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iFi 智能温湿度记录仪

使用说明书

本使用说明书适用于 CQY2xx 系列产品

[关注微信 获取更多]

敬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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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品介绍

成前 WiFi 温湿度记录仪是一款基于 IOT 技术的智能温湿度监控终端,可通过无线 WiFi 将数据传输至云平台。

用户无需部署服务器，通过浏览器或手机 App 即可实现数据的实时监测、报警推送，历史查询、分析等功能。

针对不同的温湿度环境需求，我们可提供超低温、多路有线及无线自组网等温湿度解决方案。

本产品符合最新 GSP 标准，广泛应用于医药、食品、物流以及 HACCP 体系认证等行业。

注：产品外观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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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显示说明



三、 产品安装

本产品温湿度有线探头分为一体式与分体式两种

I 一体式记录仪使用方法

注：探头安装于设备上，简单方便

 将设备固定于需要监控的地方

 接通电源

 配置设备（详见使用指南）

II 分体式记录仪使用方法
注：有线探头：标配 3 米，最大长度可定制为 25 米

无线探头：可实现有效传输距离为 180 米(空旷下)

 将探头固定于需要监控的地方）

 探头务必对准插牢，不要旋转

 接通电源

 配置设备（详见使用指南）

安装注意点：

 设备初始温湿度显示为 30.0℃，60.0%，10S 后显示环境实时数据。

 设备“嘀”声提示后，绿色指示灯会常亮，表示初始化完成，等待配置网络。



四、使用指南(1)
配置前准备
 设备初始为热点模式，可通过手机搜索 WIFI 热点

“CQTEK-AP”（确认有没出现，不要连接）

 如手机搜索不到 “CQTEK-AP”，请确认设备已开机

并对设备进行复位。

 复位步骤：断电重启，等待 5S，长按复位键 10S

操作后可再次搜索到“CQTEK-AP”热点。

 手机接入可上网的 wifi 网络(能正常连接 internet)

(支持 2.4G WIFI，不支持 5G 网络)

 下载“成前智联”app。

APP 下载

 苹果手机在 App Store 搜索“成前智联”
 安卓手机在华为市场 搜索”成前智联‘’，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成前科技”，更多—app 下载。

账号登录
 手机端：打开”成前智联”app ，注册账号(不支持大写字母)，待审核通过。

 电脑端：浏览器输入网址 http://iot.chengqianyun.com/ ，注册账号，待审核通过。

 输入账号、密码登录 。

iOS Android

复位/配置按键

http://iot.chengqianyun.com/


四、使用指南(2)

一键配置操作

 点击界面右上角’+’，
选择一键配置方式。

 输入wifi密码，点击“配置”
按钮.

 短按配置按键 1S,即可在 30S 内完

成配置操作。

注：SSID 显示手机连接的无线 wifi

进入一键配置

配置按键



四、使用指南(3)
 配置完成即可显示本帐号此次添加的设备。

注：如果设备列表为空，参考常见问题

常见问题：

1，设备绿灯常亮，没短按配置按键，需复位后重新配置操作。

2，设备屏幕没有出现小圆点并且设备列表为空或者未跳转，

网络原因服务器响应超时，需复位后重新配置设备

 配置完成设备状态如下：

1,屏幕左上角出现小圆点。

2,5 分钟内屏幕时间更新为当前最新时间。

3,APP 自动添加设备并且设备为在线状态。

注：配置完成后如果设备屏幕左上角出现小圆点，APP 没自

动添加设备，可以在添加方式里选择序列号添加，输入设备

背面的 SN 号和 AC 码来完成添加设备操作。SN 为八位大写字

符，AC 为八位小写字符.



五、基本参数

产品名称 WIFI 温湿度记录仪 产品型号 CQY210（内置） CQY211（外置）

材料 ABS 阻燃材料 尺寸 120*100*35MM

传感器 全数字温湿度传感器 符合标准 新版 GSP 标准

温度量程 -20-65℃(内置) -40-85℃（外置） 超低温 -100 – 65℃

温度精度 ±0.5℃ 温度分辨率 0.1℃

湿度量程 5% - 95%

湿度精度 ±3% 湿度分辨率 0.1%

供电方式 5V DC 工作电流 <5MA

记录方式 离线记录、在线补传 记录间隔 1 分钟

报警方式 微信、短信、电话、APP 等 上网方式 无线 WIFI (2.4G)

功能扩展 支持锂电池(冗余供电) 支持停电来电 烟感/水浸/门磁

外接声光报警器 无线温湿度探头 更多定制



六、结构尺寸



保修说明 使用注意事项

保修条例

成前售后服务承诺：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实现售后三包，服务内容如下：在三包有

效期内，您可依照本规定免费享受维修、更换、退货的权利，

退货应当凭购买凭据办理。

服务类型 服务政策

退货（产品质量） 自签收日期算起 7 天内产品质量原因退货

换货（产品质量） 自签收日期算起 15 天内产品质量原因换货

维修（产品质量） 自签收日期算起 1 年内产品质量原因维修

保修条例

属于下列情况(包括不限于)不在“三包”服务范围之内：

1，未经授权的维修、误用、碰撞、事故、改动、撕毁或涂改标签、序号。

2，已超过三包有效期。

3，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坏。

4，因人为原因造成设备功能性故障。

在使用设备之前，请仔细阅读本章内容：

 请在设备温湿度测量范围内使用本设备

 请使用设备自带的电源适配器供电

 请将设备或探头安装在离地 1.5 米位置，达到准确测量

 如配置外置探头，请勿用力拉扯探头引线

 如在 95%RH 以上湿度条件下测量，注意环境通风，

防止探头部分结露，影响测量

 请勿使用外力冲击本设备

 请勿擅自拆卸本设备

合格证

产品名称： WIFI 温湿度记录仪

型号： CQY210 □ CQY211 □

CQY21X □ _ □

检验员：

出厂日期：



专注实时数据监控

www.hz-cq.com

杭州成前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科技大道 8-1 号正航创业园 4 幢

电话：0571-88192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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