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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TZ-BT04 是低功耗蓝牙温湿度计，应用最新的蓝牙 4.0 技术，采用 Nordic
芯片 NRF51822开发设计，定时收集周边环境的温湿度，并记录与保存历史数据，

最多可存储 12000条温湿度数据，也可实时将数据发送到 BT云平台，手机蓝牙

4.0以上可下载 APP，实现全面监控周边环境的温湿度。其具有体积小、重量轻、

容易携带、高精度等特点，广泛应用于冷藏储运、档案馆、实验(测试)室、博物

馆等其他领域进行温湿度监控使用。



2 产品应用

1. 冷藏储运；

2. 档案馆；

3. 实验（测试）室；

4. 车间；

5. 博物馆；

6. 医药环境等；

7. 生鲜运送；

3 产品特点

1. 高精度、高稳定性；

2. 蓝牙 4.0；
3. 实时显示温湿度；

4. 可存储 12000条温湿度数据；

5. 远距离无线通信；

6. 内置高灵敏度温湿度传感器；

7. 可设置温度报警的范围；

8. 可在 APP上自动生成温湿度曲线图；

9. 可设置正常存储温湿度数据时间间隔和报警温湿度数据时间间隔；

10. 可选取时间查询数据，存储中的数据都会被保存在历史记录里面；

11. 可把温湿度数据生成一个 PDF/CSV报告并发送给指定的邮箱；

12. 可通过配对蓝牙打印机打印数据报告；

13. 可通过 OTA更新版本；

14. 可实时将数据发送到 BT云平台

4 产品规范

表 4.1 TZ-BT04 产品规范表

项目 特点

信号传输频率 2.400 - 2.4835GHz

协议标准 蓝牙 4.0

调制方式 GFSK

发送间隔 2S

内置电池 550mAh /3V



输出功率 -4dBm，可调

通信速率 1Mbps

传输距离 55 米，可调

存储空间 可存储 12000 条数据

电池使用寿命 1.5 年（取决于工作方式，可更换电池）

净重 30g

外形规格 50mm*50mm*20mm

机器工作范围 -25℃~60℃

温度检测范围 -40℃~+125℃

湿度检测范围 0~100%RH

温度检测精度 ±0.3℃

湿度检测精度 ±3%RH

5 使用注意事项

1. 靠近金属物体会干扰信号，导致信号减弱；

2. 注意 TZ-BT04与接收器之间的距离，保证接收准确性；

3. 远离水源和腐蚀性物品；

6 APP软件

“温湿度记录仪”是本公司为用户免费提供的一款移动设备应用，可通过移

动设备的蓝牙连接 BT04，并对其进行设置、数据传输、记录、并可发送到邮箱。

采用蓝牙 BLE 的方式，可使用 Android、IOS手机来进行温湿度监控。

6.1 Android系统“温湿度记录仪”App使用

可通过以下二维码下载安卓版本 APP软件：



打开“温湿度记录仪”软件，首先看到扫码界面；还有 3个界面按钮，分别

是“实时数据”、“查询数据”、“配置设备”；以及左上角的菜单按钮。无论

你需要进入三个界面中的哪个界面，都需要设备的 SN码，SN码可扫描或者直

接使用手机键盘输入，也可直接点击实时数据、查询数据、配置设备之后看到设

备列表。

注：1.手机 APP一次最多只可扫描 300个 BT04
2.安装安卓 APP的手机屏幕必须满足 4.7以上的尺寸和 1280*720以上

的分辨率

如下图所示：



点击菜单键可登录云平台账户、查询报告、配对蓝牙打印机、下载固件更新

及检查单个设备功能等，如下图所示：

可选择登录账户，就可在 BT平台查看机器的实时数据（也可选择不登录）：

用户设置里可以启动“同步功能”启用之后，所有 BT云平台的数据都会按照

间隔时间实时更新：



查询报告里面保存了所有存储的数据报告，长按本地报告即可删除此报告：

登录之后，只要选择点击“查询数据”，机器数据保存在本地报告的同时，也

会在“云端”实时更新，点击“Stop”可结束此报告：



选择配对的打印机，即可打印历史报告的数据：

检查工具可检查手机和机器的信息及连接情况:



点击左下角的设置键，可看到软件设置、系统时区、温度单位、下载固件和

检查更新：

可设置手机连接 BT超时断开的时间：



可设置本地时区，生成的 PDF/CSV报告才会变成当前时间：

可设置你需要的温度单位：

BT04_V24 及以上版本有 OTA 功能，选择固件更新，可检测到服务器上最新版本

并下载到手机上，随后选择需要更新的机器 ID，输入密码，即可更新到最新版

本，更新完成之后会提示更新成功:



6.1.1 配置设备

输入或扫描设备上的 SN 码，或直接点击首页中的“配置设备”选择设备，

即进入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该界面可配置 BT04的密码（6字节）、正常/报警存储间隔（10~3600秒）、



发射功率（-30~4dbm）、温度上下限（-25~100度）以及行程开关。发射功率可

在下拉列表中选取合适的数值；存储间隔和报警设置直接按个人需求输入数字；

行程记录：如果你要保存数据，请一定要打开行程记录，当你关闭之后再次打开，

它将会清除掉历史数据，按个人要求选择好后点击保存设置即可写入，保存成功

即会提示“保存配置成功”。

注意：BT04_V17 以上的版本可设置设备名称（不超过 7字节）、备注和描述（不

超过 20 字节），BT04_V24 及以上版本有 OTA 功能,BT04_V25 及以上版本有快速

查询数据模式.

6.1.2 实时数据

“实时数据”会显示设备名称、实时温湿度以及电量等，该界面用于观察实

时温湿度，温度超限则数字变红，否则为黑色字体，本界面不提供修改功能。如

下图所示：

6.1.3 查询数据

“查询数据”界面，可选择提取时间段（BT04_V25 及以上版本有此功能），

显示 SN码、存储间隔、报警设置、数据总数、记录期间温度最大值、最小值、

平均值、MKT、起始时间、结束时间、记录时长、温湿度曲线图以及蓝牙打印

等，该界面主要用于读取特定时间段内温湿度记录数据,和历史记录一样，有报

告设置、发送报告、打印报告的功能。如下图所示：



6.1.4 历史记录

每一次点击“查询数据”，存储的数据都会保存在历史数据里，可进入历史

记录里面查看历史报告，报告里面包括数据报告、数据记录、温湿度曲线图、报

告设置、发送报告和打印报告，如下图所示：



注：红线：代表高温门限，蓝线：代表低温门限

在报告设置里面可设置报告名称、备注和描述，也可直接在配置设备里面设

置，在如下图所示：



在发送报告里面可设置接收邮箱，请先在手机端设置当前手机邮箱账户，点

击发送，可设置数据时间段和曲线图缩放比例，点击确定，会生成 PDF/CSV 文

件并进入写邮件，可输入邮件内容，红色方框处为发送，PDF/CSV报告会发送

到指定的邮箱，如下图所示：



可在指定的邮箱查看到此封邮件并可下载 PDF/CSV报告，如下图所示：

注意：建议使用 Adobe Reader XI软件来查看 PDF报告，其它第三方软件可能存

在字体不兼容问题。



6.2 IOS系统“温湿度记录仪”App使用：

可在 APP商店里面下载 IOS版本 APP软件：

搜索：温湿度记录仪

打开“温湿度记录仪”软件，首先看到扫码界面；还有 3个界面按钮，分别

是“实时数据”、“查询数据”、“配置设备”，以及左上角的软件设置按钮，

软件设置按钮可设置温度单位。无论你需要进入三个界面中的哪个界面，都需要

设备的 SN 码，SN码可扫描或者直接使用手机键盘输入，也可直接点击右上角

搜索之后看到设备列表，如下图所示：

注：1.手机 APP一次最多只可扫描 300个 BT04
2.安装 IOS APP的手机必须为 4.0以上尺寸屏和 IPhone5以上手机,建议

最好使用 IPhone6 以上手机，以保证运行流畅



BT04_V24 及以上版本有 OTA功能，选择固件更新，可检测到服务器上最新版

本并下载到手机上，随后选择需要更新的机器 ID，输入密码，即可更新到最新

版本，更新完成之后会提示更新成功:



6.2.1 配置设备

输入或扫描设备上的 SN 码，或直接点击首页中的“搜索”选择设备，即进

入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该界面可配置 BT04的密码、发射功率、正常/报警存储间隔、温度上下限以

及行程记录。发射功率可在下拉列表中选取合适的数值；存储间隔和报警设置直

接按个人需求输入数字；行程记录：如果你要保存数据，请一定要打开行程记录，

当你关闭之后再次打开，它将会清除掉历史数据，按个人要求选择好后点击保存

设置即可写入，保存成功即会提示“保存配置成功”。

6.2.2 实时数据

“实时数据”会显示设备名称、实时温湿度以及电量等，该界面用于观察实

时温湿度，温度超限则数字变红，否则为黑色字体，本界面不提供修改功能。如

下图所示：



6.2.3 查询数据

“查询数据”界面，可选择提取时间段（BT04_V25 及以上版本有此功能），

显示 SN码、存储间隔、数据总数、记录期间温度最大值与最小值、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温湿度曲线图以及蓝牙打印等，该界面主要用于读取特定时间段内温

湿度记录数据,有发送报告、打印报告的功能。如下图所示：



6.2.4 历史报告

每一次点击“查询数据”，存储的数据都会保存在历史报告里面，可进入历

史报告里面查看。



和查询数据一样，历史报告里面包括数据记录、温湿度曲线图、发送报告和

打印报告，如下图所示：

在发送报告里面可设置接收邮箱，请先在手机端设置当前手机邮箱账户，点

击发送，可把报告生成 HTML/CSV格式并发送给邮箱：



开启蓝牙打印机，点击打印按钮，可自动搜寻到蓝牙打印机的设备名称，

点击此设备名称，就可自动进行配对并打印此数据报告：



7 BT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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