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D记录器4

指示灯

检修灯

错误指示灯

低成本小型轻巧串行
（RS-232C）数据记录器

无需PC即可将串行数据直接记录到SD卡。
可以有效地组织数据，而不是PC或打印机。

要求在SD卡上记录串行数据！

32GB

SD Card

要求通过电子表格软件使用
串行数据！

要求保持串行数据无纸化！

No 
Need!

SD卡插槽 电源开关

【背面】

RS-232C连接器 拨码开关设置

直流电源连接器

技术规格

可配置的数据比特

可设定的通讯速度

可配置的奇偶校验

文件系统

内置时钟

可使用SD卡

连接接头

可使用环境条件

电源供应

外形尺寸 / 机重

配件类

7比特 / 8 比特（命令版本仅8比特） * 7比特设置需要连接到PC

300/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bps * 300 / 1200bps 设置需要连接到PC

无 / 奇数 /偶数

FAT16 / FAT32

电池：CR2032 / 电池寿命 ：大约7年（新电池） * 出厂时的电池用于监控

SD / SDHC最多 32GB

RS-232C D-SUB 9针 公连接器

0 – 60 °C　10 – 90 %　无结露

8–12 VDC, 100 mA 可使用连接器为∅2.1mm直流电源插孔（中央正）

* 规格和外观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代理商联系

如有任何疑问，请随时与我们的代理商联系。

项目 内容

SD记录器4 / 盒类型

ESD-CS4A ( 脚本版 ) 

ESD-CC4A ( 命令版 ) 

SD记录器4 /PCB板类型

ESD-BS4A ( 脚本版 ) 

ESD-BC4A ( 命令版 ) 

产品名称

型号名称

电源供应 ：AC适配器 (AC100 V–240 V, 50/60 Hz ) 输出 9 V 1.3 A 

W119.5ｘD100ｘH35 mm  163 g W95ｘD85 mm  64 g

选配件

相关产品

产品名称 规 格

D-SUB 9针　母 - 公连接器　1.8m　商业产品 

D-SUB 9针　母 - 母连接器　1.8m　商业产品 

D-SUB 9针 , 公 -USB TypeA 公　0.5m　商业产品
（连接了用于RS-232C的 1 m交叉电缆。不能握手。）

模拟串行转换器 DT-ASC04i 
将±10 V，4至 20 mA DC的模拟信号转换为串行（RS-232C）输出，
并在SD记录器4上记录数据 . （有一个特殊的目录。）

RS-232C 直电缆 

RS-232C 交叉电缆

RS-232C-USB电缆
（日期 /时间设置必需）

RS-232C配电适配器（特殊订购产品）
如果使用RS-232C分配适配器，则可以在将数据发送到PC或打印机的
同时将数据记录到SD记录器4。

* 技术规格和设计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总公司
tel        +81 6 6471 3155
web      https://www.imv.co.jp/e
mail      infomes-f@imv.co.jp



可以将数据直接保存到SD卡中无法携带PC或独自放置的地方。
保存的数据可与市售软件一起使用。
* 可用软件取决于设备的数据格式。

特色功能

温度传感器图形示例（电子表格软件屏幕）

电子天平日期 /时间功能示例（电子表格软件屏幕）

● 电子天平
将测量值保存到文件而不是打印机中。 也用于记录历史记录。

无需PC将数据保存到SD卡

● 便携式测量设备
在公司内部或外部移动时，无需使用PC进行测量即可轻松
记录数据，例如气体分析仪，漏气测试仪，折光仪，PH表等。

● 运输，建筑机械
记录火车，船舶GPS，渔船探测器和建筑设备操作的
振动测量和制动测试。

● 气象观测设备
各种天气数据的观测记录，例如风速，风向，降水，大气压和温度。

● 环境试验机，烤箱，培养箱，材料试验机等

无纸化记录控制器的温度，湿度，风力，水质和灰尘量等数据。

背面的开关组合（拨码开关）可以匹
配所连接设备的RS-232规格（通信
速度，数据比特，奇偶校验）。

* 某些设置是通过PC进行的。
如有任何疑问，请随时与我们的代理商
联系。

丰富的后部开关组合

一只手可以握住的大小和重量，可以随身携带。

兼容最大32GB的SDHC和SD卡。

轻巧紧凑

日期和时间可以与数据采集同时添加。 （日期和时间功能）

日期 / 时间功能

通过将简单的指令（脚本）写入SD卡，可以设置所连接设备
的数据获取时间等。

* 我们支持脚本创建。 请随时咨
询我们的代理商。

便捷的脚本功能

可以通过闪烁的红色LED和内置蜂
鸣器声音来确认错误。

错误确认功能

即使突然切断电源，获取的数据消失的可能性也极低。

数据保护功能

最多可存储32GB

最多32GB

错误闪烁

用例

● 食品 / 饮料 　● 药品 / 化学
● 电机　 ● 政府机关，大学等

主要客户

主要客户

主要客户

主要客户

主要客户

● 食品 / 饮料 　● 药品 / 化学　● 汽车 
● 电机　  ● 政府机关，大学　● 材料
● 环境测量公司等

● 铁路 / 轮船　● 建筑设备等

● 使用各种测试机的客户，例如私人公司，政府机关，大学等。

● 政府机关， 化验室， 大学， 轮船等

该脚本每秒向A公司制造的电子天平发送打印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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