种型号

电池是容易买得到的。 

６６．．HG 系列“温湿度现场定时记录仪”，每 X 分钟自动启动一次（X 为巡检时间间隔），进行数据采集

和校验。其他时间自动关闭电源。保存数据的时间间隔为设定的巡检间隔。平时只有定时时钟电路工

作，其他所有电路都自动关电。时钟电路上有超级电容作为其电源，用户不用关心。 

７７．．HG 系列“温湿度现场定时记录仪”内新增加了误差自动校正模块，每次的测量值都进行自动校正

和补偿。 

８８．．本设备允许用户根据实际需要选择定时巡检间隔，数据分辨率设定为 0.01℃，自动定时巡检时间

间隔可以选择为 1、2、5、10、15、30、60、120（分钟）等方式之一。在巡检时隔不同时，设备

记录能力请参见表 1。设备提供的最大分辨率 0.01℃、最短巡检时隔为 1 分钟，为特殊用户或特别场

合的使用提供了方便。设备内按照计算机硬盘模式，备有分区表、数据区等管理单元模块。设备内采

用高精度时钟计时。参数的设置：用户不必在设备上设置参数，以云服务器上设置的参数优先。 

９９．．由于整个系统用无线物联网方式传输数据，（也支持 USB 方式传输），平时工作时不用与计算

机连线，就避免了信号连线的限制，也防止了传输线对电焊、电机火花等的感应引起的干扰造成的数

据不准确和数据丢失等等诸多问题。工艺上，测温记录仪采用了壳体，防碰、防水，传感器使用防水

线和特制外壳，固定于砼中的钢筋骨架上，能确保承受的住振动棒和急速浇铸的混凝土的冲力。 

1100..  一些最新的版本，将内部结构进行了重新设计，使电路部分完全密封，使其得到更好的防护。 

1111．．2017.1.1 以后的设备都支持并使用了【逐台逐度自动校正仪】进行了校正。 

1122..传感器采用国际上最新一代温湿度传感器(瑞士 Sensirion SHT3x)系列,从而保证了精度和可靠性; 

  

  

1122．．平时 TF 卡不用插在设备上，仅仅在需要转存数据时才插入。多台设备可以公用一张 TF 卡。（本

功能用不到）；而 HG 设备的数据能以无线方式【直接】或【补传】给服务器，所以 TF 卡转存

方式一般用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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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本产品的说明书的电子版另外可能提供有：传统的页面、PDF、网页、知识库、动画、操作录像

等多种方式。 

 

新手使用步骤： 

●第一步：打开设备，将各个传感器插入到设备内的传感器对应的插孔(现场事先预埋传感器)；HG)

设备要拧上（拧紧）GSM 天线，将 SIM 卡正确插入其对应设备的 SIM 卡座内； 

●第二步：放入 2 节锂电池，注意正负极；HG 设备，不用校对设备时钟、也不用设置时间间隔，

也不用设置通道数，因为可以随时从云服务网页中方便地设置和修改。 

●第三步：按下开机键，一秒后再按下显示按钮（还是那个开机键），来检查各个传感器通道（和设

备的时钟）；对于 HG 设备，刚刚的操作完成后，宜再按一次转存键（ZC），可使设备立即依

次执行：测量各个通道的传感器温度数据、保存数据、启动无线网络、将数据发送到云服

务器上、并从服务器得到正确的时间和参数（设备显示内容见后文）；  

【注：】相关按按键键操操作作，后文有详细说明（看来本说明书更适合应用链接网页跳转方式）。 

 

(设备外观：2017 版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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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外观因版本而不同-此言不虚，这是 2017 更新的 2017 版记录仪上的面膜样式) 

我给一种 HG 设备拍了几副照片，放在这里： 

 

 
可以看到 HG 顶部（或其他部位）有 天线座伸出外壳，与纯

TR 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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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拧上 GSM 天线的样子（正好赶上设备定时自动启动了，看－数码管上有内容显示） 

 

这个图，同时展示了设备内需要用到的物件：SIM 卡、2 节锂电池，GSM 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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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图，展示了设备内：SIM 卡、2 节锂电池的安放位置，拧上 GSM 天线,以及温度传感器的接

线端子； 

 

 

(这个图的白色插座是温湿度传感器的接线插座) 

这个图，展示了设备内 2 节锂电池的安放时的注意点：电池要把那个尼龙布条压上，是为了以

后方便地取出电池；合上盖子前，检查一下多余的布条是否被摆放到空闲处，不要让它遮挡住按

键和显示面板。 

 
●下图是设备内部（没有无线通讯模块和电池盒时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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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7 版的 HG 内部（没有 dtu 模块和电池盒时的）布局） 

 

 
（图：2017 版的 HG 内部标注 1：显示、按键、USB 口、TF 插槽和电源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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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7 版的 HG16 传感器插座） 

 

●2017 版 HG 使用 2节锂电池（型号 18650）：   

每次使用前请先安装好充满电的锂电池，请注意新买来的锂电池都是没充

过电的，需要充电后才能使用。HG 使用 2 节锂电池（额定电压为 8V，供电电压范围为 8～

6V），一般情况下充满一次电一般能用 3 个月以上（与定时间隔、基站信号强度及卫星定位信号

有关，与湿度、环境温度、极寒天气也有关……）； 

重要：安好电池后，可按一下“开机”按钮，然后再按一下“显示”按钮,

用以检查电池安装正误。对于 HG 设备，可以按一次转存键（ZC），可使设备立即：测量各

个通道的传感器温度数据，并启动无线网络，将数据发送到云服务器上，并从服务器得到正确的

时间和参数（设备显示内容见后文）； 

 

●传感器插口序号： 

 

（图： HG16 内部的传感器插口） 

ＨＧ传感器使用的是四根引线。HG16 内部的传感器插口编号（即传感器通道号）:第一排从

左向右分别为 1#、2#、3#、4#传感器插座；第二排从左向右分别为 5#、６#、7#、8#传感器插座；

第三排从左向右分别为 9#、10#、11#、12#传感器插座；第四排从左向右分别为 13#、14#、15#、

16#传感器插座； 

每只传感器引线用的是四芯引线，左起第一根线至第四根线分别是：地线、湿度线、温度线、

电源正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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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夺标®HG 系列“温湿度现场定时记录仪”HG 显示信息释义： 

 

HG 型定时测温记录仪（在与计算机没有通过 USB 连接的情况下）按下设备面板上的“开机”

按钮，HG 设备开机。 

☆“开机／显示”键：关机状态下，按下“开机”键，可以手动开机； 

    HG 设备的数字 LED 显示屏(下面简称显示屏) 显示以Ｈ开头的内容，例如： 

  ，并停留片刻，表示设备已经启动 (下同)，其中后５位就是本设备的

ID 号，简称 HGID 。 

 

☆“关机”键：开机以后，如果设备进入“死机”状态或需要设备重新启动，可以先按下“关

机”键，然后再按开机键；注意，这个版本的【复位键】=【关机键】+【开机键】。 

☆“转存”键：关机状态下，按下“开机/显示”键，可以手动开机；在手动开机的状态下，

当显示完“.Hydb.”以后，如果按下“转存”键，即可将执行“将设备内的数据转存到 TF 卡中”

功能，前提是 TF 卡座内插有正确的 TF 卡。（请注意：在平常设备自动定时工作期间，TF 卡不用

插在设备上，仅仅在需要用 TF 卡进行数据的转存时，才需要。转存完毕后，TF 卡要从设备上取

走。） 

☆“开机／显示”键：开机状态下，若再一次按下该键，将依次显示以下内容： 

 

显示： 含义： 

 

厂家商标【寰宇夺标】拼音首字母； 

 

显示的是当前设备设置的传感器通道数（例如 16）； 

 

显示 HGID； 

 

第１传感器通道的温度值（E1 表示没有传感器插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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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３位是“ ”时，表示的是温度值； 

 

第１传感器通道的湿度值（E1 表示没有传感器插入，下同）； 

其中第３位是“ ”时，表示的是湿度值； 

 

 

 

２＃传感器通道的温度值为 23.4； 

２＃传感器通道的湿度值为 22.1 

 

3＃通道的温度值值 E1；（E1 表示没有传感器插入） 

3＃传感器通道的湿度值为 E1 

（中间略过……） 

 

第１６传感器通道的温度值；（直到最后一个通道） 

 

 

设备时钟当前的时和分（１４点０５分）； 

 

设备内电池当前电压（Ｐower＝3.7Ｖ）； 

 

 

设备内剩余空间（１１天００分）；对 HG 无用 

 

现在离下次定时启动的分钟数。 

然后设备关机。 

 

●与计算机没有通过 USB 连接的情况下（现场独立工作时）, 

在定时间隔到达后，HG 会自动启动，数码管显示如下：  

序 数码管显示内容 Like as 含义 转向 

1 

 

SAVE ●定时间隔到，启动并进入到自动保存状态  

2 

 

或 

 

Doing 

 

 

 

Wait… 

●正在测量 32 路传感器的值； 

●正把数据保存到内部电子硬盘； 

●正把数据试图保存到 TF 卡内一份； 

 

 

 

 

3 

 

Step00 ●正给【GPRS 无线数据终端】开始供电， 

●初始化【GPRS 无线数据终端】； 

●检查是否有 SIM 卡/是否插好； 

失败转至 

【序 14】； 

【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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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ep01 ●并试图得到 SIM 的序列号； 

●并测试 SIM 是否有效；  

 

 

5 

 

Step02 ●正在测试基站信号强度； 

 

 

6 

 

Step03 ●正在试图得到基站信息； 

 

 

7 

 

Step04 如果：基站和上次的不同；或用户启动设备后

按下过转存键；或上次登录时服务器要求本次

本机 GPS 定位；●GPS 定位中。 

不需要定位时

转至【序 8】； 

 

8 

 

Step05 

9 

 

Step06 

10 

 

Step07 

11 

 

Step08 

12 

 

Step09 

13 

 

Step10 

依 

次 

执 

行 

完 

各 

个 

步 

骤 

失败转至 

【序 14】； 

【关机】； 

14 

 

失败信息， 

失败时才

显示 

●【GPRS 无线数据终端】初始失败或无 SIM 或

SIM 错误或其他的【GPRS 无线数据终端】错误。 

 

15 

 

 显示离下次启动的时间（分钟数），然后[关机]  

 

●第一次按下开机键后，如果再按下 HG 的 ZC(转存)键，设备将模拟【定时间隔】达到后的情形，

并将进度用数码管依次显示出来；与上表的【序 2】～【序 15】内容相同。注意：每次按下 ZC(转

存)键，都会进行 GPS 定位操作。 

●（此部分一般用不到）与计算机通过 USB 连接的情况下, 按下设备面板上的“显示”按钮，依

次显示：Usb.=y 表示：寰宇夺标 HG 设备启动，并检测到计算机；控制权移交给计算机相关软件，

直到将 USB 线撤除为止。 

在与计算机通讯期间，设备面板上的显示字符由计算机软件控制，请参见【计算机软件】说

明部分。 

再次提醒：设备显示 Usb.=y 后，需要使用计算机软件向设备发出“关闭设备”命令（2017

版以后不需要），并将设备与计算机的 USB 连线撤除后，设备才能进入自动工作模式。请注意：

在 HG 记录仪和的 USB 连线撤除后，如果 HG 记录仪还在显示 Usb. ,此时需要按下一次 HG 记录仪

的复位 (RESET) 键或关机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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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mini_SD/TF 卡进行数据转存：(HG 设备一般几乎用不到) 

【数据转存】：将 HG 设备内的数据转存到 SD/TF 卡上： 

  ⊿将 mini_SD/TF 卡(简称 TF 卡)（TF 卡事先格式成 FAT32 格式。建议使用 WindowsXP 来进

行格式）插入设备内的 SD/TF 卡座上，要保证接触良好； 

⊿关机状态时，按下【开机】按钮１秒，HG 上显示一个 HGID,然后消失，表示开机成功； 

⊿然后按下按下【设置】按钮，HG 上显示如显示“H1=ab”的字样，此时按下【转存】按钮，

HG 上显示如“SD_”的字样,然后显示倒计数例如显示“_0598..”，直到倒计数为 0 后显示“_.End._”,

然后显示“...xx”(当前离下次开机的分钟数)，然后自动关机。说明数据已经转存成功。 

⊙如果刚才按下【转存】按钮后，显示的内容是“Sd=no.”，表示 TF 卡没插好/或不兼容/

或插槽故障，需要检查和排除后再试。 

 

●设备能够自动执行任务的必要条件：(HG 设备参考) 

1.已将 GSM 天线已被正确安装到设备上，并已拧紧；请注意天线杆部分不能在有屏蔽效应的位

置空间（比如金属箱内）； 

2.sim 卡已经正确地插入对应卡槽内；要保证有足够的流量； 

3.设备内电池型号和数量正确、能量充足、安装极性无误、接触良好；请注意：电池极性错误

将可能直接导致设备烧毁； 

4.设备的传感器接口，接插有传感器。 

5.开机并按下显示按钮一次，依次检查各个传感器有读数显示，来保证设备没有损坏。 

5、开机状态下按一次转存键，使设备测量数据、启动【GPRS 无线数据终端】、ＧＰＳ定位、

将数据发送给云服务器、并从云服务器得到最新参数。 

6、必要的防护措施：现场设备宜采取必要的防水(防雨水，防溅水、防浸水)、防砸、防日光

暴晒、防超低温、防盗措施。 

提议如下： 

防雨水：可以使用新鲜的塑料袋套在设备外； 

防溅水、防浸水：可以将设备挂在离混凝土施工表面向上 1m 以上的位置； 

如果在海里使用，应该用塑料袋将设备包裹严实，防止海水和海雾腐蚀电路。 

防日光暴晒、防超低温：可以将设备放置于木制/或塑料/或金属小盒内，金属盒子防砸碰效

果好，但应该考虑隔热。木盒（参考，尺寸需重新量）的制作可参见下图： 

 



           无线物联云方式大体积混凝土温湿度定时记录仪说明书 

第 15 页 共 28 页 

 

 
（图：木制保护盒（仅供参考）） 

 

 

 

●下面的图片是其他用户使用这种设备的一些照片，供参考： 

 
他们使用了电气电表箱子，对设备进行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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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 设备整体参数： 

工业级标准： 

   １、环境温度：-30～80℃；（主机设备工作环境-40～80℃，【GPRS 无线数据终端】工

作环境-３0～80℃，所以取范围小者）； 

   ２、测量范围：温度-４５～１２５℃，湿度 0～１００％； 

   ３、显示模式：发光ＬＥＤＸ６； 

   ４、与计算机通讯：GPRS 无线数据，USB，TF 卡； 

   ５、自动储存间隔：每 1、2、5、10、30、60、120 分钟； 

６、数据容量：每月循环覆盖； 

   ７、数据保护：电路硬件保护+软件校验； 

   ８、误差修正：内置自动校正电路；逐次校验；支持每度自动校正仪； 

   ９、采样分辨率：0.01℃；  

   11、电能：2 节 3.7Ｖ锂电池(型号：18650)； 

   12、传感器：使用寰宇夺标标准(内部为 Sensirion SHT3x 系列)HYT-SHT3X-ARP 型传感器。 

  13、HG082 同时有８路温度和８路湿度通道，合计共是 16 个通道; HG162 同时有 16 路温

度和 16８路湿度通道，合计共是 32 个通道。 
 

●总结：HG（定时记录仪＋DTU）简要： 

◇HG 设备：【定时记录仪＋DTU】简称 HG 设备：是将【定时记录仪】上增加了【GPRS 无线数

据终端】后，使记录仪具备了将数据实时传给云服务器的功能； 

同时记录仪的数据定时备份到设备上的 TF 卡内。支持动态、远程改变定时间隔、通道数等操

作。 

■准备工作： 

●1.先给锂电池充电，新的锂电池都没充过电，一定注意锂电池的正负极（要充电多久？充

电器上有指示灯）； 

●2.每个 HG 设备都需要准备 1 张 SIM 卡，建议使用移动公司的流量卡（大卡），一个月 10M

的足够（每天 24KB,每月 24*31=744KB=0.7M）（每月 0.7M 的样子）； 

 

■记录仪操作部分： 

●基本操作： 

⊿1.打开记录仪设备（外壳上的 6 个最大螺丝），将 SIM 卡插入到 DTU 的 SIM 卡槽中；将 TF

卡插入到设备的 TF 卡插槽内；DTU 上要插上 GSM 天线（拧紧）。 

⊿2.将温度传感器插入到设备的传感器接口内； 

⊿3.将锂电池（一定注意正负极）安装到设备内的电池盒内； 

●技巧： 

⊿1.按下 2 次【显示】键，可以检查每个传感器的读数； 

⊿2.按下【转存】键，可将数据发送给服务器；并在 TF 卡内保存一个数据备份；同时在服务

器上设置的【定时间隔】等参数会被记录仪获取到。 

 

用一句话来叙述关键步骤：拧好天线／插好ＳＩＭ卡／插好传感器／安好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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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夺标®HG 系列“温湿记录仪”HG 网站上的设置： 

■网站上的设置 

●登录 WWW.0531HYT.NET ,找到【HG 温湿度云记录】： 

 

或登录 iot.0531HY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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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使用时，请注册一个新用户： 

 
 

●用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登陆后请填写【设备注册信息】： 

☉如下图所示，根据你的设备类型，点击对应的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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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设备都有一个５位的 ID 号和一个 24 位的序列号，简称为 SN。点击【登记新设备】，

进入下图所示界面： 

 

 

☉在这个图中数字１的部分填入你的设备的５位的 ID 号或其 24 位的序列号。然后点击上图

中标注数字２的那个放大镜图标；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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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您的新的设备即被添加到设备列表中。然后，您可以在此定义一个好记的【别称】，

在此设置该设备的通道数及定时间隔、额定电压； 

△关于额定电压：使用一节锂电池的额定电压为４Ｖ，使用两节锂电池的额定电压为８Ｖ，

使用三节锂电池的额定电压为 12Ｖ。设备完以后请点击【保存】按钮。 

☉同样的方法，可以添加更多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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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1.每个 HG 设备都有一个 24 位的序列号和 ID 号，用来区分不同的设备；请将您的

HG 设备的序列号逐一添加到此处。为方便，可自行起一个【别称】； 

2.这里设置的【通道数】和【定时间隔】、【额定电压】，是对应的 HG 设备执行工作的依据。

允许你的设备使用 8、16 通道工作方式；允许不同的设备使用不同的间隔时间（一般设成相同）；

额定电压的计算方法：锂电池个数×４； 

●数据查看： 

⊿最近一次数据：您可在此查看最近一次各个设备上传的数据： 

  

 

⊿设备测量数据：您可在此查看各个设备上传的历史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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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XLS 报表：您可在此将各个设备上传的历史数据转成 XLS 表格进行下载： 

  

 

⊿温度曲线图形：您可在此将各个设备上传的历史数据转成曲线图形并进行下载： 



           无线物联云方式大体积混凝土温湿度定时记录仪说明书 

第 23 页 共 28 页 

 

 

⊿网站提供的其他增值功能（免费）： 

◎数据推送功能：为【智慧工地】/【BIM】管理方式专门提供的数据接口； 

◎数据绘制云图功能：可用彩色云图直观展示层面、剖面的温度分布； 

◎数据预偏移； 

◎数据借用； 

◎数据映射； 

◎无线[续传/补传]； 

◎TF/SD 卡上传； 

◎控制逻辑设置； 

◎。。。 

■【HG】和纯【定时记录仪】的不同地方： 

●区别还是有的： 

⊿1.原来的纯【定时测温记录仪】，在设定通道数和定时间隔以后，测温中途不能改变这些

参数。但在 HG 设备上，您可以通过远程（服务器网页、手机客户端、微信服务号）来随时改变各

个采集器的定时间隔、通道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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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现场设备可放到仪表箱（比如电表箱）内，起到保护作用，仅将天线伸出。 

●问：间隔时间怎么改呢？答：用按钮设置或用网站设置，用网站设置更方便： 

技巧：如果想使服务器上新设置的【定时间隔】马上起作用，可按下记录仪的【转存】键，

此时，记录仪会将数据发送给服务器；并在 TF 卡内保存一个数据备份； 

同时在服务器上设置的【定时间隔】等参数会被记录仪获取到。如果不按【转存】键，服务

器上设置的新的【定时间隔】，会在记录仪原有定时间隔的下次启 

动时刻到来后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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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实例部分 

寰宇夺标
®
HG 系列“温湿度现场定时记录仪”使用过程举例 

一、绑扎传感器: 

在钢筋绑扎时按测温方案所设测温点捆扎传感器，或在 h型钢筋上按测温方

案所设测温点捆扎传感器，在混凝土浇筑前插入预设点，固定。 

一般情况下，一个平面上有多个测温点，每个测温点的立面方向上有 3～8

个传感器，立面如图： 

 

（某平面测温点各传感器立面布置图） 

部分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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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左边设备为 TR8-Usb 型，右边为 TR32） 

 

二、设置参数: 

给设备安装好电池，使用软件或按键对设备进行各参数设置。 

三、将设备固定到现场位置，插上传感器、按下显示按钮，检查传感器连接情况。 

四、做好设备防护，最外面套上塑料袋防雨。 

五、设备自动定时工作: 

中间每周要来人检查设备工作状态,必要时需要更换主力电池。 

六、设备记录一段时间后，或测温工作结束后，将数据通过 MINI_SD/TF 卡转存

到计算机软件中。（参见软件说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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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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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 版定时记录仪，支持无线云物联，与我公司《无线通》系统的不同： 

■背景：来自用户的需求： 

◎使用过我公司《全无线通》测温方式的用户都知道，那套设备使用全无线方式实时将数据发

送到服务器（或电脑），用户用手机、平板或电脑，可以随时随地查看数据和修改参数，很是方

便。但是，那套设备的每个采集器最多有 8 个传感器通道，如果需要集中测量比如集中测量 30

多个传感器时，就至少需要４个采集器，它的拓扑图如下： 

 

◎使用过我公司《HG 系列“温湿度现场定时记录仪”》的用户都知道：型号为 TR32 的记录仪，

每台设备就有 32 个传感器通道，以前都是使用 TF 卡或 USB 线传输数据，如果加上实时无线传输

功能岂不是更方便，这就是 HG 版定时记录仪的来历。 

◎另外我公司的运营多年的《形变测量系统》，就是现场设备在记录 42 通道数据的同时，并通

过无线方式，实时传输给云服务器一份数据的。所以，结合《全无线通》测温系统的和《形变测

量系统》经验，在技术上是成熟的。 

 

■功能：在《HG 系列“温湿度现场定时记录仪”》上增加一个无线上网设备（或称无线 DTU、

无线数据终端）数据，使定时记录仪的数据可以同时实时传输到云服务器上，用户用手机、平板

或电脑，可以随时随地查看数据和修改参数。 

 

  

如有未尽事宜和其他任何疑问，都可咨询： 

                                                   电话：0531-87156618 

Email:Yw@0531Hyt.com 

QQ：635211035 

HTTP://WWW.0531hyt.com 

HTTP://WWW.0531hy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