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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数据采集产品
产 品 说 明 书

• Graphical software for dataTaker data loggers
• 显示分析实时或历史数据
• 支持以太网 - TCP/IP
• 远程监测 & 控制 (Pro) SCADA系统
• 趋势图，模拟和电子数据表查看
• 图形化或文本编程
• Windows XP 和 Windows 2000 系统兼容

dataTaker采集器可视化软件包
Datataker软件包DeLogger 4 and DeLogger 4 Pro, 为您提供一套完整的软件
解决方案。这些软件包使得简单或复杂的数据采集编程， 以及DT50/500/600
序列３， DT80和DT800序列数据采集器进行的数据采集工程变得很容易。

DeLogger 4
DT50/500/600序列 3, DT80 和 DT800 dataTaker数据采集器包括的DeLogger 4
为您提供强大的且易于使用的编程工具和采集器管理。可使用图形化接口设置
您的系统。
DeLogger 4 允许您在采集数据的同时监测传感器和报警， 软件包能够以下列方式
查看实时或已采集的数据：
• 图表和趋势图， 具有放大和多变量功能
• 模拟 （仅模拟仪表）
• 列表和原始文本数据的简单报表
• 与微软Ｅｘｃｅｌ类似的电子数据表功能
数据也可以基于文本的表格形式输出。使用 DeLogger 4 为您提供的完整解决
方案， 用于监测、采集、显示和分析数据。
DeLogger 4 可以升级到 DeLogger 4 Pro.

DeLogger 4 Pro
DeLogger 4 Pro 是高级版软件， 具有许多除基本功能外附加的功能， 包括：
• 支持 modem 连接到远程 dataTaker 数据采集器 (e.g. PSTN, GSM,
CDMA, 人造卫星及无线电通信)
• 多个本地或远程 dataTaker 数据采集器的自动化预定管理
• 强大的报表功能 (包括网络发布和电子邮件)
• 复杂的数据库， 用于广泛可靠的数据管理
• 附加的模拟显示和控制对象
• 通过分析窗口附加的图表选项
对基于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数据采集器小型或大型系统， DeLogger 4 Pro 为你提供
强大的易使用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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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gger 4和DeLogger 4 Pro
相同特点说明
DeLogger4是 DeLogger4版的基本版本， 因此两个软件包
具有许多共同的特性与功能。

可视化软件

DeLogger4是基于窗口的软件，允许您通过USB,RS232
或以太网连接来编程或管理 dataTaker, 而无需使用
dataTaker的指令语言。点击图标从编程创建器窗口的
菜单中选择以创建 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 程序， 而不是键入指令。

面向工程

DeLogger4使用＂工程＂ 概念。一个工程包含所有与特定
dataTaker 应用相关的所有信息。
例如， 一个工程可以包括：

• 若干个 dataTaker 程序 （当需要 dataTaker 做不同任务时，
以便快速重新编程）
• 两个图表窗口（用于实时查看当天的数据，连同回放昨天采集
的数据）
• 模拟窗口包含虚拟仪表 （用于超范围条件的简单辨别）

当运行一个特定的工程时， 您万事俱备， 与最后一次使用
工程一样， 访问工程的历史数据即可。

图形编程开发器

DeLogger4程序创建器提供一个直接的方式设置您的
dataTaker, 使用图标或从下拉菜单中的选项创立一个
dataTaker 程序。

图表窗口
与使用图表记录器一样，你可以使用DeLogge4图表窗口。
但是 DeLogger 4 具有附加的特性。例如， 你可以：
• 在滚动图表中回放已经滚出视野的数据
• 用户自定义图表属性， 如标签、曲线颜色、稠密度、坐标轴
比例尺、限值和坐标轴记号
• 使用多达６个值轴， 在每个图表中查看多达１２个通道
• 强大的缩放、滚轴和坐标轴调整
• DeLogger 4 Pro软件中可用的附加特性

简单使用并且是数据中有效识别＂事件＂的方法， 因此图表
窗口是目前为止最受欢迎的显示数据方式。
模拟窗口
模拟窗口以用户可定义的虚拟仪表显示数据：
• DeLogger 4 提供可定义的针型仪表
• 支持用户背景图像 (.BMP 或 .WMF 格式)
• 右键鼠标按钮具有上下文感应弹出菜单
• DeLogger 4 Pro软件中可用的附加特性

表格窗口
表格窗口显示从连接的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采集器或栅格可用
数据源中所选通道的数据
（与电子数据表格相似： 列， 行＆列标题）
• 显示每个读数的站点名称、通道描述和标签、数值及
时间戳；
每个通道一行
• 显示当前采集任务的每通道的最大和最小值
• 趋势指示器显示数值是否大于或小于前面的读数

文本 （原始数据） 窗口
文本窗口仿效通讯端软件的基本功能：

• 直接输入指令创建编辑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程序
• 直接将程序下载到 dataTakers
• 显示实时的和已采集的数据

电子数据表窗口

提供完整的电子数据表格功能， 带有交互单元计算与
数据处理和图表。
使用dataTaker采集器回放文件或输出数据中的数据。
可用作简单的输出工具或输出格式化数据到其它软件
包， 如微软的Ｅｘｃｅｌ．
• DeLogger 4 Pro软件中可用的附加特性

DeLogger 4 Pro附加特性
DeLogger 4的程序创建器支持：
• dataTaker 的数据采集计划和报警计划
• dataTaker接受的信号类型
• 跨度， 多项式和计算

传感器接线

程序创建器图示出传感器接线选项， 将传感器连接到每个
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时， 提供清晰简化的向导。

数据查看窗口

DeLogger4提供多种选项，以实时或从历史记录中查看
采集的数据。多个数据视图可以同时查看及更新。
视图也可以方便地打印。

DeLogger 4 Pro具有附加特性， 主要设计用来支持
远程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网络：

支持远程通讯

为了与远程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通讯， ＤｅＬｏｇｇｅｒ ５ Ｐｒｏ支持：
• Modem包括GSM, 无线和人造卫星
• Modem 管理器， 使用 DT50, DT500 & DT600
序列 dataTaker 采集器
• 远程站点的报警， 触发主机的动作和报表
• 手动或自动连接到远程站点
• 引入的报警信息存入数据库

数据站点简化工作

DeLogger 4 Pro连接到或与＂数据站点＂通讯。数据站点
可以是一台dataTaker， 一个大型的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网络甚至
是数据文件或数据库中的一套采集的数据。数据站点可
以在运行ＤｅＬｏｇｇｅｒ ５Ｐｒｏ的同一个空间或者在世界的另
一端。

自动化操作

DeLogger 4 Pro 的用户可定义的动作提供内置的脚本
功能，动作 （任务或进程） 可以基于本地或远程报警， 模
拟和表格屏控制运行， 通过由其它动作或手动唤起的内
置事件计划器。

动作可以像报警条件下运行声音文件一样简单， 或者像
连续拨叫许多个站点下载数据并准备采集数据报表一样
复杂。

计划事件

DeLogger 4 Pro 的计划以预先确定的次数和频度执行
用户定义的任务（动作），例如，你可以告知ＤｅＬｏｇｇｅｒ ５ Ｐｒｏ
在选定的站点拨叫 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 并在每天 １１：００ｐｍ下载
数据。

加强的报警功能

DeLogger 4 Pro 可以使用引入的 dataTaker 报警触发
动作或将 dataTaker 报警传送到默认的 ｅ－ｍａｉｌ系统。
单个邮件可以通过ｅ－ｍａｉｌ发送（使用ＭＡＰＩ邮件客户端）
以提防野外站点工作人员和问题。

新型数据存储更实用

像传统的数据采集软件DeLogger 4Pro允许您以计算机
文件存储数据。另外， ＤｅＬｏｇｇｅｒ ５ Ｐｒｏ 合并数据库， 引进
了新元到数据集、分析和表达， 包括：
• 轻松而强大的恢复、处理、显示信息
• 基于简单文件更快的方法
• 合并多达８个数据过滤参数的即时
报表
• 从初级的或计算数据源得到的虚拟
数据通道
数据库存储也意味着以前麻烦的数据操作， 如追加新数据
到已存在数据， 现在极其简单。存储卡可以直接下载到数
据库。

Web 发布

DeLogger 4 Pro 能够创建 ＨＴＭＬ （浏览器） 版本的数据
查看用于手动和自动的Ｗｅｂ发布。这使得信息在因特网
或企业内部互联网中多用户使用。

附加的图表和电子数据表特性

分析窗口结合电子数据表格和图表功能， 以提供附加特性
和灵活性供您使用， 也包括 ＸＹ 图表用于测绘通道与每个
其它的相对比而不是与时间相对比 （也称为分散图表）．

附加的模拟特性

DeLogger 4 Pro增加了对象在模拟视图中的可用性， 通过
加入数字仪表和报警器ＬＥＤ型指示器， 附加的模拟仪表和
按钮触发动作或发送指令到 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 单元。

用户报告

你可以使用内置的报表编写器创建水晶报表供输出。
对于复杂的数据操作或图表， 你可以输出数据到电子数据
表格如微软的 Ｅｘｃｅｌ． 对于实时报表当数据到达时，你可以
使用由ＤｅＬｏｇｇｅｒ ５ Ｐｒｏ提供的微软ＯＤＢＣ（开放式数据互连）
驱动， 来自动更新您的 Ｅｘｃｅｌ 报表。

计算机需求

ＤｅＬｏｇｇｅｒ ５和ＤｅＬｏｇｇｅｒ ５ Ｐｒｏ你需要下列计算机配置：
• Windows XP, 2000 (Service Pack 4)
• 400MHz Pentium III 或更高处理器
• 128MB RAM, Windows XP, 2000
• 80MB 可用硬盘空间
最小需要的 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 固件版本：

DT50/500/600 series 3
DT800
DT80

V7.0
V3.1
V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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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声明： 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 使用 ＩＳ０９００１：２０００ 质量管理系统。
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 一惯坚持根据市场需要及客户的要求来开发及生产产品。保证产品的质量、精度、稳定性及产品的安全性。
保证产品达到设计指标，同时提供快速、高效率的客户服务及技术支持。
商标： 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是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公司的注册商标．
产品规格： Ｄａｔａｔａｋｅｒ公司保留在任何时候及无需通知客户的情况下更改产品规格的权利。
所有产品在澳大立亚设计、制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