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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iNet 远距离无线监测

PoE
DC
PoEor或直流
Power
电源

数据记录仪
Data
Loggers

带 viewLinc 的
Windows Server

维萨拉接入点
Vaisala
Access Point

现有网络

In case there is a connection problem,
如果存在连接问题，数据记录仪会自动连接
data loggers automatically connect
到另一个接入点。
to another
access point.

远程监测、报警和报告

远程报警

温度探头Probe
Temperature
（1or或22channels)
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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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

▪
▪
▪
▪

探头选项：CO2
百分比，
Probe
options: CO2
%, CO2%
CO2 百分比与温度，
with temperature,
or CO2% with
或 CO2 百分比与温度和湿度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
▪

本地显示和报警
可拆卸智能探头，便于安装和校准
电池供电（标准 AA 碱性或锂电池）
参数：可监测纯温度（最多 2 个信
道）、温度和相对湿度、二氧化碳
百分比，或一个信道监测其中一种
（CO2、温度、相对湿度）
外壳 IP54
典型室内距离 ≥ 100 米（328 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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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数据记录仪

电池供电无线数据记录
仪 802.11 b 或 g
T1 18 °C
T2 4 °C

带 viewLinc
的计算机或服务器
（Windows 操作系统）
T1 18 °C
T2 4 °C

现有网络

远程监测、报警和报告

可选固定或远程探头
（相对湿度和温度）

温度探头
远程报警

特点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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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显示和警报状态
提供外部探头
电池供电
参数包括：温度、湿度、模拟和触点输入
壳体 NEMA 评级：IP65

标准 Wi-Fi 适配器

带 viewLinc
的计算机或服务器
（Windows 操作系统）

现有网络

温度探头

温度数据记录仪

远程监测、报警和报告

无线以太网接口
IEEE 802.11a/b/g/n

远程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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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网供电 vNet PoE

带 DL 数据记录仪的 vNet
（以太网接口）

带 viewLinc
的计算机或服务器
（Windows 操作系统）

现有网络

湿度和温度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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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头

温度

超低温冰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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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ewLinc Monitoring & Alarming

+

Wireless Temperature, Analog Device Monitoring
Existing Network
Refrigerator
120 VAC

Remote Monitoring,
Alarming & Reporting

Set alarm points
X

File View Tools

23.1 C
47.1 RH

Temperature probe
1 000

模拟设备，例如：CO2 和 O2；压差；
微粒监测等到通用输入数据记录仪
Temperature
data lo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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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eless
Ethernet Interface
802.11b

Computer or Server (Windows OS)
with viewLinc

多端口以太网

PoE 或直流电源
数据记录仪
带 viewLinc
的计算机或服务器
（Windows 操作系统）

PoE 以太网转换器，
与数据记录仪连接

远程监测、报警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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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网络

CAB100 工业监测机柜，用于监测压差和其
他参数。带有 DL4000 通用输入数据记录
仪、PDT101 压力传感器和其他可选输入。

通过 USB 直接连接电脑
远程报警

数据记录仪

计算机或服务器
（Windows
操作系统）
带 vierL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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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湿度试验箱以太网

带 viewLinc
的计算机或服务器
（Windows 操作系统）

PoE 或直流
电源

现有网络

以太网接口

温度/相对湿度数
据记录仪

远程监测、报警和报告

Features

远程报警

Trending

-time trends and
w of controlled
nitoring of
s via a single
l points can be
dashboard
end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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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Server) with
Windows OS +
viewLinc software

1C
40. H

R
75.8

变送器

Protection
Existing Network

be retained
ach logger.
ckfill to the server
ures gap free data.
1C

40. RH
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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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网络

lerts for out-ofns are sent via
PC, buzzer, lights,
ponders. Alerts
knowledged
using a mobile

Remote Alarming &
Acknowledgment
via mobile device

+

Global Remote
Monitoring

+

orting

n be created on
y run reports
ly generated and
according to a

通用输入数
据记录仪

+
viewLinc Monitoring & Alarming

+

Wireless Temperature, Analog Device Monitoring

System components:
Existing Network

Refrigerator

120 VAC

Remote Monitoring,
Alarming & Reporting

Set alarm points

X

File View Tools

23.1 C
47.1 RH

Temperature probe

1 000

• Vaisala HUMICAP®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Transmitter Series
HMT330
Temperature
data logger

Wireless
Ethernet Interface
802.11b

Computer or Server (Windows OS)
with viewLinc

• Vaisala DRYCAP® Dewpoint and

MS scales easily
o measurement
n 1,000, and is
and multi-country

PC Browser

特点Temperature Transmitter Series

▪
Vaisala Combined Pressure,
▪ • 提供外部探头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Transmitter PTU300
▪ 参数包括：湿度、温度、露点、气压、CO
DataNEMA
logger 评级：IP65
module in transmitter
▪ • 壳体
本地显示
DMT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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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to be installed on

• LAN/WLAN module in transmitter
• viewLinc software

New HMT330 transmitters that are

远程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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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bus TCP 和 RTU

添加通过 Modbus TCP 和 RTU
通信的设备：微粒计数器和其他
Modbus 设备。

PoE or DC
Power

带 viewLinc 的
Windows Server

Modbus TCP

Vaisala Access Point

Data Loggers

现有网络

In case there is a connection problem,
data loggers automatically connect
to another access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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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bus RTU

通过维萨拉 Indigo 主机设备将多种探头连接到
viewLinc 以测量 CO2、汽化的 H2O2、湿度和温度。

Temperature Probe
(1 or 2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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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网接口

Probe options: CO2 %, CO2%
with temperature, or CO2% with
temperature and hum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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