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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装 箱 清 单

序号 物品名称 单位 数量

1 WP 电子秤 台 1

2 防水适配电源 个 1

3 合格证 份 1

4 说明书 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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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 述

本使用说明书用于 XY-WP 系列防水电子秤。

XY-WP 系列防水电子秤是常州市幸运电子设备有限公司开发研制的新一代产品。采用高

精度传感器。进口集成电路，性能稳定可靠,操作简单.

彩色外壳，外观时尚简约，LED数字显示屏；

操作简单易学，质量单位转换，XY-WP 系列防水秤通过 IP68 防水防尘认证，能适应

各种严苛的使用环境（冷库，盐场等）；

可在全量程范围内去皮，超载，欠载显示，故障报警；

交直流两用，6V5Ah 蓄电池电池可反复充电使用；

前后双显示屏。

型号 XY-WP

最大称量 3kg-30kg

读数精度 0.1g/0.5g/1g/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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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秒

工作温度 17.5℃～22.5℃

称盘尺寸 190X235mm

外形尺寸 287*271*127（长×宽×高）mm

校准方式 外校

净 重 4.0kg

毛 重 4.5kg

包装尺寸 330*350*180（长×宽×高）mm

通讯接口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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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注 意 事 项

2.1、安装

1）请小心打开包装箱，将防水秤及箱内物品轻轻取出，并将包装材料保存好，以备售后用。

2）先将称盘放上再将电源适配器插头插到防水秤上，然后将电源插上（输入电压 220V）等

待开机。请正确放置秤盘，否则会出现无法称重的提示。

2.2、工作环境的选择

XY-WP 系列防水秤在常规工业计量室条件下进行称量时，应按下面的要求选择工作环境：

(1) 工作室应保持清洁、干燥；

(2) 防水秤应放置在一平稳、固定的工作台上；

(3) 工作台应远离门窗，这样可减少因开窗开门而产生的气流的影响；

(4) 工作台应设置在受振动干扰少的地方。房间的四周受振动影响较小的理想位置；

(5) 防水秤应放置在避免阳光直射和远离发热器等易引起温度变化的地方；

(6) 请避免与大型机器或者带干扰的设备连接，已避免其他设备的干扰；

(7) 干燥环境容易产生静电，可以采取对应措施避免静电对称重造成影响。

(8) 应使防水秤远离带有磁性或能产生磁场的物体及设备；

(9) 不得在具有爆炸性危险的区域内使用防水秤。

2.3、使用前的准备

在使用防水秤前，应先将防水秤水平放置。用防水秤下部的水平调整底脚调整水平，使

水平器内的气泡调入圆圈的中央为止，然后快速轻按开机（ ）为开启显示。为保证防水

秤准确称重，请确保防水秤充分的预热（建议预热时间为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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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F-6（上下限设置）

进入上下限设置功能后，先进入低限设置（LXXXXX），按去皮键移位，按置零键调数

字，按功能键确认并进入上限设置（HXXXXX），按去皮键移位，按置零键调数字，按功能

键确认并显示 END 后退出上下限设置功能，回到称重状态。

六、故 障 排 查

故障 原因 排除

不显示

1.不通电源；

2.电池欠压；

3.电池充不进电；

4.以上排除

1.插上电源适配器或检查电源适配器

是否损坏；

2.及时充电；

3.重新接插电池接片，更换电池；

4.联系生产厂家

显示值

不稳定

1. 工作环境不好；

2.秤盘和秤体之间夹有异物或刮

碰；；

称量物本身不稳定；

（如吸收水分或蒸发）

1.改善工作环境，避开振动和气流的干

扰；

2.取出异物，防止刮碰；；

显示值与实

际重量不符

1.天平没有校准；

2.称量前没有清零；

3.没调好水平；

1.校准天平；

2.按→0←清零；

3.用水平脚调好水平。

CE-Err 开机显示 CE-Err，电池检测出错 重新接插电池或更换电池

- Err -

快速校准显示-Err-:未正确放置

等值砝码重量

确认校准所需砝码，按要求放置等值校

准砝码。

1. 上下限设置：下限值大于上限

2. 上限值超出量程

1.重新设置上下限

2.确认量程，重设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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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按住“功能”: E-0(零位放大,E0 to E8),0 代表 0.5e，1 代表 1e，2 代表 2e……

8代表 8e（默认 E-03）按住“去皮”选择(d=e);

8.按住“功能”: P-ON 上下限开，P-OFF 上下限关（默认），按功能键确定并进

入下一参数设置。(此时置零键无效)

9.按住“功能”: 跟零功能选择按去皮键选择是否跟零：to-ON 跟零开

（默认），to-OFF 跟零关。按功能键确定并显示 END 结

束 F-1 参数设置功能，回到称重状态。(此时置零键无效)

按住“功能” 显示 END 返回称重状态,功能设置完成.

5.2.2：F-2（自定义校准点功能）

可设置用任意砝码进行单点校准的功能，要求所设置的校准砝码值必须在五分之一

量程（含）以上

进入任意重量自定义功能后，先在秤盘上放置好标准质量的砝码（注意砝码等级和防

水秤精度匹配），进入校点设置。(去皮键移位，置零键选数字)，再按功能键开始校准，

校准完成会显示校点值，回到称重状态。

5.2.3：F-3 (双量程选择)

进入双量程选择后，按去皮键选择，FUNC-1 为单量程（默认），FUNC-2 为双量程，按

功能键，显示 END 后回到称重状态。

5.2.4：F-4 (显示内码选择)

显示内码功能确定后，称重显示内码值。

5.2.5：F-5（三段标定）

三段标定功能确定后，按照显示提示依次放置相应砝码校准，校准完自动归零回到称

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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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 键 和 显 示

3.1、液晶屏及键盘如图标

1.水平仪显示窗口；

2.功能提示灯（包括电压提示，检重提示，单位提示，称重状态提示）；

3.按键区域 4. 显示屏

-03-

按键名称 按键功能

电源 开机/关机

功能 功能菜单

→0/T← 清零、确认

去皮 去皮



3.2、开机显示

当前程序版本号

量程：6kg

当前电压检测：6.0 V

四、校 准

XY-WP 系列防水秤当防水秤工作较长时间后，由于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的影响，可能

使防水秤产生微小误差。我们也可以用校准的方法消除这些误差。因此，当首次使用新购进

的防水秤，或从一地移到另一地使用防水秤时，都必须对防水秤进行较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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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防水秤型号 校准砝码

XY-WP 1/3 量程砝码

4.2 校准方法

防水秤请在预热 30 分钟后，等到防水秤称重稳定后再进行校准。

简易校准法

1）开机归零后，放上量程 1/3 重量的砝码，

2）称重稳定后，按“功能+置零”键，显示 CAL

3）等到显示相同数值后，取下砝码，归零即校准完毕。

* 如果简易校准后，防水秤称重仍不能满足称量精度要求，请联系生产商索取解决方案。

* 速度调整：按功能+去皮，显示：F 表示快速模式，显示 M:中速模式 显示 L：慢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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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功能设置

5.1 充电功能

XY-WP防水秤是配有可充电电池的，所以对电池的养护和正确使用，可以有效的提高产品

使用效率和使用周期。

：当电子秤电量不足时，电池欠压灯会闪动，这个时候就提醒用户该秤需要充

电，如果用户再继续使用，将会关机，不能使用。

：给电子秤充电时，插上电源适配器，开机，充电灯闪动，即为充电当中。一

般充一次电需要 8-10小时。充满电以后,充电灯不再闪动,拔掉适配电源即可正常使用。

注意：当我们需要充电时，一定要使用我们原厂配置的防水是配电源，以免适配电源电压

过高或者短路烧坏电子秤。

5.2 功能设置

开机显示

开机按住“功能”进入功能设置：

按键功能：“功能”: 下一步 ；“置零”: 确认/增加 ；“去皮”:下一位数;

5.2.1 F-1(参数设置功能),

1.按“功能” 即可选择所需要的量程 ( C—1.5、03、06、7.5、15、30);

2.按住“功能”: d-(01,2,5,10)(精度) ，按住“去皮”选择;

3.按住“功能”: dp-(0,1,2,3)(小数点位数)， 按住“去皮”选择;

4.按住“功能”: UN-00:g (单位选择) ; UN-01:kg ; UN-02:lb ; 按“去皮”选择;

5.按住“功能”: br- (0、1、2、3) ，br-0 为最亮，br-3 为最暗

6.按住“功能”: ps-00 (ps-00 无省电/ps-01 省电/ps-02 省电且关闭副显示 ),
按住“去皮”选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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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7.2 版本号 C---xxx 量程
DC--- 0.0 电量 0 0 省电模式


