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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簡介  

本產品是帶有檢重功能的通用計重臺秤， 計量快速精准﹑性能穩定可靠。配備大型 LCD

顯示， 帶 LED背光， 清晰易讀; 按鍵靈活耐用。 

本產品具有自動歸零﹑超重報警﹑扣重﹑累加﹑鍵盤鎖定﹑簡易計數﹑單位轉換﹑動物

秤等諸多功能。 

2.按鍵說明  

ON/ OFF 或 

電源開關鍵。 

ZERO  

歸零鍵。 秤重結束後按下歸零鍵，將顯示: 0(ZERO)。 

第二功能: 確定鍵 ， 在設定參數或其他功能時為確定鍵。 

TARE 

扣重鍵。 將當前秤重值設為皮重值。 秤量時將減去此皮重值顯示結果。其結果為淨重。 

第二功能: 上翻鍵     ，在設定參數或其他功能時改變當前值。 

在秤重模式下同時按下歸零鍵 ZERO 與扣重/上翻鍵 TARE  將開啟或關閉動物秤功能

(當開啟/關閉動物秤時可聽到蜂鳴器發出兩聲叫聲)。 

MR 

累加顯示鍵。 顯示記憶體中的累加總重。  

第二功能: 右移鍵     ，  在設定模式下， 此鍵用來右移設定數位 。 

M+ 

累加鍵。 將當前的秤重值存儲。 

第二功能: 左移鍵     。在設定模式下， 此鍵用來左移設定數位 。 

同時按下累加鍵 M+ 與累顯鍵 MR  清除記憶體。 

PRINT 

列印鍵。 按此鍵將結果送到通過 RS-232介面連接的 PC或列印機。  

在自檢時按此鍵進入設定模式。 

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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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淨重切換鍵。 長按為單位切換鍵. 

第二功能:  退出鍵 (ESC) ，在參數模式下按此鍵退回到正常模式。  

同時按下毛/淨重切換鍵 G/N  與列印鍵 PRINT 進入檢重設定模式。 

3. 基本操作 

3.1 歸零 

在秤重等任何狀態下可按歸零/確認鍵 ZERO 歸零。當重量大於最大秤量的 4%時，歸零

/確認鍵 ZERO無效。 通常只在秤盤上無物品時歸零。 當歸零獲得後指示屏將顯示零(0)。 

本秤具有自動歸零功能。 在零點輕微漂動或秤臺上有較輕物品時可自動歸零。 然而，

當秤盤上無物品時，仍顯示有秤重值時，此時須手動按下歸零/確認鍵 ZERO 。 

3.2 扣重 

必要時需預先按下歸零/確認鍵 ZERO ，此時歸零顯示將亮起。 

在秤盤上放置一個容器，此時會顯示一個秤重值。 

按下扣重/上翻鍵 TARE  將秤設為扣重狀態。 此扣重值將被存入記憶體中，顯示時將先

減去其扣重值。 此時只顯示零(0)。 淨重指示(NET) 亮起。 當放上一物品時，只會顯示其

淨重值。 

 本秤可以進行多次扣重，當淨重指示(NET)亮起後，本秤將再次秤量的值相加後作為扣

重值。 

當容器移走後，秤將顯示負值。 如果秤處於扣重狀態前搬移容器， 秤將顯示容器值及

正在被搬移的物品之和。 零(ZERO)指示將亮起，因為秤處於最後一次按歸零/確認鍵 ZERO

狀態。 

按扣重/上翻鍵 TARE  解除扣重狀態。 

3.3 秤重 

在秤重前需先清空秤盤。 放上待秤物後， 顯示幕將顯示其重量及當前使用的單位。 

4 檢重 

4.1 檢重功能說明 

檢重功能是指當待秤物放上秤台後其重量符合或超過所設定值時會發出警報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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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叫方式 1: 當檢測在限定範圍時， 蜂鳴器發出報警音。 

鳴叫方式 2:當檢測超出限定範圍時， 蜂鳴器發出報警音。   

4.2 設定上下限值 

同時按下毛/淨重切換鍵 G/N  與列印鍵 PRINT ，將顯示“set h”， 用扣重/上翻鍵 TARE 

來選擇設定上限“set h” 或設定下限  “SET L”， 

按歸零/確認鍵 ZERO 確認，使用累加鍵 M+ 與累顯鍵 MR  來移動可 

改變數值的位置， 用扣重/上翻鍵 TARE  改變數值， 用列印/清除鍵 PRINT  清除數值。 待

輸入數值後，按歸零/確認鍵 ZERO 確認，按毛/淨重切換鍵 G/N  退出。  

4.3 設定檢重方式 

同時按下毛/淨重切換鍵 G/N  與列印鍵 PRINT，將顯示“set h”， 用扣重/上翻鍵 TARE  

選擇 beep，， 按歸零/確認鍵 ZERO 進入， 按扣重/上翻鍵 TARE  選擇 ok (鳴叫模式 1)，

ng (鳴叫模式 2)， no (蜂鳴器關閉)， 按歸零 ZERO 確認， 按毛/淨重切換鍵 G/N  退出。 

4.4 注意 

檢重功能只在秤重大於 20d(感量)時有效。 

取消檢重功能需按歸零/確認鍵 ZERO 進入，按列印鍵 PRINT 清除，再按歸零/確認鍵

ZERO 確認即可。 

5 累加操作 

5.1 注意 

本秤按累加鍵 M+進入手動累加模式. 

請注意,每次累加之前秤需回到零位。穩定後,方可執行累加操作,當秤重物重量小於 20d

時,累加操作無效. 

5.2 累加 

當秤穩定後,按下累加鍵 M+ 將當前秤重物重量存入記憶體中,顯示幕顯示"ACC  01", 

2秒後回到正常模式。(累加操作後,累加指示”M+”將亮起)如果安裝有選配的 RS-232埠時,秤

重值可以輸出到印表機或電腦。 

移走秤重物後,待秤歸零穩定後放上另一待秤物,穩定後,按累加鍵 M+,顯示幕將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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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ACC 02”及一個新的總重值.依次放上待秤量物品即可。 

5.3 累顯 

按累顯鍵 MR 可讀得總重值. 

5.4 累加清除 

要清除記憶體累加值需同時按下累加鍵 M+及累顯鍵 MR . 

5.5 自動累加 

在自檢時按列印鍵 PRINT 進入設定模式， 再按扣重/上翻鍵直至顯示 P 2COM 。按歸

零/確認鍵 ZERO 進入， 再按扣重/上翻鍵 TARE  選擇  “mode”， 按歸零/確認鍵 ZERO 確

認， 顯示幕將顯示當前埠 RS-232 模式， 按扣重/上翻鍵 TARE 選擇 Auto。 設定後， 自

動指示 AUTO將亮起。 

將待秤物放上秤盤， 穩定後可聽到蜂鳴器發出兩次叫聲， 這時可放上或移走待秤物， 穩

定後蜂鳴器將再次發出叫聲。 秤好後將所有待秤物從秤盤上移下。 最後一次累加重量值將

被存儲到記憶體。 

6.簡易計數 

長按累顯 MR鍵,UU MGBUU “P 10” ,進入計數採樣狀態,按扣重鍵 TARE 選擇採樣數量,

根據所選擇的數量放樣品於秤盤上,穩定後按歸零鍵 ZERO進行採樣。 

採樣完成後,於上與採樣物品單重相同的物品,即可顯示出當前數量,在計數狀態下,按累顯

鍵 MR 可回到秤重狀態。 

7.動物秤 

將待秤動物放上秤盤，數秒後，如果讀數值變化範圍較穩定後，讀數值將被鎖定。 

在讀數被鎖定後， 如果放上或移開大的秤重物， 顯示的讀數將被更新並重新鎖定。  

可以同時按下歸零/確認鍵 ZERO 與扣重/上翻鍵 TARE  進入或退出動物秤模式。進入動

物秤模式後,HOLD指示亮。 

8. 其他功能 

8.1 鍵盤鎖定 

當使用鍵盤鎖定功能時， 如果鍵盤超過 10秒不使用時將被鎖定。 進入鎖定狀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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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任何鍵都將顯示“K-LCK”。 

如果需退出鎖定模式並回到工作模式， 需同時按下列印鍵 PRINT ，累顯鍵 MR  ，歸

零鍵 ZERO 2秒，顯示幕顯示“ULCK”後回到正常模式。 

注：此功能僅當內部參數設定鍵盤鎖有效時方可使用。 

8.2 背光設定 

按歸零/確認鍵 ZERO  3秒後，顯示幕將顯示”setbl“，按歸零/確認鍵 ZERO 進入背光設

定模式，按扣重/上翻鍵 TARE  改變背光模式(BL ON: 背光一直亮， BL AU: 自動背光模式， 

當有按鍵被按下或秤上有物品放上時亮， BLOFF: 背光一直關閉)， 按歸零/確認鍵 ZERO 確

認，按總淨重切換鍵 G/N  退出。 

8.3 自動關機設定 

   長按歸零/確認鍵 ZERO 3秒後， 顯示幕將顯示”setbl “， 按下扣重/上翻鍵 TARE  ， 顯

示幕將顯示“setoff”， 再按歸零/確認鍵 ZERO 進入自動關機設定模式，按扣重/上翻鍵 TARE 

選擇自動關機時間(of ON:: 一直開機， of 5:待機 5分鐘後自動關機， of 15:  待機 15分鐘

後自動關機)， 按歸零/確認鍵 ZERO 確認，按毛/淨重切換鍵 G/N  退出。 

9. 其他功能 

9.1設定鮑特率 

按 PRINT 鍵進入功能設定狀態,當顯示”P2 COM”時按下 ZERO鍵,按 TARE 鍵選

擇”BAUD”,按 ZERO鍵進入鮑特率設定,用 TARE鍵選擇鮑特率(600.1200.2400.4800.9600),

選擇完畢後按 ZERO鍵確認,按 G/N 鍵回到秤重狀態。 

9.2設定發送方式 

按 PRINT鍵進入功能設定狀態,當顯示”P2 COM”時按下 ZERO鍵,按 TARE鍵選

擇”MODE”,按 ZERO鍵進入發送方式,按 TARE鍵選擇發送方式(CONT:連續發送、ASK:電腦

控制問答方式發送),選擇完畢後按 ZERO鍵確認,按 G/N鍵回到秤重狀態。 

9.3序列埠與 PC、大螢幕及印表機之連接 

序列通訊由 9芯插座輸出,連線視下列不同設製作 

與 PC機連接：2#-RXD  3#-TXD  5#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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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螢幕連接：3#-TXD  5#-GND 

與 LP-50印表機連接:3#-RXD  2#-TXD  5#-GND  

與 TPUP連接：3#-RXD  2#TXD  7#GND 

*本秤重顯示器不可同時連接 PC與大螢幕顯示數字顯示器,連接大螢幕的輸出訊號鮑特

率固定為 600BPS。 

10.電池說明 

秤重顯示器由電池供電, 本秤電池可連續使用大約 70小時. 

當秤內電量不足時,電池電量不足標示亮時,請即插上電源對其充電. 若不充電而繼續使

用, 30分鐘後為保護秤內電池將自動斷電. 這時,請務必充電 ,否則將不能繼續使用. 

在對電池充電時,不需把秤開啟. 

電池充滿電大約需 15小時. 

在顯示器視窗的左側,有一充電指示燈. 紅燈時表示嚴重缺電, 充電時電源指示燈為橙色,

當電源指示燈轉為綠色時表示電已充滿, 

若長期不使用本產品, 也請每隔三個月充電一次. 

電池長期使用後若發現充不滿電或即使充滿電只能使用較短時間時, 請按電池規格更換

新的電池.  

11.錯誤代碼  

 

錯誤代碼 說明 解決方法 

- - - - - 
超載 請從秤臺秤上移除貨物.   

如仍有問題請聯繫經銷商或代理商.  

Err 4 歸零設定錯誤 自動歸零打開或按下手動歸零時,秤上貨物超出可歸

零範圍.  

把秤上貨物移開重試一次. 

用扣重鍵設定顯示值為歸零值. 

如仍有問題請聯繫經銷商或代理商. 

Err 6 A/D轉換超出範圍 A/D轉換器的值超出了正常範圍. 

如果超載請從秤上移開貨物, 

也可能為感測器或電路板已損壞.請聯繫經銷商或代

理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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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保證書 
 

客  戶：                  

機  型：                  

儀器號碼：                  

購買日期：                  

承蒙選購本公司電腦秤，不勝感激，萬一發生故障，可憑本服務卡，享有自購買

日期起一年之免費服務。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雖在免費保養之期間內亦得酌收材料成本費或服務費，敬請

諒宥。 

1.服務員登府時，概出示本保證書，如遺失或損毀，致字跡無法辨認，需繳付費用。 

2.使用不慎或錯誤而導致之損壞。 

3.自行改裝而生故障。 

4.經安裝後購買人自行搬移或運送所發生破損。 

5.因天災地變所導致損壞。 
※保證期間外，售後服務時，酌情收取零件或調整校正費。 

※本保證書未經經銷商蓋章及填註購買日期者無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