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  品  保  修  卡  

用户姓名  联系电话  

用户地址  

故障  

维 修 记 录 及 保 修 说 明  

日  期 维修记录 

  

  

  

感谢您购买本公司的产品，为了更好的为您服务，请关注

以下信息： 

1. 在保修期内发生故障时，用户可免费维修，整机保修

期为一年 

2. 请务必注意非正常使用的情况下造成的损坏不在保

修条款之列，即使是在保修期内也需要收费维修； 

*因误用、拆毁及私自修理造成的故障和损坏; 

*由于火灾、地震、水灾、雷击等自然灾害引起的故障和

损坏； 

*不能出示本保修卡及购货发票者。 

 

合格证 

﹁ 

 
 
 
 

﹂ 
 
 

 

常州市幸运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常州市牛塘镇高家路 33号，中节能（常州）环保科技园 17号楼  

电话：+86-（0）519-88800736 88856044  

传真：+86-（0）519-88800792-810 

网址：www.xingyundianzi.com 

 
 
 
 
 
 
 
 
 
 
 
 
 
 
 
 
 
 
 
 
 
 
 
 
 
 
 

 

 

  E/F 系列精密电子天平 

常州市幸运电子设备有限公司 

服务热线：400-805-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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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计数操作 

(1)按“ＣＯＵ”键，显示“COU…”稍后闪烁显示点数模式“5，10，20，40，50，100，

200，300，400，500”中的某一项数字，按 “TARE”键,切换数字。称盘放上与模式数

相同的物件，按下“COU”键，显示“= = = = = = ”，片刻后，显示不闪烁的模式数，

即完成点数操作的设置。此后，进行点数操作。在秤盘上放入物件时即显示物件的个数。 

点数操作要求物件的单位重量必须大于最小读数值的 4 倍。否则，点数误差大或无法点

数 

(2)退出点数操作：按“ＣＯＵ“键，显示”======“，片刻后退出点数状态，返回秤重

状态。     

5.4 超重报警 

当称重质量超过该秤最大称量值时，显示窗口显示上横线“－－－－－－”,表示称物超

重，应拿走称重物体，以免损坏天平。  

5.5 最小起称量设置 

按着“COU”,同时打开电源开关，按”COU”或“CAL”选择到所需选项，按”TARE“确认

选择.(d表示称量精度) 

5.6 波特率选择 

开机同时短按“TARE”键，循环显示波特率值，待显示所需波特率值时，按”COU“确认

选择. 

5.7 单位转换    

     按“UNIT”可以转换单位：kg、lb 

 

六、装箱清单 

注意：拆箱后天平包装请妥善保存，以备后期维修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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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内   容 数   量 

1 显示仪表 1 个 

2 秤盘 1 个 

3 秤架 1 个 

4 电源线 1 根 

5 立杆 1 个 

6 仪表支架 1 个 

7 包 装 1 套 



4.1 校准砝码 

    按要求准备校准用标准砝码，按不同型号对应选择不同砝码，选择如下： 

天平型号 校准砝码 

XY60E/F 25Kg 
XY100E/F 50Kg 
XY150E/F 50Kg 
XY200E 100Kg 
XY300E 200Kg 
XY500E 200Kg 

     

4.2 校准步骤 

    请在天平预热 30分钟后，等到台秤称重稳定后再进行校准，以 XY100E为例： 

 A、一点校准法： 

    1）开机归零后，长按 CAL键，显示器上显示“-CAL-”即松手，然后闪烁“50.00”； 

    2）把 50Kg砝码放置在秤盘上，显示器上显示“======”； 

    3）再次出现“50.00”稳定显示不闪烁时，取下砝码，显示器上显示“======”； 

    4）归零即校准完毕。 

 B、三点校准法：（注意：请确保有足够的校准砝码再进行此项操作） 

    1）关电源，按 ON/OFF键开机后，并迅速按住 CAL键不松，待显示“--CAL--”松手； 

    2）显示“100.00”闪烁，把 100Kg砝码放置在秤盘上，显示器上显示“======”； 

    3）再次出现“100.00”稳定显示不闪烁时，取下砝码，显示器上显示“======”； 

    4）显示“50.00”闪烁，把 50Kg砝码放置在秤盘上，显示器上显示“======”； 

    5）再次出现“50.00”稳定显示不闪烁时，取下砝码，显示器上显示“======”； 

    6）显示“25.00”闪烁，把 25Kg砝码放置在秤盘上，显示器上显示“======”； 

    7）再次出现“25.00”稳定显示不闪烁时，取下砝码，显示器上显示“======”； 

8）归零即校准完毕。 

 

五、功能设置 
5.1 称量 

(1) 开机预热稳定并显示“0”状态。 

(2) 物件放在秤盘上，即显示该物体重量，等到窗口显示数值不变化时，表示秤已稳定。 

5.2 去皮重 

盘上有容器时，台秤显示容器重量，按“ＴＡＲＥ”键后，显示“0”，即皮重已去掉。置

称物于容器内，即显示称物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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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本使用说明书适用于 XY-E/F系列天平。 

    XY-E/F 系列是常州市幸运电子设备有限公司自主开发研制的新一代产品，采用了高精

度传感器和进口集成电路，性能稳定可靠，操作简单。 

 外观时尚简约，LED 数码显示屏； 

 操作简单易学，质量单位转换，XY-E/F 系列多功能电子天平的软件系统为用户提供

了可选择单位的功能，可选择软件提供的多种国际上常用的质量单位(见质量单位转

换）；  

 可在全量程范围内去皮，清零，超载，欠载显示，故障报警； 

 有计数等多种功能可供选择； 

 交直流两用 6V蓄电池，电池可反复充电使用，电池电量不可用空后再充电； 

 可选配 RS232接口或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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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XY60E XY100E XY150E XY200E XY300E XY500E 

最大称量 61Kg 110Kg 160Kg 210Kg 310Kg 510Kg 

读数精度 10g 50g 

型号 XY60F XY100F XY150F 

最大称量 61Kg 110Kg 160Kg 

读数精度 1g 

准确等级 III级 

重复性 ±2d（d表示读数精度） 

线性误差 ±3d（d表示读数精度） 

稳定时间 ≤2秒 

工作温度 15℃～35℃ 

称盘尺寸 标配 400X500mm(选配 450X600mm/600X800mm) 

校准方式 外校 

净  重 13kg 

毛  重 15kg 

包装尺寸 850X420X170（长×宽×高）mm 

通讯接口 RS232 (选配) 



二、注意事项 
 

2.1 安装 

 1）请小心打开包装箱，将箱内物品轻轻取出，并将包装材料保存好，以备售后使用。 

 2）先将称盘放置好，再将秤架上连接表头的线穿入立杆中，安装好立杆与表头，然后将

电源插上（输入电压 220V）等待开机。 

 

2.2 工作环境选择 

    E/F系列多功能天平在常规条件下进行称量时，应按下面的要求选择工作环境： 

(1) 工作环境应保持清洁、干燥； 

(2) 天平应放置在坚固、稳定的平面上； 

(3) 工作台应设置在受振动干扰少的地方，四周受振动影响较小的理想位置； 

(4) 请避免与大型机器或者带干扰的设备连接，以避免其他设备的干扰； 

(5) 应使天平远离带有磁性或能产生磁场的物体及设备； 

(6) 不得在具有爆炸性危险的区域内使用台秤； 

(7) 不得长时间在高湿度或高粉尘的环境中使用台秤； 

(8) 当天平从一较冷环境转移到另一较暖的环境时，空气中的水分会在天平的内部凝

结， 

 以致于影响称量的精确度和可靠性，为消除水分凝结的影响，可先将天平在室温下不

插电源放置 2小时后再使用。 

 

2.3  使用注意事项 

(1) 使用前应通电预热 30分钟。 

(2) 使用环境和条件要符合环境规定。 

(3) 秤盘上称重质量总和不可超过最大称重值的 120%。否则将损坏天平. 

(4) 天平称量不准确时，应用标准砝码按规范进行标定。 

(5) 用户若发现天平有故障，不要自行拆卸机壳修理，以免损坏机内精密器件，请用户送

销售商处或寄生产厂家修理。 

(6) 若屏幕“In Charge绿灯”常亮，表示电池容量已满，此时可以停止充电。 

(7) 若屏幕显示“LO-bat”，并有“滴、滴”报警声，表示电池容量低请及时充电 

(8) 充电中 Incharge红灯常亮，至充满临界点时红绿灯交替亮，充满电时常亮绿灯。 

(9) 电池充电请在开机状态下进行，电池电量不可用空后再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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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显示及按键 
3.1 显示屏及按键 

 

 
 
 
 
 
 
 

 

1     2    3     4     5      6           7 

 
1. 归零指示灯  2.欠压指示灯  3.稳定指示灯  4.计数指示灯  

5. 单 位（磅） 6.单 位（千克）7.电源指示灯 

 

     

 

 

 

 

 

 

 

 

 

 

 

四、校  准 
    XY-E/F系列天平，工作较长时间后，由于环境因素等的影响，可能天平产生微小误差，

此时可以用校准的方法来消除这些误差。因此，当首次使用新购进的天平或从一地点转移

到另一地点使用天平之前，都必须对天平进行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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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键名称 按键功能 

MODE 功能 

COU 计数 

→0/T←、TARE 去皮、清零、确认 

CAL 校准 

UNIT 单位转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