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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指南关于本指南关于本指南关于本指南    

本指南指导您完成 Tinytag Explorer 的安装过程，了解启动数据记录器和下载其记录数据的

基本知识。 

 

在安装 Tinytag Explorer 后，您可以通过转到帮助帮助帮助帮助和目录目录目录目录在软件的帮助文件中找到更详细的

信息。 

软件使用要求软件使用要求软件使用要求软件使用要求    

要使用 Tinytag Explorer，您需要具备以下物品： 

 

• Tinytag Explorer CD 

• Tinytag Explorer 激活码 

• 一个或多个数据记录器（根据情况配备探头或输入数据线） 

• 下载数据线或电感板 
 

如果缺少任何上述物品，请联系 Tinytag 供应商。 

您可以在您可以在您可以在您可以在 Tinytag Explorer CD 和我们的网站上找到本快速入门指南的其他语言版和我们的网站上找到本快速入门指南的其他语言版和我们的网站上找到本快速入门指南的其他语言版和我们的网站上找到本快速入门指南的其他语言版

本本本本，，，，网站地址网站地址网站地址网站地址：www.tinytag.info/manuals 

可在 可在 可在 可在 Tinytag Explorer CD 盒的背面找到 盒的背面找到 盒的背面找到 盒的背面找到 Tinytag Explorer 激活码激活码激活码激活码。。。。激活码包括 激活码包括 激活码包括 激活码包括     

20 个字符个字符个字符个字符，，，，每组 每组 每组 每组 4 个字符个字符个字符个字符，，，，共 共 共 共 5 组组组组。。。。    
    

如果您遗失或找不到激活码如果您遗失或找不到激活码如果您遗失或找不到激活码如果您遗失或找不到激活码，，，，可在 可在 可在 可在 Tinytag 网站重新申请一个新激活码网站重新申请一个新激活码网站重新申请一个新激活码网站重新申请一个新激活码，，，，网站网站网站网站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www.tinytag.info/activation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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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安装安装安装 TINYTAG EXPLORER  

要安装 要安装 要安装 要安装 Tinytag Explorer，，，，您需要对所使用的 您需要对所使用的 您需要对所使用的 您需要对所使用的 PC 拥有 拥有 拥有 拥有 Windows 管理员访问权限管理员访问权限管理员访问权限管理员访问权限。。。。    

• 将 Tinytag Explorer CD 放入 PC 的 CD 驱动器。  

 

数秒钟后，Tinytag Explorer 安装程序将自动运行，您

将看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屏幕。如果 Tinytag Explorer 安装程序

未自动运行，请打开 Windows Explorer，导航到 CD 

驱动器，然后双击 tinytag.msi.  

  

• 单击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开始安装。。。。 

 

• 查看软件许可协议，如果接受条款，请单击我接受许我接受许我接受许我接受许

可协议中的条款可协议中的条款可协议中的条款可协议中的条款，然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 随后，系统将询问您软件的安装位置（建议您使用默认安装路径），以及是否要在桌面上

为该软件创建一个快捷方式。作出选择后，单击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然后单击安装安装安装安装。 

 

• 随后将自动安装软件。如果您使用的是 Windows Vista 或 Windows 7，系统会提示您确认

同意安装。看到安装完成屏幕后，单击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  一旦安装完成，系统将询问您是否重启计算机，单击是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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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激活激活激活 TINYTAG EXPLORER  

第一次运行 Tinytag Explorer 时，您将收到激活软件的提示。 

 

将激活码输入所提供的框中，选择是否要将其应用到计算机上的所有用户

帐户。 

 

接下来，单击确认激活码，您将看到激活码被接受的确认信息。 

要为所有用户帐户激活软件要为所有用户帐户激活软件要为所有用户帐户激活软件要为所有用户帐户激活软件，，，，您需要 您需要 您需要 您需要 Windows 管理员访问权限管理员访问权限管理员访问权限管理员访问权限。。。。    

如果您没有管理员访问权限如果您没有管理员访问权限如果您没有管理员访问权限如果您没有管理员访问权限，，，，不要选中此框不要选中此框不要选中此框不要选中此框，，，，仅对当前用户帐户激活软件仅对当前用户帐户激活软件仅对当前用户帐户激活软件仅对当前用户帐户激活软件。。。。    

可在 可在 可在 可在 Tinytag Explorer CD 盒的背面找到 盒的背面找到 盒的背面找到 盒的背面找到 Tinytag Explorer 激活码激活码激活码激活码。。。。激活码包括 激活码包括 激活码包括 激活码包括     

20 个字符个字符个字符个字符，，，，每组 每组 每组 每组 4 个字符个字符个字符个字符，，，，共 共 共 共 5 组组组组。。。。    
    

如果您遗失或找不到激活码如果您遗失或找不到激活码如果您遗失或找不到激活码如果您遗失或找不到激活码，，，，可在 可在 可在 可在 Tinytag 网站重新申请一个新激活码网站重新申请一个新激活码网站重新申请一个新激活码网站重新申请一个新激活码，，，，网站网站网站网站    

地址地址地址地址：：：：www.tinytag.info/activationcode    

开始使用数据记录器开始使用数据记录器开始使用数据记录器开始使用数据记录器  

要开始使用 Tinytag Explorer，请在桌面上单击软件图标： 

 

 

 

如果在安装软件时未在桌面上创建图标，您可以访问以下路径以开始使用软件： 

开始 开始 开始 开始 >>     所有程序 所有程序 所有程序 所有程序 >>     Tinytag Explorer 4.7 >> Tinytag Explor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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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数据记录器连接数据记录器连接数据记录器连接数据记录器  

Tinytag 数据记录器通过数据线或电感板连接到计算机。 

 

要设置数据线或电感板，只需将其插入计算机即可。 

 

如果您使用的是 USB 数据线或电感板，您将在 PC 的时钟显示附近看到一则消息： 

找到新硬件找到新硬件找到新硬件找到新硬件。 

 

 

 

 

 

 

 

 

 

 

 

 

下一步，将数据线插入数据记录器，或将数据记录器放在电感板的中心。 

试用模式试用模式试用模式试用模式    

 

如果您未购买 Tinytag Explorer 而正在试用该软件，可单击开始试用按钮。 

Tinytag Explorer 的试用版本有效期为 6 周，为该软件的完整功能副本。 

开始使用开始使用开始使用开始使用 TINYTAG EXPLORER  

安装了数据线或电感板后，此消息将更改为告知您设备已准备就绪，可供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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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使用数据记录器开始使用数据记录器开始使用数据记录器开始使用数据记录器  

启动数据记录器之前启动数据记录器之前启动数据记录器之前启动数据记录器之前，，，，请确保计算机上的时间和日期设置正确请确保计算机上的时间和日期设置正确请确保计算机上的时间和日期设置正确请确保计算机上的时间和日期设置正确。。。。 

如果数据记录器正在记录中如果数据记录器正在记录中如果数据记录器正在记录中如果数据记录器正在记录中，，，，您可能需要在重启前保存其中的数据您可能需要在重启前保存其中的数据您可能需要在重启前保存其中的数据您可能需要在重启前保存其中的数据，，，，否则否则否则否则，，，，这些信息这些信息这些信息这些信息

将丢失将丢失将丢失将丢失。。。。有关如何下载数据记录器的信息有关如何下载数据记录器的信息有关如何下载数据记录器的信息有关如何下载数据记录器的信息，，，，请参阅第 请参阅第 请参阅第 请参阅第 13 页页页页。。。。    

将通信数据线插入数据记录器后，或将数据记录器置于电感板上之后，请单击启动 

图标： 

 

第一次启动数据记录器时，将显示基本设置基本设置基本设置基本设置视图。 

 

 

 

 

 

 

 

 

 

 

当您为运行的记录输入了描述并设置了记录间隔后，数据记录器便准备就绪，可供使用。 

单击启动启动启动启动按钮开始记录。 

 

如果要更改数据记录器中的更多设置，请单击高级设置高级设置高级设置高级设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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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高级设置高级设置高级设置  

记录描述记录描述记录描述记录描述    
 

 

 
 

记录描述是数据记录器中保存的文本标签。当从记录器中下载时，记录描述会作为图形标题

显示在记录的数据中。 

 

记录间隔记录间隔记录间隔记录间隔    

 

 

 

 

 

 
 

使用“记录间隔”选项，您可以设置数据记录器记录每个测量的频率。 
 

当记录间隔更改时，显示在页面底部的记录器的记录持续时间将自动更新，提醒您该装置已

记录了多长时间。 

要更改要更改要更改要更改““““高级设置高级设置高级设置高级设置””””页面中的选项页面中的选项页面中的选项页面中的选项，，，，您需要单击选项旁边的    图标您需要单击选项旁边的    图标您需要单击选项旁边的    图标您需要单击选项旁边的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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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模式和分钟模式秒模式和分钟模式秒模式和分钟模式秒模式和分钟模式    
 

多数数据记录器可设置为以两种模式之一进行记录：秒模式和分钟模式秒模式和分钟模式秒模式和分钟模式秒模式和分钟模式。 
 

默认情况下，记录器设置为以分钟模式分钟模式分钟模式分钟模式记录，这意味着在数据记录器进行记录时，可下载和

查看当前读数。 
 

在秒模式秒模式秒模式秒模式下，只有停止记录后，才可以下载或查看当前读数。 

高级设置高级设置高级设置高级设置  

LCD 显示屏 
 

Tinytag View 2 温度数据记录器配备了 LCD 显示屏，可设置为以°C 或°F 显示当前温度。 

 

 

 
 

 

从下拉式菜单中选择所需选项。 

开始选项开始选项开始选项开始选项    
 

 

 

 

 

默认情况下，数据记录器在启动时即开始记录。通过更改不同的“开始选项”，您可以精确

控制开始记录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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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高级设置高级设置高级设置  

所有数据记录器提供两个不同的延迟开始选项所有数据记录器提供两个不同的延迟开始选项所有数据记录器提供两个不同的延迟开始选项所有数据记录器提供两个不同的延迟开始选项：：：：相对开始时间和绝对开始时间相对开始时间和绝对开始时间相对开始时间和绝对开始时间相对开始时间和绝对开始时间。。。。    
 

相对开始时间是相对于当前时间的时间延迟，如，从现在开始 4 小时。 
 

绝对开始时间是特定时间和日期，如，特定日期的午夜。 

““““触发启动触发启动触发启动触发启动””””选项可与选项可与选项可与选项可与““““相对开始时间相对开始时间相对开始时间相对开始时间””””功能结合使用功能结合使用功能结合使用功能结合使用，，，，在触发后提供延迟在触发后提供延迟在触发后提供延迟在触发后提供延迟（（（（可用于可用于可用于可用于

数据记录器在开始记录前获取温度数据记录器在开始记录前获取温度数据记录器在开始记录前获取温度数据记录器在开始记录前获取温度）。）。）。）。 

使用延迟启动的好处在于使用延迟启动的好处在于使用延迟启动的好处在于使用延迟启动的好处在于：：：：在开始记录前在开始记录前在开始记录前在开始记录前，，，，您有时间决定数据记录器在应用程序中的您有时间决定数据记录器在应用程序中的您有时间决定数据记录器在应用程序中的您有时间决定数据记录器在应用程序中的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触发启动 
 

除了相对和绝对开始时间选项，某些数据记录器还支持触发启动功能。此功能可通过选定等等等等

待触发事件框待触发事件框待触发事件框待触发事件框启用。 

 

 

 

 

 

使用此功能，您可以根据需要记录的要求设置数据记录器，然后在所需的精准时刻开始记录

（有磁铁通过部件，或按下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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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高级设置高级设置高级设置  

测量测量测量测量    

此设置决定用于记录的记录器。 
 

您可以选择在每个记录间隔最后记录值（默认设置），让记录器记录每个记录间隔过程中的

最小值和最大值（或任意三个值的组合）。 
 

当设置为记录最小值和/或最大值时，记录器将于每分钟（以分钟模式记录，默认）检查其输

入值。若将记录器设置为以秒模式记录，记录器将于每秒执行此操作（有关将记录器设置为

以分钟模式或秒模式记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8 页）。在每次记录间隔的最后，记录器将

保存最小值和/或最大值。 

在制定期间记录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好处在于在制定期间记录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好处在于在制定期间记录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好处在于在制定期间记录最小值和最大值的好处在于：：：：数据记录器可用作传统的最小数据记录器可用作传统的最小数据记录器可用作传统的最小数据记录器可用作传统的最小////最大温最大温最大温最大温

度计度计度计度计，，，，部件的记录持续时间将因保存的读数太少而增加部件的记录持续时间将因保存的读数太少而增加部件的记录持续时间将因保存的读数太少而增加部件的记录持续时间将因保存的读数太少而增加。。。。    
 

例如例如例如例如，，，，如果将数据记录器设置为每小时记录一次如果将数据记录器设置为每小时记录一次如果将数据记录器设置为每小时记录一次如果将数据记录器设置为每小时记录一次，，，，选择最小值和最大值后选择最小值和最大值后选择最小值和最大值后选择最小值和最大值后，，，，每小时将每小时将每小时将每小时将

记录两个读数记录两个读数记录两个读数记录两个读数，，，，但是但是但是但是，，，，该部件将在此期间内检查 该部件将在此期间内检查 该部件将在此期间内检查 该部件将在此期间内检查 60 次次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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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高级设置高级设置高级设置  

停止选项停止选项停止选项停止选项    

数据记录器有三个不同的停止选项可用。数据记录器可设置为： 
 

• 无线运行（覆盖最早的读数） 

• 获取设定读数后停止  

• 内存满时停止。 
 

默认情况下，数据记录器被设为“内存满时停止”，以避免数据被覆盖。 

警报警报警报警报    

警报选项可以在数据记录器中设置两个警报限制。 
 

如果超过限制，则部件上的红色 LED 指示灯闪烁，或部件 LCD 上的区段显示。 
 

警报可用于当属性高于或低于设定值时发出警告。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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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设置高级设置高级设置高级设置  

启动启动启动启动    

设置了所需数据记录器后，请单击启动按钮。 

在显示在显示在显示在显示““““启动确认启动确认启动确认启动确认””””页面之前页面之前页面之前页面之前，，，，不要断开数据记录器与计算机的连接不要断开数据记录器与计算机的连接不要断开数据记录器与计算机的连接不要断开数据记录器与计算机的连接，，，，也不要将其从也不要将其从也不要将其从也不要将其从

电感板中取下来电感板中取下来电感板中取下来电感板中取下来。。。。 

一旦配置写入数据记录器，您将看到设置一览。如果需要，可打印出来。 
 
 
 
 
 
 
 
 
 
 
 

 
 

数据记录器现已准备就绪，可放置到所需的监控位置。 

达到限制时，普通的非锁存警报仅引起部件上的红色 LED 指示灯闪烁，或 LCD 区段显示。  

 

如果属性返回可接受限制内，将继续显示锁存警报。通过转到记录器和重设锁存警报记录器和重设锁存警报记录器和重设锁存警报记录器和重设锁存警报，清空

锁存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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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数据记录器停止数据记录器停止数据记录器停止数据记录器  

要停止数据记录器，将记录器插入您的计算机或放在电感板上，然后单击停止停止停止停止图标： 
 

Tinytag Explorer 随后将确认停止数据记录器。 

从记录器获取数据从记录器获取数据从记录器获取数据从记录器获取数据  

要查看记录器记录的数据，将记录器插入您的计算机或放在电感板上，然后单击获取获取获取获取    

数据数据数据数据图标： 
 

Tinytag Explorer 随后将从记录器中下载数据。 

保存数据保存数据保存数据保存数据  

要保存数据记录器下载的数据，请单击保存保存保存保存图标： 
 

在出现的框中选择数据的保存位置，键入文件名，然后单击保存保存保存保存。 

当前读数当前读数当前读数当前读数  

要查看数据记录器的当前读数，将记录器插入 PC 或放在电感板上，单击当前读数前读数前读数前读数 

图标： 
 

使用此功能，您可以查看记录器当前的读数及记录器是否在记录。 
 

您还可以查看电池状态（具体取决于所使用数据记录器的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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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功能其他功能其他功能其他功能  

本快速入门指南包括启动和运行数据记录器的基础知识。您也许会对下面的其他功能感兴趣： 
 

• 其他数据视图其他数据视图其他数据视图其他数据视图：除了以图形显示记录的数据，Tinytag Explorer 还可以读数表读数表读数表读数表的方式显示 

数据。  

 

还有两种一览视图：信息视图信息视图信息视图信息视图（显示数据记录器如何设置记录和一些基本的统计信息） 

及每日最小值和最大值视图每日最小值和最大值视图每日最小值和最大值视图每日最小值和最大值视图。  

 

• 导出数据导出数据导出数据导出数据：可通过保存为其他格式，或使用复制和粘贴的方式从 Tinytag Explorer 导出 

数据。 

 

• 图形覆盖图图形覆盖图图形覆盖图图形覆盖图：来自多个记录器的数据或同一个记录器在不断运行记录过程中保存的数据，

可使用此功能汇编至同一个图形。 

 

• 头部头部头部头部////尾部尾部尾部尾部：使用头部/尾部功能，您可以隐藏图形末端不需要的数据。 

 

• 校准提醒校准提醒校准提醒校准提醒：可在 Tinytag Explorer 中设置提醒，当记录器校准即将过期时将发送警告。 

 

• 批量记录器工具批量记录器工具批量记录器工具批量记录器工具：批量记录器工具可针对多个数据记录器同时执行开始、停止、获取数据

以及查看当前读数等操作。 

 

有关所有这些功能的详细信息，请查看 Tinytag Explorer 软件的帮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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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详细信息详细信息详细信息  

有关使用 Tinytag Explorer 的详细信息，请查看软件中的帮助文件。 
 

要打开帮助文件，请转到帮助和目录帮助和目录帮助和目录帮助和目录。 
 

您还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获取详细信息：www.tinytag.info/support 

 

如果您还有上述之外的其他问题，请与您的供应商或 Gemini 技术支持联系。 
 

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电子邮箱: help@tinytag.info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44 (0)1243 81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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