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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LOG记录仪在罐箱上的应用

✓ 罐式集装箱

✓ 蒸汽或电加热装置

✓ 温度监测系统



ECOLOG记录仪在罐箱上的应用

瑞士ELPRO产品发展线



ECOLOG记录仪在罐箱上的应用



ECOLOG记录仪在罐箱上的应用

ECOLOG TP2 ECOLOG TP4-L

ECOLOG TN4ECOLOG TN2



ECOLOG Tx 硬件功能介绍

• 2/4通道温度记录仪

• 四线制PT100/NTC温度探头

• 存储容量：64'000个测量值

• 测量范围：-200 °C..+550 °C

• 核心精度：±0.3 °C

• 生命周期：10年



elproLOG ANALYZE软件功能介绍

• 用于配置ECOLOG数据记录仪，导出和分析测量的数据

• 支持操作系统：Windows XP，Vista，7，8，10

• 最新版本号：3.64.01

• 主要功能：

（1）通信设置（COM口）

（2）配置记录仪（Setup）

（3）内部时钟设置

（4）电池更换时间设置

（5）数据导出、保存

（6）数据分析



ECOLOG 记录仪常见问题解答

？ Cannot open COM-port：软件无法识别设备

✓ 设置COM口。点击Options>Com Port…

✓ 查看电脑设备管理器



ECOLOG 记录仪常见问题解答

？ Data integrity Check failed. Readout canceled：

数据无法导出

✓ 查看设备的状态

✓ 更换电池，设置电池更换时间

✓ 设置内部时钟，与电脑一致

✓ 反复尝试无用时，重新配置记录仪（注意：数据会丢失）



ECOLOG 记录仪常见问题解答

？ n.c. ：无探头连接

？ StOP ：内存满了

？ b.F. ：电池电压太低

？ 电池更换注意事项

✓ 如何判断是否需要更换电池

✓ 要更换怎么样的电池

✓ 如何更换电池

✓ 换电池后要做什么操作



ECOLOG 记录仪常见问题解答

？ 如何反馈故障/报修

✓ 提供.mdf数据文件

✓ 提供故障代码或者故障提示图片

✓ 提供硬件图片（显示屏）

✓ 尽可能详细描述故障情况



ECOLOG 记录仪显示屏代码的含义





ECOLOG替代方案Comet U01x1



ECOLOG替代方案Comet U01x1



ECOLOG替代方案Comet U01x1

S0121 S0141

U0121 U0141

Comet 第一代替代方案Comet S01x1

Comet 第二代替代方案Comet U01x1



ECOLOG TPx/TNx与Comet U01x1技术参数对比

ECOLOG TN2

ECOLOG TP2
Comet U0121

VS



ECOLOG TP2 VS Comet U0121 

型号 ECOLOG TP2 U0121

品牌 瑞士ELPRO 欧洲Comet

尺寸 110*85*35 mm 61*93*32 mm

温度探头 PT100 PT1000

测量范围 -200℃..+550℃ -90 to 260℃

核心精度 ±0.3℃ ±0.2℃

工作温度范围 -35℃..+55℃，显示屏可读到 -20℃ -20 to +60℃

存储容量 64000个测量值
非循环模式：500,000个测量值；
循环模式：350,000个测量值；

防护等级 IP52 IP67防水防尘

探头接口 DB15 ELKA3008V母头

电池续航能力 1年（10min） 7年（10min）

保修期 2年 3年



ECOLOG TPx/TNx与Comet U01x1技术参数对比

ECOLOG TN4

ECOLOG TP4-L

VS

Comet U0141
Comet U0141M



ECOLOG TP4-L VS Comet U0141 

型号 ECOLOG TP4-L U0141 U0141M

品牌 瑞士ELPRO 欧洲Comet 欧洲Comet

尺寸 110*85*35 mm 61*93*32 mm
61*93*53mm，包括天线

120*93*53mm

电池续航能力 1年（10min） 6.9年（10min） 74天（10min）

远程传输 无 无
通过GSM模块将数据远程传输到
Cloud，随时随地查看历史数据

和当前测量值



温度探头技术参数对比

800698

VS

SN241E



温度探头技术参数对比

技术参数 ECOLOG TPx温度探头 Comet U01x1温度探头

型号
800698 SN241E

类型
PT100 PT1000

测量范围
-90 °C..+260 °C -190 to +150°C

精度 A级 B级

探头直径 4mm 5 ± 0.1 mm

线缆材料 PTFE PTFE

线缆长度 4米，可选10米 5米，可选1米，2米，10米

接口 开放端/雷蒙头 ELKA连接器



软件技术参数对比

elproLOG ANALYZE Comet VisionVS



elproLOG ANALYZE VS Comet Vision

技术参数 elproLOG ANALYZE Comet Vision

成本 收费 免费

基本功能 配置、数据导出和分析 配置、数据导出和分析

在线显示 无 有

其他软件 无 Comet Database
Comet Cloud



Comet硬件升级要点

要点 ECOLOG TPx/TNx Comet U01x1

优势
✓ 罐箱温度监测定制方案

✓ 在罐箱行业应用广泛

✓ 产品十分稳定

✓ 产品寿命长

✓ 瑞士进口，品牌效应好

✓ 经久耐用，防护等级高

✓ 可选远程数据传输型号

✓ 硬件随着技术的发展更新

✓ 价格便宜，维修费更低

✓ 保修期延长一年

劣势 ※ 2020年停产

※ 产品久未更新

※ 需特别注意电池情况

※ 价格较高

※ 品牌效应差



Comet软件升级要点

技术参数 elproLOG ANALYZE Comet Vision

成本 收费 免费

基本功能 配置、数据导出和分析 配置、数据导出和分析

在线显示 无 有

其他软件 无 Comet Database
Comet Cloud





Comet罐箱专用温度监测解决方案

✓ 相同的通道数

✓ 相同的探头外皮材料

✓ 相同的防水防尘保护盒

✓ 相同的工作年限

✓ 相同的售后服务

✓ 可选GSM远程实时传输

✓ 设备防护等级更高

✓ 功耗更小

✓ 掉电后数据不丢失

✓ 保修期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