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TDTDTDT----8888XXXXXXXXXXXX 系列系列系列系列    

1~41~41~41~4 輸入手持式熱電偶溫度錶輸入手持式熱電偶溫度錶輸入手持式熱電偶溫度錶輸入手持式熱電偶溫度錶    

使用手冊使用手冊使用手冊使用手冊    
    

    

    

    

    

        

    

    

    

    

    

    

    

    

    

    

    

    

    

    

    

 



 

※ 有關軟體詳細操作說明，請參照所附光碟軟體說明書。 

 

    

   

基礎特性 

 

 

3.精度：±（0.1% 讀值+0.7℃）±（0.1% 讀值+1.4℃ ）（可以通過 0 度校正可達 0.3 度誤差） 

4、四通道存儲式多功能溫度計 

5、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讀數鎖定 

6、各通道切換，背光，PC 連線，記錄，讀取記錄資料 

7、USB 介面，不受 PC 干擾，支援 WINDOS 或 VISTA/XP 作業系統 

 

功能特點： 

1、 大螢幕讀的液晶顯示幕 

2、 切換閱讀和最大/最小/平均值 

3、 數位化標定（校正功能） 

4、 快速查看記憶資料 

5、 通道數相加減（快速掌握溫度相差值） 

6、 資料存儲：9999條記錄或者更多（儀錶自帶記憶體） 

7、 資料記錄間隔率：1 秒到 59 分 59秒 23小時 

8、 USB介面與 Windows（pc）通信即時監測（全自動識別） 

9、 可選擇 K/J/T/E/R/S/N型熱電偶類型（完全智慧化） 

10、計時功能（當成品測試需要計時的啟動此功能非常好） 

11、溫度單位任意切換°C/°F/ K 

12、萬年曆設置輕鬆查看日期時間 

13、背光啟動（便於黑暗的環境操作） 

14、上下線警報設置（當溫度上線達到設置要求會出現警報提示） 

15、一到四通道任選使用 

 

外觀特點： 

1、 堅固耐用便於單手操作   防摔保護  便攜、也可展開支撐架立於檯面 

測量參數 

K 型：-200至 1372°C（  

 

 

T 型：-250至 400°C（-418 至 752°F） 

   

 

 

K/J/E/T型：±0.1％讀數+0.5℃/122°F 

R/S 型：±0.1％讀數+ 2°C/4°F 

N 型：±0.1％讀數+ 1.5°C /3°F 

 

 

1.溫度範圍-200～1370℃）(可擴展至 1372℃)

2.解析度：200°C 内0.1°C 

-328至2501°F）

N 型：-150至1300℃（-238到 2372°F

）精度（使用校正功能精度將會更高）

J 型：-210到 1200°C（-346至 2192°F）

R / S型：0至1700°C（32至 3092°F）

E 型：-210到 1000°C（-346至 1832°F）



安全信息安全信息安全信息安全信息：：：： 

警告警告警告警告    

為避免觸電或人身受到傷害為避免觸電或人身受到傷害為避免觸電或人身受到傷害為避免觸電或人身受到傷害，，，，請遵守下列各項請遵守下列各項請遵守下列各項請遵守下列各項準準準準則則則則：：：：    

� 使用溫度錶前應先檢查外殼使用溫度錶前應先檢查外殼使用溫度錶前應先檢查外殼使用溫度錶前應先檢查外殼。。。。檢查外殼是否有斷裂或缺少塑膠件檢查外殼是否有斷裂或缺少塑膠件檢查外殼是否有斷裂或缺少塑膠件檢查外殼是否有斷裂或缺少塑膠件，，，，特別需注意接頭周圍的絕緣特別需注意接頭周圍的絕緣特別需注意接頭周圍的絕緣特別需注意接頭周圍的絕緣，，，，

如果溫度錶外表已損壞就不要使用如果溫度錶外表已損壞就不要使用如果溫度錶外表已損壞就不要使用如果溫度錶外表已損壞就不要使用。。。。    

� 打開儀錶外殼前打開儀錶外殼前打開儀錶外殼前打開儀錶外殼前，，，，應先將熱電偶的連接抽離應先將熱電偶的連接抽離應先將熱電偶的連接抽離應先將熱電偶的連接抽離。。。。    

� 當當當當 LCDLCDLCDLCD 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符號時為電池電力不足符號時為電池電力不足符號時為電池電力不足符號時為電池電力不足，，，，應馬上更換電池應馬上更換電池應馬上更換電池應馬上更換電池，，，，因錯誤的讀值可能會導致人身受到傷害因錯誤的讀值可能會導致人身受到傷害因錯誤的讀值可能會導致人身受到傷害因錯誤的讀值可能會導致人身受到傷害。。。。    

� 如果溫度錶工作不正如果溫度錶工作不正如果溫度錶工作不正如果溫度錶工作不正常常常常，，，，請不要使用請不要使用請不要使用請不要使用。。。。保護設施可能已遭到損壞保護設施可能已遭到損壞保護設施可能已遭到損壞保護設施可能已遭到損壞，，，，若有疑問應把溫度錶送去維修若有疑問應把溫度錶送去維修若有疑問應把溫度錶送去維修若有疑問應把溫度錶送去維修。。。。    

� 切勿在爆炸性的氣體切勿在爆炸性的氣體切勿在爆炸性的氣體切勿在爆炸性的氣體，，，，蒸汽或灰塵附近使用溫度錶蒸汽或灰塵附近使用溫度錶蒸汽或灰塵附近使用溫度錶蒸汽或灰塵附近使用溫度錶。。。。    

� 切勿對熱電偶與熱電偶之間或熱電偶與接地間施加超過溫度錶上標示的額定電壓切勿對熱電偶與熱電偶之間或熱電偶與接地間施加超過溫度錶上標示的額定電壓切勿對熱電偶與熱電偶之間或熱電偶與接地間施加超過溫度錶上標示的額定電壓切勿對熱電偶與熱電偶之間或熱電偶與接地間施加超過溫度錶上標示的額定電壓。。。。    

� 切勿拿熱電偶直接量測供電裝置或設備切勿拿熱電偶直接量測供電裝置或設備切勿拿熱電偶直接量測供電裝置或設備切勿拿熱電偶直接量測供電裝置或設備，，，，強烈的觸電可能會造成人身受到傷害強烈的觸電可能會造成人身受到傷害強烈的觸電可能會造成人身受到傷害強烈的觸電可能會造成人身受到傷害。。。。    

� 當兩個熱電偶同時量測時熱電偶與熱電偶之間電壓差超過當兩個熱電偶同時量測時熱電偶與熱電偶之間電壓差超過當兩個熱電偶同時量測時熱電偶與熱電偶之間電壓差超過當兩個熱電偶同時量測時熱電偶與熱電偶之間電壓差超過 1V1V1V1V 時時時時，，，，測量上可能會出現誤差測量上可能會出現誤差測量上可能會出現誤差測量上可能會出現誤差，，，，應使用應使用應使用應使用

絕緣性的熱電偶絕緣性的熱電偶絕緣性的熱電偶絕緣性的熱電偶。。。。    

� 溫度錶的外殼或電池蓋打開時溫度錶的外殼或電池蓋打開時溫度錶的外殼或電池蓋打開時溫度錶的外殼或電池蓋打開時，，，，切勿使用溫度錶切勿使用溫度錶切勿使用溫度錶切勿使用溫度錶。。。。    

� 切勿將溫度錶置於微波爐內量測溫度切勿將溫度錶置於微波爐內量測溫度切勿將溫度錶置於微波爐內量測溫度切勿將溫度錶置於微波爐內量測溫度。。。。    

� 熱電偶量測高溫度或低溫度時熱電偶量測高溫度或低溫度時熱電偶量測高溫度或低溫度時熱電偶量測高溫度或低溫度時，，，，應小心謹慎拿或持應小心謹慎拿或持應小心謹慎拿或持應小心謹慎拿或持，，，，避免物品或人身受避免物品或人身受避免物品或人身受避免物品或人身受到傷害到傷害到傷害到傷害。。。。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可能導致儀錶或被測試設備損壞的情形或動作可能導致儀錶或被測試設備損壞的情形或動作可能導致儀錶或被測試設備損壞的情形或動作可能導致儀錶或被測試設備損壞的情形或動作。。。。    

� 使用溫度錶應選擇正確的熱電偶使用溫度錶應選擇正確的熱電偶使用溫度錶應選擇正確的熱電偶使用溫度錶應選擇正確的熱電偶、、、、功能檔或量程檔功能檔或量程檔功能檔或量程檔功能檔或量程檔。。。。    

� 切勿嘗試對電池充電切勿嘗試對電池充電切勿嘗試對電池充電切勿嘗試對電池充電。。。。    

� 為避免爆炸為避免爆炸為避免爆炸為避免爆炸，，，，切勿將電池拋棄在火焰裡切勿將電池拋棄在火焰裡切勿將電池拋棄在火焰裡切勿將電池拋棄在火焰裡。。。。    

� 棄置電池時棄置電池時棄置電池時棄置電池時，，，，應遵循當地的法令和規定應遵循當地的法令和規定應遵循當地的法令和規定應遵循當地的法令和規定。。。。    

� 安裝電池時安裝電池時安裝電池時安裝電池時，，，，應注意電池的應注意電池的應注意電池的應注意電池的＋＋＋＋和和和和－－－－極性極性極性極性。。。。 

 

 

 

 

 

    

 



部件部件部件部件：：：： 

 

 

○○○○1111     護套護套護套護套    ○○○○7777     T11T1TT1 熱電偶輸入熱電偶輸入熱電偶輸入熱電偶輸入（（（（單輸入以上機型單輸入以上機型單輸入以上機型單輸入以上機型））））    

○○○○2222     LCDDCL DCLLCD    ○○○○8888     T22T2TT2 熱電偶輸入熱電偶輸入熱電偶輸入熱電偶輸入（（（（雙輸入以上機型雙輸入以上機型雙輸入以上機型雙輸入以上機型））））    

○○○○3333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9999     T33T3TT3 熱電偶輸入熱電偶輸入熱電偶輸入熱電偶輸入（（（（3333 輸入以上機型輸入以上機型輸入以上機型輸入以上機型））））    

○○○○4444     電池電池電池電池    ○○○○10010110     T44T4TT4 熱電偶輸入熱電偶輸入熱電偶輸入熱電偶輸入（（（（4444 輸入機型輸入機型輸入機型輸入機型））））    

○○○○5555     ResetResetResetReset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11111111     電池蓋螺絲孔電池蓋螺絲孔電池蓋螺絲孔電池蓋螺絲孔    

○○○○6666     傳輸介面輸出埠傳輸介面輸出埠傳輸介面輸出埠傳輸介面輸出埠    ○○○○12212112     電池蓋電池蓋電池蓋電池蓋 

 

 

 

 

 

 

 

 

 

 

 

 

 

 

拇指轻按开电池盖



顯示螢幕各部份顯示螢幕各部份顯示螢幕各部份顯示螢幕各部份：：：：    
 

 

 

 

 

 

 

 

 

 

 

 

 

 

 

 

 

 

 

○○○○1111     主視窗主視窗主視窗主視窗    ○○○○2222     左下視窗左下視窗左下視窗左下視窗    

○○○○3333     右下視窗右下視窗右下視窗右下視窗    ○○○○4444     右上視窗右上視窗右上視窗右上視窗    

○○○○5555     功能符號功能符號功能符號功能符號            

    

電池電力指示和更換電池電力指示和更換電池電力指示和更換電池電力指示和更換：：：： 

� 當當當當 LCDLCDLCDLCD 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符號時表示電池電力不足符號時表示電池電力不足符號時表示電池電力不足符號時表示電池電力不足，，，，請立即關機並且更換請立即關機並且更換請立即關機並且更換請立即關機並且更換 DCDCDCDC----1.5V/UM1.5V/UM1.5V/UM1.5V/UM----4/AAA4/AAA4/AAA4/AAA 電池電池電池電池，，，，以維持量以維持量以維持量以維持量

測讀值的準確性測讀值的準確性測讀值的準確性測讀值的準確性。。。。 

� 當電池電力不足符號當電池電力不足符號當電池電力不足符號當電池電力不足符號            顯示一段時間顯示一段時間顯示一段時間顯示一段時間，，，，將會自動關機直到更換將會自動關機直到更換將會自動關機直到更換將會自動關機直到更換 DCDCDCDC----1.5V/UM1.5V/UM1.5V/UM1.5V/UM----4/AAA4/AAA4/AAA4/AAA 電池電池電池電池，，，，恢復電池恢復電池恢復電池恢復電池

電力後才能恢復正常開機和操作電力後才能恢復正常開機和操作電力後才能恢復正常開機和操作電力後才能恢復正常開機和操作。。。。 

� 更換電池時更換電池時更換電池時更換電池時，，，，需需需需使用一支十字起子開啟電池蓋使用一支十字起子開啟電池蓋使用一支十字起子開啟電池蓋使用一支十字起子開啟電池蓋，，，，換上四顆全新的換上四顆全新的換上四顆全新的換上四顆全新的 DCDCDCDC----1.5V/UM1.5V/UM1.5V/UM1.5V/UM----4/AAA4/AAA4/AAA4/AAA 電池並鎖上電電池並鎖上電電池並鎖上電電池並鎖上電

池蓋池蓋池蓋池蓋。。。。 

� 更換電池前更換電池前更換電池前更換電池前，，，，請務必將感溫棒抽離溫度錶請務必將感溫棒抽離溫度錶請務必將感溫棒抽離溫度錶請務必將感溫棒抽離溫度錶。。。。 

� 更換電池前更換電池前更換電池前更換電池前，，，，請注意電池的極性請注意電池的極性請注意電池的極性請注意電池的極性，，，，確實正確安裝確實正確安裝確實正確安裝確實正確安裝。。。。 

� 溫度錶長時間不使用時溫度錶長時間不使用時溫度錶長時間不使用時溫度錶長時間不使用時，，，，請將電池取出請將電池取出請將電池取出請將電池取出，，，，並避免存放於高溫並避免存放於高溫並避免存放於高溫並避免存放於高溫、、、、高溼之場所高溼之場所高溼之場所高溼之場所。。。。 

� 關機更換電池如超出關機更換電池如超出關機更換電池如超出關機更換電池如超出 30303030 秒以上秒以上秒以上秒以上，，，，溫度錶將會自動重置並直接進入萬年曆設定功能溫度錶將會自動重置並直接進入萬年曆設定功能溫度錶將會自動重置並直接進入萬年曆設定功能溫度錶將會自動重置並直接進入萬年曆設定功能。。。。 

� 更換電池時如造成溫度錶螢幕顯示不完全更換電池時如造成溫度錶螢幕顯示不完全更換電池時如造成溫度錶螢幕顯示不完全更換電池時如造成溫度錶螢幕顯示不完全，，，，請打開電池蓋並使用小起子壓下請打開電池蓋並使用小起子壓下請打開電池蓋並使用小起子壓下請打開電池蓋並使用小起子壓下 ResetResetResetReset 鍵鍵鍵鍵，，，，讓溫度錶重讓溫度錶重讓溫度錶重讓溫度錶重

置並直接進入萬年曆設定功能置並直接進入萬年曆設定功能置並直接進入萬年曆設定功能置並直接進入萬年曆設定功能。。。。 



功能符號說明功能符號說明功能符號說明功能符號說明：：：：    

符符符符            號號號號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電池電力不足電池電力不足電池電力不足電池電力不足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    

    自動關機自動關機自動關機自動關機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    

    凍結凍結凍結凍結 LCDLCDLCDLCD 顯示畫面顯示畫面顯示畫面顯示畫面    

MAX/MIN/AVGMAX/MIN/AVGMAX/MIN/AVGMAX/MIN/AVG    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    

LIMITLIMITLIMITLIMIT    執行過溫度警報功能執行過溫度警報功能執行過溫度警報功能執行過溫度警報功能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    

T1/T2/T3/T4T1/T2/T3/T4T1/T2/T3/T4T1/T2/T3/T4    輸入通道輸入通道輸入通道輸入通道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DTDTDTDT----817X817X817X817X 僅有僅有僅有僅有 TTTT1111；；；；DTDTDTDT----827X827X827X827X 僅有僅有僅有僅有 TTTT1111、、、、T2T2T2T2；；；；DTDTDTDT----847X847X847X847X 有有有有 TTTT1111~T4~T4~T4~T4））））    

RECRECRECREC    執行資料記錄功能執行資料記錄功能執行資料記錄功能執行資料記錄功能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DTDTDTDT----8X7U8X7U8X7U8X7U 系列才有系列才有系列才有系列才有））））    

CALLCALLCALLCALL    查閱記錄資料功能查閱記錄資料功能查閱記錄資料功能查閱記錄資料功能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DTDTDTDT----8X7U8X7U8X7U8X7U 系列才有系列才有系列才有系列才有））））    

TYPETYPETYPETYPE：：：：KJTERSNKJTERSNKJTERSNKJTERSN    熱電偶型式熱電偶型式熱電偶型式熱電偶型式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    

PCPCPCPC    與電腦連線與電腦連線與電腦連線與電腦連線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DTDTDTDT----8X7U8X7U8X7U8X7U 系列才有系列才有系列才有系列才有））））    

INTVINTVINTVINTV    記錄間隔時記錄間隔時記錄間隔時記錄間隔時間間間間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DTDTDTDT----8X7U8X7U8X7U8X7U 系列才有系列才有系列才有系列才有））））    

RELRELRELREL    相對值相對值相對值相對值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    

℃℃℃℃////℉℉℉℉/K/K/K/K    溫度單位溫度單位溫度單位溫度單位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    

T3T3T3T3----T4T4T4T4    T3T3T3T3 讀值讀值讀值讀值    減減減減 T4 T4 T4 T4 讀值讀值讀值讀值    

T1T1T1T1----T2T2T2T2    T1T1T1T1 讀值讀值讀值讀值    減減減減 T2 T2 T2 T2 讀值讀值讀值讀值    

yyyy    萬年曆的年符號萬年曆的年符號萬年曆的年符號萬年曆的年符號    

h:mh:mh:mh:m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分分分分    

m:sm:sm:sm:s    分分分分::::秒秒秒秒    

SHIFTSHIFTSHIFTSHIFT    功能鍵切換符號功能鍵切換符號功能鍵切換符號功能鍵切換符號    

    

    

    

    

    

    



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操作說明：：：： 

：：：：電源鍵電源鍵電源鍵電源鍵，，，，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開機和關機循環操作開機和關機循環操作開機和關機循環操作開機和關機循環操作，，，，關機前使用的溫度單位將延用於下次開機使用關機前使用的溫度單位將延用於下次開機使用關機前使用的溫度單位將延用於下次開機使用關機前使用的溫度單位將延用於下次開機使用。。。。    

EXCHANGEEXCHANGEEXCHANGEEXCHANGE（（（（        ）：）：）：）：切換顯示切換顯示切換顯示切換顯示，，，，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循環循環循環循環切換任何輸入讀值到主視窗顯示切換任何輸入讀值到主視窗顯示切換任何輸入讀值到主視窗顯示切換任何輸入讀值到主視窗顯示。（。（。（。（DTTDTDDT----817X817X817X817X 無此功能無此功能無此功能無此功能））））    

T11T1TT1----T22T2TT2（（（（        ）：）：）：）：計算計算計算計算 T11T1TT1----TTTT2222 顯示於右下視窗顯示於右下視窗顯示於右下視窗顯示於右下視窗，，，，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執行執行執行執行、、、、離開循環操作離開循環操作離開循環操作離開循環操作。。。。（（（（DTTDTDDT----847X847X847X847X 才有才有才有才有此功能此功能此功能此功能））））    

T33T3TT3----T44T4TT4（（（（        ）：）：）：）：計算計算計算計算 T33T3TT3----T44T4TT4 顯示於左下視窗顯示於左下視窗顯示於左下視窗顯示於左下視窗，，，，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執行執行執行執行、、、、離開循環操作離開循環操作離開循環操作離開循環操作。。。。（（（（DTTDTDDT----847X847X847X847X 才有才有才有才有此功能此功能此功能此功能））））    

            ：：：：按此鍵一下循環選擇溫度單位按此鍵一下循環選擇溫度單位按此鍵一下循環選擇溫度單位按此鍵一下循環選擇溫度單位。。。。    

            ：：：：按此鍵一下循環操作凍結按此鍵一下循環操作凍結按此鍵一下循環操作凍結按此鍵一下循環操作凍結、、、、解除解除解除解除 LCDDCL DCLLCD 顯示畫面顯示畫面顯示畫面顯示畫面。。。。    

：：：：記憶及查詢記憶及查詢記憶及查詢記憶及查詢 T1~T4T1~T4T1~T4T1~T4 讀值的讀值的讀值的讀值的（（（（最大最大最大最大值值值值////最小最小最小最小值值值值////平均平均平均平均值值值值））））功能功能功能功能，，，，按此鍵一下執行並同時顯示按此鍵一下執行並同時顯示按此鍵一下執行並同時顯示按此鍵一下執行並同時顯示（（（（MAX/MINMAX/MINMAX/MINMAX/MIN））））

符號後符號後符號後符號後，，，，每按此鍵一下循環查閱每按此鍵一下循環查閱每按此鍵一下循環查閱每按此鍵一下循環查閱（（（（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讀值讀值讀值讀值），），），），壓住此鍵壓住此鍵壓住此鍵壓住此鍵 2222 秒離開此功能秒離開此功能秒離開此功能秒離開此功能。。。。    

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同時顯示同時顯示同時顯示同時顯示（（（（MAX/MMAX/MMAX/MMAX/MINNINIIN））））符號符號符號符號，，，，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T1~T4T1~T4T1~T4T1~T4 的量測讀值並計算的量測讀值並計算的量測讀值並計算的量測讀值並計算

讀值的讀值的讀值的讀值的（（（（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大值////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最小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平均值））））記憶記憶記憶記憶。。。。        

    

 

    

    

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MAXXAM XAMMAX 符號時其主視窗顯示符號時其主視窗顯示符號時其主視窗顯示符號時其主視窗顯示 T11T1TT1 記憶的最大值記憶的最大值記憶的最大值記憶的最大值 28.228.228.228.2℃℃℃℃，，，，

左下視窗顯示發生的日期左下視窗顯示發生的日期左下視窗顯示發生的日期左下視窗顯示發生的日期 1309130913091309 表示表示表示表示 9999 月月月月 13313113 日日日日，，，，右下視窗顯示發生的時右下視窗顯示發生的時右下視窗顯示發生的時右下視窗顯示發生的時

間間間間。。。。如顯示如顯示如顯示如顯示 MINNIM NIMMIN 符號為最小值或顯示符號為最小值或顯示符號為最小值或顯示符號為最小值或顯示 AVGGVA GVAAVG 符號為平均值符號為平均值符號為平均值符號為平均值。。。。    

按向右鍵按向右鍵按向右鍵按向右鍵（（（（        ））））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        ））））切換切換切換切換 T1~T4T1~T4T1~T4T1~T4 記憶值顯示於主視窗記憶值顯示於主視窗記憶值顯示於主視窗記憶值顯示於主視窗。（。（。（。（DTTDTDDT----817X817X817X817X

無切換功能無切換功能無切換功能無切換功能））））    

按向上鍵按向上鍵按向上鍵按向上鍵（（（（        ））））和向下鍵和向下鍵和向下鍵和向下鍵（（（（        ））））右下視窗顯示時間切換右下視窗顯示時間切換右下視窗顯示時間切換右下視窗顯示時間切換 hhhh    :mm:m::m（（（（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分分分分））））

或或或或 mmmm    :ss:s::s（（（（分分分分    ::::秒秒秒秒）。）。）。）。    

                        ：：：：按此鍵一按此鍵一按此鍵一按此鍵一下下下下循環執行循環執行循環執行循環執行、、、、解除解除解除解除計時功能計時功能計時功能計時功能，，，，執行時右下視窗顯示執行時右下視窗顯示執行時右下視窗顯示執行時右下視窗顯示 mmmm    :ss:s::s（（（（分分分分    ::::秒秒秒秒））））每秒向上加每秒向上加每秒向上加每秒向上加 1111，，，，累累累累

加到加到加到加到 59959559    :5995: 95::59（（（（mmmm    :ss:s::s））））再向上加再向上加再向上加再向上加 1111 變更顯示為變更顯示為變更顯示為變更顯示為 hhhh    :mm:m::m（（（（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分分分分），），），），最長可計時到最長可計時到最長可計時到最長可計時到 99999999    :5995: 95::59（（（（hhhh    :mm:m::m）。）。）。）。    

                        ：：：：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循環執行循環執行循環執行循環執行、、、、解除解除解除解除相對值功能相對值功能相對值功能相對值功能，，，，執行瞬間先將執行瞬間先將執行瞬間先將執行瞬間先將 T1~T4T1~T4T1~T4T1~T4 當時的讀值記憶當時的讀值記憶當時的讀值記憶當時的讀值記憶，，，，執行中主視窗執行中主視窗執行中主視窗執行中主視窗

顯示顯示顯示顯示（（（（T1~T4T1~T4T1~T4T1~T4 的量測讀值減的量測讀值減的量測讀值減的量測讀值減 T1~T4T1~T4T1~T4T1~T4 的記憶值的記憶值的記憶值的記憶值），），），），記憶值顯示在右下視窗記憶值顯示在右下視窗記憶值顯示在右下視窗記憶值顯示在右下視窗。。。。    

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主視窗顯示主視窗顯示主視窗顯示主視窗顯示 0.00.0 0.00.0℃℃℃℃＝（＝（＝（＝（T11T1TT1 的量測讀值的量測讀值的量測讀值的量測讀值（（（（25.025.025.025.0℃℃℃℃）－）－）－）－T11T1TT1 的記的記的記的記

憶值憶值憶值憶值（（（（25.025.025.025.0℃℃℃℃）），）），）），）），右下視窗顯示右下視窗顯示右下視窗顯示右下視窗顯示 25.025.025.025.0℃℃℃℃＝＝＝＝T11T1TT1 的記憶值的記憶值的記憶值的記憶值。。。。    

按向上按向上按向上按向上鍵鍵鍵鍵（（（（        ））））切換切換切換切換 T1~T4T1~T4T1~T4T1~T4 到主視窗到主視窗到主視窗到主視窗。（。（。（。（DTTDTDDT----817X817X817X817X 無切換功能無切換功能無切換功能無切換功能））））    

 

 

 

                        ：：：：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循環執行循環執行循環執行循環執行、、、、解除解除解除解除過溫度警報過溫度警報過溫度警報過溫度警報功能功能功能功能，，，，執行時執行時執行時執行時 T1~T4T1~T4T1~T4T1~T4 任一個的讀值超出設定警報的溫度任一個的讀值超出設定警報的溫度任一個的讀值超出設定警報的溫度任一個的讀值超出設定警報的溫度

高高高高、、、、低限值時低限值時低限值時低限值時，，，，將發出警報蜂鳴聲及超出設定限值的讀值將會閃爍將發出警報蜂鳴聲及超出設定限值的讀值將會閃爍將發出警報蜂鳴聲及超出設定限值的讀值將會閃爍將發出警報蜂鳴聲及超出設定限值的讀值將會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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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 LCDLCDLCDLCD 會顯示會顯示會顯示會顯示 SHIFTSHIFTSHIFTSHIFT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並將功能鍵切換執行以並將功能鍵切換執行以並將功能鍵切換執行以並將功能鍵切換執行以 SSSS 開頭的功能開頭的功能開頭的功能開頭的功能，，，，再按一次為解除或再按一次為解除或再按一次為解除或再按一次為解除或

設定確認設定確認設定確認設定確認。。。。    

S_TYPES_TYPES_TYPES_TYPE：：：：選擇量測的熱電偶型式設定選擇量測的熱電偶型式設定選擇量測的熱電偶型式設定選擇量測的熱電偶型式設定，，，，按向右鍵按向右鍵按向右鍵按向右鍵（（（（        ））））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        ））））選擇熱電偶的型式選擇熱電偶的型式選擇熱電偶的型式選擇熱電偶的型式，，，，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        ））））

完成設定完成設定完成設定完成設定。。。。    

S_APOS_APOS_APOS_APO：：：：選擇自動關機時間或解除選擇自動關機時間或解除選擇自動關機時間或解除選擇自動關機時間或解除自動關機設定自動關機設定自動關機設定自動關機設定，，，，自動關機時間顥示在右下視窗按向上鍵自動關機時間顥示在右下視窗按向上鍵自動關機時間顥示在右下視窗按向上鍵自動關機時間顥示在右下視窗按向上鍵（（（（        ））））和和和和向下向下向下向下

鍵鍵鍵鍵（（（（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    --------::::--------（（（（解除解除解除解除））））/0:05/0:05/0:05/0:05（（（（5555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0:10/0:10/0:10/0:10（（（（1010101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0:20/0:20/0:20/0:20（（（（20202020 分鐘分鐘分鐘分鐘））））/0:40/0:40/0:40/0:40（（（（40404040 分分分分    

鐘鐘鐘鐘））））/1:00/1:00/1:00/1:00（（（（1111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自動關機自動關機自動關機自動關機，，，，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        ））））完成設定完成設定完成設定完成設定。。。。每次開機或每次開機或每次開機或每次開機或 ResetResetResetReset 後預設為後預設為後預設為後預設為 10101010 分鐘自分鐘自分鐘自分鐘自

動關機動關機動關機動關機。。。。    

S_0S_0S_0S_0℃℃℃℃ ADJ ADJ ADJ ADJ：：：：數位式數位式數位式數位式 0000℃℃℃℃調整設定調整設定調整設定調整設定，，，，按向右鍵按向右鍵按向右鍵按向右鍵（（（（        ））））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        ））））主視窗切換主視窗切換主視窗切換主視窗切換 T1~T4T1~T4T1~T4T1~T4 來調整來調整來調整來調整，，，，按一下向按一下向按一下向按一下向

上鍵上鍵上鍵上鍵（（（（        ））））和向下鍵和向下鍵和向下鍵和向下鍵（（（（        ））））右下視窗右下視窗右下視窗右下視窗加或減加或減加或減加或減 0.10.10.10.1，，，，按住不放連續向上或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或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或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或向下加或減，，，，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        ））））

完成設定完成設定完成設定完成設定，，，，T1~T4T1~T4T1~T4T1~T4 有調整偏離值的符號會閃爍有調整偏離值的符號會閃爍有調整偏離值的符號會閃爍有調整偏離值的符號會閃爍。。。。    

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右上視窗顯示右上視窗顯示右上視窗顯示右上視窗顯示 AdjAdjAdjAdj 代表進入代表進入代表進入代表進入 0000℃℃℃℃調整設定調整設定調整設定調整設定，，，，主視窗顯示主視窗顯示主視窗顯示主視窗顯示 T1T1T1T1

的讀值的讀值的讀值的讀值 0.20.20.20.2℃℃℃℃，，，，左下視窗顯示左下視窗顯示左下視窗顯示左下視窗顯示 T1T1T1T1 的溫度補償值的溫度補償值的溫度補償值的溫度補償值 23.223.223.223.2℃℃℃℃，，，，右下視窗顯示溫右下視窗顯示溫右下視窗顯示溫右下視窗顯示溫

度補償值的調整偏離值度補償值的調整偏離值度補償值的調整偏離值度補償值的調整偏離值----0.10.10.10.1℃℃℃℃。。。。    

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        ））））完成設定完成設定完成設定完成設定。。。。    

    

    

S_TIMES_TIMES_TIMES_TIME：：：：調整萬年曆時間設定調整萬年曆時間設定調整萬年曆時間設定調整萬年曆時間設定，，，，按一下向右鍵按一下向右鍵按一下向右鍵按一下向右鍵（（（（        ））））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        ））））切換切換切換切換（（（（分分分分////時時時時////日日日日////月月月月////年年年年））））設定位置設定位置設定位置設定位置，，，，

按一下向上鍵按一下向上鍵按一下向上鍵按一下向上鍵（（（（        ））））和向下鍵和向下鍵和向下鍵和向下鍵（（（（        ））））加或減加或減加或減加或減 1111，，，，按住不放連續向上或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或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或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或向下加或減。。。。    

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主視窗顯示主視窗顯示主視窗顯示主視窗顯示12121212    :00:00:00:00表示時間表示時間表示時間表示時間12121212點點點點00000000分分分分，，，，左下視窗顯示左下視窗顯示左下視窗顯示左下視窗顯示0909090909090909

表示日期表示日期表示日期表示日期 09090909 日日日日 09090909 月月月月，，，，右下視窗顯示右下視窗顯示右下視窗顯示右下視窗顯示 2011201120112011 表示表示表示表示 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    

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        ））））完成設定完成設定完成設定完成設定。。。。 

 

 

 

S_LIMITS_LIMITS_LIMITS_LIMIT：：：：調整溫度警報高調整溫度警報高調整溫度警報高調整溫度警報高、、、、低限值設定低限值設定低限值設定低限值設定，，，，按向右鍵按向右鍵按向右鍵按向右鍵（（（（        ））））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        ））））切換上切換上切換上切換上、、、、下限設定位置下限設定位置下限設定位置下限設定位置，，，，按按按按

一下向上鍵一下向上鍵一下向上鍵一下向上鍵（（（（        ））））和向下鍵和向下鍵和向下鍵和向下鍵（（（（        ））））加或減加或減加或減加或減 1111，，，，按住不放連續向上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向下加或減。。。。((((警報警報警報警報所能設定的所能設定的所能設定的所能設定的高高高高、、、、

低低低低限限限限範圍值範圍值範圍值範圍值，，，，依據各熱電耦型式依據各熱電耦型式依據各熱電耦型式依據各熱電耦型式的最大量測範圍的最大量測範圍的最大量測範圍的最大量測範圍))))    

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左下視窗顯示左下視窗顯示左下視窗顯示左下視窗顯示 1372137213721372℃℃℃℃為警報高限值為警報高限值為警報高限值為警報高限值，，，，右下視窗顯示右下視窗顯示右下視窗顯示右下視窗顯示----200200200200

℃℃℃℃為警報低限值為警報低限值為警報低限值為警報低限值。。。。 

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        ））））完成設定完成設定完成設定完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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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功能僅以下功能僅以下功能僅以下功能僅 DTDTDTDT----8X7U8X7U8X7U8X7U 機型機型機型機型才有才有才有才有：：：：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循環執行循環執行循環執行循環執行、、、、解除解除解除解除計時器功能計時器功能計時器功能計時器功能 

：：：：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循環循環循環循環顯示顯示顯示顯示、、、、離開離開離開離開萬年曆萬年曆萬年曆萬年曆，，，，按此鍵顯示萬年曆按此鍵顯示萬年曆按此鍵顯示萬年曆按此鍵顯示萬年曆下下下下不放再加不放再加不放再加不放再加按按按按電源電源電源電源鍵鍵鍵鍵（（（（        ））））關機並顯示關機並顯示關機並顯示關機並顯示

萬年曆萬年曆萬年曆萬年曆，，，，同時右上視窗顯示同時右上視窗顯示同時右上視窗顯示同時右上視窗顯示 OFFOFFOFFOFF 表示關機狀態表示關機狀態表示關機狀態表示關機狀態。。。。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記錄功能記錄功能記錄功能記錄功能，，，，記錄時間間隔將依據記錄時間間隔將依據記錄時間間隔將依據記錄時間間隔將依據 S_INTVS_INTVS_INTVS_INTV 設定設定設定設定，，，，共有下列操作模式共有下列操作模式共有下列操作模式共有下列操作模式。。。。    

1.1.1.1.    無設定開始無設定開始無設定開始無設定開始、、、、停止記錄日期時間停止記錄日期時間停止記錄日期時間停止記錄日期時間，，，，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RECRECRECREC 符號並符號並符號並符號並立即執行記錄再按一下停止記錄立即執行記錄再按一下停止記錄立即執行記錄再按一下停止記錄立即執行記錄再按一下停止記錄。。。。    

2.2.2.2.    設定開始設定開始設定開始設定開始、、、、停止記錄日期時間停止記錄日期時間停止記錄日期時間停止記錄日期時間：：：：    

a.a.a.a.    當萬年曆日期時間已過設定日期時間當萬年曆日期時間已過設定日期時間當萬年曆日期時間已過設定日期時間當萬年曆日期時間已過設定日期時間，，，，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RECRECRECREC 符號並符號並符號並符號並立即執行記錄再按一下停止記立即執行記錄再按一下停止記立即執行記錄再按一下停止記立即執行記錄再按一下停止記

錄錄錄錄。。。。    

b.b.b.b.    萬年曆日期時間未到設定日期時間萬年曆日期時間未到設定日期時間萬年曆日期時間未到設定日期時間萬年曆日期時間未到設定日期時間，，，，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同時顯示同時顯示同時顯示同時顯示 RECRECRECREC、、、、CALLCALLCALLCALL 符號並進入等符號並進入等符號並進入等符號並進入等待記錄待記錄待記錄待記錄再按一再按一再按一再按一

下解除等待記錄下解除等待記錄下解除等待記錄下解除等待記錄。。。。    

等待記錄模式等待記錄模式等待記錄模式等待記錄模式：：：：            

萬年曆日期時間到達設定日期時間時萬年曆日期時間到達設定日期時間時萬年曆日期時間到達設定日期時間時萬年曆日期時間到達設定日期時間時，，，，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RECRECRECREC 符號並符號並符號並符號並執行記錄執行記錄執行記錄執行記錄。。。。    

按萬年曆鍵按萬年曆鍵按萬年曆鍵按萬年曆鍵（（（（                    ））））查閱設定開始記錄日期時間查閱設定開始記錄日期時間查閱設定開始記錄日期時間查閱設定開始記錄日期時間，，，，左下視窗顯示日期右左下視窗顯示日期右左下視窗顯示日期右左下視窗顯示日期右

下視窗顯示時間下視窗顯示時間下視窗顯示時間下視窗顯示時間。。。。    

此時按電源鍵此時按電源鍵此時按電源鍵此時按電源鍵（（（（        ））））將進入關機等待記錄模式將進入關機等待記錄模式將進入關機等待記錄模式將進入關機等待記錄模式。。。。    

                    

 

關機等待記錄模式關機等待記錄模式關機等待記錄模式關機等待記錄模式：：：： 

主視窗顯示時間主視窗顯示時間主視窗顯示時間主視窗顯示時間，，，，左下視窗顯示開始記錄日期左下視窗顯示開始記錄日期左下視窗顯示開始記錄日期左下視窗顯示開始記錄日期，，，，右下視窗顯示開始記錄右下視窗顯示開始記錄右下視窗顯示開始記錄右下視窗顯示開始記錄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此時按電源鍵此時按電源鍵此時按電源鍵此時按電源鍵（（（（        ））））開機並進入等待記錄模式開機並進入等待記錄模式開機並進入等待記錄模式開機並進入等待記錄模式。。。。 

當萬年曆日期時間到達設定日期時間時當萬年曆日期時間到達設定日期時間時當萬年曆日期時間到達設定日期時間時當萬年曆日期時間到達設定日期時間時，，，，開機開機開機開機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RECRECRECREC 符號並符號並符號並符號並執行記錄執行記錄執行記錄執行記錄。。。。 

 

 

記錄模式記錄模式記錄模式記錄模式：：：： 

按萬年曆按萬年曆按萬年曆按萬年曆（（（（                    ））））鍵查閱設定停止記錄日期時間鍵查閱設定停止記錄日期時間鍵查閱設定停止記錄日期時間鍵查閱設定停止記錄日期時間，，，，左下視窗顯示日期右左下視窗顯示日期右左下視窗顯示日期右左下視窗顯示日期右

下視窗顯示時間下視窗顯示時間下視窗顯示時間下視窗顯示時間。。。。無設定停止記錄日期時間此鍵無效無設定停止記錄日期時間此鍵無效無設定停止記錄日期時間此鍵無效無設定停止記錄日期時間此鍵無效。。。。    

有設定停止記錄日期時間時有設定停止記錄日期時間時有設定停止記錄日期時間時有設定停止記錄日期時間時，，，，萬年曆日期時間到達設定日期時間時萬年曆日期時間到達設定日期時間時萬年曆日期時間到達設定日期時間時萬年曆日期時間到達設定日期時間時，，，，停停停停

止記錄止記錄止記錄止記錄。。。。    

記錄模式時記錄模式時記錄模式時記錄模式時按電源鍵按電源鍵按電源鍵按電源鍵（（（（        ））））無效無效無效無效。。。。    

    

：：：：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循環循環循環循環查閱查閱查閱查閱、、、、離開資料離開資料離開資料離開資料記錄記錄記錄記錄值值值值。。。。按向右鍵按向右鍵按向右鍵按向右鍵（（（（        ））））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        ））））主視窗切換主視窗切換主視窗切換主視窗切換 T1~T4T1~T4T1~T4T1~T4 來來來來

查閱查閱查閱查閱，，，，按一下向上鍵按一下向上鍵按一下向上鍵按一下向上鍵（（（（        ））））和向下鍵和向下鍵和向下鍵和向下鍵（（（（        ））））查閱上一筆或下一筆查閱上一筆或下一筆查閱上一筆或下一筆查閱上一筆或下一筆，，，，按住不放連續向上或向下查閱按住不放連續向上或向下查閱按住不放連續向上或向下查閱按住不放連續向上或向下查閱，，，，

按萬年曆鍵按萬年曆鍵按萬年曆鍵按萬年曆鍵（（（（                    ））））切換記錄時間顯示切換記錄時間顯示切換記錄時間顯示切換記錄時間顯示（（（（時時時時::::分分分分））））和和和和（（（（秒秒秒秒））））。。。。    

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右上視窗顯示右上視窗顯示右上視窗顯示右上視窗顯示 500500500500 表示第表示第表示第表示第 500500500500 筆記錄筆記錄筆記錄筆記錄，，，，主視窗顯示主視窗顯示主視窗顯示主視窗顯示 T1T1T1T1 第第第第

500500500500 筆記錄值筆記錄值筆記錄值筆記錄值 25.025.025.025.0℃℃℃℃，，，，左下視窗顯示記錄日期左下視窗顯示記錄日期左下視窗顯示記錄日期左下視窗顯示記錄日期 2609260926092609 表示表示表示表示 26262626 日日日日 09090909 月月月月，，，，右右右右

下視窗顯示下視窗顯示下視窗顯示下視窗顯示 12:0012:0012:0012:00 表示表示表示表示 12121212 點點點點 0000000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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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按此鍵一下循環點亮循環點亮循環點亮循環點亮、、、、解除解除解除解除 LCDLCDLCDLCD 背光背光背光背光，，，，點亮後點亮後點亮後點亮後 1111 分鐘會自動關閉分鐘會自動關閉分鐘會自動關閉分鐘會自動關閉。。。。    

S_INTVS_INTVS_INTVS_INTV：：：：設定記錄間隔時間設定記錄間隔時間設定記錄間隔時間設定記錄間隔時間，，，，按向右鍵按向右鍵按向右鍵按向右鍵（（（（        ））））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        ））））切換切換切換切換（（（（秒秒秒秒////分分分分////時時時時））））設定位置設定位置設定位置設定位置，，，，按一下向上按一下向上按一下向上按一下向上

鍵鍵鍵鍵（（（（        ））））和向下鍵和向下鍵和向下鍵和向下鍵（（（（        ））））加或減加或減加或減加或減 1111，，，，按住不放連續向上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向下加或減，，，，最短設定為最短設定為最短設定為最短設定為 00000000 以以以以 0.250.250.250.25 秒間隔秒間隔秒間隔秒間隔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最長設定為最長設定為最長設定為最長設定為 23232323 時時時時 59595959 分分分分 59595959 秒間隔記錄秒間隔記錄秒間隔記錄秒間隔記錄。。。。    

S_RECS_RECS_RECS_REC：：：：設定資料記錄的開始及停止日期時間或清除設定的日期設定資料記錄的開始及停止日期時間或清除設定的日期設定資料記錄的開始及停止日期時間或清除設定的日期設定資料記錄的開始及停止日期時間或清除設定的日期時間時間時間時間，，，，操作如下說明操作如下說明操作如下說明操作如下說明：：：：    

1.1.1.1.    選擇開始或停止記錄日期時間選擇開始或停止記錄日期時間選擇開始或停止記錄日期時間選擇開始或停止記錄日期時間：：：：由按向右鍵由按向右鍵由按向右鍵由按向右鍵（（（（        ））））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        ））））來切換來切換來切換來切換，，，，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        ））））進入進入進入進入。。。。    

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右上視窗顯示右上視窗顯示右上視窗顯示右上視窗顯示 StrStrStrStr 閃爍表閃爍表閃爍表閃爍表

示選擇開始記錄設定示選擇開始記錄設定示選擇開始記錄設定示選擇開始記錄設定。。。。    

如右圖所示如右圖所示如右圖所示如右圖所示，，，，右上視窗顯示右上視窗顯示右上視窗顯示右上視窗顯示 EndEndEndEnd 閃爍表閃爍表閃爍表閃爍表

示選擇停止記錄設定示選擇停止記錄設定示選擇停止記錄設定示選擇停止記錄設定。。。。    

    

    

    

2. 2. 2. 2. 選擇開始記錄日期時間設定或清除設定選擇開始記錄日期時間設定或清除設定選擇開始記錄日期時間設定或清除設定選擇開始記錄日期時間設定或清除設定：：：：由按向右鍵由按向右鍵由按向右鍵由按向右鍵（（（（        ））））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        ））））來切換來切換來切換來切換，，，，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        ））））    

進入進入進入進入。。。。    

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如左圖所示為進入設定開始記錄日期時間為進入設定開始記錄日期時間為進入設定開始記錄日期時間為進入設定開始記錄日期時間，，，，按向右鍵按向右鍵按向右鍵按向右鍵（（（（        ））））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        ））））

切換切換切換切換（（（（分分分分////時時時時////月月月月////日日日日））））設定位置設定位置設定位置設定位置，，，，按一下向上鍵按一下向上鍵按一下向上鍵按一下向上鍵（（（（        ））））和向下鍵和向下鍵和向下鍵和向下鍵（（（（        ））））加加加加

或減或減或減或減 1111，，，，按住不放連續向上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向下加或減。。。。    

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        ））））完成設定完成設定完成設定完成設定。。。。    

    

如左圖所示為選擇清除設定開始記錄日期時間如左圖所示為選擇清除設定開始記錄日期時間如左圖所示為選擇清除設定開始記錄日期時間如左圖所示為選擇清除設定開始記錄日期時間。。。。    

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        ））））完成清除設定完成清除設定完成清除設定完成清除設定。。。。    

    

    

    

    

3. 3. 3. 3. 選擇停止記錄日期時間設定或清除設定選擇停止記錄日期時間設定或清除設定選擇停止記錄日期時間設定或清除設定選擇停止記錄日期時間設定或清除設定：：：：由按向右鍵由按向右鍵由按向右鍵由按向右鍵（（（（        ））））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        ））））來切換來切換來切換來切換，，，，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        ））））    

進入進入進入進入。。。。    

如左圖所示為進入設定停止記錄日期時間如左圖所示為進入設定停止記錄日期時間如左圖所示為進入設定停止記錄日期時間如左圖所示為進入設定停止記錄日期時間，，，，按向右鍵按向右鍵按向右鍵按向右鍵（（（（        ））））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和向左鍵（（（（        ））））

切換切換切換切換（（（（分分分分////時時時時////月月月月////日日日日））））設定位置設定位置設定位置設定位置，，，，按一下向上鍵按一下向上鍵按一下向上鍵按一下向上鍵（（（（        ））））和向下鍵和向下鍵和向下鍵和向下鍵（（（（        ））））加加加加

或減或減或減或減 1111，，，，按住不放連續向上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向下加或減按住不放連續向上向下加或減。。。。    

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        ））））完成設定完成設定完成設定完成設定。。。。    

    

    

如左圖如左圖如左圖如左圖所示為選擇清除設定停止日期時間所示為選擇清除設定停止日期時間所示為選擇清除設定停止日期時間所示為選擇清除設定停止日期時間。。。。    

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        ））））完成清除設定完成清除設定完成清除設定完成清除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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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EARCLEARCLEARCLEAR：：：：清除記錄的資料清除記錄的資料清除記錄的資料清除記錄的資料，，，，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按設定鍵（（（（        ））））LCDDCL DCLLCD 顯示顯示顯示顯示 SHIFTSHIFTSHIFTSHIFT 符號符號符號符號，，，，後按呼叫鍵後按呼叫鍵後按呼叫鍵後按呼叫鍵（（（（                ））））主視窗顯示主視窗顯示主視窗顯示主視窗顯示 CLEACLEACLEACLEA，，，，    

後按呼叫鍵後按呼叫鍵後按呼叫鍵後按呼叫鍵（（（（                ））））完成記錄清除或按設定鍵完成記錄清除或按設定鍵完成記錄清除或按設定鍵完成記錄清除或按設定鍵（（（（        ））））放棄記錄清除放棄記錄清除放棄記錄清除放棄記錄清除。。。。    

    

    

    

一般規格一般規格一般規格一般規格 

機機機機        型型型型    DTTDTDDT----817X817X817X817X    DTTDTDDT----827X827X827X827X    DTTDTDDT----847X847X847X847X    

顯示方式顯示方式顯示方式顯示方式    T1+TIMET1+TIMET1+TIMET1+TIME    T1+T2+T1+T2+T1+T2+T1+T2+（（（（T11T1TT1----T22T2TT2））））    T1+T2+T3+T4T1+T2+T3+T4T1+T2+T3+T4T1+T2+T3+T4    

LCDDCL DCLLCD 顯示位數顯示位數顯示位數顯示位數    4444 位數字液晶顯示位數字液晶顯示位數字液晶顯示位數字液晶顯示，，，，最大顯示位數最大顯示位數最大顯示位數最大顯示位數 9999999999999999    

極性顯示極性顯示極性顯示極性顯示    正值不顯示正值不顯示正值不顯示正值不顯示，，，，負值顯示負值顯示負值顯示負值顯示””””----““““號號號號    

過載指示過載指示過載指示過載指示    正值過載顯示正值過載顯示正值過載顯示正值過載顯示””””OLLOLOOL””””，，，，負值過載顯示負值過載顯示負值過載顯示負值過載顯示””””----OLLOLOOL””””    

低電力指示低電力指示低電力指示低電力指示    當當當當            符號顯示時表示電池電力不足符號顯示時表示電池電力不足符號顯示時表示電池電力不足符號顯示時表示電池電力不足    

電源電源電源電源    DCCDCDDC----1.5V /UM1.5V /UM1.5V /UM1.5V /UM----4 /AAA 4 /AAA 4 /AAA 4 /AAA 電池四顆電池四顆電池四顆電池四顆    

資料記錄筆數資料記錄筆數資料記錄筆數資料記錄筆數    每輸入通道最多每輸入通道最多每輸入通道最多每輸入通道最多 9999999999999999 筆筆筆筆（（（（DTTDTDDT----8X7U8X7U8X7U8X7U 才有才有才有才有））））    

電池壽命電池壽命電池壽命電池壽命    約約約約 500005 005500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鹼性電池鹼性電池鹼性電池鹼性電池    

操作溫度操作溫度操作溫度操作溫度    0000℃℃℃℃~5005~ 05~~50℃℃℃℃（（（（32232332℉℉℉℉~122~122~122~122℉℉℉℉），），），），< 80< 80< 80< 80﹪﹪﹪﹪RHHRHRRH    

儲存溫度儲存溫度儲存溫度儲存溫度    ----10010110℃℃℃℃~6006~ 06~~60℃℃℃℃（（（（----4444℉℉℉℉~140~140~140~140℉℉℉℉），），），），< 70< 70< 70< 70﹪﹪﹪﹪RHHRHRRH    

尺寸尺寸尺寸尺寸（（（（本體本體本體本體））））    164mm164mm164mm164mm×76mmX32mm  

重量重量重量重量（（（（含電池含電池含電池含電池））））    約約約約 415g415g415g41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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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氣規格電氣規格電氣規格電氣規格 

熱電偶熱電偶熱電偶熱電偶    

測量範圍測量範圍測量範圍測量範圍    

KKKK----TYPETYPETYPETYPE：：：：----200200200200℃℃℃℃至至至至+1372+1372+1372+1372℃℃℃℃（（（（----328328328328℉℉℉℉至至至至+2501+2501+2501+2501℉℉℉℉））））    

JJJJ----TYPETYPETYPETYPE：：：：----210210210210℃℃℃℃至至至至+1+1+1+1200200200200℃℃℃℃（（（（----333346464646℉℉℉℉至至至至+2+2+2+2192192192192℉℉℉℉））））    

TTTT----TYPETYPETYPETYPE：：：：----250250250250℃℃℃℃至至至至++++400400400400℃℃℃℃（（（（----418418418418℉℉℉℉至至至至++++752752752752℉℉℉℉））））    

EEEE----TYPETYPETYPETYPE：：：：----210210210210℃℃℃℃至至至至+1+1+1+1000000000000℃℃℃℃（（（（----333346464646℉℉℉℉至至至至++++1832183218321832℉℉℉℉））））    

RRRR、、、、SSSS----TYPETYPETYPETYPE：：：： 0 0 0 0℃℃℃℃至至至至+1+1+1+1777700000000℃℃℃℃（（（（+32+32+32+32℉℉℉℉至至至至++++3333092092092092℉℉℉℉））））    

NNNN----TYPETYPETYPETYPE：：：：----150150150150℃℃℃℃至至至至+13+13+13+1300000000℃℃℃℃（（（（----238238238238℉℉℉℉至至至至+2+2+2+2372372372372℉℉℉℉））））    

0.10.10.1   ，，≧≧≧----99.999.999.999.9    
顯示解析度顯示解析度顯示解析度顯示解析度    

111   --100100100    

讀值顯示更新讀值顯示更新讀值顯示更新讀值顯示更新    每秒四次每秒四次每秒四次每秒四次    

測量精確度測量精確度測量精確度測量精確度    

KKKK、、、、JJJJ、、、、TTTT、、、、EEEE、、、、NNNN：：：：±±±±【【【【讀值的讀值的讀值的讀值的 0.10.10.10.1%%%%    ++++    0.0.0.0.5555℃℃℃℃（（（（1111℉℉℉℉）】）】）】）】    

【【【【在零下在零下在零下在零下----100100100100℃℃℃℃（（（（----148148148148℉℉℉℉）：）：）：）：KKKK、、、、JJJJ、、、、TTTT、、、、EEEE 加入讀值加入讀值加入讀值加入讀值 0.150.150.150.15%%%%，，，，NNNN、、、、加入讀值加入讀值加入讀值加入讀值 0.45%0.45%0.45%0.45%】】】】    

RRRR、、、、SSSS：：：：±±±±【【【【讀值的讀值的讀值的讀值的 0.10.10.10.1%%%%    ++++ 2 2 2 2℃℃℃℃（（（（4444℉℉℉℉）】）】）】）】    

溫度係數溫度係數溫度係數溫度係數    

讀值的讀值的讀值的讀值的 0.010.010.010.01﹪﹪﹪﹪+0.03+0.03+0.03+0.03℃℃℃℃/ / / / ℃℃℃℃（（（（0.060.060.060.06℉℉℉℉/ / / / ℉℉℉℉））））在指定在指定在指定在指定+18+18+18+18℃℃℃℃到到到到 28282828℃℃℃℃    

（（（（+64+64+64+64℉℉℉℉到到到到+82+82+82+82℉℉℉℉））））範圍外範圍外範圍外範圍外    

【【【【在零下在零下在零下在零下----100100100100℃℃℃℃（（（（----148148148148℉℉℉℉）：）：）：）：KKKK、、、、JJJJ、、、、TTTT、、、、EEEE 加入讀值加入讀值加入讀值加入讀值 0.040.040.040.04%%%%，，，，NNNN 加入讀值加入讀值加入讀值加入讀值 0.08%0.08%0.08%0.08%】】】】    

溫度標度溫度標度溫度標度溫度標度    ITSITSITSITS----90909090    

精確度規格適用於精確度規格適用於精確度規格適用於精確度規格適用於 18181818℃℃℃℃（（（（64646464℉℉℉℉））））和和和和 28282828℃℃℃℃（（（（82828282℉℉℉℉））））之間的周圍溫度之間的周圍溫度之間的周圍溫度之間的周圍溫度，，，，以上規格不包括熱電偶的誤差以上規格不包括熱電偶的誤差以上規格不包括熱電偶的誤差以上規格不包括熱電偶的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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