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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電子天平由微電腦和高精度電子天平組合而成.具有稱量、單位轉換、

存貯、統計計算、列印等多種功能，本產品採用進口積體電路，性能穩定可靠，

讀數迅速，稱量準確。該檢測儀器廣泛應用科研和企事業單位。

型號規格及參數

一：型號和規格

型號 稱重範圍 最小讀數 秤盤尺寸

JA303M 0～310g 5mg 160x70mm

二．使用環境

溫度界限： 0℃~40℃ 最大功耗：10W

溫度波動度：5℃/h 電 源：220V±10%,50HZ±1HZ

相對濕度：50%~85%

三、操作要求

(1)使用時應將隨機所附的專用連接電纜分別插到電子天平的RS232C輸出口和

印表機輸入插口。

（2）電子天平使用時應放置在平穩的工作臺上，避免機械震動、陽光直射、氣

流等影響。輕輕裝上隨機所帶的支架,調整二只水準腳螺絲,使天平後部水準泡

位於圓圈中央。

(3)將電子天平和印表機接上電源，打開電源開關此時天平顯示窗口順次顯示

“-203-“=¸=¸=¸……=”，最後顯示“0.000”的稱量模式。

五：儀器校準

(1) 標定要求

當密度計稱重有明顯偏差時，應對天平進行重新標定，使稱量準確。被校

天平放在平穩的工作臺上，周圍應無震動氣流及電磁波干擾。為保證天平稱重

準確性，請在天平開機預熱 20 分鐘以後再進行校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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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準步驟

通電開機顯示密度狀態後，按住“CAL”鍵返回稱重狀態，再按住“CAL”數秒，

顯示 CAL時放手，顯示“200.000”，放上等值標準砝碼數十秒後，顯示“= = = = = =-”，

當再次出現“200.000”時取下砝碼，這時出現“= = = = = =”，等到出現“0.000”
時，表示校驗結束，顯示自動回零。此刻天平校準結束。如稱量仍有較大誤差，

按上述方式重新校準即可。

2) 多點步驟

當一點校準無法保證密度計準確稱量時，可以測試多點校準。

按開機鍵後，迅速鬆手按住“CAL”鍵數秒，顯示 CAL時放手，

顯示“200.000”閃爍，放上等值標準砝碼數十秒後，顯示“= = = = = =-”，當再次出

現“200.000”時取下砝碼，這時出現“= = = = = =”；

顯示“100.000”閃爍，放上等值標準砝碼數十秒後，顯示“= = = = = =-”，當再次出

現“100.000”時取下砝碼，這時出現“= = = = = =”；

顯示“50.000”閃爍，放上等值標準砝碼數十秒後，顯示“= = = = = =-”，當再次出

現“50.000”時取下砝碼，這時出現“= = = = = =”；

等到密度計歸零位顯示“0.000” 表示校驗結束，顯示自動回零。此刻天平校準結

束。如稱量仍有較大誤差，按上述方式重新校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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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裝配圖

密度測試架安裝順序:

1-2-3-4-5-6

1.密度架 2.水槽

3.安裝孔 4.託盤

5.銜接套

6.密度計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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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面板和按鍵

按鍵名稱 功能說明

ON/OFF 開機關機

F/SET 密度測試模式下 用於選擇標準樣密度，上調功能

ENTER
1. 稱重模式：去皮功能

2. 密度測試模式下：進入和確認

CAL

1. 稱重模式：校準功能

2. 密度測試模式：返回稱重模式

3. 設置密度：確認 下一步

1. 稱重模式：長按 進入密度測試

2. 密度測試模式：去皮功能

1. 固體和黃金密度測試步驟標識 液體密度測試步驟標識

粉末密度測試標識

2. 稱重圖示 “+” 和”-” , 3. 測試模式和稱重數值. 4.單位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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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密度測試功能

請與代理商確認產品型號和功能.

我們提供 5種不同種類的樣品密度測試功能

根據不同規格提供不同功能，不是所有功能

都作為標準配置.

單位 D 表示： g/cm3.

默認模式是固體密度測試模式.

稱重模式下長按“ ”鍵進入密度測試模式

按“ ”鍵選擇所需的測量模式：

Solid（固體）、Gold（黃金）、

liquid（液體）、Podr (粉末)、

ABSO) (吸水性)、

按“ENTER”確認選擇.

密度測試狀態下 “CAL”鍵是返回的作用;

八：使用步驟

1.固體密度測試

*密度測試模式下選擇模式到 SOLID ,按“ENTER” 進入測試模式;

*接著顯示: SOLID-1,然後顯示 0.000g,把被測物放在上方秤盤上,等到讀數穩定後按

“ENTER”鍵;

*接著顯示:SOLID-2,取下被測物，顯示重量 0.000g,把樣品放入液體中,等到讀數穩定後

再按“ENTER”鍵;

*這是密度計顯示 SOLID-3,然後顯示物體的密度值。

按“CAL”,返回上一級介面。

*在測試過程中按“CAL”,將會返回上一級的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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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黃金密度測試

*密度測試模式下選擇模式到 GOLD ,按“ENTER” 進入測試模式;

*接著顯示: GOLD-1,然後顯示 0.000g,把被測物放在上方秤盤上,等到讀數穩定後按

“ENTER”鍵;

*接著顯示:GOLD-2,取下被測物，顯示重量 0.000g,把樣品放入液體中,等到讀數穩定後

再按“ENTER”鍵;

*這是密度計顯示 GOLD-3,然後顯示黃金對應的 K值，如果不屬於正常 K值範圍，結果

將顯示為 OOR。

按“CAL”,返回上一級介面。

*在測試過程中按“CAL”,將會返回上一級的稱重。

3. 液體密度測試

*首先測試液體密度，必須先設置固體參照物的密度值，具體參考九：密度設置。

*密度測試模式下選擇模式到 Liquid ,按“ENTER” 進入測試模式;

*接著顯示 Liquid-1,等到稱重穩定顯示 0.000g,把標準參考物放在上方秤盤上稱重，等到

讀數穩定後,按“ENTER”鍵;

*將顯示: Liquid-2,當顯示穩定後，取下被測物顯示到 0.000g,將標準樣放入液體中,等到

稱重穩定後,按“ENTER”鍵；

*當密度計顯示: Liquid-3 ,然後即顯示為液體的密度值:D means g/cm3;

按“CAL”,返回上一級介面。

*在測試過程中按“CAL”,將會返回上一級的稱重。

4. 粉末密度測試

*首先測試粉末密度，必須先設置液體參照物的密度值，具體參考九：密度設置.

測試粉末狀物體密度需用到比重瓶.(此項功能無需密度架即可測試)

*密度測試狀態下，選擇到 PODR ,按“ENTER”鍵進入粉末密度測試;

*接著顯示 PODR-1,當讀數穩定顯示 0.000g,把被測的粉末放在秤盤上,等到稱重穩定後,

按“ENTER”鍵,請不要移開此時放在秤盤上的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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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顯示: PODR-2,當顯示粉末重量的時候，放上加滿水的比重瓶，這時將顯示原有粉

末重量和加滿水的比重瓶的重量和；

再次按“ENTER”鍵，將顯示: PODR-3 ,去掉盤上所有物品，按“ ”，將比重瓶中的液

體倒出一部分，然後把粉末加入比重瓶，然後再加滿水，把混入粉末的比重瓶再次放到

秤盤上稱重，帶到稱重讀數穩定以後，再按 “ ENTER” 鍵，將顯示 :PODR-4 ,然後出現

的結果即為被測粉末的密度:D means g/cm3;

按“CAL”,返回上一級介面。

*在測試過程中按“CAL”,將會返回上一級的稱重。

5. 吸水性物體密度測試

*首先測試吸水性物體密度，必須先設置液體的密度值，具體參考九：密度設置。

*密度測試模式下選擇 ABSO ,按“ENTER”鍵進入密度測試;

*當顯示 ABSO-1,接著歸置 0.000g,把被測物放在上部的秤盤上稱重，等到稱重穩定後

按住“ENTER”鍵,然後並且取下被測物;

*接著顯示: ABSO-2,把被測物放入液體中（如果被測物浮在水上，請用抗浮架）,等到稱

重穩定後，按“ENTER”鍵，

*然後顯示: ABSO-3 ,取出充分吸水的樣品，待其瀝到不滴水時，放到上部秤盤稱重，等

到稱重讀數穩定後，按 “ ENTER”鍵

*將顯示 :ABSO-4 然後顯示的結果即為吸水性物質的密度值。

按“CAL”,返回上一級介面。

*在測試過程中按“CAL”,將會返回上一級的稱重。

九：密度設置

*本機默認液體密度為：0.998229g/cm3,(20°C 水).

1.固體密度設置

在密度測試狀態按“SET”鍵，選擇到: SSd ,根據參考樣品設置其對應的密度.
*按“ENTER”鍵,將出現: S-Sd-XX,再按“ENTER”鍵進入設置 ,,選擇對應 XX ,01-10。

對應的 10組密度值地址;(6-10 號地址是客戶自定義設置 )

*按“ENTER”鍵,選擇所需對應的密度,接下來的密度測試將以這次選擇為基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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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義密度設置 : 1) 選擇密度設置狀態 S-Sd-6 到 10 ,按“ENTER”鍵確認進入設置

狀態，按 “ ” 進入設置,再按”F”增加數值,按”ENTER”減少數值,按 “CAL” 確認當前數

值並進入下個設置.

結束設置按”ENTER”確認,並按”CAL“返回上一級頁面。

2.液體密度設置

在密度測試狀態按“SET”鍵，選擇到: SLd ,根據參考樣品設置其對應的密度.
*按“ENTER”鍵,將出現: S-Ld-XX,再按“ENTER”鍵進入設置 ,,選擇對應 XX ,01-10。

對應的 10組密度值地址;(6-10 號地址是客戶自定義設置 )

*按“ENTER”鍵,選擇所需對應的密度,接下來的密度測試將以這次選擇為基準樣。

自定義密度設置: 1)密度選擇狀態下，選擇 S-Ld-6 到 10中任意一組 ,按“enter”確認

進入，再按“ ”進入設置, 其中按”F”增加數值,按”ENTER”減少數值,按 “CAL” 確認當前

數值並進入下個設置.

結束設置按”ENTER”確認,並按”CAL“返回上一級頁面。

十：密度參考表

固體密度選擇：

SSD 名稱 密度

01 石蠟 0.9

02 鋁 2.7

03 不銹鋼 7.8597

04 銀 10.5

05 黃金 19.3

06 自定義

07 自定義

08 自定義

09 自定義

10 自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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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體密度選擇：

SLD 名稱 密度

01 水 （25℃） 0.997048

02 水 （4℃） 1.0000

03 酒精 0.78

04 煤油 0.82

05 水銀 13.60

06 自定義

07 自定義

08 自定義

09 自定義

10 自定義

十一：印表機

請選擇特殊的印表機，在密度測試結束後，顯示密度值的狀態下按“SET”鍵，印表機將會

列印相應的測試結果。

十二：單位選擇

在稱重模式下按 “Conversion ”鍵即可選擇相應的稱重單位：g\oz\ct。

十三：裝箱單

密度計主機---1 臺 說明書---1分 秤盤---1給 電源適配器---1個

標準砝碼 ---1 只 保修卡---1 張 密度架---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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