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明书（含保修卡）
针式温度计

TT-583

※本说明书记载的插图仅供参考。

衷心感谢您购买此产品。

请 求

为防止使用方法错误，可能会造成重大的事故。
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正确、安全地使用本产品。
另外将本说明书妥善保管以便随时阅读。

保 修 卡
销售店

在贵店卖出的时候，请在保修单所规定事项(在购买日期、销售店
栏盖印)记入后交给客人。

顾　客

本书承诺根据免费修理之事项，进行免费修理。从购买之日起一
年内，如果出现故障，请带本单到公司客户服务部修理。

※客户个人资料是用于修理品的发送，修理品的归还，这段时间，
  客户的个人情况，为了不被第三者接触，本公司将负责管理。

型  　号 针式温度计　 TT-583

保修期限 机体　购买即日起1年

年     月     日购买日期

销
售
店

顾

客

地址，店名 

电话(       )

地址

名字
电话(       )

<免费修理规定>

1.遵从说明书的注意事项，正常使用状态下，在保修期内产生的故障，免费修理。

2.在保修期内的故障，接受保修时请到本公司的客户服务室

3.随机赠品，本保修卡内没有明确注明之事项，请到客户服务室咨询。

4.保修期内，出现以下情况时收取相应的维修费用。

使用的失误与不当，改造造成的故障和损坏。

购买后因掉落等原因造成的损坏。

火灾、地震、水灾、避雷、煤气、盐害或其它的天灾地变，公害或异常电压的原因造成的损坏。

保修卡内没有标明保修之事项。

在保修卡上没有写明购买日期，客户名字，销售店名或者有文字涂改的时候。
5.保修期间，只在本国内有效。

6.保修卡不再次发行，所以请小心保管，以免丢失。

※根据保修卡内注明的保修事项及在保修期内，我们承诺免费修理。
　根据保修卡不会限制法制上的权力，关于保修期后的修理，不明的
　地方请向客户服务室咨询。

售后服务

1、关于保修卡

保修卡附属于使用说明书，必须清楚
填写“销售商店名，购买日期”
等。认真阅读保修卡内容并保管好，
保质期为购买后1年以内。

2、委托维修时

●保质期内，请电话联络本公司客服
  部，然后将保修卡与本机一起送来。

●如超过保质期，请与本公司客服部
  协商，可按您要求有偿维修。

3、如有不明处，请咨询本公司客服部。

警告 注意

警告 注意
该标志表示有可能会发生死亡或导致重伤。 该标志标识有可能受伤货物品发生损坏。

※由于感温部的顶端尖锐，使用时请多加注意。
※请放置在小孩无法触碰的场所，并监管小孩使用该产品。

本说明书为了防止使用者以及他人的安全，财产损失，
请严格遵守以下说明。请仔细阅读说明书，正确，安
全地使用本产品。

禁 止

表示[禁止]的内容

必须遵守

表示[必须遵守]的内容

总公司：日本株式会社
地  址：東京都板橋区前野町1-14-2
全国售后服务热线：4000-680-980
百利达(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887号永新大厦8005A室
网址：http//www.tanita.com.cn
百利达淘宝旗舰店：tanita.tmall.com
百利达官方微博：weibo.com/tanitachina
百利达官方微信：tanitachina
制造商：东莞市晓峰实业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东莞市南城区雅园工业区广园街
          3号二楼

此[电子温度计]所用“      ”“百利达”图案、
商标由日本株式会社      授权。

安全上的注意事项

禁 止

请勿随意分解产               会造成故障。

注意

禁 止

禁 止

禁 止

禁 止

禁 止

禁 止

禁 止

禁 止

禁 止

禁 止

必须遵守

禁 止

必须遵守

禁 止

必须遵守

必须遵守

必须遵守

请勿使用非指定电池（CR2032硬币型电池）    会造成故障。

请勿靠近静电气强的物品
（如IH调理机、电炉） 

误动作会造成故障。

请勿连续测温(100℃)1分钟以上
感温部的热度会传入机体内，
导致故障。

请勿过度碰撞以及震动产品        会造成故障。

避免长时间放置在潮湿的地方        会造成故障。

请不要将产品浸在水里           会造成故障。

请勿测量体温             会造成人生伤害。

请勿将感温部插入硬物上施加力度           会造成故障。

请勿将感温部放入硫酸等腐蚀性物体内浸泡    会造成伤害。

请勿将机体放入锅内    会造成故障。

正确按照电池的+/-方向装入电池     装反会发生故障。

感温部的尖端很锋利，请小心使用    以防受伤。

测量高温、低温时，请小心使用    以防受伤。

测量正在料理中的食物时，注意防火    会造成故障。

测量未满0℃或者超过50℃的温度时，
注意机体周围的温度范围：1～50℃以内。 会造成故障。

警告
请将产品与电池放置在
小孩无法触碰的场所，
并控制小孩使用。

放置发生误食，
造成受伤。

请勿将电池投入火中　　　会发生爆炸。

请 求

清洁相关

如本体脏污时，请用沾有水或家庭用的中性洗涤剂的软布
擦拭脏污(请不要用热水，天拿水，汽油，酒精等品擦拭)。

保管场所

远离放有炉子的场所(本体温度为50℃以下的场所)。



各部品名称
<机身正面>

<机身背面>

感温部（约20MM）

感应器部

机体
HOLD按键

感应器支架
电源按键

挂孔

电池门

磁石

显示部
※使用时将显示
  部的保护贴撕开

附属品
说明书(本书)含保修卡
试用电池(CR2032硬币型电池×1个)

使用方法

电源ON(开)　OFF(关)
进入电源ON的状态

按按键    显示      后
将会测量场所此时的温度。

进入电源OFF的状态

显示部有显示时按按键   ，
显示消除，电源关闭。

※[HOLD]显示时电源不能关闭

※约10分钟按键无任何操作时，环境温度在45℃以下，并且温度变化在3℃之内，
  将自动切断电源。

测定方法
●将感温部(顶端20mm)完全浸入需测定的位置，显示温度将会稳定正确。

●每测定1秒，显示温度安定则测量正确温度。

●感温部(顶端20mm)放入测量容器时，请勿与容器相接触。

●请勿将感应器部分顶端起一半距离放入容器中(70mm以上)(感应器部约一半)，
  有可能发生故障。

※水和油的温度15秒左右稳定。

※如超过测定范围，低温(-50℃)显示(LO)、
　高温(+240℃)将显示(HI)。

※约10分钟无操作，请自动切断电源。

※虽机体有防滴设计，但请避免长时间放置在
  潮湿的环境中，请勿浸泡入水中。 约70MM

感应器部

感温部

HOLD功能的使用方法

按[HOLD]的情况 [HOLD]解除的情况

温度测定中按    键显示部将会
显示[HOLD]，温度的数值固定。

再次按    键 ，[HOLD]消失，将
重新开始测定。

※约10分钟按键无任何操作时，环境温度在45℃以下，并且温度变化在3℃之内，
  将自动切断电源。

感应器支架的使用方法

感应器支架插入机体内，远离火等测量温度。

感应器支架插入机体的方法

①感应器支架顶
  端的凹槽向上

②感应器支架顶端的凹槽向
  上，插入机体挂孔内。

※直到感应器支架的凹槽插入
  机体为止，凹槽插入后有咔
  嚓一声。
※机体前后都可插入感应器支架。

感应器支架的记号

机体的记号

③左右两边都可旋转90
  度可上锁

※机体上和感应器的记号
  相互吻合时可上锁。

取出感应器支架方法

①上锁的状态下(机体和感应器支
  架记号吻合的状态)左右旋转支
  架直到顶端凹槽面向上。

②支架顶端凹槽向上后
  从机体挂孔拔出。

测量图示

将机体放入感应器支架内，安全放置产品。

将机体放入感应器支架内的方法

①如图所示，感温
  部插入支架内

②如图所示,将感温部插
  入机体内则收纳完成。

装入电池

●开始使用时请放入电池(CR2032硬币型电池)

①使用硬币等物将电池门拧开。

②电池的+面向上按箭头装入。

③将电池门关上再拧紧。

※请彻底将电池门拧紧，以免
　水等物质进入电池箱内。

注 意

禁 止

必须遵守

关闭电池门时，请勿来回转动。
会造成故障

正确按照电池的﹢/-方向装入电池。
如装反会造成故障

必要事项
如出现故障了，请在依赖维修之前，确认以下事项。

显示
部没
有显示

电池是否装反？
请正确装入电池

电池是否没电?
请更换新电池

如上述方法不能解决，货出现无法理解的显示时，请联系本公司售后服务中心。

需更换电池的信息
●显示变淡

●按   键也没有显示

出现上述现象请更换新电池。

更换电池
更换电池请参考上述[装入电池的方法]
※附属电池是同货装在一起出的，可能电池寿命
  相对较短。

注 意

禁 止

必须遵守

请勿使用指定电池(CR2032硬币型电池)
以外的电池。

会造成故障

请按照电池+/-方向，正确装入电池。
如装反会造成故障

禁 止

警 告

请勿将电池放置在小孩可触碰的场所

避免误食电池。万一误食电池，请及时咨询医生。
若发生在深夜，无法联系附近医生的话请拨打120。

※更换后的电池，请遵循所居住指定的废弃方法进行处理。

※旧电池作废弃处理时，必须将端子(+/-)用玻璃胶纸等粘着性的绝缘胶
  纸盖上。

产品规格
温度检测 热敏感应

显示内容 测定范围-50～240℃   最小显示：0.1℃ 显示周期：1秒
使用温度范围

※1

0～50℃  （机体）※2

精   度 ±1℃(0～100℃) ±2℃(除以上外)

电   源 DC3V CR2032硬币型锂电池×1个

电池寿命 约1年（每天使用10分钟）

防水功能 IP×2  ※2

自动关闭功能
约10分钟按键无任何操作，环境温度在45℃以下，温度变
化在3℃以内。

产品尺寸
约D43×W221×H15mm(不含感应器支架)
※感应器部份：约直径4×长度140mm

重   量 约40g（含电池、感应器支架）

主要材质 PP、PET、不锈钢

※1 测量范围指本产品可测量的温度范围,使用范围指本产品可以使用的环境温度范围。
※2 IP×2指的是[200MM以上的记度，每分3MM的降水量2.5分滴下，无性能影响以及不会
    出现浸水现象]是JIS C0920的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